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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主也门主席阿里 纳赛尔的交往
时 延 春
１９６７年 １１月 ３０日，南也门彻底摆脱英国殖民
主义统治，宣布独立，成立南也门人民共和国。１９７
０
年 １１月 ３０日，这个年轻的共和国改名为也门民主
人民共和国，简称民主也门。１
９９０年 ５月 ２
２日，
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与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实现统
一，成立也门共和国。在南也门作为独立国家存在
于世的 ２
２年半中，共有 ５位元首人物先后执政，
阿里 纳赛尔便是其中的一位。
从 １９６０年阿里 纳赛尔投身到反对英国殖民
主义占领的斗争，到 １９８６年初他因内部斗争失败
外逃，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他一直是南也门有影
响的人物。他从政治舞台上退出后，曾一度默默无
闻，但终于不甘寂寞，多年后他在叙利亚首都大马
士革创建了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矢志将其研究成
果留给后代，载入史册。
不论在南也门，还是在叙利亚，我与阿里 纳
赛尔都曾有直接、深入的交往，对他有较深刻的了
解。
阿里 纳赛尔全名为阿里 纳赛尔 穆罕默
德，原名为阿里 纳赛尔 哈萨尼，１９３
９年 １２月
３１日出生在南也门阿比洋省达西纳地区的穆迪耶
一个农民家里。他在达西纳地区读完小学和初中
后，因家贫，于 １９５８年到亚丁师范学校培训班学
习。１９５９年毕业后，回到故乡，在达西纳小学任教，
后任该校校长。
阿里 纳赛尔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了自己的
政治生涯。１９
６０年，他参加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运
动，从事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统治的斗争，被英国殖
民当局视为危险人物，多次被捕入狱。
１９６３年，南也门民族阵线成立，阿里 纳赛尔
即加入该阵线，参加阵线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投身
反对英国占领的武装斗争。他曾出席该阵线第一、
二、三次代表大会。
１９６４年，阿里 纳赛尔担任南也门中部战线军
事负责人和民族阵线解放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负责
领导阿比洋省穆卡拉斯、达西纳、络岱尔一带的军

