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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除两元首特大奇案
时 延 春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一国元首被炸身亡，是
为大案，两国元首因同一阴谋相继亡命，则可谓奇
案。我耳闻目睹过这类案件，是我外交生涯中的一
段独特阅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是颇具特色的年代，那时国际
风云急剧变幻，主要表现在美苏两霸在全球争夺霸
权，在国际舞台导演了一幕幕血雨腥风的闹剧。那
时，中东、红海地区和亚丁湾是美苏争霸的重点地
区，发生在那里的重大国际事件不绝于耳。位于红
海和亚丁湾之滨的南、北也门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
场漩涡，演出了一场场历史闹剧，其中最引人注目
的是发生在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一箭双雕除掉南、北也门
两位元首的国际阴谋。
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美苏在中东地区展开
了激烈争夺。进入 ７０ 年代后，在这一带的政治地
图上，美苏争夺的色彩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尤
以在埃及和索马里发生的变化为最。
在埃及，纳赛尔执政时期，偏重发展同苏联等
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把苏联等社会主义
国家作为其反帝斗争的盟友。萨达特执政后，埃苏
关系发生重大变化。１９７２ 年 ７ 月，萨达特下令驱逐
在埃的苏军事专家，１９７４ 年，决定同美国恢复关系，
开始接受美的援助。１９７６ 年 ３ 月，萨氏宣布废除《埃
苏友好合作条约》
。在萨氏疏远苏联的同时，却密
切了同美的关系，曾多次访美。１９７５ 年 ９ 月，在美
国的调解下，埃及与以色列签署了有关脱离接触的
协议。１９７７ 年 ｌ１ 月，在美支持下，萨氏前往耶路
撒冷，同以当局会谈，成为访以的第一位阿拉伯国
家领导人。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１８ 日，萨氏又同以总理贝
京、美总统卡特在美签署了戴维营协议。随着埃美
关系的不断升温，埃苏关系逐渐变冷。在美苏争夺
埃及的较量中，美国由劣势逐渐转为优势。
地处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北临亚丁湾，东濒印
度洋，西接非洲大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 １９６０
年，索马里宣布独立，成立了索马里共和国后，美
苏都在觊觎这块非洲土地。１９６９ 年 １０ 月，索马里
领导人西亚德宣布在索实行“科学社会主义”
，
“建
立一个平等、团结的社会主义社会”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
西亚德宣布要按“科学社会主义”原则建立新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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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１９７６ 年 ７ 月，西亚德宣布建立索马里革命社会
主义党，由他任该党总书记，并兼总统和政府总理
两职。这一时期，西亚德及其领导下的索马里与苏
联的关系密切，签有友好合作条约，接受苏的援助
和军事顾问。１９７７ 年后，索苏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１９７７ 年 ｌ１ 月，西亚德宣布废除索苏条约，赶走苏
在索的顾问和专家。与此同时，开始与美国发展关
系，接受美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美遂成为索最大援
助国，到 １９８７ 年为止，美向索提供近 １０ 亿美元的
军事、经济援助。显然，在美苏对索争夺中，美又
从苏手中夺走了索马里。
埃及与索马里对美苏关系的变化使苏忧心忡
忡。在苏看来，进入 ７０ 年代中叶，阿拉伯半岛西
南端的上空笼罩着一片乌云，而地处这一地区的北
也门总统加什米的民族主义意识虽很鲜明，但与苏
联的关系却已趋冷。半岛南端的南也门负责人鲁巴
伊谋求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倾向愈益明显，与亲苏
的伊斯梅尔间的矛盾逐渐激化。同时，南北也门间
的关系也由冷淡转向恶化，两国的局势发展使苏深
感不安。如何稳住南北也门，免使两国重蹈埃索覆
辙，已提到苏联克格勃乃至苏最高领导层的议事日
程。
加什米 １９４１ 年生于北也门首都萨那以北的达
拉埃村的哈希德部落中的哈姆丹家族，从小受传统
的伊斯兰教育，是虔诚的穆斯林，属什叶派中的宰
德派。加什米小学毕业后，在萨那读完中学，便进
入塔兹军事中心接受军事训练，开始了他的军旅生
涯。从装甲军事学校毕业后，成为北也门军中的一
名低级军官。
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北也门推翻王室政权的政
变成功，成立了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下称北也门）。
新诞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挑战。加什米一家坚决支
持北也门共和制，他和父亲、兄弟都参加了反对王
室势力企图复辟的斗争，为保卫共和制做出了贡
献。后来，加什米被派往塔兹军事中心深造，逐步
晋升为高级军官，先后担任过装甲营营长、团参谋
长、装甲旅旅长、军区司令等职。
１９６７ 年 ９ 月到 １９７２ 年 ４ 月，我在中国驻北也
