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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孟加拉国“铁娘子”何以政坛长青
第三次连任总理，开启第四个任期

孟加拉国总统哈米德 7 日在总统

府主持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 包括总

理在内的 47 名内阁成员宣誓就职。去

年 12 月 31 日，谢赫·哈西娜领导的人

民联盟（AL）赢得孟加拉国大选，哈西

娜连续第三次就任孟加拉国总理。 算

上她 1996-2001 年期间的第一次执

政，这也是她的第四个总理任期。

至此， 哈西娜已经在孟加拉国总

理的位置上干了 15 年，超过德国“铁

娘子”默克尔的 13 年总理任期。因此，

哈西娜被《时代周刊》评选为 2018 年

全球最具影响力人物之一。

在一个处于地缘政治夹缝之中且

又政治多元、碎片的国家，哈西娜能够

长期稳定执政，究竟有何秘诀呢？

从孟加拉国内部来看， 家族政治

传统以及哈西娜时期孟加拉国社会经

济发展，是她长期执政的双重支柱。

首先， 孟加拉国与其他南亚国家

一样，拥有家族政治传统。哈西娜是孟

加拉国开国总统穆吉布·拉赫曼的长

女， 本身就有一层神圣的政治光环。

1975 年 ， 哈西娜的父亲拉赫曼与母

亲、三个兄弟等 15 位亲属在一场军事

政变中被杀害， 这又赋予了她政治悲

情色彩， 成为哈西娜源源不断的政治

资源。 这与印度的尼赫鲁-甘地家族、

巴基斯坦的布托家族和缅甸的昂山家

族都相类似。

其次， 经济发展是哈西娜连续执

政的主要底气。 孟加拉国属于最不发达

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

发展资金非常短缺。 哈西娜第二次执政

以后，推动孟加拉国经济进入快车道，经

济增速自 2012 年以来保持在 6%以上，

2016-2017 财年达到了 7.28%，2018 年

增长速度约在 7.9%左右。 孟加拉国的经

济发展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 2018

年 3 月，孟加拉国收到联合国确认函，符

合联合国制定的最不发达国家“毕业”标

准，将于 2024 年正式拿到“毕业证”。

在国际社会上，哈西娜长袖善舞，竭

力为孟加拉国争取一个和平、稳定、良好

的发展环境。在与大国关系上，哈西娜坚

持中立、平衡的外交政策。孟加拉国是在

印度帮助之下独立的， 建国以后也长期

受到与印度关系的影响。 但哈西娜上台

以后， 对发展与包括中印在内所有国家

的关系持开放态度。

一方面， 孟加拉国加强与中国之间

的经贸合作，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通向西南部省份的帕

德玛大桥主桥长 6150 米，是孟加拉国的

“梦想之桥”， 正是由中铁大桥局承建。

2018 年，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牵头组成

的深沪交易所联合体， 成功竞购孟加拉

国达卡交易所 25%的股份， 使孟加拉国

资本市场进入“新的时代”，让投资者对

达卡交易所更有信心， 将对孟加拉国吸

引外资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 孟加拉国也不断推进与

印度之间的关系：积极与印度进行谈判，

解决了领土和领海争端； 加入印度主

导的各种地区联通倡议， 并从印度获

得大量的发展援助。同时，哈西娜还主

动打消印度的战略疑虑， 争取印度的

最大程度支持。

其次是坚持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

独立外交政策。哈西娜坚信，让国家发

展、人民免于贫穷和饥饿，是孟加拉国

在人权方面的最大进步。 她一方面发

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争取发展

援助；同时，她也不惜与西方人权组织

正面对垒，坚持自己的发展道路。

三是，善于从事公共外交。哈西娜

巧妙利用自己女性领导人形象， 为孟

加拉国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 在她

的领导之下， 孟加拉国因为对罗兴亚

难民的援助而受到国际社会的赞扬，

为此她先后获得过 “特蕾莎修女奖”、

甘地奖、联合国环境署颁发的“地球斗

士奖”等众多国际奖项。这些对她个人

和孟加拉国，都有建设性的意义。

哈西娜还积极推动宗教和解与文

明间对话。 孟加拉国虽是一个穆斯林

为主体的国家， 但哈西娜也给其他宗

教文化的发展留下空间。佛教、印度教

等都在孟加拉国有宽松的发展环境。

总体来看， 哈西娜的内政与外交

政策既坚持原则又开放包容， 既优先

发展与大国的关系又坚守独立、 中立

的外交传统， 以有利于孟加拉国经济

发展和民众福利提升为主要目标，并

且也取得了显著成绩， 得到民众和国

际社会的认可。 这都是她能够长期执

政的主要原因。（作者系复旦大学南亚
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面对“黄马甲”卷土重来的形势

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总理菲利普 7

日对 “黄马甲 ” 卷土重来展现强硬立

场， 言明将修订法律， 严惩未经申报的

示威和暴力分子。

菲利普当天告诉法国电视一台， 政

府将参照禁止足球流氓进入体育场馆的

现有法律， 制定新条款， 预期最快 2 月

初提交国民议会审议。

“我们需要维护在法国示威的权

利， 同时必须严惩那些违反法律的人，”

菲利普说， “这就是政府为什么赞同更

新法律， 以惩罚那些没有履行申报示威

义务的人， 以及那些参加没有事先申报

示威活动的人和在示威中蒙面的人。”

