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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空置房太多
成“丑闻”

伊朗危机背后还是民生危机
伊朗多地近日发生示威游

行，引发国际社会关注。这场危
机的背后，是伊朗保守派与改革
派势力激烈竞争、社会矛盾集中
爆发的体现，与中东伊斯兰国家
普遍推进的改革有重要联系。而
经济因素和青年群体因素，则是
此次伊朗爆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危机与民生有关

无法否认，经济基础决定上
层建筑，伊朗危机的关键还是民
生问题。多年来伊朗 30%-40% 收
入依靠油气出口。2014 年底以来，
国际油价大跌，对沙特和伊朗等
海湾国家，造成了严重冲击。伊朗
总统鲁哈尼于 2016 年出台第六
个“五年计划”，试图通过引进外
资减少对油气出口的依赖。

然而，2015 年 7 月伊朗核协
议达成以来，尤其是特朗普担任
美国总统后，美国不仅没有减少
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反而以伊朗
开发弹道导弹为由，多次追加制
裁，加上伊朗卷入阿拉伯国家的
冲突，导致鲁哈尼政府向选民承
诺的“保增长、改善经济、加强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国民收入、脱
贫”等宏伟蓝图迟迟未能实现。

截至 2017 年，伊朗失业率
高达 13% ，部分食品价格上涨
30% 以上，中下阶层贫困人口的
生活水平未得到根本改善。以乌
里玛集团和伊斯兰革命卫队为
代表的保守势力，和以鲁哈尼为
代表的温和保守派及改革派势

力相互博弈，双方均反对游行示
威，却又都希望利用中下阶层的
不满向对方施压，在某种程度上
助长了社会危机。

青年问题不容忽视

而此次伊朗危机背后，更不
能忽视的则是青年问题。伊朗目
前人口 8000 多万中，约 70% 的人
口在 30 岁以下。他们出生在伊朗
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未经历过
20 世纪 70 年代的伊朗革命乃至
两伊战争，甚至对伊朗主流社会
价值存在不同看法。当前，伊朗
1 2 - 2 9 岁 青 年 失 业 率 高 达
25 . 9%，女性失业率更是男性的 2
倍。部分参与游行的青年人提出

“伊朗第一”的口号，要求政府把
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放在首位，
不赞成介入叙利亚、黎巴嫩、也
门和巴勒斯坦等阿拉伯事务、增
加伊朗财政负担。同时，他们要
求男女平等，增强女性赋权，使
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参与度更
高。另外，他们也要求惩治腐败。

伊朗青年群体大多对利益
集团的固化现象深恶痛绝，要求
政府通过改革促进社会阶层的
合理流动，敢于向特权阶层和腐
败现象“亮剑”。

中东处于改革十字路口

中东国家的改革都是利益
的再分配，涉及既有利益集团和

新利益集团之间的理念、权力和
利益斗争。受国际低油价和国内
青年人口暴增的影响，伊朗正处
在改革的十字路口。

伊朗改革涉及经济、政治、
社会和外交等多个层面，成为保
守派与改革派交锋的焦点。鲁哈
尼宣布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
令，引起宗教保守势力的反对。
美国、以色列、沙特和阿联酋等
国的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外交
围堵，以及伊朗构建什叶派统一
战线、支持真主党、介入叙利亚
内战，增加了伊朗推进经济改革
的难度，使原本的经济问题向政
治、社会和外交等领域渗透。

不过，尽管当前伊朗多地
发生游行示威，但却难以引发
大范围革命。保守派与改革派
之间的矛盾尚未全面激化，合
作与妥协仍是主流；游行示威
更多是一种草根式的自发运
动，其首要关切是民生而不是
政治。目前，伊朗的治理模式正
在中东风起云涌的改革进程中
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

总之，由于伊朗经济和社会
矛盾积弊重重，伊朗青年群体对
政府推动经济改革、政治改良和
社会变革的呼声不断高涨，伊朗
社会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不
管这场危机如何解决，未来伊朗
展示给世人的，将不再是“一个
形象、一种声音”，而将是更加多
元化的伊朗。

