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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若开邦局势近来持续紧张，国务资政
昂山素季及其领导的民盟政府承受巨大国内
外压力。缅甸若开邦问题由何而来，背后矛盾
焦点是什么，这场冲突又将如何终结？

97起袭击、27万难民

8月25日，“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对缅甸若
开邦北部30处警察哨所发动袭击，政府军随
后发起反击。当地原本脆弱的安宁再次被打
破，族群冲突旧伤尚未愈合，便再次撕裂。

缅甸政府9月5日通报，若开邦发生97起
袭击事件，造成数十人丧生，将近3万人流离
失所。此外，在59个村庄内有6842所房屋被烧
毁、8座桥梁被炸。缅甸已宣布“若开罗兴亚救
世军”为“极端主义恐怖组织”。

联合国难民署9月8日发表声明说，过去
两周，已有大约27万缅甸境内的罗兴亚难民
逃往孟加拉国，致使孟境内避难营地告急。

缅甸总统府12日晚宣布，缅甸政府成立若

开邦问题建议执行委员会，负责在当地展开安
全行动，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维护当地稳定，
为当地民众提供住宿、创造就业机会等。来自
国内外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将通过执行委员
会一视同仁地分发给所有迁移的民众。

症结到底在哪儿？

缅甸若开邦问题的症结主要源自三个方
面，一是历史形成和积累的问题，二是缅内外
认知存在巨大反差，现在又增加了新的复杂因
素，即国际恐怖主义与地方极端主义勾结。

缅甸政府和主流人群把若开邦穆斯林群体
称为宾格利人，认定他们是英国殖民占领若开
邦后迁移至缅甸的孟加拉国人，为非法移民。而
若开邦穆斯林群体则自称罗兴亚人。罗兴亚人
与占当地人口多数的若开族人长期不和。

缅甸问题专家张云飞认为，解决若开邦问
题的一大难点在于罗兴亚人难以获得缅甸或
其他国家的国籍。罗兴亚人要求缅甸政府承认

其公民身份的诉求与缅甸主流民意相悖，昂山
素季领导的民盟政府难以违背民意；而一些国
家和国际舆论的指责则令民盟政府两面受压，
陷入困境。

指责昂山素季公平吗？

在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一贯支持昂山素季
的西方不断给她施压，一些国际媒体一边倒地
抨击缅甸政府，其中不乏片面和渲染，这显然
别有用心。

就缅甸民盟政府而言，当前承受着国
内和国际的双重压力。若开邦问题已有多
年历史，要求刚刚执政不到两年的民盟政
府四平八稳地处理好，显然不现实，也有失
公允。

若开邦问题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想解决
不仅要靠缅甸政府拿出政治勇气、智慧和担
当，也需要国际社会务实有效予以协助，为问
题的妥善解决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面对欧洲国家频繁发生的驾车撞
人式恐怖袭击，英国伦敦警察局推出
新款反恐“神器”：一张能够刹住重达
17吨汽车的拦截网（上图）。

美国《国际财经日报》11日报道，
伦敦警察局说，这种名为“利爪”的拦
截网装有钨钢钉，能扎破任何车辆的
轮胎，随后缠住车辆前轮。设计人员确
保车辆在“利爪”的作用下，刹车时保
持直线状态，从而大大减少对人群的
威胁。警方还说，铺设“利爪”仅需两名
警察，且在一分钟以内便可完成。

“利爪”10 日上午首次亮相白厅
和平纪念碑的一场活动，数百名英国
海军水兵和退伍老兵参加游行。伦敦
警察局认为，它今后可能经常现身伦
敦举行的重大活动。

据伦敦警察局保护性治安行动小
组总督察尼克·斯塔利介绍，“利爪”只
是诸多防护手段中的一种。为预防汽
车撞人式恐袭，伦敦旅游景点已经永
久布设重金属及混凝土防撞护栏。

（新华社）

新加坡海域一挖沙船倾覆
4名中国籍船员失踪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13日说，当
天凌晨3时使馆接新加坡海岸警卫队
通报，一艘载有11名中国籍船员的多
米尼克籍挖沙船在新加坡海域倾覆，
其中7人被救起、4人失踪。

获救的7人被及时送至新加坡中
央医院接受治疗，其中1 人肋骨骨折
需留院治疗，其他6人无大碍。

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随后发
布消息说，当天凌晨0时40分，该部门
接通知称，一艘印度尼西亚籍油槽船
和一艘多米尼克籍挖沙船在新加坡领
海海域发生碰撞。

事故导致挖沙船倾覆，部分船体
浸水。船上共12名船员，包括11名中
国籍船员和1名马来西亚籍船员。4名
中国籍船员和1名马来西亚籍船员失
踪，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海军、
民防部队、海岸警卫队、空军已派出多
艘船只和一架超级美洲豹直升机进行
搜救。