事斗争。１９６５年，他受民族阵线派遣，在开罗参加
过两期军事训练班，一期为闪电突击队学校训练
班，另一期为工程兵训练班。从开罗返也后，他被
任命为民族阵线军事局委员，担任东部地区即夏卜
瓦地区的军事负责人。
１９６７年 １１月 ３０日南也门独立后，阿里 纳赛
尔先被任命为岛屿省省长，后任拉赫杰省省长。
１９６８年 ３月初，在民族阵线第四次大会上，阿里 纳
赛尔当选为总指挥部成员。３月 ２０日，南也门首任
总统对民族阵线 内反对派采 取清洗措施时 ，阿
里 纳赛尔未被立即免职，继续担任省长。时隔不
久，清洗名单中就出现阿里 纳赛尔的名字。同年
４、５月间，他被免除省长职务。１９６９年 ４月 ６日，
沙比总统进行内阁改组时，阿里 纳赛尔首次入阁
担任地方行政部长。
１９６９年 ６月 ２
２日，阿里 纳赛尔参与伊斯梅
尔和鲁巴伊领导的推翻沙比总统的 六 二二
纠偏运动。６月 ２３日，南也门内阁改组，阿里 纳
赛尔被任命为地方行政部长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
长。同年 １２月 ２９日，改任国防部长。１９７
０年 ７月，
他当选为民族阵线执行委员会委员。
１９７１年 ８月 ４日，阿里 纳赛尔任总统委员会
委员、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成为南也门拥有实权
的决策人物之一。１９７
２年 ３月 ２～６日，民族阵线
第五次大会在亚丁召开，阿里 纳赛尔当选中央委
员、政治局委员。
１９７７年 ７月，
我到中国驻民主也门使馆工作时，
当时的阿里 纳赛尔作为政府总理，不仅要处理政
府的日常工作，还承担着繁重的外事工作。记得，
１９７７年 ８月 １
５日，他致电邓小平，祝贺他恢复职
务。同年 ８月 ２５日，邓小平复电感谢。
那一时期，南也门由伊斯梅尔和鲁巴伊联合执
政。伊斯梅尔任执政的民族阵线总书记，鲁巴伊任
总统委员会主席、民族阵线副总书记。伊斯梅尔持
明显的亲苏立场，鲁巴伊主张采取积极中立、不结
盟的外交政策，强调对外关系要有自己的特色和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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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主张积极发展对华关系。在中苏严重对立的
国际环境中，尽管伊斯梅尔在发展对华关系上采取
消极立场，但由于鲁巴伊的推动和中国政府特别是
周恩来总理的重视，中国与民主也门间的关系发展
较快，中国向民主也门提供了大量援助，对其经济
和两国关系的发展都起到重大作用。
我到馆后，担任使馆阿拉伯语主要译员，不仅
要负责大使、参赞的口译，而且我国访问民主也门
的许多代表团的重要会谈和会见也由我承担翻译。
当时我国援也的经济项目多，阿里 纳赛尔经常接
见中国大使谈项目问题，凡带有实质性合作任务的
我国访也代表团，他都接见。这样，我就有很多机
会见到阿里 纳赛尔。
阿里 纳赛尔给我的印象是身材魁伟，说话坦
率，做事干练。他比我大两岁多，每次会见时都显
得非常亲切，常叫我翻译同志或翻译兄弟。一次，
他对我说： 你现在在我们国家工作，再说我比你
大，是你的大哥，你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吧，我会帮你，不必客气。
１９７８年 ４月下旬，阿里 纳赛尔率团访华，我
参加了使馆为他访华进行的准备、联络工作，不止
一次地见到他。他对此次访华给予高度重视。访问
期间，他会见了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参观访问，获
得了一笔新贷款。在中国政府为他访华举行的欢迎
宴会上，他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高度评价中国
与南也门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中国向南也门提供的
援助与支持。他说，中国的援助对帮助民主也门克
服困难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中国政府的援助和中
国专家的劳动，在年轻的民主也门共和国几个省里
建立了现代化的公路网。在卫生服务方面，中国人
民为民主也门共和国做出了积极贡献，赢得民主也
门的赞扬和尊敬。他相信，民主也门和中国之间的
战斗关系和牢固友谊将会继续得到发展。他对这次
访华所取得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对在华期间受到
的热情接待深表谢意。
在伊斯梅尔与鲁巴伊两派斗争中，阿里 纳赛
尔曾有意采取超脱不介入立场，成为两派争夺的重
点人物，从而也增加了他在南也门政治舞台上的份
量。但由于伊斯梅尔派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又控
制着执政的民族阵线，双方力量对比的天平向伊斯
梅尔派倾斜。这时，阿里 纳赛尔明确了自己的立
场，决定站在伊斯梅尔一边。

