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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治理失败是骚乱根本原因
伊拉克爆发C一轮大规模抗议活动，至少17人在冲突中死亡

伊拉克医疗和安全部门人员 29 日

表示， 至少 17 人在过去几天示威抗议

活动的冲突中死亡。其中，在卡尔巴拉，

冲突致死 14 人，致伤 865 人；在南部城

市纳西里耶，3 人受伤后不治身亡。

结束内战、驱逐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势力后，伊拉克过去两年局势相对

平稳。 然而，民众对腐败和经济不振导

致的生活艰难日渐不满，本月 1 日至 9

日， 巴格达及多个省份爆发大规模示

威，颇有遍地开花之势。 面对急转直下

且骚乱愈发暴力化的形势，伊拉克政府

动用军队，采取强力手段以平息暴力示

威活动和持续的骚乱。

随后， 多座城市 25 日爆发新一轮

示威。巴格达从 28 日晚开始施行宵禁，

时间从午夜 12 时至次日 6 时。

近年来的平稳局势得益
于其特性

与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巴以冲

突以及美伊围绕伊核协议的激烈博弈

等近年中东地区炙手可热的问题相比，

伊拉克一直以来总体局势相对平稳，在

国际新闻中的热度也并不高。这与其政

治进程的发展阶段和国内以打击“伊斯

兰国”为首要任务的反恐行动有着密切

关联。

首先， 伊拉克在 2003 年伊拉克战

争以后较早度过了政治转型的阵痛期，

这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有着较大不同。萨

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政治模式与突尼

斯、利比亚、埃及、叙利亚和也门等诸多

阿拉伯共和制国家并无太大区别，随着

美国以“反恐”为名发动伊拉克战争并

一举推翻萨达姆政权，伊拉克自此较早

开启了政治转型之路。经历了政治结构

的重塑、部族力量和教派势力的重新洗

牌之后，伊拉克艰难度过了后萨达姆时

代的长久阵痛期而趋于总体的平稳。

与 2010 年底中东北非剧变自突尼

斯爆发，进而导致诸多阿拉伯共和制国

家的政治强人被迫离开权力舞台且内

乱不止相比，伊拉克恰恰因为提前完成

了“民主化”改造而得以平稳过渡。换言

之，阿拉伯世界整体的“乱”与伊拉克相

对的“治”构成了鲜明的反差。

其次，伊拉克打击“伊斯兰国”的反

恐行动掩盖了日积月累的国内矛盾。随

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原本盘踞伊拉克

境内的“伊斯兰国”势力开始向叙利亚

蔓延， 在伊叙边境地区形成了跨界存

在， 并利用叙利亚的持久乱局不断坐

大，这反过来极大威胁了伊拉克的总体

安全。 随着美俄在伊叙协同打击“伊斯

兰国”， 伊拉克政府的反恐行动成为重

中之重。所以，尽管伊拉克打击“伊斯兰

国”的整体胜利极大改善了国内的安全

环境，但也因安全局势的平稳而掩盖了

长期的社会矛盾。

国际、 地区和国内因素
叠加催生动乱

此次伊拉克因暴力示威活动所造

成的巨大伤亡将国际社会的目光再度

拉回以“平静”面貌示人的伊拉克，伊拉

克国内政治形势的恶化，为本已混乱不

堪的中东地区局势“火上浇油”。当前伊

拉克示威与骚乱事件的发生， 是国际、

地区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就国际因素而言，当前西方国家因

内部治理上的制度失灵和层出不穷的

激进示威所导致的政治动荡已成为常

态，并产生了明显的外溢效应。法国“黄

马甲” 运动的暴力性对法国的政治、经

济与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冲击。“黄马甲”

