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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阿拉法特（上）
时 延 春
长期以来，阿拉法特为巴勒斯坦事业和中东问
题不停地奔波，一半时间在飞机上度过，故人们称
他为“空中总统”
。

队指挥员。究竟手枪里有没有子弹，却一直是个谜。
对阿拉法特头巾颜色的含义，他自己解释说：
黑白方格代表巴农民，红白方格代表贝都因人，方

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３ 日以来，阿拉法特一直被以
色列军警“软禁”在约旦河西岸拉马拉的官邸内。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 ２０ 日，以军再次围困其官邸，将官邸大

格中的白色代表城市居民。阿拉法特说，１９６７ 年的
第三次中东战争后，他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了 ４ 个
多月，他效仿当地农民戴这种方格头巾，从那时起，

部分建筑炸毁，进一步逼近他的办公室。阿拉法特
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他的一举一动都在以色列军
警的监视之下，已经成为笼中之鸟。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１

他就一直戴这种头巾，借以显示他的独特风格。
每次与阿拉法特握手，我也都留意他的外貌。
他高高的鼻梁，面容清癯，两眼炯炯有神，目光如

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在伊拉克的主要军事行动结
束，接着又很快启动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
布什与以色列沙龙政府采取一致立场，试图将阿拉
法特从巴以谈判中排挤出去，彻底结束他作为巴勒
斯坦人民的领袖地位。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以内阁会
议决定驱逐阿拉法特，甚至一些成员还扬言要暗杀
阿拉法特。以内阁的这一决定立即引起国际社会的
强列反响，巴人接连举行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
和捍卫阿拉法特；世界各国领导人和舆论纷纷表态，
反对以的这项决定；第 ５８ 届联合国大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９
月 １９ 日举行紧急特别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
项决议案，要求以色列不要驱逐阿拉法特，停止对
他的安全进行任何威胁。阿拉法特自己一再强调，
他宁愿战死，也不会屈服，他要与巴勒斯坦事业共
存亡。这一悲壮的情景不由得勾起了我对阿氏的回
忆。
在我珍藏的相册里，有几幅照片在我心中占有
特殊地位。一是 １９８４ 年 ５ 月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会见阿拉法特时我为他们当译员的照片；二是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国家主席李先念访问约旦会见阿拉法特
时我为他们当译员的照片；三是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我在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时与阿拉法特在开罗欧鲁巴
宫的合影。
阿拉法特给我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是巴人杰出
的代表，是位传奇人物。每次见他，我都注意观察
他的风度，他总是头缠黑白或红白格头巾，身穿墨
绿色军装，腰挎一把手枪，俨然是个久经沙场的军

剑。记得与他在开罗欧鲁巴宫见面时，他显得特别
热情，他称我为老朋友，紧握我的手，拥抱相吻。
这种热烈场面使我顿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之感。
每当我与他或他姐弟交谈时，我还有意识地研
究他的情愫。他是一位有血有肉、富有感情的长者。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他镇定自若，奋不顾身，气
贯长虹，而平时，他总是面带笑容。尽管他日理万
机，夜以继日地操劳，但却时时关心着周围的人，
与大家唠唠家常，询问别人的健康状况和家庭情况，
使人们感到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父兄。
每当听他演讲，我特别喜欢欣赏他的气质。他
声音洪亮，铿锵有力，不时挥动着有力的双臂。他
的言谈和演说都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充满哲理、
智慧与活力，方向明确，使人感到正义在他一边。
多年来，阿拉法特留着满腮的花白胡子，人们
问他为何不刮掉胡须时，他解释说，巴勒斯坦人与
其他阿拉伯人都喜欢留胡子，这并不是什么坏事，
每天刮胡须要花 １５ 分钟，
每个月就要花去 ４５０ 分钟，
亦即 ７ 个半小时，这纯粹是浪费时间。所以，他不
刮胡子算是他的另一种独特风格吧。
阿拉法特于 １９２９ 年 ８ 月 ４ 日出生在耶路撒冷一
个巴勒斯坦家庭，取名为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乌
夫·阿拉法特，后他在加沙读小学时，老师为纪念
死去的战友亚西尔，便为他改名为亚西尔·阿拉法
特，以勉励他长大后继承巴勒斯坦革命先辈的遗志，
完成他们未竟事业。在巴解组织中，他的绰号叫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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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阿马尔。阿拉法特排行第六，有两个姐姐、三