事故还导致油槽船右舷船首受
损，船上26名印尼籍船员无恙。

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馆得知消息后
立即启动领保应急机制，领事部第一时
间电话联系新加坡海岸警卫队、中央医
院、船务公司，要求其全力搜救失踪人
员、救治伤员，并妥善安置其他人员。

领事参赞王家荣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目前被送往医院的 7 名船
员中，有5 人已被船务代理公司送至
酒店休息。1名船员腿部有皮外伤，将
在午后出院。他表示，使馆将协助船务
公司尽快安排出院船员回国。

另外1名被送往医院的船员肋骨
骨折，头部也感到不适，但意识清醒。
医生说，船员伤势不太严重，无需手
术，但要留院治疗。

目前，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
还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新华社）

相当罕见
美国向亚非四国限制签证

美国国务院12日宣布，从次日开
始将停止向厄立特里亚、柬埔寨、塞拉
利昂、几内亚四国人士签发特定种类
的签证。这一举措相当罕见，立即引起
关注。

按美联社的说法，通常美国政府
会尽量避免采取这类措施，以防受影
响国家对美国公民实施类似的报复性
措施。从以往情况看，美国仅针对拉美
国家圭亚那、非洲国家冈比亚使过类
似“招数”。

美联社援引美国国务院的声明报
道，美国此次采取这一措施，是由于上
述四国拒绝接收遭美国驱逐出境的各
自国家公民。根据联邦法律，美国国务
卿雷克斯·蒂勒森有权下令停止向特
定国家人士发放全部种类或特定种类
的签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诺尔特
说，新措施将从13日开始生效，蒂勒森
已于12日向四国使馆下达相应指令。

美联社报道，不少国家曾拒绝接
收遭美国驱逐出境的本国公民，眼
下尚不清楚美国为何单独挑出上述
四国。 （新华社）

缅甸最近乱了，该由昂山素季负责吗？
若开邦问题跨越百年 根植缅甸发展才是出路

英国通过第一次侵略战争于 1826
年占领缅甸若开邦，并在1885年第三次
侵缅战争后占领整个缅甸。

其间，英国殖民政府从当时属于英
属印度的孟加拉国地区迁移大批穆斯
林至若开地区，协助殖民统治，挤占当
地居民土地和生活资源。

二战时期，英国殖民政府还利用这
批移民与当地若开族和缅族对抗，更加
深了民族矛盾。

从今年8月25日起，若开邦连续三
天发生恐怖袭击，造成上百人死亡。缅
甸政府首次认定发动袭击的“若开罗兴
亚救世军”为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向若
开邦派出军队反恐。 （新华国际）

若开邦问题的历史背景

新闻链接

提前锁定
不战而胜自动当选

新加坡选举局11日宣布，总统选举委
员会只发出一份合格候选人证书。

这意味着报名参选的5人中只有前国
会议长哈莉玛符合条件，本届总统人选已
提前锁定。

哈莉玛自动当选，源于此次总统选举
为保留制选举。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国家，华族、马
来族、印度族和欧亚裔是主要族群，其中华
族约占总人口74%，马来族占13%，印度族
占9%。

新加坡总统是象征性国家元首，但拥
有国家储备使用的监督权，并对一些重要
人事任命有否决权。

1992 年，新加坡国会颁布民选总统法
案，规定从1993年起总统由议会选举产生
改为民选产生。

去年 11 月 9 日，新加坡国会三读通过
宪法修正案，改进民选总统机制，确保少数
族群有机会当选总统。

修宪后，如果连续5届总统选举中，某
个族群代表没有当选总统，下一届选举只
保留给这个族群竞选。

参选条件
限定马来族参选本届总统

历史上，新加坡只有过一名马来族总
统，即尤索夫。过去40多年都未出现过马来
族总统。根据宪法规定，2017年总统选举保
留给马来族。

据新加坡选举局公布的消息，5名报名
者中有3人来自马来族。其中两人是私人企
业家，但没能满足私人企业家的企业股东
权益必须达到 5 亿新元（约合 24 亿元人民
币）这一参选要求，因此只有担任国会议长
超过3年的哈莉玛自动符合资格参选。

值得注意的是，哈莉玛的父亲是印度
裔，而由于此次总统选举限定马来族当选，
她的印度血统在新加坡一度引起她是否符
合资格的争议。不过，《海峡时报》7月的报
道称，选举委员会认可称，许多马来人都有
印度、阿拉伯及其他血缘关系。由于哈莉玛
自认为是马来族并受到广泛认同，她便满
足了这条标准。

创政坛多项纪录
曾是新加坡首名女议长

哈莉玛1954年8月23日出生，现年63
岁，育有5名子女。她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
学法律系，去年7月获得新加坡国立大学荣
誉博士学位。

在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服务 30 多年
后，哈莉玛踏入政坛。经过 2011 年议会选
举，哈莉玛成为新加坡社会发展、青年及体
育部政务部长，也是新加坡首名马来族女
性政务部长。