１９７８年 ６月 ２
２日，阿里 纳赛尔参与了粉碎
鲁巴伊的政变。政变成功后，取代鲁巴伊，出任总
统委员会主席兼总理。同年 １０月 １
４日，在也门社
会党成立大会上，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１０月 ２９
日，他被授予准将军衔，这是南也门最高军衔。在
苏联的支持下，独揽党政大权的伊斯梅尔的权力欲
越来越膨胀。１２月 ２７日，伊斯梅尔决定将总统委
员会主席改为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即国家
元首，由他任主席与也门社会党总书记，阿里 纳
赛尔改任最高人民委员会主席团副主席兼总理。
伊斯梅尔执政后，对内大权独揽，对外依靠苏
联，对中国采取不友好态度，甚至反华立场。在伊
斯梅尔授意下，阿里 纳赛尔在大力吹捧苏联的同
时，也有过反华言论。１９７
９年 ４月 １３日他访问保
加利亚时，在讲话中曾攻击中国对越南自卫反击战
的正义立场，这是南也门领导人首次公开点名反
华。对此，我们曾与南也门方面进行过交涉。
伊斯梅尔执行的内外政策引起也门社会党内
和人民群众的广泛不满，他与阿里 纳赛尔也产生
了政见分歧和权势之争。１９８０年 ４月 ２０日，阿
里 纳赛尔联合国防部长安塔尔和政治局委员穆
提厄向伊斯梅尔发动逼宫，让伊斯梅尔体面下台。
伊斯梅尔见大势已去，遂交出大权，前往苏联长期
休养。阿里 纳赛尔接任也门社会党总书记、最高
人民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并兼任总理，成为南也门
最高决策人。
阿里 纳赛尔在执政过程中逐渐感到南也门
对外政策的局限性，便着手调整对外政策，突出温
和、务实及多方位色彩，逐步改善对华关系。他执
政后，多次表示愿与中国发展关系，并指令报刊停
止反华。接着，两国恢复往来。１９８
１年 ４月 ２９日
致 ５月 ５日，中国建材部副部长杨拯民率考察组访
问南也门。１９８２年 ４月，也门社会党中央委员、中
央副书记法德勒访华。５月 １８日，南也门建设部长
阿塔斯率南也门政府代表团访华，双方决定成立经
济、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１
０月，南也门
中国
友协秘书长曼苏尔率代表团访华。１９８３年 ２月 ４
～
８日，中国外交部顾问何英率代表团访问南也门。４
月 ６～１５日，中国对外友协副会长刘庚寅率代表团
访问南也门。７月，也门社会党中央书记叶海亚率
南也门党政代表团访华，也门社会党与中国共产党
建立了正式关系。１９８４年 ５月 ２９日致 ６月 ５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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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克尤木 巴乌东率中
国青年代表团访问南也门。６月 ２０～２７日，中国交
通部副部长王展意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南也门，
参加由我国援建的阿比洋省津吉巴尔大桥落成通
车典礼，南也门几乎所有领导人都出席了这一典
礼，并高度赞扬中国的无私援助和中国为南也门现
代化建设事业的贡献，称这座大桥为两国友谊之
桥。９月 １３～１６日，中国体委副主任陈先访问南也
门。１０月 １日，南也门建设部长阿塔斯访朝途中在
北京停留，参加了中国国庆 ３５周年阅兵式观礼。
１９８５年 ３月 ５～７日，中国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部
长黄杏文访问亚丁。同年 ３月 ７～１
２日，中国全国
总工会书记处书记刘实率工会代表团访问南也门。
３月 ９
～１５日，南也门外长达利访华。５月 １０～２
３
日，南也门青年联合会外事书记巴阿达姆率青年代
表团访华。７月，南也门建设部副部长沙姆兰访华。
７月 ２９日～８月 １５日，也中友好协会副会长白舒
里率友协代表团访华。１０月，南也门商业供应部副
部长杰夫里访华。１
１月 １
６～２
０日，也门社会党政
治局委员萨利姆访华。１９８６年 １月拟议中的阿塔斯
总理访华计划因亚丁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而中辍。
从阿里 纳赛尔执政以来南也门对华关系演
变的事实来看，他与伊斯梅尔时期执行的对华政策
大有区别，从而促使两国关系由冷淡走向改善和发
展。综观阿里 纳赛尔从参政到外逃整个历史过
程，人们不难看出，在这 １３年中，他的对华态度
走了一条 Ｕ字型道路。他对华态度的这种变化，既
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在我看来，他在伊斯
梅尔执政时期的对华态度冷漠甚至有反华言论，客
观因素起了主要作用。因为当时伊斯梅尔在南也门
主宰一切，阿里 纳赛尔处于受支配地位，还有与
中苏尖锐对立的因素。但这段时间相对短暂。他握
有决策权后，对华态度转为友好。同时，对苏联的
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尤其是他对苏联干涉南也门内
政的行为深感不满，表示 要苏联人作朋友，不要
他们做主子 。这些事实既反映了阿里 纳赛尔在
对外政策中实用主义的一面，也反映了他的思想倾
向和政策走向。
１９８１年 ４月，我离亚丁回国工作，一直关注着
民主也门的事态发展。１９８６年 １月，亚丁政权内部
发生内讧，导致火并，阿里 纳赛尔被迫流亡北也
门。当时我刚从中国驻埃及使馆转到中国驻约旦使