以减少碳排放为理由， 法国政府去

年调高燃油税， 拟定今年 1 月 1 日再次

调高。 去年 11 月 17 日开始， 法国多地

出现 “黄马甲” 示威， 随着一些极左、

极右阵营和暴力团伙成员加入， 部分城

市爆发骚乱， 其中包括首都巴黎。

新年第一个周末， 全国大约 5 万人

走上街头。 在巴黎， 示威者 5 日驾驶叉

车冲撞一座法国政府大院的大门； 在圣

日耳曼大街点燃摩托车和路障； 与防暴

警察在塞纳河一座桥上爆发小规模冲

突， 导致塞纳河一家船舶餐厅着火， 一

名警员受伤。

菲利普说， 一些 “暴徒” 在巴黎和

其他主要城市打砸商店和银行， 给社会

造成分裂和破坏。 新法律将强迫他们为

造成的损害作出赔偿。 政府将建立一份

特别档案， 用于识别暴力分子， 禁止这

些人参加游行和集会。

（王逸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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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一家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基建的私营企业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 7 日突然宣布，

定于 2 月 1 日卸任， 加入一家在发展中

国家投资基础设施建设的私营企业。

多家国际媒体报道， 金墉与美国总

统特朗普及其政府理念不合， 在气候变

化和能源政策等方面分歧较大。

路透社报道， 金墉提前卸任是 “惊

人” 消息。 他突然宣布辞职， 比任期届

满提前三年多。

金墉现年 60 岁， 是世行第十二任

行长 ， 2012 年获得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提名并最终当选 。 世行执行董事

2016 年 9 月一致同意金墉连任 。 他的

第二届任期始于次年 7 月 1 日 ， 原定

2022 年 6 月 30 日结束。

金墉就任后推动资助绿色能源项

目， 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弃对煤炭能源投

资的支持。 特朗普 2017 年出任美国总

统后把重振煤炭业作为优先事项， 金墉

避免与特朗普政府公开冲突。 上月， 世

行宣布， 将把 2021 年至 2025 年应对气

候变化的投资额翻倍至 2000 亿美元。

两名熟悉情况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

社记者， 金墉是 “自愿” 卸任， 没有受

到特朗普政府的压力。

世行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世行首席

执行官、 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基耶娃在金

墉离开后将出任临时行长。 世行理事会

将立即启动遴选继任者的程序。

金墉辞职后将加入一家私营企业，

着力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他在邮件中写道： “事先没有预料

到加入私营企业的机会， 但我认为这是

我为气候变化、 新兴市场缺乏基础设施

等全球重大议题贡献最大力量的途径。

金墉一直认为， 消除发展中国家大规模

融资需求和大量可用援助之间的障碍，

关键在企业方面。 “我因此决定接受新

挑战， 集全力利用民间金融为全球民众

谋利益”。

金墉辞职后还将重新加入卫生伙伴

组织董事会。 他 30 年前与人联合创办

这一非营利机构。

美联社报道， 金墉提前卸任将为特

朗普提名世行行长候选人创造机会。 美

国财政部一名发言人说， 财政部长史蒂

文·姆努钦 “期望与理事会其他成员一

道遴选新行长”。

世行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后创建， 美国一直主导这一国际金融机

构， 是成员国中最大 “股东”， 表决权

最大。 由美国提名行长候选人成为 “潜

规则”。

随着新兴经济体实力增强， 一些支

持多边体制的国家寻求改革， 主张增加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表决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美国执行主

管、 美国财政部前官员马克·索贝尔接

受路透社电话采访时称， 世行的新兴经

济体成员国与美方就行长候选人意见不

一的可能性较大。

索贝尔说 ， “如果他们 （美国政

府） 提名一名强硬派， 将产生反作用并

招致 （他国） 反感。”

包雪琳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俄土关系进入新一轮微妙时期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8 日报道，俄

罗斯前驻土耳其大使安德烈·卡尔洛夫

遇害案 8 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开庭审

理。据悉，该案由安卡拉专门审理特别严

重罪行的第二法院负责。

土耳其 NTV 电视台此前报道称，土

检察院已将卡尔洛夫遇害案移交法院审

理， 起诉书中对包括反对派传教士居伦

在内的 28 名嫌疑人提出指控。

2016 年 12 月 19 日，卡尔洛夫在安

卡拉出席“土耳其眼中的俄罗斯人”摄影

展开幕式时遭枪击身亡。 行凶者梅夫吕

特·梅尔特·阿尔滕塔什是名土耳其警

察，被当场击毙。据土阿纳多卢通讯社报

道，阿尔滕塔什绕到卡尔洛夫身后，近距

离向其开枪， 并用土耳其语喊道：“不要

忘记阿勒颇，不要忘记叙利亚。 ”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叙利

亚反对派武装“征服军”此后宣称对卡尔

洛夫遇袭一案负责。 “征服军”发表声明

称，阿尔滕塔什系该组织成员，此举旨在

“为阿勒颇复仇”。土耳其方面称，谋杀卡

尔洛夫是一种挑衅，意在破坏土俄关系。

与此同时， 俄罗斯外交部将事件定

性为恐怖袭击，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卡尔

洛夫遇害当天即表示，已经知道“是谁指

使了凶手，凶手企图反对俄土结盟。 ”确

实，此后一段时间内俄土关系颇不稳定。

直到 2017 年 11 月， 土耳其最终敲

定从俄罗斯购买 S?400 导弹防空系统，

并积极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俄罗斯协调立

场后，“两国关系才基本恢复”。

去年 12 月 19 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撤军叙利亚，国际社会普遍认为，由

于卡舒吉事件， 土耳其在与美国博弈中

“棋胜一招”。不仅如此，在“后美国时代”

的叙利亚政治进程中， 土耳其也将发挥

更大作用。但这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土

美关系的趋缓将促使一直在美俄之间游

移的土耳其重新平衡与俄罗斯的关系。

近来，在被美国抛弃后，成为土耳其

主要打击对象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正在积

极转向俄罗斯和叙政府军求救， 对库尔

德人的不同态度将成为未来土俄龃龉的

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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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连任总理哈西娜出席新内阁宣誓就职仪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