2012年，哈莉玛进入内阁。2013年，哈
莉玛成为新加坡国会议长，也是新加坡历
史上首名女议长。

今年 8 月初，哈莉玛辞去国会议长职
务，参加总统选举。哈莉玛的竞选口号是

“同心同行”，她认为总统在为社会定调方
面扮演重要角色，可做的事很多，包括确保
国人的生活继续获得改善，让社会更包容
等。“同心同行”既是目标，也是动员全体新
加坡人一同行动的呼吁。

保留制选举在新加坡引发一定争议。
针对部分新加坡人对她来自体制内、是否
能保持独立性的质疑，哈莉玛表示，“不应
专注在过往的从属关系，而是看这个人能
不能独立地履行职责”。

出身贫寒
从政多年仍住政府组屋

《海峡时报》7日报道称，哈莉玛出身贫
寒，她父亲是个守门人，在她8岁那年去世，
留下哈莉玛和她的母亲及四个哥哥姐姐。
她母亲靠卖马来菜饭谋生，哈莉玛总是在
日出前就起床给母亲帮忙，然后再去上学。
她一边在学校学习，一边擦桌子洗盘子，还
常常付不出学费。

之后，哈莉玛靠奖学金进入新加坡大
学攻读法律，她担任狱警的哥哥也拿工资
给她补贴，剩下的学费则靠她假期在图书
馆打工赚取。

《海峡时报》报道称，从政多年，哈莉玛
依旧住在自己1983年搬入的政府组屋中，
并且希望自己当选总统后仍能住在那里，
因为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类似的政府组
屋里。她和家人至今都自己做家务，因担忧
不平等问题不愿雇请帮佣。

由于没有其他合格候选人，哈
莉玛不战而胜，成为新加坡历史
上首位女总统，也是继首任总统
尤索夫·依萨之后的第二位马来
族总统。

而哈莉玛的两名马来族竞争
者因为没有满足企业管理经验的
要求而未获得参选资格。哈莉玛的
选过程也引发了部分人的不满。

为什么这届总统
必须是马来人？

据人民网报道，新加坡政府去
年底宣布，本届总统选举将是首
个保留给马来族群参加的选举。

在“保留机制”下，如果构成新
加坡四大族群的华族、马来族、印
度族和其他族群中，有任何一个
族群历经5个总统任期都没有代
表担任总统，下一届总统选举将
优先保留给该族候选人。

13日，新加坡总统候选人哈莉玛·雅
各布完成竞选提名程序，顺利获得新加坡
第八任总统提名。

13日中午12时，选举官宣布哈莉玛
自动当选总统，她将在14日宣誓就职，任
期为6年。

今年的新加坡总统选举保留给马来族
群参加。此前，新加坡宪法委员会还建议，
确保总统人选能代表少数族裔，同时也考
虑到经济增长收紧了对候选人的要求，包
括要求候选人在过去3年中领导过股东权
益必须达到至少5亿新元（约合24亿元人
民币）的企业。

由于没有其他合格候选人，哈莉玛不
战而胜，成为新加坡历史上首位女总统，
也是继首任总统尤索夫·依萨之后的第二
位马来族总统。

不过，哈莉玛的当选过程也引发了部
分人的不满。

“无论有没有选举，我为新加
坡人民服务的热情和承诺不会改
变。”哈莉玛在11日成为唯一候选
人时对记者表示。

新加坡国内对她的上任意见
不一。《海峡时报》报道称，社交媒
体上出现打着“不是我的总统”标
签的帖子，以表达对此次选举过程
的不满。一名25岁的马来族大学生
发帖称，哈莉玛是个女强人，合法
当选，但对候选人管理企业的经验
提高标准的做法却令人不满。

新加坡前工人党议员余振忠
则称，限定马来族参选总统的要求
已经争议重重，如果通过投票选出
哈莉玛将能缓和这一局面，而现在
网上的批评对她即将开始的任期
来说不是好事。

与此同时，也有网友发帖打上
“哈莉玛是我的总统”的标签，呼吁
新加坡人团结起来支持新总统。一
名48岁的社会工作者发帖称，自己
听到消息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因为
这是一名真正支持人民的总统。

《海峡时报》援引新加坡国立
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
究所副所长许林珠的话说，哈莉玛
是“双重少数族群，既是马来族穆
斯林，又是女性。”但她表示，如果
能有公开竞争，将更能体现出新加
坡政府对多元化的欢迎。

《南华早报》则援引新加坡管
理大学法律系副教授陈庆文的话
称，哈莉玛从政经验丰富，没有理
由认为她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即
使面对质疑，相信她也能胜任总统
职务。

不过他也回应《纽约时报》称，
网上存在许多批评的声音，不是针
对哈莉玛本人，而是针对选举的过
程，公开竞争可能更能增加她的合
法性。

（新华社、新华国际、澎湃新闻等）

新加坡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哈莉玛·雅各布

由于没有其他合格候选人，哈莉玛不战而胜

伦敦推出反恐“神网”
专治驾车撞人

支持VS反对
资历受认可但当选过程引不满

新加坡首位女总统“自动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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