馆工作，我通过新闻媒体才了解到这一事件的基本
情况。１９９５年 ３月，我出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后，
许多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朋友向我详述了这场惨案
的内幕情况。
阿里 纳赛尔执政时期，其地位和权威面临的
挑战与威胁主要来自安塔尔。不论在南也门独立前
还是独立后，阿里 纳赛尔与安塔尔一直是同甘
苦、共患难的战友。１
９８０年 ４月 ２
０日，他们联手
逼伊斯梅尔下台，阿里 纳赛尔掌握最高权力，安
塔尔为二号人物，两人联合执政。但在联合执政过
程中，二人间出现矛盾，主要是权势之争，都想利
用职权扩充自己的势力。这种权势之争又带有浓厚
的部落色彩和地方主义。就南也门社会来说，独立
前经历了约 ３０００年以部落为主体的奴隶、酋长和
苏丹王国社会的社会形态，部族意识根深蒂固。独
立后，许多行政区就按原部族划分，形成一个个山
头，历届领导人多以自己的家乡及其所属部族为依
托，招兵买马，扩充势力，为自己的部族谋利益。
阿里 纳赛尔来自阿比洋省，多起用该省人士担任
要职，该省受益也多。安塔尔来自拉赫杰省，该省
是南也门武装斗争发源地，在斗争中产生的干部不
少，对南也门革命贡献也较大，但许多人受到冷落。
这种情况引起安塔尔的强烈不满。
阿里 纳赛尔逐渐觉察到安塔尔的不轨言行，
遂动用手中的权力，免去安塔尔第一副总理、国防
部长之职，仅为其保留了最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一
职。这一措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加剧了两人间的
矛盾。安塔尔利用自己在军中的影响，尤其重点依
靠陆军重武器部队和他在部队中的老部下及拉赫
杰地方武装向纳赛尔挑战。１９８
４年初，安塔尔派人
在也门社会党八中全会上指责阿里 纳赛尔权力
过于集中，致使党内生活不正常。他联合几名政治
局委员，一再要求伊斯梅尔回国。１９８
５年 ３月，阿
里 纳赛尔迫于国内压力，同意伊斯梅尔回亚丁。
伊斯梅尔成为安塔尔的智囊，两人一文一武，联手
向阿里 纳赛尔发难，不仅在组织上加紧串联，而
且提出了政治纲领。阿里 纳赛尔日趋被动，其领
袖地位受到严重威胁，于是暗中作防范准备，１９８
５
年 ５月在亚丁一些单位发放枪支弹药，组建起一支
在紧急情况下可随时动用的外围武装集团。１９８５年
１０月，在南也门社会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
后，双方为争夺席位展开激烈斗争，两派都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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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省的武装人员秘密调入亚丁近郊，形势一触即
发。阿里 纳赛尔从大局出发，再次被迫做出让步，
避免了一场兵燹。此后，双方在表面上维持了短时
间的和平共处，但暗中都在作最后摊牌准备。在此
期间，阿里 纳赛尔使出全部招数，力图吃掉对方
或化解矛盾，但均未得逞。
１９８６年初，两派矛盾激化。１月 ８日，阿里 纳
赛尔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重点讨论人事安排问
题。会上，安塔尔、伊斯梅尔提出早已准备好的方
案，企图把阿里 纳赛尔的几个亲信从书记处、外
长等关键位置上赶走，由他们的人取代，实际上是
先架空阿里 纳赛尔，尔后逼其下台。这一提议遭
到阿里 纳赛尔的反对，双方进行了一场针锋相对
的斗争，因争执不下，决定暂时休会，１月 １３日继
续开会。阿里 纳赛尔于会前得知，安塔尔、伊斯
梅尔已拟就逼宫方案，主要步骤是：在会上先向阿
里 纳赛尔发难，逼其就范，不从，就对阿里 纳
赛尔等人采取肉体消灭。阿里 纳赛尔获知情报
后，即通知他那一派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不去参加会
议，并确定了他们另外集合的地点。同时，阿里 纳
赛尔先发制人，派出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于会前到
达党中央所在地，将安塔尔、伊斯梅尔等 ４名反对
派政治局委员打死。
１９８６年 １月 ３日上午 １０时许，亲安塔尔、伊
斯梅尔等人的警卫人员首先在也门社会党中央所
在地发起攻击，拉开了两派大规模流血冲突的序
幕。是日中午时分，战火蔓延到亚丁全市。安塔尔
派的政治局委员比德逃出党中央所在地后，组织力
量进行反扑。下午，亚丁电台播放阿里 纳赛尔炮
制的也门社会党政治局声明称，安塔尔等 ４名政治
局委员企图通过发动政变暗杀阿里 纳赛尔，政治
局决定处决他们 ４人，并已执行。此项声明不仅无
助于阿里 纳赛尔控制局势，反而燃起安塔尔等人
的家乡拉赫杰部族的复仇怒火。接着，拉赫杰电台
指责阿里 纳赛尔实行独裁专政，企图从肉体上消
灭几名有影响的领导人，发出讨伐阿里 纳赛尔的
呼吁，此呼吁得到比德所在家乡的支持。哈达拉毛
省和马哈拉省党委均发表声明，公开反对阿里 纳
赛尔。在这种情况下，南也门各地都形成两派，展
开了混战。这场混战的特点是，你中有我，我中有
你，群龙无首，自成体系，各自为战，完全失控。
全国各地的陆、海、空各兵种、正规部队、公安部

