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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7日凌晨3时许，伊拉
克首都巴格达的绿区内突然传出爆炸，
不同型号的自动武器的射击声随后在巴
格达的夜空中交织，枪声持续接近三分
钟。而这一切发生的地点，是伊拉克现任
总理穆斯塔法·卡迪米的住所。

发动这次袭击的是一架装有炸药的
自杀式无人机，所幸袭击并未达到目的。
卡迪米毫发无伤地出现在稍后的电视讲
话中，指责这是“胆小鬼”的行径。他呼吁
民众保持“冷静和克制”，捍卫伊拉克的
安全与主权。

这已经是卡迪米短短三天内第二次
做出类似的表态。11月5日，伊拉克民众
举行游行，抗议议会选举结果，并与安全
部队发生冲突，导致125人受伤，卡迪米
事后也呼吁民众“冷静和克制”。

从当时现场视频来看，参加游行的
民众足有上千人，这也是伊拉克各地民
众近期频繁游行抗议议会选举结果的一
个缩影。但选举和游行是否与总理遇袭
有关？答案似乎就在伊拉克政坛因本次
大选而正在或即将发生的种种变化中。

被强加的美式被强加的美式““民主民主””不断变化不断变化
的选举机制的选举机制

美军2003年入侵伊拉克后，彻底破
坏了原有的政治生态，并一手“搭建”了
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即由民众选举产
生议会中的329名议员，而在议会中拥有
多数席位的党团有权提名总理并组建政
府。但议会选举的方法并非一成不变，而
是临时制定，因此每一届选举的规则都
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今年的选举就是
如此。

正是这样频繁的改变，导致民众对
于选举结果心存疑虑。伊拉克高等选举
委员会 10 月 11 日发布的议会选举初步
结果显示，什叶派宗教领袖穆克塔达·萨
德尔领导的政治派别“萨德尔派”成为最
大赢家，共获得73个议会席位，而上届大
选当中“萨德尔派”虽然也是第一大党，
但“仅仅”获得54席。

巨大的差距自然使得其他政党甚至
民众难以接受，他们纷纷指责“萨德尔
派”利用新的选举规则，特别是萨德尔派
的竞争对手——什叶派传统政党们，尽
管被普遍认为在民众中具有更高声望，
但在本次大选却似乎吃了规则的“亏”。
相伴而生的抗议游行与暴力冲相伴而生的抗议游行与暴力冲突突？？

伊拉克被美国强加的“民主”选举制
度摇摆不定，使得民众逐渐对选举失去
信任，刚刚结束的议会选举初步统计的
投票率仅为41%，再次创造历史新低。而

参与选举的民众则又对结果不满，并越
来越多地加入到各地的抗议游行中，最
终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酿成惨剧。

但这又与总理遇袭有何关联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在伊拉克采

访多年，长期观察到的结果是：游行和暴
力冲突已成一体两面，只要游行持续一
段时间，大概率会衍生出暴力冲突。无论
民众是否希望，总是有一些力量在恰到
好处的时候煽风点火甚至“开黑枪”，导
致事件越演越烈，最终局面不可收拾。

回顾2019年的伊拉克全国大游行，
起初来自全国各地的游行者仅仅是聚集
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解放广场，大多数人
的主要活动也只是在墙上涂鸦表达观
点。随着时间的推进，游行地点周边开始
不断出现不明身份者蓄意纵火和安装汽
车炸弹，导致气氛骤然紧张。伊拉克政府
也不得不加派安全部队维持秩序，但游
行者与安全部队随后发生冲突。事件最
终造成400多人死亡，8000多人受伤，但
始作俑者现在仍然是个谜。

疑云密布的无人机袭击疑云密布的无人机袭击 迷雾中迷雾中
的幕后黑手的幕后黑手？？

同样的情节似乎有再次上演的先
兆。本次议会选举结果公布后，暴力事件
时有发生，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巴格
达的曼苏尔区在11月1日遭遇三枚火箭
弹袭击。近年来类似袭击时有发生，但基
本都是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或美驻伊
军事基地周边为目标，曼苏尔区作为传
统商业区，近几年极少发生类似事件。

尽管事有蹊跷，但 11 月 7 日总理官
邸遭遇无人机袭击仍然无迹可寻。

伊拉克民兵组织领导人哈扎里5日

就曾发布一段视频称，要警惕有人对总
理府所在“绿区”发动袭击，并借机破坏
伊拉克的安全环境。伊拉克“绿区”位于
首都巴格达市中心，是伊拉克政府机构
以及美国和英国驻伊大使馆所在地。