运动虽以燃油税问题为起点，但其深层

原因是法国积弊已久的民生问题，这种

“没有组织者的运动” 模式与实践向欧

洲多国蔓延。当前伊拉克的暴力示威活

动便有着明显的“黄马甲”运动的影子。

就地区因素而言，此次事件的导火

索有着深刻的伊朗烙印。伊拉克政府在

9 月底突然将打击“伊斯兰国 ”的反恐

部队负责人阿卜杜勒-瓦哈卜·萨阿迪

解职，引发了民众的诸多不满。 萨阿迪

将军因抗击“伊斯兰国”的赫赫战功而

被诸多民众视为“民族英雄”，而他在 9

月 27 日被发配到国防部“坐冷板凳”的

遭遇被视为一种惩罚。

伊拉克前总理阿巴迪讽刺道：“国

家就是这样奖励保卫祖国的战士的

吗？ ”萨阿迪因在打击“伊斯兰国”上与

美国互动紧密，这引发了伊拉克国内亲

伊朗政治势力的极大不安。萨阿迪事件

的发生反映出美伊矛盾投射于伊拉克

国内政治，并引发了较大的政治与社会

的撕裂。

就国内因素而言，伊拉克自战后重

建以来，民生治理的巨大缺陷是骚乱爆

发的根本原因。伊拉克自局势逐步恢复

平稳之后， 其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住

房的紧张、公共服务的稀缺及高失业率

等问题迟迟未能解决，内部早已暗流涌

动。 2018 年 7 月巴士拉等南部省份造

成 2 死 7 伤的游行示威便是预演。

尽管此次伊拉克的暴力抗争造成

了巨大人员伤亡，但局势仍在可控范围

内，伊拉克当前的政治结构为消解社会

矛盾提供了一定的疏通渠道。对于伊拉

克政府而言，如何有效改善民生，避免

受美伊剧烈博弈的波及，妥善应对族群

政治与教派政治，依旧任重道远。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
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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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体测是一场荒诞考试
上海男篮球员张兆旭在深蹲测试时受重伤引发争议

或许是出于外界长久以来对 CBA

体测所积攒的怨气，才令张兆旭在深蹲

测试时的意外受伤引发了如此大的争

议， 甚至连 CBA 官方都不得不于本周

做出回应，就现场未配备医生的“失误”

表达歉意。 在解释这一问题时，CBA 体

测项目负责人方伟的理由是“从未想到

会出现这么大的伤病”。他似乎忘记了，

就在三年前的体测中，辽宁内线李晓旭

是如何在被球员们戏称为 “夺命十七

折”的折返跑中遭受跟腱断裂的重伤。

关于当年那起意外的争议其实并

未彻底平息，外界始终对体测抱有某种

负面看法。最初中国篮协所效仿的中国

足球职业联赛早已舍弃了这一争议重

重的“入职门槛”，而 CBA 体测却始终

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张兆旭受伤所引

发的这一系列争议中，存在着一定程度

的误解，但体测环节本身的多余，并不

会因此改变。

诸多环节设置欠缺考虑

从项目的设置上 ，CBA 体测其实

称不上严苛———卧推、深蹲与折返跑均

是所有类型球员日常都需参加的基础

训练，两分钟投篮测试则是更具针对性

的专项训练， 本世纪初体测时，2.26 米

的姚明与 1.78 米的范斌同跑 3200 米

的荒唐场景已然成为历史。 关于这一

点，仅有的争议源于中国男篮主力控卫

赵继伟在张兆旭受伤当日所声称的

“1.9 米以上人群不适宜深蹲”。 对此言

论，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体质研究与健

康指导中心主任刘欣并不认同，“作为

最基础的力量训练，深蹲并不存在不适

合高个子的说法，全世界运动员都在采

用这一方式锻炼。 ”