门大使馆任职。其间，我曾有机会与加什米多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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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晤谈。一次，我们应加什米的邀请，专程到他家
乡做客。加什米一家对我们非常友好，他本人言辞
恳切，对我们以诚相待，怀有真挚友谊。他说，北
也门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爱戴友好之情，这种友谊
是中国人民用自己的行动赢得的。他举例说，中国
向北也门提供了大量援助，但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
件，不干涉也门内政；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品质高
尚，工作勤奋，质量有保证，受到北也门各阶层人
士的赞扬；中国人民与北也门人民同甘苦、共患难，
一贯支持北也门人民的正义斗争，尤其在著名的萨
那保卫战中，唯有中国大使馆人员和中国工程技术
人员留在萨那与北也门人民一起战斗，北也门人民
对此永志不忘。加什米的哥哥穆罕默德热情豪爽，
言语不加雕饰。我们在他们部落参观访问时，由他
全程陪同。他对那些朴实的贝都因人说，在我们心
目中，来访的中国朋友都是天使。
《圣训》中有句
名言说，求知远在中国，亦应前往。中国是伟大的
国家，中国人民创造了人间奇迹。中国对北也门的
援助和支持给北也门人民带来幸福和进步，北也门
人民对此表示敬佩和感谢。加什米全家杀鸡宰羊，
盛情款待我们，还送了一些土特产。在那段时间里，
我们过往甚密。１９７２ 年 ４ 月，我离任回国前，穆罕
默德专程到使馆为我送别说，他弟弟加什米在外地
执行公务，一时不能回萨那，由他代表为我送行。
穆罕默德还专门送给我一袋他家乡的核桃做纪念，
让我永远记住他们一家。
加什米工作勤奋，才能出众，在军中的地位不
断上升，１９７４ 年 ６ 月 １３ 日被任命为握有决策权的
全国指挥委员会委员。同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升为武装
部队总参谋长。１９７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又升为武装部
队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成为北也门政治舞台上的
一位重要人物，人们称他为北也门第二号人物。
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 ｌ１ 日，北也门元首、军队最高统
帅哈姆迪遭暗杀身亡，加什米登上国家元首宝座，
出任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１９７８ 年 ２
月 ６ 日，加什米公布了一项宪法宣言，决定成立人
民议会。同年 ４ 月 ２２ 日，人民议会决定解散指挥
委员会，确定国家实行共和国总统制，总统为国家
元首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加什米被选举为阿拉伯也
门共和国总统。
加什米执政期间，奉行中立、不结盟、反对外
来干涉的对外政策。他强调，北也门遵守联合国宪
章、阿盟宪章和不结盟会议决议，改善同支持阿拉
伯事业国家的关系；在中东问题上，坚持以色列必
须从全部被占领土撤出，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
权利，在中东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致力于加强阿

拉伯国家的团结，共同对敌。在这段时间里，由于
受国际形势和南北也门关系等多方面的影响，北也
门与苏联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也门与苏联的关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一
战后，奥斯曼帝国宣告解体，也门独立，建立了穆
塔瓦基利亚王国，叶海亚任国王和最高伊斯兰教领
袖。苏联率先承认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政权，并于
１９２８ 年 ｌ１ 月与也门王国政权签订了苏也《萨那条
约》
。长期以来，该条约一直被视为也苏关系的基
础和指导方针。１９６２ 年 ９ 月 ２６ 日，也门北部推翻
王室政权，建立共和国后，当时的萨拉勒政府为巩
固新生政权，又受埃及总统纳赛尔的影响和制约，
主张与苏联积极发展关系。但自 ７０ 年代中期，北
也门与苏联间的关系开始变冷。１９７６ 年 ６ 月，加什
米担任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时就开始指
责苏联有意停止对北也门的援助，对苏拒绝向北也
门提供飞机和坦克所需零配件表示不满。加什米执
政后，公开宣称北也苏军事关系已经冻结，表示北
也门将试图从西方国家寻求武器。加什米的这些言
行引起莫斯科的警觉。
当时南也门的国家元首是鲁巴伊。他 １９３４ 年
出生在南也门阿比洋省南部专区马哈尔村一个农
民家庭，从小从事拔草、摘棉花、放牛羊等农活，
养成憨厚、朴实、忠诚和吃苦耐劳的品质。
那时的南也门处于英国殖民主义和地方酋长、
教长的统治之下，人民生活十分困难，鲁巴伊的家
乡也不例外。鲁巴伊在本地读完小学和初中后，到
哈达拉毛军校受训半年，先在阿比洋省南部地区当
小学教员，后在该省东部地区任民事法典说明官。
在工作和社会实践中，他接触到广大人民群众，耳
闻目睹了他们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情景，在他的
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反响。他为南也门人民的未来
着想，决心推翻英国殖民当局和当地封建政权的统
治，改变南也门贫穷落后状况，青年时代起就参加
