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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33年：
“也门之狐”萨利赫
也门，
位于阿拉伯半岛最南端的沙漠之国，
因为一支
名为胡塞的反政府武装，
成为沙特牵头的联军空袭目标。
据 BBC、
《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报道，12 月 4 日，也门
前总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一枪毙命，一代中东政治强人
就此仓促退出历史舞台，终年 75 岁。令人唏嘘的是，昔
日盟友今成仇，胡塞武装曾是萨利赫的盟友。对于也门
民众而言，萨利赫既曾是战争淬炼出的国家英雄，又是
大权独揽的铁腕统治者。
萨利赫以老谋深算、善于玩弄权术及平衡利益出
名，外号“也门之狐”、
“ 九命总统”，曾统治也门长达 33
年，2011 年黯然下台。然而，这个自称能在“蛇头上跳舞
的人”，最终却死在自己养的
“蛇”
手中。

>>年少从军
凭军功向上爬成为总司令
1942 年 3 月 21 日，萨利赫出
生在也门首都萨那的一个普通军
人家庭。他没念过几年书，连小
学都没毕业，年少从军，凭军功向
上爬，最终熬出头。虽然文化程
度不高，但萨利赫头脑灵活，还善
于投机钻营。16 岁时，他加入了
“自由军官”组织，并参加了推翻
王室政权的“9·26 革命”。因为曾
参与军事政变，他迅速跻身国家
统治阶层，开始掌控军权。
二战后的也门是两个国家，
北
是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南是也门民
主人民共和国，
分属冷战中两大阵
营。1978 年，萨利赫成为阿拉伯也
门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
那时他才 36 岁。
在他成为总统前的
四年已经出了三名总统，
两个遭刺
杀身亡，
一个上任不到一个月就落
荒而逃，
而萨利赫一干就是33年。
若说萨利赫人生中最辉煌的

一页，莫过于与也门民主人民共
和 国 谈 判 后 ，南 北 两 国 合 二 为
一。1990 年 5 月 22 日，南北也门
合并，萨利赫担任总统，对家当其
副手，算是共享管治权力。连原
本未解决的两支军队，萨利赫都
能够在 1994 年统一南北。
萨利赫担任总统期间，结束
南北分治局面，打击恐怖分子有
功，在国内获得不少人支持。也
门先天环境不足，主要靠石油出
口，经济发展平平无奇。但萨利
赫任内的最大功绩，是打击恐怖
组织“基地”组织，并因此得到不
少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
“9·11”恐怖袭击后，萨利赫
公开称自己是美国盟友，并与美
国建立反恐伙伴关系，允许美国
在也门境内打击恐怖分子。仅凭
这一点，也门每年就能从美国获
得数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下台条件：保留亲属军政要职

至今未有任何一方占据绝对优势。
分析人士指出，在胡塞武装、
萨利赫势力以及哈迪领导的也门政
府三方缠斗的背后，是地区大国沙
特和伊朗的博弈。目前，沙特和伊
在交出权力之时，萨利赫享有 不过哈迪政府获得北面强邻沙特 朗这两个中东地区大国的争斗愈
全面刑事豁免权，所以他一直留在 的支持，令萨利赫和胡塞武装一直 加白热化，近期中东一系列大事的
也门，最终找到机会东山再起，借 陷入苦战。
背后都有双雄争霸的影子。在也门
助反政府武装组织胡塞的力量，向
2014 年 9 月，胡塞反政府武装 内战中，
沙特支持哈迪政府，
而伊朗
哈迪政府发起内战。萨利赫与伊 夺取首都萨那，哈迪被迫流亡沙 支持胡塞武装。沙特视也门为其后
朗支持的胡塞武装组成同盟，共同 特。到了次年 3 月，沙特及其海湾 院，
必须确保不被伊朗渗透和控制，
对抗也门现总统哈迪领导的合法 盟国开始对胡塞武装感到不安，于 对什叶派的胡塞政权难以容忍。
政府与沙特领导的联合军事行动。 是开始在美英等国的支持下向胡
沙特和伊朗的竞争不仅是民
萨利赫之所以被称为“也门之 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以协助哈迪 族和教派之争，更主要是地区领导
狐”，有其原因。他当总统的时候， 政府重新掌权。哈迪在南部港口城 权和伊斯兰世界领导权之争。在
曾经六次攻打胡塞武装；但当他想 市亚丁建立临时首都，胡塞武装则 “伊斯兰国”这个共同的威胁消除
东山再起夺权的时候，却不惜与宿 继续控制萨那和也门北部地区，沙 后，地区大国的角斗可能成为地区
敌合作，可见其唯利是图的一面。 特领导的军事行动就此陷入僵局， 动荡新的冲突源。

>>“也门之
也门之狐
狐”

>>“九命总
九命总统
统”
躲过炮弹袭击后黯然下台
由于萨利赫公开支持美国，
“基地”组织的恐怖袭击导致也门
国内动荡不宁。也门失业率居高
不 下 ，年 轻 人 失 业 率 更 是 高 达
50%，1/3 也门人面临饥饿状态，也
门北方也爆发叛乱。面对持续的
统治危机，萨利赫把军权交给亲
属，准备让儿子继任总统，此举引
发多个部族强烈不满。
2011 年初，
由突尼斯一名青年
男子在街头自焚引发的
“阿拉伯之
春”浪潮突然席卷西亚北非，一批
传统强权人物如多米诺骨牌般接
二连三地倒下，
萨利赫就是继突尼
斯总统本·阿里、埃及总统穆巴拉
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之后，第
四位
“下课”
的中东国家领导人。
萨利赫被称作“九命总统”。

