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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埃及防长曾警告，如果放任政治危机愈演愈烈，埃及可能走
向崩溃边缘。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他的话有些夸张了。然而，埃及新一
轮的动荡仍在持续，对于埃及崩溃的担忧开始如巨石一般压在人们心头。

简 讯

埃及：在街头政治中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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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时期 阵痛不断
" 月 " 日，“全国拯救阵线”发表声明
称，在埃及国内流血冲突没有停止、相关责
任人没有得到应有惩罚之前，该组织不会加
入全国对话。
埃及此轮动荡源于 ! 月 "# 日的“革命”
两周年纪念日。据美联社报道，当天，埃及
全部 "% 个省中至少 !" 个省举行示威，至少
#$ 万穆尔西反对者参加。
火上浇油的是， ! 月 "& 日，埃及法庭
宣判塞得港恶性球迷骚乱事件 "! 名案犯死
刑，再次触发骚乱，'% 人丧生。
动荡之中，总统穆尔西 "% 日宣布塞得
港、苏伊士和伊斯梅利 ' 省进入紧急状态，"(
日起宵禁，为期 '$ 天。穆尔西同时呼吁埃及
各政治派别对话，化解危机，然而该呼吁遭到
主要反对派联盟“全国拯救阵线”的拒绝。
! 月 '! 日，埃及资深宗教人士爱资哈尔
清真寺大教长艾哈迈德·塔伊布邀请多个政
治派别领导人对话，签署了放弃暴力的文件。
但是，第二天，开罗再次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
威游行。一些示威者与安全部队发生冲突，
目前造成至少 !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分析认为，埃及目前正经历过渡期 阵
痛。动荡短期内还会继续，这个转折期有可
能长达两三年。

派别斗争 底层积怨

! 月 "# 日，埃及政治动荡两周年之际，逾 !$ 万名示威者集中在开罗
解放广场进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穆尔西政府。图为在埃及开罗解放广
场附近，示威者同警察发生冲突。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摄

美国经济需平衡策略

两年前的 ! 月 "# 日，“革命”浪潮席
卷埃及，统治埃及长达 '$ 年的总统穆巴拉
克被迫下台。然而，两年后的今天，埃及的
街头政治依然如火如荼。究其原因，离不开
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拉锯以及持续滑坡的
经济和社会状况。
分析认为，穆巴拉克政权的突然倒台，
使长期受到钳制和打压的各种政治势能得到
释放，多极力量迅速分化组合，试图在“穆
巴拉克后”时代的权力与利益格局中获得更
大主导权。结果，存在近百年的穆斯林兄弟
会依靠强大社会组织网络和稳健博弈策略，
逐步上位，也成为其他力量抗衡甚至抵制的

当“白富美”一词盛行于当下，人们往往把白肤色
和出身富贵、相貌美丽联系在一起。让人称奇的是，非
洲也掀起了一阵阵美白热潮。
日前，一种叫“增白霜”的东西风靡非洲。据悉，
它可以在数天之内将使用者的皮肤由黑变浅。从南非到
塞内加尔到民主刚果，“增白霜”普遍被人们所接受，
成为“美白新宠”。
一项研究表明，在非洲，女性使用美白产品的比例
颇高，尤其是尼日利亚，高达 %%)。在尼日利亚，女性
美白的重点是面部。不过，她们往往把金钱花费在脸部
美白，忽视了全身美白，形成了“芬达脸” （脸部肤色
变浅变黄） 和“可乐腿” （腿部肤色依旧是黑色） 的鲜
明对比。
一位非洲女性表示，热衷于美白，很大程度上是受
到了广告和明星的影响。电视传媒一再影响着人们的观
念，使人们倾向于接受浅肤色是美丽的标志。而且，白
皮肤还能使人联想到“养尊处优”而不是“风吹日晒”
一类的词。

核心目标。
此轮动荡中，主要反对派联盟“全国拯
救阵线”曾提出与穆尔西政府对话的前提条
件：一是改组政府，建立一个包括主要反对派
在内的民族团结政府；二是组成一个专门委
员会修改刚刚通过的新宪法；三是将穆尔西
任命的总检察长解职。穆尔西对此明确表示
拒绝。这背后仍然是穆兄会代表的宗教势力
与反对派代表的世俗势力存在着根本分歧。
当然，动荡后的埃及经济持续滑坡、社
会秩序不断倒退，导致不少民众对现状不
满，对穆尔西和穆兄会执政后的表现感到失
望，也是反政府游行不断爆发的重要原因。
目前，埃及失业率高达 !")，通货膨胀率不
断升高。而穆兄会与反对派之间的拉锯战，
无疑使埃及雪上加霜。