至于现场工作人员不搀扶张兆旭，

转而查看训练器械是否会滚落造成二

次伤害的做法，刘欣也认为在合理范围

内，“工作人员不具备治疗能力，也不应

上前搀扶。 遇到运动员受伤，在不确定

损伤的是肌肉、韧带或是脊椎前，即便

医生在场也无法及时提供治疗。”不过，

在刘欣看来，这并不意味着医生在场毫

无意义，“至少医生可以在第一时间做

出初步判断，设法避免伤情恶化。 ”CBA

体测的落后之处不止这一处细节。

作为曾与多支职业运动队有过长

期合作经历的专家，刘欣对于体测并不

陌生，这是许多队伍监测运动员心肺功

能、力量等基础素质的常规方法，但其

中有一条“因人而异”的原则———不同

年龄 、身高 、体重 ，对应不同的训练指

标。 CBA 体测对此略有涉及，在所有球

员均需面对同样重量的卧推、深蹲测试

的情况下，根据体重差异采取了不同的

计算方式，不过差异也就仅此而已。

在刘欣看来，测试的重量应根据选

手体重设定， 而针对张兆旭的个案，他

认为：“如果有伤病隐患，就应该向主办

方提出免测申请。 ” 然而根据 CBA 规

则，本赛季体测的豁免范围仅限于出战

篮球世界杯的 12 位国手， 其余球员若

有伤病，仍需进行补测；如果错过一年

最多两次的补测机会，则失去了征战整

个赛季的机会。 这意味着，在体测和补

测期间受伤病困扰的球员，就有可能失

去一年工作的机会。 同样，体测的门槛

也拦住了相当数量接近职业生涯暮年、

虽具备技能但体能下滑的老将。 众所周

知，体测作为联赛强制性准入门槛设立，

是为了促使球员更加自律， 以上两类人

群均无法与不自律直接画上等号， 他们

的苦衷与难处没有得到充分的体谅。

缺乏竞争现状的遮羞布

体测的效果能否达到政策制定者

的初衷，也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对于需提高自律性的 “目标受众”