受凌辱。一纸协议，让他和平交
权，体面下台，还为自己和亲人谋
得司法豁免权，多名家庭成员依然
保留军政要职。
也门权利实现和平移交，萨利
面对各派势力，萨利赫懂得平 在 长 达 33 年 的 时 间 里 ，他 集 党 、 赫交出权力给副总统哈迪。但萨利
衡之道。他曾形象地慨叹说，统治 政、军大权于一身，总统地位从未 赫的下台也是有条件的，除了他的
也门的最大感受就是“在蛇头上跳 被真正动摇过。在民众抗议声、部 家人外，
助手、
支持他的官员和军事
舞”。报道称，萨利赫执政期间相 族武装与倒戈军队的枪炮声以及 指挥官等亲信也都享有豁免权。萨
当懂得敛财，联合国曾经估计他在 地区和国际压力下，萨利赫仍能做 利赫签署交权协议后，他的国内影
位之时的财产高达 320 亿至 600 亿 到和平交权、全身而退。
响力不会就此消失：他的长子艾哈
美元，在世界各地以假名或他人之
尽管黯然下台，但萨利赫没有 迈德掌控也门政府军精锐部队共和
名拥有大量资产。
像突尼斯前总统本·阿里那样流亡 国革命卫队，侄子叶海亚和塔里克
萨利赫深谙平衡技巧，在当今 他乡，也没有像埃及前总统穆巴拉 分别主管中央安全部门和总统警卫
时代的阿拉伯世界，萨利赫是除卡 克那样笼中受审，更没有像利比亚 队。
此外，
军火、
石油、
航空等部门也
扎菲之外执政时间最长的领导人。 前领导人卡扎菲那样被捕处死、饱 都掌握在萨利赫家族手中。

>>“蛇头上跳
蛇头上跳舞的人
舞的人”
”

2011 年年初，也门首都萨那发生
大规模抗议事件，要求萨利赫立
即辞职。萨利赫再施铁血手腕，
坚决镇压，却导致更猛烈的抗议，
国际社会一片谴责。联合国特使
奥马尔曾先后六次前往萨那就也
门局势进行外交斡旋。
面临强大的国际国内压力，
萨利赫曾三次表示同意下台，但
均在最后一刻反悔。2011 年 6 月
3 日，萨利赫所在的总统府遭到反
政府武装的炮弹袭击，4 名保镖死
亡，萨利赫本人大难不死。爆炸
发生时，萨利赫正在做弯腰低头
的动作，被火焰烧到，伤情严重。
在国外治疗痊愈后，萨利赫返回
国内，最终同意交出政权，结束其
长达 33 年的统治。

与宿敌合作逼现总统流亡

>>人生
>>
人生落幕
落幕
与盟友反目惨死也门街头
萨利赫与胡塞武装的同盟其 “果断风暴”军事行动，对也门境内
实很脆弱。这是一对老冤家，萨利 的胡塞反政府武装进行空袭。萨利
赫掌权期间 6 次对胡塞武装发起 赫知道，继续跟胡赛武装做盟友，
清剿。结成同盟后，双方围绕所占 重夺统治大权的机会越来越渺茫，
领地区的主导权一直有纷争。在 于是“也门之狐”又出招了，他愿意
共同对抗沙特联军两年后，胡塞武 跟任何能保住他权力的人合作。
装与萨利赫就已经产生了分歧。
今年 12 月 1 日，萨利赫突然宣
今年 9 月，胡塞武装宣布任命“军 布与沙特合作，
背弃胡塞武装。
只是
队指挥官”、
“ 最高司法委员会主 萨利赫万料不及的是，胡塞武装随
席”和“财政部长”等要职。萨利赫 即发难，双方军队交火已造成数百
随后发表声明，拒绝承认胡塞武装 人伤亡。12 月 4 日，胡塞武装在首
的单方面任命。对此，胡塞武装威 都南部截停萨利赫乘坐的装甲车，
胁解除双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
随即开火，杀死了这名一代枭雄。
今年，沙特牵头多国联军发起 不但如此，胡塞武装还将萨利赫死

后的照片公诸于世，以示羞辱。
欧洲外交委员会的巴伦评论
说：
“ 这个终其一生在蛇头上跳舞
的男人，在今天被自己养的蛇咬死
了。令人唏嘘的下场，一代中东枭
雄，突然之间却伏尸于也门街头，
头破血流。”
12 月 5 日，萨利赫的儿子艾哈
迈德扬言，要为父亲报仇，将领导
战斗，直至把最后一名胡塞武装分
子赶出也门。他同时呼吁父亲的
支持者，夺回也门的控制权。随
后，流亡沙特的也门总统哈迪呼吁
也门民众对抗获伊朗支持的胡塞
武装。
“九命总统”萨利赫的人生就
此画上了句号，但中东局势依然
迷雾未开。萨利赫被杀，令也门
内战再添变数。
据《华商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