队和地方民兵都纷纷卷入这场混战。交战双方动用
了军舰、战斗机、装甲车、坦克、喀秋莎、１１５口
径大炮以及空对地、地对地导弹等重型武器。
阿里 纳赛尔派在战局开始阶段处于主动地
位，但随着内战全面展开，其处境逐渐变为被动。
冲突发生不久，阿里 纳赛尔手下干将空军司令被
打死，海军潜艇逃到埃塞俄比亚海域附近。亚丁战
场失去统一的有力指挥，腹背受敌，士气低落，处
于被分割挨打状况。阿里 纳赛尔重点依赖的阿比
洋省缺乏重武器装备，该省通往亚丁的道路遭阻
击，无法及时援救亚丁。而比德领导的反对派却组
织起了大规模反攻。在军事上，他重点依靠武装部
队前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两位副总参谋长和装甲、
坦克、炮兵司令指挥战斗。在战术上，采取围点打
援、外线作战打法，占据小亚丁及谢赫 欧斯曼等
有利地位，与拉赫杰省连成一片，进退自如，增兵
与后勤均有保证，其优势地位日益明显。
当时，苏联从其全球战略需要出发，希望南也
门保持稳定，不要出大乱子。此外，南也门两派斗
争以内部权势之争为主，并不危及苏联在南也门的
根本利益，因此，苏联事先未插手冲突。事发之初，
苏联明确支持阿里 纳赛尔，发表声明支持他粉碎
安塔尔等人的政变阴谋；并称安塔尔等人为反革
命。在南也门混战局势发生变化后，苏联开始进行
斡旋。１月 １
６日，冲突双方在苏联驻亚丁大使馆进
行停火谈判，但未达成协议，冲突又起。
在这场长达 １２天的激战中，双方死伤惨重，
损失巨大。最后，反对派控制了首都亚丁和全国大
部分地区，阿里 纳赛尔败北，于 １月 ２
６日率党
政要员 ７０多人和 ５
０００名左右武装人员逃往北也
门。１月 ２４日，也门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做出决定，
解除阿里 纳赛尔的一切党政职务。
阿里 纳赛尔逃到萨那后，受到萨利赫总统的
庇护。但随着南北也门在统一谈判中取得进展，也
门社会党部分领导人把阿里 纳赛尔必须离境作
为双方实现统一的先决条件之一。阿里 纳赛尔感
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尴尬，遂被迫含恨赴叙利
亚，受到阿萨德总统厚爱。他在大马士革又建立了
新家庭，与叙利亚一女工程师结婚，并生有一女。
阿里 纳赛尔在叙定居后，潜心撰写回忆录。
在写作过程中，他深深感到，包括他在内的南也门
领导人在执政过程中屡屡失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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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们在决策时缺乏准确的依据，对情况的了解
若明若暗，难以做出正确判断。与此同时，他认为
其他阿拉伯国家也普遍存在同样情况，对战略问题
都缺乏研究，也不够重视。这就激发了他创建阿拉
伯战略研究中心的念头。于是，他在 １９９５年 ４月
创建了该中心，总部设在大马士革，由他出任该中
心主任。
阿里 纳赛尔在逃离亚丁十年零十个月之后，
于 １９９６年 １１月 ２８日回亚丁探望故友。也门南北
方大规模内战结束后，萨利赫总统早在 １９９４年夏
曾邀请阿里 纳赛尔回国参政，并许以高官厚禄，
被他谢绝。这次萨利赫再次邀请他回也门探访故
旧，他终于欣然同意，由萨利赫派专机接他回亚丁。
阿里 纳赛尔到达亚丁时，正值萨利赫在亚丁办
公，二人频繁会晤，共同出席社交活动。当时，我
任中国驻亚丁总领事，在参加 １
１月 ３０日独立节纪
念活动时见到他。我们都为这次意外相逢感到高
兴，紧紧握手拥抱，互致问候。后来，阿里 纳赛
尔又到萨那活动了一些时日，才返回大马士革。他
想用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及他自己的研究成果，为
也门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留下一笔精神财富，作为永
恒的纪念，这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大心愿。
１９９７年 ９月，我出任中国驻也门共和国特命全
权大使后，曾在报上不止一次读到有关阿里 纳赛
尔的消息。消息称，阿里 纳赛尔心脏病突发，十
分严重，一度生命垂危。经医生抢救后，他恢复了
知觉，但病情仍不稳定，身体极为虚弱。萨利赫总
统闻讯后，先致电慰问，后决定动用总统基金，将
阿里 纳赛尔送往英国伦敦住院治疗。阿里 纳赛
尔到伦敦后，由著名心脏病专家为他动手术，并获
成功。康复后，他重返大马士革，对萨利赫总统的
关心及安排十分感激，多次打电话发电报表示感
谢。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我转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２０００
年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阿里 纳赛尔。我
们热情拥抱，亲切交谈。我们约好时间，我到他的
办公室去拜访他，谈得非常投机。我邀请他夫妇来
使馆做客，他欣然接受，当即确定了时间。几天后，
他与夫人及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秘书长和办公室
主任出席了我与夫人的宴请。席间，我们频频举杯，
亲切交谈，气氛热烈。他对我说，他已有 ２０多年
没喝过茅台酒了，还饶有兴趣地回忆起 １９７８年 ４