而言， 每队两人的体测抽查方式足以

“培养”出侥幸心理，这就是为何每逢体

测前总会出现大批临阵磨枪的球员。而

体测也未必是衡量一名球员进取心的

标准。作为 CBA 新科最有价值球员，王

哲林去年一度未能通过体测， 对此结

果， 体测本身要比失败的当事人更尴

尬。这位国字号内线在体能方面的所谓

“退步”，很大程度上得归咎于整个夏天

代表国家队征战所累积的疲劳，王哲林

的前车之鉴也催生了今年所有国家队

球员获得豁免权，这同样折射出体测的

简单粗暴。

如果不是作为从业者必须跨过的

硬门槛“考试”，而是改成为俱乐部队和

国家队提供参考数据的“测验”，体测其

实就不会站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正如刘

欣所介绍，绝大多数运动队均会设有体

测环节，以监测运动员的身体状态。

CBA 体测的缺陷在于承载了过多

本不该由其承载的使命。 篮球人口不

足、 天赋选手匮乏等一系列原因导致

了国内球员所面临的竞争压力极小 。

即便如今这一现状正在逐步改善， 但

多数中国球员几乎不会面对生存压力

的事实依然成立， “一觉醒来发现自

己在队中已无一席之地” 的故事甚少

在中国篮坛发生 。 在这样的情况下 ，

确实需要有除了自律以外的动力， 去

驱使球员们奋斗。 而建立通畅的内部

人才流通体系， 增大球员间的收入等

级差距， 或许才是更有效的方式。 至

于将提高球员淘汰率的希望寄托于体

能测试， 这难免有些荒诞， 也背离了

体测原来的科学性。

在体测中受伤倒地， 张兆旭表情痛苦。 Osports

中国高尔夫发展有目共睹
第 15 届汇丰冠军赛今日开杆

作为世界顶级高尔夫赛事，第 15 届

世锦赛·汇丰冠军赛将从今天至 11 月 3

日在上海佘山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举行。

卫冕冠军赞德·谢奥菲勒将与贾斯汀·罗

斯、巴巴·沃森、塞尔吉奥·加西亚、罗里·

麦克罗伊和菲尔·米克尔森等一众高手

冲击赛事桂冠。据悉，大赛今年的总奖金

高达 1025 万美元。

汇丰冠军赛于 2005 年创立， 并在

2009 年成为享誉全球的四大世界高尔

夫锦标赛赛事之一，被誉为“亚洲大满贯”。

此番中国军团的参赛阵容也颇为强大，将

有包括李昊桐、张新军、吴阿顺在内的七名

球手登场亮相。 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中

国球手在世界官方高尔夫排名上的平均

数为 1200 位， 最高排名为第 229 位，而

到了今年， 中国高尔夫球员的平均排名

为 419 位，最高排名已达第 55 位。

为了更好地推动中国高尔夫运动的

发展， 赛事主办方此番还特别开展了有

顶级球手参与的“高尔夫课堂”。近日，赞

德·谢奥菲勒、罗里·麦克罗伊、贾斯汀·

罗斯、 伊恩·保尔特和李昊桐在训练之

余， 特地为来自汇丰中国青少年高尔夫

发展计划的年轻球手传经送宝。“能够在

现场得到这些世界顶尖高尔夫选手的点

拨，令我受益匪浅。 ”年仅 11 岁、在汇丰

青少年冠军赛多次问鼎桂冠的昌熙桓

说，“希望以后能有更多这样的机会，接

下来我也会全程关注这次大赛， 希望能

够从这些一流选手们身上学到更多。 ”

中高协·汇丰中国青少年高尔夫发

展计划自 2007 年创立以来，旨在充分利

用举办高尔夫精英赛事的积极影响推动

高尔夫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在此期间，中

国高尔夫运动取得的进步有目共睹 ：

2006 年，中国高尔夫青少年注册球员仅

为 406 人 ，2019 年已增至 6 万多名 ，参

加高尔夫运动的青少年更是高达约 70

万人。

■本报记者 陈海翔

F1电竞申城上演速度对决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极其接近现

实的画面，配以颇具触感的刹车、油门与

方向盘，F1 与电竞的结合让职业车手以

外的群体也有了感受赛车运动的机会。

当赛车界还在翘首期盼着首位中国 F1

车手的横空出世时， 电竞世界里的中国

面孔已有望与 F1 车队结缘。

上周，F1 电竞中国冠军赛华东区分

站赛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结束了为期两

日的比赛。作为 F1 电竞全球锦标赛的第

一个区域赛事，这是 F1 电竞中国冠军赛

的首个赛季。 赛事以“创造F1 速度”为口

号，吸引 3000 余位选手参与 ，自 8 月 4

日预选赛启动以来， 经历了全国四大赛

区、六座城市共 65 天的激烈角逐。

“15 年前 ，F1 运动在中国始于上

海；15 年后，F1 电竞赛事在中国的首次

亮相也在上海。明年 1 月，上海还会举行

本次赛事的全国总决赛。”在久事集团副

总裁、 久事体育产业集团董事长樊建林

看来，F1 电竞中国冠军赛为竞速电竞的

发展带来了想象， 为中国选手登上 F1

舞台带来了机遇， 为上海乃至全国的电

竞行业带来了新活力。

经历各赛区角逐，将有 80 位选手与

20 位特邀外卡选手进入全国总决赛，冠

亚军将代表中国于 2020 年 3 月前往英

国伦敦， 参加 F1 电竞全球系列赛职业

选秀， 与来自全球各地的顶尖电竞车手

同场竞技，最终有望与汉密尔顿、维斯塔

潘等 F1 车手并肩战斗， 开启成为真实

车队签约 F1 电竞车手的梦想历程。

进博会期间体彩调整兑奖工作
本报讯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1 月 10 日在国家

