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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在格鲁吉亚总统选举期间，萨卡什维利（前）在保镖的保护下走向第比利斯的一处投票站

格鲁吉亚

现任总统萨卡什维利所在的统一民族

运动党推举的候选人仅获得 21.28% 的选

票。这意味着，持续 8 年的萨卡什维利时

代以一场惨败宣告终结。

2004 年，萨卡什维利赢得格鲁吉亚总

统选举，主张全面接受美式民主模式，向

西方靠拢，成为“颜色革命”的开端。斯

德哥尔摩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尼古拉斯·尼尔森告诉本刊，萨卡什维利

和统一民族运动党执政时期饱受滥用职权

的指控，疏远了从前的支持者；其推行的

打击腐败等改革行动成效甚微，令选民颇

感失望；更重要的是其自由主义经济改革

没能提高贫困选民和乡村人口的生活水平。

格鲁吉亚今年上半年 GDP 就下滑至 1.5%，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官方失业率高达 15.1%，

而外界推断的实际失业率超过 20%。

尼古拉斯·尼尔森指出，格鲁吉亚

的经济同时受到了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与俄

罗斯关系恶化两方面的压力和影响。格鲁

吉亚在原材料、能源等物资上一直依赖俄

罗斯进口。2006 年两国关系紧张后，由

于难以找到稳定的天然气供货方，格鲁吉

亚两次被迫接受俄方提高天然气价格的要

求，涨幅达到 4倍。

这次总统大选的结果实属意料之中。

去年 10 月，在议会选举中，执掌政权 8

年多的统一民族运动党仅得到 150 席中的

65 席，沦为少数派。由 6 个反对党组成

的联盟“格鲁吉亚梦想”成为议会多数派，

联盟领袖伊万尼什维利出任总理。伊万尼

什维利是格鲁吉亚首富，是苏联解体后崛

起的寡头，身家 53 亿美元，相当于格鲁

吉亚年 GDP 的 1/3。伊万尼什维利在 2011

年抛售了在俄罗斯的全部资产进入政界。

外界对伊万尼什维利的转型有许多猜测，

一种论调是他受到了俄罗斯推动，以取代

一个亲西方的政权。尼尔森指出，事实上，

除了伊万尼什维利的资产在俄罗斯卖出了

好价钱外，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他的成功，主要是基于他的金钱。他能

够动用自己的财富发动反对萨卡什维利的

政治运动，而且许多格鲁吉亚人相信他个

人有能力搞好国家的经济。”

“在许多格鲁吉亚人看来，这次总统

大选是在伊万尼什维利和萨卡什维利之间

进行的，尽管他们俩都不是候选人，但两

位候选人都是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中心研究员林肯·米

歇尔说，“马尔格韦拉什维利当选总统是

因为他和伊万尼什维利关系密切。”马尔

格韦拉什维利年仅 44 岁，从政前是大学

哲学系的教师，去年刚被任命为伊万尼什

维利内阁的副总理兼教育部长。美国乔

治·华盛顿大学欧洲、俄罗斯与欧亚研究

所副主任克里·威尔斯告诉本刊，马尔格

韦拉什维利在“格鲁吉亚梦想”党中属于

支持改革、支持格鲁吉亚融入欧洲的派别。

他的个人形象和前总统完全相反：“不是

政客出身，对权力没有什么野心，能够和

许多不同类别的人合作。”

马尔格韦拉什维利在当选后表示，格

鲁吉亚将与俄罗斯构筑建设性关系，还将

继续两国建交的进程。俄外长拉夫罗夫

28 日积极回应，表示俄期待格鲁吉亚新

政权对俄罗斯采取友好政策。今年 6 月的

一份民调显示，82% 的格鲁吉亚人支持恢

复与俄罗斯外交关系。

但萨卡什维利时代的终结并不意味着

格俄关系从冰冻期走向蜜月。伊万尼什维

利领导的执政联盟一直主张向西方靠拢、

争取加入欧盟和北约的同时和俄罗斯修复

关系的政策。马尔格韦拉什维利的表态延

续了这一路线。在林肯·米歇尔看来，格

鲁吉亚不可能在西方与俄罗斯间达成平衡，

这是俄美关系的结构决定的。“格鲁吉亚和

俄罗斯的关系不会得到全面修复。”卡耐基

和平研究会俄罗斯与欧亚项目高级研究员

托马斯·德瓦尔说，“莫斯科依旧视南奥

塞梯和阿伯卡兹为独立国家，这使得双方

没有进一步政治接触的可能，也决定了格

鲁吉亚在根本上会保持向欧洲靠近的政策。

但至少，和前任相比，新政府在意识形态

上对俄罗斯不再抱有敌意，它也不再背负

2008 年俄格冲突的包袱。这意味着它会在

贸易、商业等关系上积极发展对俄关系。

这不是一种平衡战略，却是务实的选择。”

格鲁吉亚告别萨卡什维利
格鲁吉亚 29 日公布了对 90% 以上选区的计票结果。“格鲁吉亚梦想”联盟候

选人马尔格韦拉什维利在总统选举中已获得 62% 的选票，赢得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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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和 28 日，隶属苏丹的阿