双方拉锯 恐将继续
作为非洲和阿拉伯头号大国及地区稳定
之锚的埃及，两年来，一直在街头革命中苦
苦挣扎。如今，埃及社会严重分裂，经济危
机恶化，民选政府把控乏力。有专家甚至担
心，埃及面临被再次军管的风险。
就目前局势看来，埃及势力强大的军方
还在努力保持中立的立场，希望国内各个政
治势力能够保持克制。迄今为止，军方比较配
合穆尔西，比如在军方配合下，穆尔西政府顺
利执行了在塞得港、苏伊士还有伊斯梅利等
地的宵禁和紧急状态令。不过，埃及武装部队
最高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阿卜杜勒·法塔
赫·塞西曾表示，如果埃及的各派政治力量不
能就如何管理国家消除分歧，
“势必导致国家
走向崩溃”，届时军方将被迫介入。这被舆论
解读为军方对穆尔西的一次温和警告。
不过，埃及两大势力的拉锯战恐怕还将
继续。专家指出，在埃及，宗教势力上台后许
多国家机构并不完整，一些国家机器还未完
善。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力量和世俗力量的博
弈过程中，一点小的摩擦就会引起社会动荡。
也有专家认为，埃及即将迎来的议会选举是
关键。如果民众希望选出和总统不站一条战
线的力量控制议会，那么埃及的街头抗议将
转入议会斗争。反之，则街头抗议还会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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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格达 ! 月 " 日电 （记者张宁 王宏
彬） 伊拉克警方 $ 日说，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
当天对伊北部重镇基尔库克市警局总部发动袭击，
目前已造成至少 $# 人死亡，另有 %# 人受伤。
这名警方官员说，现阶段尚无法获知伤亡人员
身份，由于伤者人数众多且一些人伤情严重，死亡
人数或会上升。
目前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此次事
件。
基尔库克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北 !"# 公里
处，属于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北部库尔德自治区政府
存在管辖争议地区。该地区多民族混居，阿拉伯
人、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一直就土地和石油利益分
配争执不下，民族与教派冲突严重，恐怖袭击和小
规模武装冲突频发。

伊朗公布新型战斗机
新华社德黑兰 ! 月 ! 日电 （记者杨定都 何光
海）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 ! 日公布
了一款代号为“征服者 $&$”的新型国产战斗机。
报道援引伊朗国防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的话
说，这款伊朗自主设计和生产的战斗机具有低空作
战和一定的反雷达侦察能力，可搭载国产武器进行
空对空、空对地作战。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征服者 $&$”战斗
机性能与美制 '()*&+“大黄蜂”战斗机相似，外
观则与美制 '"“虎 ,,”战斗机相似。 !##% 年，伊
朗“闪电”国产 战斗机交付 空军使用。 !#&# 年 ，
伊朗对外公布了基于“闪电”战斗机改进的“雷
电”国产战斗机。

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的灵柩 ! 日从王宫移出，被安放在事
先建好的火化塔内。西哈努克的遗体将在火化地点存放 ' 天，
以便民众进行瞻仰吊唁。* 日，柬埔寨举行西哈努克遗体火化
仪式。
左图：" 月 ' 日晚，柬埔寨太后莫尼列 （中左） 和国王西
哈莫尼 （中右） 前往安放着西哈努克太皇灵柩的火化塔守灵。
上图：" 月 ' 日晚，柬埔寨首都金边的王宫广场附近，民
众悼念柬埔寨太皇西哈努克。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西方反恐为何越反越恐
雷

婧

非洲人对于美白的追求有时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一位马里女性表示，由于不使用美白产品，她在出席婚
礼时遭到了拒绝合影的不公平待遇。
美白风潮，不仅席卷非洲。在印度，女性热衷美白，男
士亦然。据统计，印度 &$)的男模使用美白霜。谈及原因，
一男模表示，物以稀为贵。在印度，皮肤白是性感的标志
之一。他正是由于皮肤白才受到广告商的青睐。
不过，过度追求美白，也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
在非洲一些相对贫困的地区，当地妇女出于爱美之
心，又考虑到经济条件，选择了一些价格低廉的美白产
品。这些劣质产品往往有害成分较多，容易伤及人的肌
肤，使皮肤像被灼烧过一样。有皮肤科医生表示，一些
美白产品中对苯二酚和类固醇成分过高，长期使用可能
使皮肤严重感染，从而造成败血症。
在西方国家，人们喜欢棕色皮肤，而在印度以及非
洲的部分国家，人们更倾向于浅色皮肤。不过，在美白
风靡非洲的同时，部分人士坚决抵制这一潮流。他们认
为，天生的黑色皮肤更值得赞美。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白无罪，但要有“度”。