会展中心 （上海） 举行。 进博会期间，

体育彩票销售及开奖工作照常进行， 大

奖兑付工作因受进博会区域管制影响做

出调整。

根据安排， 进博会期间， 体育彩票

销售网点正常营业并兑付 10000 元以下

（含 10000 元） 小奖。 建行兑奖处于 11

月 2 日 、 11 月 4 日 、 11 月 9 日暂停

10000 元以上大奖兑付工作。 11 月 5 日

至 11 月 8 日正常兑奖 ， 兑付时间为 9

时 15 分至 12 时， 13 时至 16 时。

如遇 11 月 4 日为兑奖截止日， 需

在当日兑奖且中奖金额大于 1 万元的中

奖者， 请至上海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完

成兑奖， 兑奖有效期为开奖之日起 60

个自然日。 （文彬）

10 月 28

日， 在伊拉克首

都巴格达， 示威

者 参 加 抗 议 活

动。

C华社发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彼得

森的发言人 30 日表示，叙利亚宪法委员

会的所有 150 名成员都已抵达瑞士日内

瓦， 出席当天举行的该委员会的第一次

会议。

叙利亚宪法委员会由叙利亚政府、

叙利亚反对派、 民间人士三方组成代表

团。据伊朗大学生通讯社报道，会议于大

马士革时间 30 日 12 时正式开始活动，

彼得森和叙利亚政府、 反对派代表团团

长分别发言。 31 日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

扩大会议，三方代表团将共进午餐。负责

起草叙利亚新宪法的委员会会议将于下

周一至周五举行。

据叙利亚《祖国报》报道，彼得森 29

日与三方代表团、 俄罗斯副外长及部分

欧洲大使举行了会面。 彼得森与叙利亚

政府代表团团长单独会面， 以最终确定

该委员会的运作机制。

2018 年 1 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

叙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决定成立叙宪法委

员会。 今年 9 月 23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宣布， 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就成

立宪法委员会达成最终协议。

古特雷斯 29 日发表声明，对叙利亚

宪法委员会即将召开第一次会议表示欢

迎， 期待各方根据安理会第 2254 号决

议， 找到符合全体叙利亚人合法诉求的

解决方案。

此外，彼得森 29 日还在日内瓦会晤

了俄罗斯、伊朗、土耳其三国外长。 作为

阿斯塔纳进程保证国，三国外长 29 日在

会晤后发表声明，强调对叙利亚主权、独

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据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30 日报道，伊朗外

长扎里夫在联合发布会上强调，“宪法委

员会只应属于叙利亚人，并由他们领导，

宪法应为所有叙利亚人所接受”。俄罗斯

外长拉夫罗夫也强调， 宪法委员会的活

动应当在没有外国干预下进行。

C华社圣地亚哥 10 月 30 日电 （记

者尹南 张笑然） 智利总统皮涅拉 30 日

上午在总统府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智利

政府放弃主办原定分别于今年 11 月和

12 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领

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

会， 优先应对国内局势。

皮涅拉说， 最近两周来智利国内形

势困难， 考虑到目前政府需要优先重建

社会秩序， 保障公民安全和社会安定，

推动新的社会计划迅速有力实施， 以回

应民众要求， 政府做出了这一艰难的决

定。

皮涅拉对这一决定引起的问题和不

便深表遗憾， 重申 APEC 对于智利经济

的重要性以及智利对采取有效行动应对

气候变化的承诺。

本月中旬以来， 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公交系统票价上涨引发了一系列抗议活

动。 皮涅拉 19 日凌晨宣布圣地亚哥进

入紧急状态， 军方当天宣布在圣地亚哥

实施宵禁。 智利 16 个大区中的 15 个大

区先后部分或全部进入紧急状态。 全国

范围的紧急状态已于 28 日零时解除。

协助核实货车惨案遇难者身份

据C华社河内 10 月 30 日电 （记者

王迪 陶军） 越南公安部部长苏林 30 日

说， 越南公安部已准备好派出工作组前

往英国， 与英国警方协作核实货车惨案

遇难者身份。

苏林是当天下午与英国内政大臣普

丽蒂·帕特尔就英国货车惨案通电话时

作出上述表示的。 越南公安部在相关公

告中说，苏林在通话中表示，越南公安部

一直与英方就此事密切合作， 鉴于遇难

者身份核实任务紧迫， 希望英方支持工

作组的工作。

英国驻越南大使加雷思·沃德 30 日

通过使馆社交媒体账号说， 英方的调查

还在继续， 英方有关官员承诺与越方进

行合作。 越南外交部 29 日说，越方已把

要求寻找在英失踪亲属的 14 个家庭提

供的信息移交英方。 越南外交部副部长

裴青山此前曾表示，英方已将 39 名遇难

者中 4 人的材料转交越方以核实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