月他作为民主也门总理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干杯
的情景，言谈中流露出对中国的怀念。
２０００年 ４月 １
５日，阿里 纳赛尔夫妇邀请我
和夫人到他官邸做客。晚 ８时，我们准时到达。他
的官邸位于大马士革近郊新开发的高级住宅区，独
家独院，主楼共 ４层，门口有警卫室，院内有车库、
游泳池、草坪等设施，总面积约 ５０
００多平方米。
室内摆设非常豪华，晚宴的饭菜极为丰盛，备有各
种酒类。他们夫妇十分热情，他们的小女儿天真活
泼，为这场家庭式晚宴增添了不少欢乐气氛。
阿里 纳赛尔把我视为故交，谈了很多肺腑之
言。他告诉我，１９８
６年 １月他下野后，一直住在萨
那，为实现也门统一做了大量工作。但 １９９０年 ５
月也门统一时，他却成了无立足之地之人。当叙利
亚总统阿萨德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邀请阿
里 纳赛尔作为总统的私人客人到叙利亚定居。接
着，阿里 纳赛尔向我解释了其中的奥秘。他说，
在 ２０世 ６０年代后半叶的一段时间里，他与阿萨德
同为国防部长，相互接触频繁，志同道合，成为至
交。当阿里 纳赛尔处于困境时，阿萨德便向他伸
出友谊之手、援助之手。阿里 纳赛尔抵大马士革
后，阿萨德给他提供了一切方便，其中包括无偿提
供两栋楼房，大马士革城里的一栋用作阿拉伯战略
研究中心之用，近郊的一栋用作阿里 纳赛尔的官
邸。
阿里 纳赛尔还告诉我，他主办的阿拉伯战略
研究中心得到所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尤其得到阿
盟和阿联酋总统扎耶德的支持与关照。该中心在开
罗举办了第一届研讨会，由阿盟秘书长主持；第二
届在阿联酋举办，阿联酋总统扎耶德和也门总统萨
利赫等出席了那届研讨会的开幕式。扎耶德总统还
专为阿里 纳赛尔提供了一座高级别墅和一处庄
园。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第四届研讨会在叙利亚首
都大马士革举行，阿里 纳赛尔特意邀请我作为嘉
宾出席，并向我介绍了许多阿拉伯世界知名人士。
２０００年 ６月 １
０日，阿萨德总统逝世，阿里