了革命斗争。他曾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从事革命
活动。１９６０ 年，鲁巴伊加入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民
族主义运动。１９６３ 年，被占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成
立时（下称解阵）
，鲁巴伊是该阵线的第一批成员。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解阵领导南也门人民在拉
德凡山区打响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第一枪。
１９６４ 年，鲁巴伊投入山区的武装斗争，不久晋升为
支队长。１９６５ 年初，他受命潜入亚丁城，为在城区
开展武装斗争做准备。他成功地在亚丁机场组织了
第一次游击活动，对英国守军震动很大，也大大鼓
舞了解阵领导下的游击队员。解阵总部遂任命鲁巴
伊为亚丁地区游击队司令，当选为解阵总指挥部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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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战斗中，他英勇善战，转战南北，接连取得
胜利，沉重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占领军，他的名
字传遍各个游击战区，成为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
与解阵的一位重要人物。
１９６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解阵在北也门的边界城镇
吉布拉召开了第二次大会，鲁巴伊作为解放军领导
人出席，当选为最高指挥部成员，在解阵决策机构
的发言权日益增多。同年 ｌ１ 月 ２５ 日，在鲁巴伊的
提议下，解阵在北也门胡木尔召开了第三次大会，
鲁巴伊继续当选为总指挥部成员。１９６７ 年 ８ 月 ２７
日，鲁巴伊被任命为中部地区司令，负责指挥阿比
洋、加阿尔、达西纳等地区的战斗，并作为解阵代
表负责这些地区的政治工作。１９６７ 年 ９ 月，他领导
的解放军解放了阿比洋省，为结束英国在南也门长
达 １２９ 年的殖民统治做出了贡献。
１９６７ 年 ｌ１ 月 ３０ 日，南也门宣布独立，成立南
也门人民共和国，鲁巴伊任阿比洋省中部地区解阵
和人民卫队负责人。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执政的解阵在南也门阿
比洋省的津吉巴尔召开第四次大会，鲁巴伊继续当
选为解阵总指挥部成员。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
定南也门独立后的内外政策，确定独立后走什么道
路的问题。与会代表在国家发展方向问题上产生了
严重分歧，以鲁巴伊等人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解
阵总书记、首任总统沙比等人为代表的温和派，展
开了激烈斗争，结果激进派占多数，通过了有利于
激进派的声明和决议。温和派对会议结果不满，即
利用手中军权对激进派发动突然袭击，于 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２０ 日逮捕了大部分激进派代表人物，鲁巴伊逃
回家乡阿比洋省，组织反对温和派的活动，因力量
悬殊而退入山中打游击，被称为“上山派”
。
此后一段时间，鲁巴伊等人无力打回亚丁，执
政的温和派也无力肃清“上山派”
，双方形成对峙。
鲁巴伊等人常到萨那寻找支援。１９６８ 年夏，他趁在
萨那的机会，与一位叫安塔尔的军人拜访了中国大
使馆，我参加了接待，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鲁巴伊。
在那次会晤中，鲁巴伊向我们介绍了南也门的
内部斗争情况，并寻求支持。我们主要听取他的介
绍，阐述了中国支持南也门人民的正义斗争，但坚
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立场。鲁巴伊留给我的印象是
身躯高大，深沉果断，憨厚朴实。
陪鲁巴伊来访的安塔尔身材短粗，穿一双军用
胶鞋，一进接待室，就脱下鞋，将一双赤脚放到茶
几上，背靠沙发，偶尔插几句话。安塔尔是南也门
的一位传奇人物，在山洞里出生，在苦水中长大，
是第一批加入反英武装斗争的战士。他打起仗来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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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威风，威震四方，被人称为南也门的伏龙芝和夏
伯阳。后来他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回国后
任要职，曾任国防部长多年，任过南也门最高人民
委员会副主席（相当于副总统）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在
南也门最高决策层内讧中身亡。
在那次会晤后不久，我在萨那机场又与二人相
遇，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互致问候，热情交谈。
１９６９ 年 ６ 月初，南也门温和派总统沙比与内政
部长海塞姆发生矛盾，鲁巴伊、安塔尔等人借机返
回亚丁。他们一面观察事态发展，一面为夺权做准
备。同年 ６ 月 ２２ 日，他们联合激进派其他人士发
动纠偏运动，实是一场政变，推翻了温和派政权。
解阵总书记、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沙比被抓，作为沙
比智囊人物的费萨尔总理被打死。政变后，鲁巴伊