筹措的款项购买武器，送往巴勒斯坦。

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父亲叫阿卜杜·拉乌夫·阿拉
法特，出身在一个商贾和宗教大家庭，属穆斯林逊
尼派。这个家庭的祖籍分布在加沙地带和汗尤尼斯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期间，正在开罗大学的
前身——福阿德一世大学工学院读书的阿拉法特毅
然弃学从戎，投身反以战争。１９４９ 年，阿以停火协

地区，与侯赛尼家族有亲缘关系。阿拉法特的母亲
扎哈娃·侯赛尼来自在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区很有影
响的侯赛尼家族。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家族的
代表人物——加沙地区伊斯兰首领阿明·侯赛尼曾领

定签署后，阿拉法特回到加沙，参加反以斗争，１９５０
年又重返开罗，继续在福阿德一世大学工学院学习。
这段时间，阿拉法特一面着手建立巴勒斯坦学生组
织，另一方面参与埃及爱国人士组织的反对英国殖

导当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及犹太人的统治。由
于英国殖民当局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向阿拉法特的父
亲施加了很大压力，他被迫背井离乡到达开罗。这

民统治的活动，结识了埃及自由军官组织中的一些
成员，成为纳赛尔的崇拜者。１９５２ 年上半年，阿拉
法特当选为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主席，血气方刚的

样，操持家务、抚养孩子的重担便全部落到扎哈娃
身上。扎哈娃生于加沙，勤劳贤惠，但令人惋惜的
是，艰难的岁月和沉重的负担损害了她的健康，阿
拉法特 ４ 岁时，她就离开了人间。

他率领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埃及国王法鲁克的
封建统治。这次示威游行大大提高了青年学生领袖
阿拉法特的声望。
１９５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纳赛尔为首的埃及自由军

阿拉法特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辛，苦难的生活使
他养成坚忍不拔的性格。母亲去世后，他与弟弟法
塔希便被送到加沙，由舅舅沙特·侯赛尼抚养。不
久，兄弟二人又被送到开罗，由大姐英阿姆照管。
英阿姆一直住在开罗。１９８４～１９８５ 年，我在中
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结识了英阿姆，过往甚密，
留下了值得回忆的合影。英阿姆满怀深情地向我谈
到她弟弟阿拉法特的一些情况，她说，阿拉法特小
时聪明勇敢，常模仿军人动作，做些带有军事色彩
的儿童游戏，是个“孩子王”
，放学后便带着小伙伴
们操练。他手拿指挥棒，俨然像个指挥官，向小朋
友们发号施令。当她看到这一情景时，便亲切地叫
他“将军”。“训练”结束后，他就把大姐给他的糖
果分给小伙伴们吃。有时候，阿拉法特在院子里搭
个帐篷，晚上睡在里面，体验一下军人生活。
青年时的阿拉法特已成为一个富有强烈正义感
的爱国主义者。在政治上他早熟，较早地参加了反
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学生运动。在中学时
代，他加入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组织。１９４５ 年，
参加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党，组织了“殉教者阿布·哈
立德团体”
，该团体后成为加沙地区最大的秘密组
织。他先在加沙参加反对犹太秘密武装组织的战斗，
后去耶路撒冷从事与犹太复国主义斗争的活动。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色列国成立后，阿拉法特随全家
流亡开罗。在开罗学习期间，他积极参加埃及学生
组织的反对英国占领军的示威游行，同时，开始参
与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负责用巴勒斯坦爱国志士