纳赛

尔极为悲痛。７月 ２
０日是阿萨德 ４
０日祭，叙利亚
政府在阿萨德故乡卡尔达哈举行有 ４０００人参加的
追悼会。我作为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应邀出席，阿
里

纳赛尔作为阿萨德的生前挚友在追悼会上发

表了长篇讲话，我们在追悼会上见面，他要我在卡
尔达哈附近的拉塔基亚市住一夜，请我吃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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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塔基亚坐落在地中海滨，阿里 纳赛尔请我
尝海鲜。我们坐在海边，耳听大海的涛声，边尝美

他告诉我，他已经谢绝了萨利赫总统的邀请。
２０００年 ９月 ２
８日，巴以冲突再度爆发，中东

味佳肴，边交谈。他对我说，也门总统萨利赫一再

形势进入一轮紧张时期。阿拉伯国家成立了声援巴

要求他回也门，提出让他出任副总统兼总理，他一
直在权衡利弊，未曾表态。他说，他是也门人民的

勒斯坦阿拉伯人革命斗争委员会，阿里 纳赛尔出
任主席。他显得十分忙碌，到处作报告、主持会议、

儿子，根在也门，很想回去为自己的祖国做些事情。

征集募捐。我有时还能见到他，但见面机会比以前

但他担心回国后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也门
需要进行彻底改革，他有这方面的雄心壮志，但也

少了。２００２年 ６月，我离任回国时，他正在开罗，
忙于筹备阿拉伯战略研究中心年会。他从开罗打电

门的现实又不允许他这么办。他有过一次遭受重大
挫折的教训，不愿意再重蹈覆辙。再说，他的身体

话给我说，他本想举办晚宴为我饯行，无奈赶不回
大马士革，深表歉意。当我举行告别招待会时，他

状况和年龄也不允许他再去冒险。等他考虑成熟

专门送了一个既大又漂亮的花篮，表达了他的一片

后，他将给萨利赫一个明确答复。过了一段时间，

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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