出任总统委员会主席，开始了他长达 ９ 年的国家元
首生涯。同年 ６ 月 ２７ 日，解阵领导班子大改组，
伊斯梅尔任解阵总书记，鲁巴伊任副总书记。
伊斯梅尔与鲁巴伊联合执政后，为稳定局势，
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这些措施
无不带有激进色彩。在此基础上，实施了三年计划
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南也门最高决策层的分
工，鲁巴伊主要抓三年计划和五年计划及国内经济
等重大事务，伊斯梅尔负责意识形态和解阵建设。
伊斯梅尔于 １９３９ 年 ７ 月 ２８ 日出生于原北也门
塔兹省哈贾里亚地区的埃什阿布村，在亚丁读完小
学和中学后，一直在亚丁工作。１８ 岁时，在亚丁炼
油厂工作时就开始了政治斗争，后从未中断过。他
是南也门一位重要人物，在政治斗争的旋涡中度过
一生。他自诩为也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南也门
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和实践者。伊斯梅尔与苏联
关系密切，先后访苏 １０ 余次，极力主张与以苏联
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以苏联共产党为首的共产
党及世界革命运动发展关系，与这些国家尤其是苏
联领导人建立了特殊关系。鲁巴伊与伊斯梅尔联合
执政期间，对外采取中立、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宪
法规定，南也门支持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加
强与进步的阿拉伯国家、阿拉伯人民、社会主义国
家及进步的爱好和平国家的关系，在平等和互相尊
重的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相互关系。由于受解
阵总书记伊斯梅尔指导思想的影响，南也门特别强
调要加强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
系，尤其要全面发展与苏联的战略关系，
鲁巴伊主张全面准确地执行南也门的对外政
策，也主张与苏联发展关系，但又认为，这不是南
也门对外政策的一切，主张在优先发展与苏联关系
的同时，也应与阿拉伯国家、中国及其他友好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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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关系。在公开讲话中，他常谈及南也门与社会
主义阵营的关系，既提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也提以苏联和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
时只提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他主张南也门的对外
关系要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立性。鲁巴伊的这些主张
充分体现在他的实践中，积极发展对华关系便是一
例。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苏尖锐对立，关系恶化；
苏联在南也门重点经营，大力渗透，影响很大，竭
力挑拨中国与南也门关系；伊斯梅尔又主张不惜一
切代价与苏联发展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鲁巴伊顶
住压力，坚持对华友好，认为南也门与中国有相似
的历史遭遇，都为争取和巩固独立进行了斗争，两
国之间的共同语言很多；对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
胜利和辉煌成就感到敬佩；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
用非常重视，对中国支持南也门人民正义斗争所提
供的巨大支持与援助给予高度评价。他一贯支持恢
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在
１９７１ 年的第 ２７ 届联大上，南也门是要求恢复中国
合法席位的联合提案国之一。同时，鲁巴伊希望中
国能向南也门提供更多的支持与援助，愿在建国进
程中学习中国的经验。
中国政府特别是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南也门
人民的正义斗争及与南也门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南
也门人民早在进行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争取民
族独立斗争时期，就得到了中国道义和物质上的援
助。南也门一些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与中国有联
系，１９６３～１９６４ 年，这些政党和组织曾派代表团访
华。１９６４ 年 １ 月，中国总工会代表团出席在开罗召
开的国际工会声援亚丁工人和人民大会，明确表示
坚决支持亚丁工人和人民的斗争。１９６５ 年，中国红
十字会向南也门解阵提供物资援助，救济遭到英国
飞机轰炸的南也门难民。１９６７ 年 ６ 月，解阵代表团
访华。１９６７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６８ 年 ４ 月，解阵一批干部
在中国学习。１９６７ 年 ｌ１ 月 ３０ 日，南也门宣布独立
的当天，周恩来总理致电南也门首任总统沙比，代
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陈毅副总理
