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基斯坦队长”打破政治格局
现年 ６５ 岁的正义运动党党魁伊姆兰·汗将出任新一任政府总理

根据巴基斯坦选举委员会 ２８ 日公

布的初步计票结果，在 ２５ 日举行的国民

议会（议会下院）选举中，正义运动党在

２７０ 个议席中获得 １１５ 个议席， 成为国

民议会第一大党。现年 ６５ 岁的党魁伊姆

兰·汗将出任新一届政府总理。

伴随这一结果， 巴基斯坦持续了数

十年的政治格局被彻底打破。 过去作为

队长带领巴基斯坦板球国家队夺得世界

冠军的伊姆兰·汗，如今作为政坛上的第

三势力异军突起。 他将如何以变革打造

“新巴基斯坦”，实现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世人拭目以待。

曾作为队长获板球世界杯冠军

伊姆兰·汗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出生于巴

基斯坦东部旁遮普省米扬瓦利一个富庶

的普什图族家庭。 １９７５ 年，他以优异的

成绩从英国牛”大学基布尔学院毕业，

并获得荣誉学士学位。

伊姆兰·汗早年有着光辉的运动生

涯记录。板球号称巴基斯坦国球，而伊姆

兰·汗曾以队长身份带领巴基斯坦板球

国家队击败英格兰队，夺得 １９９２ 年板球

世界杯冠军。

利用板球运动生涯积累起来的声

望， 伊姆兰·汗 １９９４ 年退役后积极投身

于慈善与社会公益事业。 １９９６ 年，他成

立了巴基斯坦板球运动协会并担任主

席。 ２００８ 年他还在家乡米扬瓦利建立了

一所高等专科院校，并资助学子们就学。

率正义运动党打破两强格局

伊姆兰·汗在退役后便立即投身政

治。 但在布托家族掌控的人民党和谢里

夫家族掌控的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两

强并立轮流执政的时代，伊姆兰·汗的从

政之路并不平坦。

１９９６ 年 ， 他创立了正义运动党并

担任党魁， 主打 “正义” 牌和 “反腐”