据《新京报》

保守派与改革派之间的矛盾尚未全面激化，合作与妥协仍是主
流；游行示威更多是一种草根式的自发运动，其首要关切是民生而
不是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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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土耳其媒体报道，土
耳其已经与俄罗斯签署一份合
同总额25亿美元的订单，以部
分贷款的方式购买4套俄制S-
400型防空导弹系统。此项军售
交易的达成，标志着土耳其成
为首个购买并部署S-400型防
空导弹系统的北约成员国。

军购协议耗时一年多

俄罗斯技术公司总裁谢尔
盖·切梅佐夫表示，双方已完成
贷款事宜谈判，土耳其支付总
金额45％，剩余55％由俄方提供
贷款。切梅佐夫当时说，只要土
耳其财政部批准相关文件，合
同随时能签。他还透露，首套S-
400 系统定于 2020 年 3 月交付。
一知情人士表示，这笔贷款将
由俄罗斯财政部从国库划拨，
银行只办理手续，不出钱。

这份军购协议前后谈了一
年多。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去
年 9 月确认，土俄已就购买 S-
400 防空导弹系统初步签约。不
过，由于双方先前尚未谈妥贷
款事宜、切梅佐夫因乌克兰危
机面临美国制裁，一些媒体担
心土耳其或许会取消采购。

与土裂痕将打破北约防线

S-400防空导弹系统无法
与土耳其所属北大西洋公约组
织的防空系统兼容。作为北约成
员国，土耳其与俄罗斯谈军需采
购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反对。土
方则披露，曾寻求向北约购买
导弹防御系统，但北约毫不让
步的态度迫使它转向俄罗斯。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
志曾指出，美国和其他北约盟
国不愿意土耳其购买俄方武
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在军
事上，S-400 无法被纳入北约的
防空体系；二是在政治上，土耳
其将向俄罗斯支付“数亿美元”，
这会违反美国国会与特朗普政
府对俄实施的制裁。不过，北约
军事委员会主席彼得·帕维尔曾
表示，对于土方这一行为，北约
除了允许之外别无选择。

土耳其是北约南翼一个最
重要的据点，它扼守着俄罗斯
南下的咽喉要道，也是黑海通
往地中海的唯一航道，更是遏
制俄罗斯的北约东方防线。土
耳其与西方国家的裂痕，将为
这个防线打开缺口。军事专家
杜文龙评论称以前遏制俄罗
斯，在欧洲方向基本上做到了
滴水不漏，但突然在南部、土耳
其方向，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缺
口，这对于严密封锁俄罗斯，让
它始终处于经济和军事“严冬”
的目标会产生重大的变化。

土耳其南部的因吉尔利克
空军基地，距离土叙边界大约100
公里，相比位于海湾国家的基地，
美军战机从这里起飞并空袭叙北
部的极端组织目标更加方便。美
国、土耳其、沙特
近来一直在利
用这个基地
打击叙利亚
境内的极端
组织。如果
土耳其与北
约关系出现

裂痕，对于北约的中东反恐战略
将会产生影响。

土俄关系回暖符合两国利益

土耳其与俄罗斯的关系最
近两年出现戏剧性转圜。2015年
11月，土耳其击落了一架在叙
利亚执行任务的俄军战机，导
致土俄关系骤然恶化。2016年6
月，埃尔多安致信俄总统弗拉
基米尔·普京，就击落俄战机事
件道歉，两国关系开始解冻，高
层频繁互动，俄罗斯开始撤销
对土耳其的制裁。

2016 年 7 月，土耳其发生
未遂政变后，美国和北约盟友
没有在第一时间给予土耳其支
持，反倒是普京率先发声“挺”
埃尔多安；土耳其公投通过修
宪草案后，与欧盟关系跌入低
点，与俄罗斯却越走越近；在叙
利亚战场上，原本利益相左的
双方开始合作，不仅促成停火，
还展开联合军事行动。分析人
士认为，俄土关系的迅速回暖
虽让外界始料未
及，却是国际形
势变化的体现，
符合两国利益。
综合新华社、环

球网、央视网

土俄在做生意 北约有点尴尬核电大单存“猫腻”？
李明博出面否认

随着韩国检方对前总统朴
槿惠政府黑幕的调查扩大，另一
名前总统李明博执政时期的“黑
料”进入公众视野。李明博 2008
年至 2013 年担任韩国总统。2009
年，韩国赢得在阿联酋建造四座
核反应堆、总价 200 亿美元的出
口大单。这是韩国首次获得在海
外建设核电站的合同。青瓦台方
面当时说，考虑核电站今后 60 年
的运营及维护，合同预计能为韩
国企业额外带来金额约 200 亿美
元的业务。