兼外长打电报给南也门外长，通知他中国决定承认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中国与南也门建立了外交
关系，建交协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黄华和
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阿瓦德在开罗签署，同
年 ２ 月 ２ 日就建交事宜发表了新闻公报。新闻公报
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
府根据各自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决定建立正式
外交关系并互派外交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
认南也门人民共和国和它对全部领土及岛屿的主

权。南也门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
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两国政府一致
同意遵照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
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发展两国
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１９９７ 年 ９ 月，我作为中国驻
统一的也门共和国大使，在萨那不止一次与阿瓦德
大使见面，此时他任也门驻华大使。我们一起回顾
了昔日他与黄华大使签署中国与南也门建交公报
的历史。
中国与南也门建交后，南也门首任外长扎莱于
１９６８ 年 ９ 月访华，这是南也门独立后向中国派出的
第一个高级官方代表团。周恩来总理接见了代表
团，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与扎莱外长签署了两国贸易
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政府向南也门提供了第
一笔无息贷款，主要用于修建有利于南也门国计民
生的工程项目。中国于 １９７０ 年先后向南也门派出
医疗队和农业、渔业、石油、五金等考察组。此后，
中国向南也门提供的援建项目陆续上马。
１９７０ 年 ８ 月 ｌ～１３ 日，鲁巴伊应中国政府邀
请，率团访华，受到热情、友好、高规格的接待。
周恩来总理亲往机场迎接，在从建国门外到迎宾馆
的 ２０ 多华里的大街上，数十万群众冒雨热烈欢迎
鲁巴伊的访问。当周恩来总理陪同鲁巴伊乘坐的敞
篷汽车到达天安门广场时，欢迎的气氛达到高潮，
１２ 个系着巨幅标语的大气球在广场上空迎风飘扬，
一束束红色气球腾空而起，伴随着徐徐向前行驶的
车队。在天安门两侧的观礼台上，数千名少年儿童
手举彩色花束，组成了中文和阿文的“欢迎”字样。
５０００ 名文艺工作者跳起中国的丰收舞和南也门的
腰鼓舞等舞蹈。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联合为
鲁巴伊访华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毛主席会见了鲁巴
伊及代表团全体成员，同他们以及随行人员一起照
了相。毛主席同鲁巴伊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
长时间的谈话。周恩来总理与鲁巴伊在亲切友好的
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双方就进一步发展两国友好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周总理和鲁巴伊
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南也
门人民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根据这一
协定，中国向南也门提供优惠贷款，承建援助项目。
鲁巴伊一行访问了北京、沈阳、南京、上海等城市，
参观了工厂、农村和部队，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
迎。访问结束时，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此次访问
取得圆满成功。鲁巴伊回亚丁后，举行了记者招待
会，谈他访华观感。他热情赞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
的成就，强调指出，他对中国访问的主要目的是加
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从中国革命中和中国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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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在各个发展阶段的革命经验中吸取教益，这是
一次极富成效的访问。
１９７４ 年 ｌ１ 月 １０～１８ 日，鲁巴伊再次率团访
华。当时周总理病重住院，董必武代主席年事已高，
邓小平副总理代表周总理前往机场迎接鲁巴伊并
主持以周恩来名义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邓小平
说，中国和民主也门同属第三世界，两国人民在长
期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结成了深厚的
友谊。鲁巴伊在讲话中热情赞颂民主也门和中国的
友好关系。他说，我们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这并