卜耶伊地区举行了关于该地区主权归属问

题的单方面公投。该投委会于 31 日宣布

结果：99.89% 的投票人支持阿卜耶伊归

属南苏丹。苏丹政府方面表示单方面公投

“违背法律和相关协议”。非盟和联合国安

理会也表示拒绝接受任何单方面的公投及

其结果。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呼吁苏丹和

南苏丹立即重启以 2012 年非盟苏丹问题

高级别执行小组提议方案为基础的协商，

以决定阿卜耶伊的最终地位，避免加剧紧

张局势。

阿卜耶伊地区约 1 万平方公里，位于

南北苏丹边界的中部。美国大西洋理事会

非洲中心主任范彼得（J.Peter Pham）告

诉本刊，阿卜耶伊问题起源于英国殖民时

代，当时南部苏丹属于英国殖民地，而北

部苏丹则处于埃及和英国的共治之下。“殖

民当局为了管理，不顾当地部落的现实，

决定将阿卜耶伊的行政权从南部转移到北

部。而阿卜耶伊的主要人口是恩古克·丁

卡人，属于南苏丹的最大部落。”

80 年代，苏丹进入石油大开发时代。

有学者估计苏丹石油储量超过 1800 亿桶，

仅次于沙特阿拉伯，居世界第二。其中

80% 的石油位于南部苏丹地区。阿卜耶伊

所处的木格拉德盆地也是蕴藏石油的宝

地。这更加剧了阿卜耶伊问题的复杂性。

南北双方在 2005 年结束内战。2008 年阿

卜耶伊还曾爆发冲突，造成 200 人死亡，

5 万居民流亡。海牙国际仲裁法庭裁决，

将该地区大部分油田的控制权给予北方，

同时缩小阿卜耶伊的范围，把大部分米塞

利亚人划到界外，以简化问题。

范彼得告诉本刊，尽管石油一直被视

为阿卜耶伊问题的症结，但事实上，今天

的阿卜耶伊石油资源已经接近枯竭，水资

源的问题更为突出。苏丹米塞利亚牧民每

年在旱季的时候需要到阿卜耶伊南部、尼

罗河西侧的主要支流加札勒河河谷放牧。

如果阿卜耶伊的丁卡人投票决定归属南苏

丹，就意味着米塞利亚人失去了旱季的水

源。“阿卜耶伊虽然是个非常小的地区，

但许多南苏丹重要的领导人都与这一地区

有着血缘关系，不希望在此问题上损失自

己的权利。更重要的是，这关系到南苏丹

最大部落的利益。”范彼得说，“北部苏丹

政府的情况也类似。苏丹总统巴希尔向米

塞利亚人承诺不会割让他们的牧场。他

也不愿因食言而给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风

险。阿卜耶伊被赋予的地位已经远远超过

了其实际的重要性。”

牛津大学中国－非洲关系研究网负责

人范后文（Harry Verhoeven）告诉本刊，

根据 2005 年的和平协议，阿卜耶伊本应

在 2011 年举行公投决定最终归属，但南苏

丹认为只有丁卡人才有权投票，而北苏丹

则坚持在当地放牧的米塞利亚人也有表决

的权利。相持不下，公投问题一直被搁置

下来。“阿卜耶伊单方面举行公投正是因

为等待公投已经太久了，他们一直在为南

北政府的拖延买单。”法国国际关系研究

中心专家罗兰·马夏尔（Roland Marchal）

告诉本刊，“另外，南苏丹一些被总统基

尔疏远的政治领导人也希望用组织公投的

方式显示基尔政府没有认真履行承诺。”

2011 年南苏丹独立时，其相当于法

国面积的领土上只有 38 公里铺设路面的

公路，2% 人口有小学文化程度，文盲率

高达 85%。独立两年之后，南苏丹拥有的

巨额石油财富并没有能够使国家有所起

色。南苏丹唯一一条向外出口的石油管线

需要通过北部的苏丹，一旦苏丹切断输油

管线，南苏丹就会因缺乏储油设施而被迫

停止石油生产。两国在政治上的僵局造成

了两败俱伤的结果。石油约占南苏丹财政

收入的 98%，占苏丹财政收入的 40% 多一

点，两国在输油和管道费用问题上的谈判

和合作的数次破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负

担。今年 4 月，苏丹财长表示，石油中断

导致国家财政出现 24 亿美元缺口，出口

骤降 83%，通胀率达 28.6%。各部部长已

经放弃了一个月的工资，为可能发生的战

争努力捐献。

在阿卜耶伊单方面公投后，南苏丹表

现了克制，表示公投“与南苏丹政府无关”，

但这并不足以促成问题的解决。“两国之

间不太可能因为阿卜耶伊重回大规模的战

争，经济困难使双方实在无法承担一场战

争。”范后文说。10 月 30 日，隶属苏丹的阿卜耶伊地区某投票站工作人员正在统计主权归属问题公投票数

苏丹

阿卜耶伊：一场双输的博弈
2011 年 7 月南苏丹的独立并没有平息苏丹和南苏丹之间的政治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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