牌 。 １９９７ 年 ， 他首次竞选国会议员便

遭遇失败。 尽管 ２００２ 年他卷土重来参

选成功， 然而他所领导的政党中也仅有

他一人当选。 １９９９ 年，时任巴基斯坦陆

军参谋长穆沙拉夫发动军事政变上台。

伊姆兰·汗支持穆沙拉夫，并支持其通过

２００２ 年的“总统公投”延续执政合法性。

然而到了 ２００７ 年，他却倒戈反对穆沙拉

夫谋求连任总统， 并和穆沙拉夫的宿敌

穆盟（谢派）站在一起呼吁民众走上街头

反对穆沙拉夫，还因此遭到软禁。不过这

也为他赢得了政治资本。

２０１１ 年末，正义运动党在拉合尔与

巴南部重要城市卡拉奇举办盛大的集会

活动。 伊姆兰·汗在集会上现身演讲，提

出“公平、反腐”的口号，他个人俊朗的形

象和富有感染力的政治主张赢得了大批

选民的支持。 在 ２０１３ 年国民议会选举

中，“汗旋风”席卷巴基斯坦全国各地。正

义运动党一跃成为国民议会第三大党，

旁遮普省议会第二大党。

作为主要反对党， 正义运动党在过

去五年中给执政的穆盟（谢派）以沉重打

击。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伊姆兰·汗指责穆盟

（谢派）在大选中操纵选举，要求时任总

理纳瓦兹·谢里夫辞职并重新进行选举，

还组织了数万名支持者游行抗议。 ２０１６

和 ２０１７ 年，他又组织了针对谢里夫腐败

问题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最终，谢里夫被

巴最高法院裁决取消了总理任职资格，

并在本次大选前夕被捕入狱， 其所属的

穆盟（谢派）也在大选中一败涂地。

将向中国学习扶贫和反腐

尽管有谢里夫因腐败入狱而使穆盟

（谢派）流失选票的“神助攻”，但伊姆兰·

汗在竞选中也并不是“坐等东风”。 他提

出了建立“新巴基斯坦”的竞选口号，承

诺将改革政府治理体系， 推进反腐败运

动。此外，他还承诺将在未来五年内创造

１０００ 万个就业岗位，建造 ５００ 万套低成

本住房以改善贫困人口居住条件。 这些

政策主张旨在吸引广大贫困阶层和年轻

选民的支持。

伊姆兰·汗还批评美国的阿富汗新

战略，主张与塔利班组织保持对话，寻求

以沟通的方式解决恐怖主义问题。

２６ 日， 伊姆兰·汗在首都伊斯兰堡

的私邸自行宣布正义运动党胜选。 在随

后发表的电视演说中， 他阐述了新政府

的国内外政策。在谈到对外政策时，他对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成就表示赞赏，

并称新政府将以中国为榜样。他表示，巴

基斯坦“必须要与贫困做斗争”，新政府

将派遣小组赴华学习扶贫和遏制腐败等

方面的经验。 他还承诺将继续推动中巴

经济走廊建设， 为巴基斯坦吸引更多建

设投资。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伊姆兰·汗在选

举中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他只有在

推动政治变革的同时维持社会基本稳定

和经济向好发展， 这匹政坛黑马才能走

得更远。 新华社记者 蒋超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７ 月 ２９ 日电）

”巴布韦将于 ７ 月 ３０ 日举行大选。

目前各党派都已结束竞选活动， 静候选

举日到来。究竟是现任总统埃默森·姆南

加古瓦如愿连任， 还是反对党候选人纳

尔逊·查米萨挑战成功？”巴布韦选民将

用手中的选票给出答案。

根据”巴布韦选举法， 此次大选将

于 ８ 月 ４ 日公布结果， 如果没有候选人

获得半数以上选票， 还将于 ９ 月 ８ 日在

得票最多的两人之间进行第二轮投票。

此次大选首轮投票有 ２３ 名候选人，

创”巴布韦独立以来参选人数最高纪

录。多项统计显示，目前最有希望问鼎总

统宝座的是来自执政党”巴布韦非洲民

族联盟－爱国阵线 （民盟） 推举的候选

人、现任总统姆南加古瓦，和其他一些党

派联合推举的候选人、 争取民主变革运

动（民革运）主席查米萨。

根据民调，５ 月以来，姆南加古瓦的

支持率一直“领跑”，但临近选举，他与查

米萨的支持率差距正逐步缩小。 分析人

士认为，姆南加古瓦稍占优势，但鹿死谁

手很难说，存在举行第二轮投票的可能。

７５ 岁的姆南加古瓦 ， 从政经历丰

富，担任总统半年多来，”巴布韦内政外

交取得不小成绩。 此外， 在不少民众看

来， 姆南加古瓦是”建国前就参加独立

斗争的“老革命”，功勋卓著，因此竞选优

势明显，最大挑战来自他的年龄。

４０ 岁的查米萨曾担任”巴布韦信

息通信部部长， 今年 ２ 月民革运原党主

席摩根·茨万吉拉伊去世之后崭露头角。

分析认为，他的优势在于年轻，支持者希

望这位新人能给国家带来新的改变，其

劣势在于执政经验不足和缺乏经费。

今年选举一个不同以往的特点是，

西方国家逐渐弱化了对民盟的敌视态

度，减少了对反对党的经济支持，这意味

着执政党在“国际牌”上相比反对党有了

一定优势。

目前， 执政党党内矛盾是姆南加古

瓦面临的一大难题， 也可能是查米萨的

机会。 前总统穆加贝的支持意向对大选

仍有不小影响。去年辞职后，穆加贝曾宣

称姆南加古瓦取代他担任总统 “程序不

合法”。但查米萨竞选中则多次声称获得

了穆加贝及民盟党内反对派的支持。

”巴布韦大学政治学教授查瑞迪·

曼耶鲁卡认为，查米萨胜选的机会，在于

团结所有反对党， 并通过争取穆加贝的

支持分化执政党的选票。

今年 ６ 月， 姆南加古瓦在第二大城

市布拉瓦约举行竞选集会时， 现场有人

向主席台投掷手榴弹，造成多人伤亡。这

一”巴布韦历史上罕有的竞选暴力行

为，给大选投下阴影。

对于此次大选， ”巴布韦民众寄予

厚望。 “无论你支持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对”巴布韦都是有意义的选择， 让我们