不妨碍加强和加深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因为
我们两国在反对共同敌人的共同斗争中结成的战
斗团结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毛主席也会见了鲁
巴伊，对他再次访华表示热烈欢迎，同他进行了亲
切友好的谈话。周总理在医院会见了鲁巴伊，宾主
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邓小平与鲁巴伊在诚挚友
好的气氛中，就进一步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
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会谈。双方对会谈的成
果表示满意，签署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邓小平和
鲁巴伊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再次向南也门提供优
惠贷款。鲁巴伊在离京之前举行了盛大答谢宴会，
在洋溢着热烈友好气氛的宴会上，鲁巴伊和邓小平
先后讲话。鲁巴伊热烈祝贺全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
党和毛主席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他说，民主也门
和中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合作的巩固与加强，
将进一步增强两国之间的团结与合作。邓小平赞扬
鲁巴伊访华取得圆满成果，为进一步增进双方的了
解，发展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做出了新的贡献。邓小平说，鲁巴伊主席对中国和
中国人民讲了很多友好的话，这充分体现了兄弟的
民主也门人民的友好感情，也是对我们的支持和鼓
励。我们一向认为，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都
是相互支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同全世界人民、
包括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分不开的。他指
出，第三世界各国休戚与共，更应该加强团结，相
互支援，共同努力，争取新的胜利。鲁巴伊离开北
京时，邓小平等前往北京车站热烈欢送。此后，鲁
巴伊一行访问了林县、郑州、广州等地，参观了工
厂、农村、水利设施，游览了名胜古迹，受到中国
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友好接待。鲁巴伊结束访
华时，发表了新闻公报。
在鲁巴伊执政时期，由于双方共同的努力，中
国与南也门之间的友好合作不断发展。１９７６ 年，周
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主席相继逝世，鲁巴伊均致
唁电，表示沉痛哀悼。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中国交通部
长叶飞率政府代表团访问南也门，鲁巴伊予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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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与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并授予他“十月
十四日勋章”
，这是南也门第一次将南也门最高勋
章授予外宾。１９７８ 年 ４ 月，在鲁巴伊的亲自提议和
安排下，南也门总理阿里·纳赛尔率团访华，获得
中国政府提供的新贷款。在此期间，南也门内政、
卫生、商业、外交、教育等部长先后访华，中国也
有多起代表团访问南也门。中国完成了津吉巴尔大
桥、长达 ４８５ 公里的艾因——木卡拉公路、９４ 眼水
井、纺织印染厂、枪弹厂、五金农具厂、盐场、６
条捕鱼船和渔业冷库等援建项目。中国援建项目的
投资占南也门三年计划（１９７１～１９７３ 年）投资总额
的 ２６％，占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７４～１９７８ 年）的 ２０％。
中国向南也门派出了医疗队、教师组和乒乓球教
练，并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１９７８ 年，两国的贸易
额达 ２１８０ 万美元，为 １９６９ 年的 ６．８ 倍。
在鲁巴伊执政的 ９ 年间，
南也门与中国在政治、
经济、军事、文化、交通、卫生、体育、教育、贸
易等方面的友好合作均有很大发展，是两国关系史
上最好的时期。
我于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到中国驻南也门使馆工作，
与鲁巴伊接触的机会很多。在近 １ 年的时间里，他
曾多次接见中国大使，不止一次到中国援建的项目
视察，并经常请中国医生为他的家人看病。在这些
活动中，他曾多次点名要我当翻译。可能由于 １９６８
年我与他在萨那两次相见的缘故，我们每次见面都
非常亲切。有时，他称我为兄弟；有时他到中国援
建项目视察时正赶上用餐时间，中方负责人邀请他
与中国工程技术人员一道用餐，他也欣然接受，显
得非常随便，有说有笑，问长问短，吃得津津有味；
还有时他到中国医疗队工作的医院检查身体，便把
随身带的手枪交给我暂时保管，并开玩笑说，我是
他最信得过的兄弟。每逢节日，他让家人给在阿比
洋工作的中国医疗队送去牛羊肉，派他的侍从人员
给中国大使馆送来龙虾。他曾多次向我们谈及他两
次访华的情景，言谈中流露出他对毛主席和周总理
的敬佩。一次，他对我说，他在进行反对英国殖民
主义占领的武装斗争时经常读毛主席的书，受益匪
浅，他访华时能有机会见到毛主席，是他一生最大
的荣幸。他高度评价中国向南也门提供的巨大无私