外界分析认为，尽管此前曾有过使
用火箭弹发动袭击的“不良记录”，但本
次袭击总理官邸这样的事件，在事前就
大张旗鼓地宣传似乎不符合什叶派民兵
的一贯行事风格。

事实上，从美国使用无人机暗杀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
苏莱马尼之后，伊拉克民兵组织就多次
发布消息称，用于袭击“绿区”的火箭弹
并非他们曾拥有的型号。而相当一部分
民众也已开始怀疑频繁发生的“绿区”袭
击事件是否是本地民兵组织所为，因为
用于袭击的火箭弹几乎从未命中美方目
标，受损害的只有伊拉克人。

这样的情形不禁使人再次回想起
2019年的那场大游行。独立机构的统计
显示，当时煽风点火的社交媒体账号有
93%来自境外。时过境迁，在美军承诺
2021年年底前完成在伊拉克境内作战任
务之时，选举结果存疑、政府难产、机构
混乱和暴力事件频发等引发的种种恶果
却仍然要100%由当地民众来承担。

作为观察者，在没有证据也无人认
领的情况下，我们只能猜测却无法确定
谁是那只趁火打劫的幕后黑手。毕竟在
伊拉克，真相永远隐藏在一团乱麻中，
人们看到的只是上面覆盖的厚重迷雾甚
至毒雾，而如何才能做到掩面逃避，不
立于危墙之下，才是伊拉克人面临的最
现实难题。 本报综合消息

谁是伊总理遇袭事件幕后黑手
美国社交媒体脸书一项内部调查显示，由于沉

迷使用脸书应用，大约八分之一用户的工作和生活
受到负面影响，涉及人际关系、睡眠时间、育儿和工
作等。

这份内部调查由美国《华尔街日报》率先披露，
后被多家媒体转载。据商业内幕网站7日报道，脸
书方面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不负责任”，表示正
主动调查用户对脸书应用的“问题使用”。

《华尔街日报》说，脸书所谓的“问题使用”与通
常被称作“网络成瘾”的行为相似。脸书在超过190
个国家和地区运营，月活跃用户超过29亿。依照调
查结果估算，出现成瘾症状的脸书用户超过 3.6
亿。报道说，更为严重的是，“脸书用户使用这一平
台的模式比其他主流社交平台用户更糟”。

研究人员评估，脸书美国用户中，约一成存在
网络成瘾问题；在菲律宾和脸书最大的市场印度，
共计约25%用户有网络成瘾问题。不过，研究人员
没能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

脸书公司如今更名为“元”公司。公司前雇员
弗朗西丝·豪根10月25日在英国议会作证，指认这
家技术企业唯利是图，其算法助长极端和仇恨内容
传播，加深用户分化和对立，会在世界各地引发更
多暴力和冲突。《华尔街日报》推出系列报道《脸书
档案》，此次披露的内部调查报告是其中之一。

依照《华尔街日报》说法，脸书数年前曾设立一
个研究团队，就使用社交媒体可能损害用户日常生
活开展研究。这个团队发现，一些用户“缺乏对使
用脸书的时间控制”，致使工作和生活受影响，包括
因刷脸书影响休息、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致使人际
关系受损等。团队后来提出了一些减轻损害的建
议，但在2019年被解散。团队成员于2020年3月在
公司内部分享了研究结果。

“元”公司回击上述报道。公司副总裁、负责研
究的普拉蒂蒂·雷乔杜里说：“问题使用不等于成
瘾。问题使用曾被用来描述人与许多技术产品的
关系，比如电视机和智能手机。”就《华尔街日报》对
于公司停止对自有技术和其他技术影响用户健康
研究的报道，雷乔杜里予以否认。

据商业内幕网站报道，研究人员先前发现，
“元”公司旗下另一款图片和短视频分享社交应
用 Instagram 会对十几岁用户的心理健康产生负
面影响。 新华社特稿

意大利30多年来最大规模的反黑手
党案件上周末首次宣判，70名“光荣会”
成员获刑，尚有355名被告等待审理。

英国媒体7日报道，法院设在意南部
卡拉布里亚大区拉梅齐亚泰尔梅市。法
官克劳迪奥·帕里斯6日在一间庞大的庭
审室向 91 名被告宣读判决书。70 人获
刑，其中6人按照检察官量刑建议，判处
最重的20年监禁。21人无罪释放。