然而，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特
使、青瓦台秘书室长任钟皙上月
出访阿联酋，让这笔“旧账”再次
成为话题。一些媒体援引政府消
息人士的话报道，文在寅政府宣
布能源政策“大转向”，提出降低
对核电依赖的能源政策，致使阿
联酋方面担忧和不满。任钟皙有
意打消阿联酋领导人的顾虑。媒
体另外一种说法是，李明博政府
拿下核电出口大单时有“猫腻”，
双方签订了“阴阳合同”，任钟皙
是要挖出前政府的“黑历史”。

虽然青瓦台解释任钟皙负
有转交文在寅亲笔信的使命，用
以加强双边关系，但涉及这次出
访的传闻并未减少，反而越炒越
热。针对最新曝出的“阴阳合同”
传闻，李明博坐不住了。他1日在
位于首尔的住所接受媒体记者
采访，对这一说法坚决否认。他
说：“根本不存在阴阳合同”。

除了“阴阳合同”传闻，李明
博还卷入所谓“秘密基金”传言 ,
目前正在调查。 据新华社

20 年来，英国的空置房屋
数量几乎翻了一番，高于英国
家庭购房的需求量。数据显示，
全英共有 1 . 1 万房屋被空置 10
年以上，另有 6 万多间已被空
置两年以上。英国自由民主党
领导人温斯·凯博表示，政府应
当采取措施，将这些房屋提供
给那些缺少住房的民众。他认
为，“英国露宿街头的人正在增
多，无家可归的危机正在恶化，
可全国却有数万房屋无人居
住，这对英国来说，简直是个大
丑闻。”报道称，目前英国拥有
空置 6 个月以上房屋数量最多
的城市是杜伦，其次是利兹和
利物浦。 据《环球时报》

北美严寒冷冰冰
企鹅也要求温暖

北美地区遭遇极寒天气，
加拿大多座机场航班取消或延
误，美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纪
录。在加拿大南部艾伯塔省，气
温骤降至零下 30 摄氏度，寒风
中体感温度低至零下 40 摄氏
度。加拿大卡尔加里动物园饲
养五种企鹅，包括生活在较温
暖地区的洪堡企鹅和超耐寒的
帝企鹅。考虑到帝企鹅中有一
只 5 个月大的小宝宝，动物园
决定帮助它们“温暖”过冬———
把帝企鹅生活区的温度调高到
零下 25 摄氏度。从而，10 只帝
企鹅依旧能够自由活动，供游
人参观。成年帝企鹅一般身高
在 90 厘米以上，是体型最大的
企鹅，也是唯一一种能冬季在
南极繁殖的企鹅。

据新华社

英国 38 岁女子
连生 10 个儿子

苏格兰北部城市因弗尼斯
市有一对夫妇亚历克西斯·布
雷特和大卫，他们生育了 10 个
孩子，且清一色都是男孩。亚历
克西斯表示，虽然没有女孩，但
她坚决不会再生孩子了。

38 岁的亚历克西斯以前是
一名护士。她的丈夫大卫是一
名火车司机，43 岁。亚历克西
斯大概是英国孩子最多的母亲
了。她的家中男女比例极不平
衡，除了她以外，全是男性。唯
一体现家中还有女性气息的地
方便是她坚持在餐厅放置的花
朵和家中摆设的香烛。不好的
地方是，马桶盖总是翻上去的，
乐高玩具也总是散落在地板各
处。亚历克西斯 10 个儿子的年
龄依次是 7 个月、2 岁、3 岁、5
岁、7 岁、8 岁、9 岁、12 岁、14
岁和 16 岁。一踏入她家就感觉
进入了一个男孩的世界。门厅
处有 60 双由大到小依次排列
的脏运动鞋和步行靴。极目望
去，丝毫不见高跟鞋和女性平
底鞋的踪迹。 据环球网俄俄制制 SS--440000 防防空空导导弹弹系系统统（（资资料料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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