伊拉克一警局遇袭

为西哈努克太皇守灵

制造的敌人比杀死的更多
非洲也爱“白富美”

据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 （记者樊宇 蒋旭
峰）美国总统奥巴马 ! 日发表讲话，呼吁国会用平衡
的方式来削减赤字，以促进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
奥巴马指出，美国经济出现了真正的改善迹
象，房价开始上涨，汽车销售达到 " 年来的高点，
制造业复苏，去年私营部门新增岗位 !!# 万个。但
最近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给决策者们提了一个醒，
那就是不好的政策将阻碍经济增长。
奥巴马说，美国需要的是一种平衡的方式，在
削减不必要支出的同时增强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研
发上的投资，为未来的发展打下基础。他强调，缩
减医保支出不能一味把负担转嫁到退休人群身上，
而是要和填补税收漏洞结合起来。
奥巴马表示，国会两党不能专注于党派之争，
而要把重心放在有益于国家的政策上。

新一代基地组织
" 月 " 日，位于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个巴安全部队
营地当天上午遭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 "" 人死亡。
巴基斯坦塔利班已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目的是为
了报复美军无人机日前炸死两名塔利班指挥官。
" 月 ! 日下午，巴基斯坦一座清真寺外发生自杀
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至少 !" 人死亡。就在同一天，
美国驻土耳其大使馆也发生了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
件。
据俄罗斯 《今日俄国》 电视台 ! 月 '! 日报道，基
地组织通过激进网站发布消息称，将在不久后对美国和
法国、丹麦等欧洲国家发动“惊天动地”的袭击。
前中情局研究员布鲁斯·里德尔认为，新一代基地
组织利用“阿拉伯之春”后的大片权力 真空，依托先进
的网络技术，正在更广泛的地区安营扎寨、不断壮大。
美国两党政策中心“国家安全准备状态小组”已于
"$!" 年发表报告称，胡德堡基地枪击案等多起事件表
明，美国眼下面临本国极端主义者带来的恐怖威胁。这
样的情况在欧洲也同样存在。

神领袖”，更掀起无休止的
报复狂潮。新生代的基地组
织更加极端，已开始渗透进
西方国家内部，令其开始感
觉到“引火上身”。

漫长的征程

蕾

虚伪的“反恐”
据加拿大 《全球研究》 网站近日的报道，欧盟已确
认，北约正在支持叙利亚的基地组织。
但是，西方国家向来将基地组织划为“恐怖分子”，这
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看来，在西方眼中，所谓“恐怖分
子”，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有“好”
“坏”之分的。
《全球研究》 分析称，这种极具讽刺意味的作战状
况，让西方“反恐”的虚伪无处遁形。
分析人士指出，反恐早已成为西方国家实现自身战
略利益的一块最佳“挡板”。尤其在美国单边主义的推
动下，“恐怖主义”的判定标准完全取决于美国等西方
国家的喜好和利益。
不过，这种“顺美者昌，逆美者亡”的幻想早已被
现实惊醒。“反恐英雄”们发现，“反恐”过程中制造
的敌人比杀死的更多。
媒体分析指出，阿富汗战争直接导致了巴基斯坦的
全国乱象；"$!! 年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返回马里
的图阿雷格武装为马里反政府组织注入了强大的军事力
量；而本·拉登的死亡，不仅使他成为坚不可摧的“精

英国 《每日邮报》 认为，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
利比亚，西方展示了其无所不在的军事干预能力，但
却没能让当地社会重回正轨。
学者分析指出，所谓“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一国内
部的政治经济乱象。而西方国家肆意干涉他国内部事务，
致使很多国家陷入无主无政的混乱状态，基地势力便趁
机得到扩张。事实表明，经济发展程度越低的地区越有利
于基地组织发展壮大。
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倘若因“反恐”掉入战争泥
潭，必定得不偿失。美国已迫不及待地开始了从伊拉克
和阿富汗的撤军计划。法国总统奥朗德 " 月 " 日对马里
进行访问时也表示，法军不会在马里长期滞留。
英国 《金融时报》 指出，美国反恐虽然取得一些战
术性成果，但却严重透支了战略资源。在反恐战争的影
响下，美国正从一个开放宽容的社会转变成一个时刻保
持警惕的社会。
虽然西方与基地组织长期水火不融，但二者却达成
了一点共识，即双方的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分析指出，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的威胁需要长期
的努力。西方目前能做到的，是要在“预防”上下工夫，保
护更多无辜的生命，使其免受不断蔓延的恐怖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