这91名被告选择快速审理程序，闭
门受审，如果被定罪，刑期可以减少三分

之一。
反黑检察官尼古拉·格拉泰里一直

致力于打击“光荣会”，30多年来不得不
在警察保护下生活。他告诉意大利安克
罗诺斯通讯社，庭审“非常顺利”，获释被
告是“光荣会”里的小角色。

据法新社报道，这次反黑案审理从
今年1月开始，指控罪名包括从事黑手党
活动、谋杀未遂、非法持有武器、洗钱和
毒品交易。

包括黑手党暴徒和腐败官员在内，

剩余355名被告预计在今后两年或更长
时间里接受审理。其中有两条“大鱼”，
分别是“光荣会”曼库索家族头目、人称

“叔叔”的路易吉·曼库索，以及前参议员
贾恩卡洛·皮泰利。

“光荣会”黑手党组织包含近150个
家族，在老巢卡拉布里亚大区有至少
6000名成员及外围成员，控制着大部分
流入欧洲的可卡因。过去数十年来，“光
荣会”发展成意大利最有钱、势力最大的
黑手党组织。 新华社特稿

韩国8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角逐下届总统的人选中，最大在
野党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支持率排
名第一，领先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
李在明将近12个百分点。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社会舆论研究
所5日至6日在全国范围内调查1009名
成年人。结果显示，5日获国民力量党
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尹锡悦支持率为
43%，较前一周上升10.6个百分点；李
在明支持率下滑两个百分点，至31.2%。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明年 3 月 9 日投
票。这项民调显示，如果总统在尹锡悦
与李在明之间产生，两人支持率分别为
47.3%和35.2%。

在野小党国民之党党首安哲秀、
正义党党首沈相奵等人也加入选战。
安哲秀所获支持率为 4.7%，沈相奵为
3.7%。

据韩联社分析，尹锡悦之所以大幅
反超，主要是国民力量党党内预选刚刚
结束，推高了这一在野党及其保守派支

持者对选战的关注度。
韩国媒体普遍预期，总统选战主要

在尹锡悦和李在明之间展开。先前多
项民调显示，两人支持率不相上下，
差距在民调误差范围内。韩国社会舆
论研究所上月 25 日发布的民调显示，
尹锡悦和李在明的支持率分别为 33.6%
和37.5%。

李在明近期卷入一起贪腐案，案件
持续发酵，成为韩国近期最热门话题之
一。 新华社特稿

法国南部戛纳市一名女警员8日早晨遭一名男
子刺伤，她的同事立即开枪制伏袭击者。消息人士
说，这可能是一起恐怖袭击。

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证实上述袭警
消息。他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我今天上午就赶往
案发现场，并向国家警察和戛纳市表达我的支持。”

法国国家警察主要负责城市治安。
据法新社、法国商业调频电视台以警方人士为

消息源报道，事件发生在当天早晨6时30分左右，
袭击者在一间警察局前拉开一辆警车的车门，用刀
刺伤驾驶座上的女警员，随后刺向一名男警员，车
内另一名警员开枪，袭击者受重伤。

消息人士说，幸亏穿了防弹背心，那名女警员
才逃过一劫。

袭击者在行凶时呼喊宗教口号。警方正把这
起事件当作恐怖袭击展开调查。

法国明年将举行总统选举。按照路透社的说
法，对暴力犯罪和恐怖主义的担忧正在成为选民主
要关切之一。

今年5月28日，法国西部南特市附近发生袭警
事件，一名男子闯入一间警局，持刀刺伤一名女警
并抢走配枪，稍后与警方交火，被击毙。凶手是孤
身作案，曾因普通刑事犯罪入狱，在狱中被诊断患
有精神疾病，并出现宗教极端主义倾向。

4月23日，一名突尼斯籍男子在法国北部朗布
依埃市警察局入口处袭击一名女警员，导致后者
伤势过重当场死亡。凶手在警方抓捕过程中被
击毙。 新华社特稿

11月7日，防暴警察在伊拉克巴格达“绿区”附近警戒。

33..66亿用户亿用户沉迷脸书沉迷脸书
影响工影响工作和生活作和生活

又是“独狼”？
法国再次发生袭警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