援助，赞扬中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态度和高尚品
质，认为中国是南也门的真正朋友。
鲁巴伊执政期间，非常重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
尤其与北也门改善和发展关系的国家。这一时期的
南北也门关系在演变过程中虽遇到曲折，也发生过
磨擦，但总的来说，南北关系有所改善，并在统一
的道路上迈出了步伐。鲁巴伊与北也门共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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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埃里亚尼就南北统一问题多次举行会谈，达成
了统一的十点协议。这一重要文件成为南北后来历
次统一谈判的基础，也是双方实现合并的基础。
１９７４ 年下年，鲁巴伊与北也门指挥委员会主席哈姆
迪达成协议，双方继续推动南北统一进程，取得实
质性进展，但两元首的努力虽受到普遍赞扬，但也
遭到反对派的非议和抵制。１９７７ 年 １０ 月，哈姆迪
在访问亚丁前夕惨遭暗杀，鲁巴伊对这一事件感到
震惊、悲痛和愤怒，伊斯梅尔却为之暗喜，苏联也
在密切注视着南北也门的事态发展。
在鲁巴伊与伊斯梅尔联合执政过程中，发生了
政见分歧和权势之争，逐渐形成两派。１９７０ 年后，
两派矛盾日趋尖锐，在斗争中，苏联坚决支持伊斯
梅尔，企图通过伊斯梅尔控制南也门。那时，苏联
军事顾问团常驻南也门，团长为中将军衔。苏联驻
南也门大使馆也是其驻中东地区最大使馆之一，大
使一度为苏共中央候补委员。苏联在南也门的人员
最多时达 ７０００ 多人。南也门的大部分中高级军官
都在苏联受训，军事学员保持在 ２００ 名以上，武器
装备基本靠苏联提供。此外，苏联还在莫斯科为南
也门培训党务干部，在南也门办党校，派大批教员
授课，建立文化中心，两国在新闻、广播、电视、
通讯等方面都签有双边协定。苏联在南也门如此下
大本钱，其目的是要控制南也门，为其与美国争夺
霸权服务。鲁巴伊所推行的对华政策，同与苏有离
心倾向的北也门政府发展关系，在内外政策上所表
现出的独立自主的民族主义色彩，均不为莫斯科所
容。南也门的鲁巴伊与北也门的加什米都被克格勃
列入危险分子黑名单。
１９７８ 年，鲁巴伊与伊斯梅尔的矛盾公开化，亚
丁街头巷尾都在议论、预测，南也门的政治舞台上
将出现一场暴风雨。鲁巴伊预感到伊斯梅尔要搞掉
他，便处处设防，并曾有过在必要时上山打游击的
念头，但后来又认为时局不会发展到这一地步。为
顾全大局，他愿做出让步。而伊斯梅尔却采取攻势，
步步紧逼，在苏联的支持和策划下，已下定除掉鲁
巴伊的决心，只等适当的时机。就在此时，南北也
门关系中发生的一件偶然事件为苏联剪除鲁巴伊
和加什米提供了良机。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底，北也门原指挥委员会委员、伞
兵司令阿里姆与加什米总统产生了尖锐矛盾，阿里
姆率部下投奔南也门，被亚丁政权收留。加什米对
此十分恼怒，决定派员与南也门领导人交涉。同年
５ 月 １６ 日，加什米的私人代表侯姆朗抵亚丁与鲁巴
伊等人交涉要人。鲁巴伊根据解阵总部会议决定，
没有答应放人。这一事件既导致南北也门关系紧

张，也加剧了南也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伊斯梅
尔和苏联克格勃抓住这一时机，策划于密室，炮制
出了一个借刀杀人继而嫁祸于人的一箭双雕行动
计划。
一切就绪后，伊斯梅尔派塔法里什以鲁巴伊的
名义到北也门去见加什米，讨论有关阿里姆南逃事
件，而鲁巴伊却丝毫不知此行内情。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２４ 日，塔法里什手提公文包乘专机去萨那，从机场
直奔加什米办公室，因是鲁巴伊总统特使，加什米
的侍从警卫人员毫无戒心，对他的手提公文包也未
做任何检查。早晨 ９ 时 ５７ 分，塔法里什手提公文
包大摇大摆地走进加什米办公室，与早已等候在那
里的加什米握手，互致问候。两人坐定不到两分钟，
塔法里什公文包中的定时炸弹即剧烈爆炸，塔法里
什当场被炸死，加什米深受重伤，处于昏迷状态。
警卫听到爆炸声后，立即冲进办公室，将加什米送
往军人医院抢救。医务人员尽了最大努力，终因加
什米伤势过重，抢救无效身亡。
事发后，北也门组织了调查委员会，对这一骇
人听闻的事件进行了详细调查。南北也门合并后，
南也门许多档案公开，加什米与鲁巴伊被害事件终
于水落石出。１９９５ 年初我出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
后，一些经历过这一事件的也门朋友向我介绍了有
关内幕情况。事实证明，两元首被害事件完全是伊
斯梅尔与苏联克格勃共同策划的一个大阴谋。伊斯
梅尔在实施这一阴谋的过程中，先把当时的内政部
长萨利赫·卡赛姆变为自己的驯服工具。卡赛姆虽
是鲁巴伊一手提拔起来的，但利欲熏心，忘恩负义，
在伊斯梅尔的引诱下，秘密投靠了伊斯梅尔，充当
了暗杀计划的具体执行者。
卡赛姆先是物色作案的合适人选，经过反复思
考，最终选定了他的外甥马哈迪，绰号为塔法里什，
时任内政部长办公室主任。塔法里什身患癌症，且
已扩散，将不久于人世。１９７８ 年 ６ 月 １７ 日，卡赛
姆给塔法里什写了封亲笔信，将此任务交给他去执
行。信中说，塔法里什死期已近，与其死于癌症，
不如为这件爱国之事壮烈而死，如能成功，死后将
被追认为烈士，妻子和子女将会得到妥善安置，还
可得到一笔可观的抚恤金。信中，卡赛姆再三交代
此为绝密件，绝对不能让其他人看到信件和手迹。
６ 月 ２４ 日，塔法里什在写给卡赛姆的回信中说，我
将赴萨那执行这项爱国任务，因为它是为也门革命
和也门人民的统一事业服务的。如获成功，我将感
到幸运。请把此事作为我为筹备建立新型先锋党而
做的微薄贡献。我向您保证，我将欣然前往，愿意
为自由与统一献身。
21

《阿拉伯世界》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２ 期（总第 ９１ 期）

伊斯梅尔等人将杀害加什米的计划安排妥善