和平地投票，和平地完成权力交接，不要

在选举中有任何的暴力行为。”哈拉雷市

民滕代伊的话，代表了不少人的心声。

新华社记者 张玉亮
（据新华社哈拉雷 ７ 月 ２９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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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驻登巴萨总领馆提示，近期巴厘岛等
地地壳活动活跃，中国游客应注意安全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印度尼

西亚 ２９ 日早上发生里氏 ６．４ 级地震。 印

尼抗灾署说， 地震已造成至少 10 人死

亡，40 人受伤。

据印尼气象、 气候和地球物理局网

站消息，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 ２９ 日 ５ 时

４７ 分（北京时间 ６ 时 ４７ 分 ），震中位于

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北部陆地， 距离

该省首府马塔兰大约 ４９．５ 公里，震源深

度为 １０ 公里。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发表声明

说，地震发生后，发生大约 66 次余震，其

中级别最高的一次震级达到 5.7 级 ，但

未就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苏托波介

绍， 主震持续大约 10 秒， 至少 10 人死

亡、40 人受伤； 随着更多灾情报告汇总

上报，死伤数字可能增加。 他还表示，龙

目岛东部灾情最严重，10 名遇难者中 8

人在东部丧生，包括一名马来西亚游客。

马来西亚方面尚未证实这一消息。

目前居民的撤离正在紧张进行。 苏

托波当天还在推特上传了一段网友在震

中附近乡村拍摄的视频。 画面显示数十

名百姓聚集在马路旁边的临时避难所，

医护人员正在为一些灾民包扎伤口。

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巴厘岛首府登巴

萨总领馆当天发布消息说， 截至目前尚

无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伤亡的报告。 总领

馆提示，近期巴厘岛、龙目岛等地地壳运

动活跃，地震频繁，提醒中国游客注意安

全提示。

另外，当天凌晨零时 ０７ 分，印尼东

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发生 ６．１ 级地

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 每年发

生大小地震数千次。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印尼

苏门答腊岛附近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并引

发印度洋海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据新华社洛杉矶 ７ 月 ２８ 日电
（记者高山 郭爽）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北部的沙斯塔县连日来山火肆虐，截

至 ２８ 日已造成包括两名消防员在内

的至少五人死亡、１３ 人失踪，５００ 所房

屋被烧毁， 约 ５０００ 所房屋面临危险。

该县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加州林业和消防局 ２８ 日中

午发布的火情通告， 这场被称为 “卡

尔” 的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 ３２３

平方公里，只有 ５％的面积得到控制。

该山火 ２３ 日由汽车或机械的火

星引起， 随后借助高温干燥天气迅速

蔓延。 当地 ２６ 日白天气温高达 ４５ 摄

氏度， 夜间火势扩展到沙斯塔县雷丁

市郊区的部分居民区， 迫使大批居民

撤离。 雷丁市位于加州首府萨克拉门

托以北约 ２６０ 公里，有大约 ９ 万人口。

加州州长布朗 ２６ 日宣布沙斯塔

县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消防局宣布，２６

日和 ２７ 日各有一名消防员在灭火过

程中遇难，此外还有多名消防员受伤。

２８ 日媒体报道说， 一名 ７０ 岁的

妇女及其两名分别为 ５ 岁和 ４ 岁的孙

辈在大火中丧生。

熊熊烈焰中 ，

加州消防员冒着生

命危险参与灭火 ，

但仍阻挡不了山火

的快速蔓延。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