后，又与鲁巴伊进行联系，说为了加强与北也门的
关系，将派要员乘专机去萨那见加什米，该要员的
绰号叫艾阿瓦尔，以主席特使的名义前往为妥。鲁
巴伊不知内情，便同意了这一提议。同时，卡赛姆
又以鲁巴伊的名义与萨那总统府通话，通知萨那有
关鲁巴伊主席特使抵萨那的事宜，并要求萨那安排
加什米接见。接着，卡赛姆从南也门航空公司调来
一架专机，名义上是送鲁巴伊主席特使艾阿瓦尔去
萨那执行任务，实际上，乘专机的是冒名顶替的假
特使塔法里什。塔法里什上机前，卡赛姆将南也门
情报局伙同苏联克格勃准备的装有定时炸弹的公
文包交给了他，并让他服了镇定药。整个计划完全
按预谋者的计划进行，加什米被炸身亡。
事发当天，北也门关闭了萨那机场，扣留南也
门的机组人员和专机，宣布同南也门冻结关系，断
绝一切来往。北也门武装部队总司令部发表声明，
谴责亚丁的罪恶行径。６ 月 ２４ 日晚和 ２５ 日，南也
门总统委员会和解阵中央连续召开紧急会议，研究
加什米死亡事件。伊斯梅尔派嫁祸于鲁巴伊，压鲁
巴伊承担杀害加什米的全部责任，并迫其辞职。鲁
巴伊坚决否认与杀害加什米事件有关，一再表明自
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拒绝与会，只通过联络员与伊
斯梅尔等人进行谈判。
由于杀害加什米事件在南北也门和世界引起
强烈反应，而伊斯梅尔与鲁巴伊在杀害加什米责任
等问题上的谈判又陷入僵局，６ 月 ２６ 日凌晨，双方
开始火并。当时，鲁巴伊被软禁在海边山坡上的总
统府，伊斯梅尔早有准备，占有优势，用飞机轰炸
总统府，军舰封锁海面，出动坦克、装甲车向总统
府进攻。鲁巴伊依靠总统府卫队进行反击。双方经
过 １６ 小时激战，终因力量悬殊，鲁巴伊总统府被
攻陷，他也被俘。当晚，鲁巴伊就被“特别法庭”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鲁巴伊死后，南也门当局把
杀害加什米的全部罪责加在他身上，给他戴上“异
端分子”
、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走狗”
、
“冒险主义者”
等一大堆帽子。
这场政变发生时，我正在中国驻南也门使馆工
作，对伊斯梅尔与鲁巴伊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加
什米身亡后，我们对南也门形势及南北也门关系的
严峻性有清醒的认识，做好了应变准备。中国大使
馆因离政变现场较远，没有受到炮火威胁，只听到
飞机的轰炸声和机枪的对射声。我几次试图开车到
街上了解情况，都被警察挡回。伊斯梅尔派早有部
署，全城戒严。我们最担心的是中国医疗队和援助
南也门的渔业组的同志们，因为他们的住所就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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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府附近。事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想尽一切办法
采取掩护、隐蔽措施，所有人员未受伤害，只有一
些锅碗瓢盆被炮弹碎片或子弹打破。对整个事件过
程及事后的事态发展，我们根据国内指示，严格执
行我外交政策，不干涉内政。这一立场受到南也门
人民的一致好评。至于后来伊斯梅尔有意冷淡与中
国，并采取反华行动，责任完全不在中方。
加什米被炸死这一严重事件不仅震惊也门，在
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响，南也门为这一事件付出了
巨大代价。
应北也门政府要求，
阿盟 １９７８ 年 ７ 月 １～
２ 日在开罗召开外长级理事会紧急会议，研究加什
米被害一事，１７ 国外长或代表与会。阿盟理事会做
出制裁南也门的 ５ 项决定：强烈谴责杀害加什米总
统的罪恶行径；谴责所有策划和执行这一罪恶计划
的参与者；冻结阿盟成员国同南也门的政治、外交
关系；停止阿拉伯国家同南也门的经济文化关系以
及对其提供的技术援助；待南也门政府尊重阿盟宪
章时，阿盟理事会再重新考虑这些措施。阿盟自
１９４５ 年成立以来，通过决议制裁一个成员国，这还
是第一次。另外，加什米被害事件更直接冲击了南
北也门关系，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了一段时间。
伊斯梅尔靠苏联支持剪除鲁巴伊后，创建了南
也门社会党，握有党、政、军最高权力和决策权，
成为南也门的绝对权威。伊斯梅尔大权独揽后，对
内独断专行，搞一言堂、家长制；对外进一步投靠
苏联与东欧国家，使自己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他
执行的内外政策引起也门社会党内和广大人民群
众的不满，导致决策层内出现严重政见分歧和激烈
权势之争。１９８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伊斯梅尔被赶下台，
赴莫斯科长期休养。１９８５ 年 ３ 月，伊斯梅尔从莫斯
科回亚丁后，又积极串联，重整旧部，发展势力。
同年 １０ 月，他重新进入南也门社会党政治局和党
中央书记处，企图夺权。在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南也
门社会党领导层一场火并中，伊斯梅尔中弹身亡。
数年之后，他创建的南也门社会党逐渐衰落，本人
也成为也门现代史上一位有争议的人物。
随着国际形势和南北也门时局的变化，也门南
北于 １９９０ 年 ５ 月 ２２ 日宣布合并，实现统一。南北
统一后，鲁巴伊被恢复名誉，１９９７ 年，被追认为烈
士，印度洋中的索科特拉岛上的一所学校也以鲁巴
伊的名字命名。
我先后出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和中国驻也门
大使。其间，见到过很多昔日与鲁巴伊共事的老朋
友，曾多次到鲁巴伊家乡参观访问。在与他们的交
谈中，我深深感到，也门相当一部分人仍对鲁巴伊
怀有思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