官组织推翻了法鲁克国王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共和
国，由穆罕默德·纳吉布出任第一任总统。这年，
阿拉法特写了一份血书去见纳吉布，要求埃及领导
人不要忘记巴勒斯坦事业。这充分说明他无时无刻
不在思念祖国、怀念故乡的亲人，对受苦受难的巴
勒斯坦人民怀有无限深情，开始考虑成立一个巴勒
斯坦组织的问题。
１９５５ 年，阿拉法特从开罗大学工学院毕业，进
入埃及军事学院学习。１９５６ 年，他率巴学生代表团
出席在布拉格召开的世界大学生大会。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底，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法特自愿应征入伍，
奔赴前线。作为预备役少尉军官，他率一支爆破队
参加了保卫塞得港的战斗。战争结束后，阿拉法特
回到开罗，在埃及工程兵部队任职，被授予中尉军
衔。１９５６ 年底和 １９５７ 年初，他与战友阿布·伊亚德
等提出了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巴勒斯坦志士们应
该向何处去？开始酝酿成立“法塔赫”组织。
１９５７ 年，阿拉法特到科威特，在一家建筑公司
任工程师，以此为掩护，从事组建秘密组织工作。
他先与战友阿布·杰哈德等人成立了“法塔赫”组
织的第一个秘密支部，并积极进行于 １９５９ 年正式成
立的“法塔赫”的筹备工作。在阿拉伯语中，
“法、
塔、赫”三字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三词的
字首。该组织的战略是大力宣传巴勒斯坦事业，开
展武装斗争，解放巴勒斯坦，出版有《我们的巴勒
斯坦》杂志，后改名为《法塔赫》
。接着又建立了法
塔赫的下属军事组织——“暴风部队”
、法塔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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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规定法塔赫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大会

事发前，阿拉法特等人已预感到以行将发动进

闭会期间由革命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革命委员会
相当于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局，为最高领导机构。中
央委员会下设主管军事工作的“暴风部队”总司令

攻，采取了相应措施。他与约旦当局协同行动，将
全城军民转移到安全地带，设下“空城计”
，将暴风
部队的突击队员埋伏在城后山区隐蔽地带。果不出

部和主管财务、组织和宣传的办公室。１９６０ 年，阿
拉法特当选为法塔赫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后他
一直担任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暴风部队总司
令。１９６３ 年，法塔赫在阿尔及尔设立第一个办事处，

所料，以军像阿拉法特等人设想的那样扑入卡拉马
这座空城。这时，阿拉法特一声令下，埋伏在城后
山上的暴风部队的突击队员像猛虎下山一样，英勇
地攻入城内，与以军展开激烈搏斗。接着，巴人阵

成为巴各民族主义组织中的最大一个。而暴风部队
则是这些组织中最大的一支游击队武装力量。
１９６４ 年 ５ 月，阿拉法特参加了在东耶路撒冷召

的突击队和巴民兵也赶来支援，约旦军民也积极配
合。经 ３ 天激战，以军一败涂地，损失惨重，有 ４００
多名官兵被歼，一架直升机被击落，１７ 辆坦克和装

开的第一届巴全国委员会会议，巴各界代表都出席
了会议。大会通过了谴责英、美帝国主义对阿拉伯
事业的立场与坚决同犹太复国主义侵略作斗争的决
议。大会通过了《巴勒斯坦民族宪章》
。宪章宣布巴

甲车被击毁。这次战役大灭了以侵略军的气焰，大
长了巴勒斯坦、约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人民的志气。
这次战役的胜利也使阿拉法特声名远扬，大大提高
了他在法塔赫、巴解组织及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

勒斯坦是一个阿拉伯家园，是不可分割的领土单位，
巴人民对此拥有合法权利；强调所有巴人都应站在
同一条民族战线上，以彻底的献身精神，为解放自
己的家园共同努力。大会宣布建立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负责巴人解放家园的斗争。大会还决定把巴国
民大会转为巴解放组织的临时国民会议，作为巴解
放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同年 ６ 月，巴解正式成立。
９ 月，第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承认该组织是巴人
的合法代表。
１９６５ 年 １ 月 １ 日，阿拉法特及其战友领导暴风
部队的游击战士打响了反以侵略斗争的第一枪，这
天就成为巴革命的爆发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
阿拉法特一直活跃在东耶路撒冷地区，但因政治原
因，他曾两次在叙利亚、一次在黎巴嫩被捕，后被
迫转入地下活动，化名为阿布·阿马尔，继续领导
巴游击队从约旦边境和加沙地带向以发动袭击。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前后，他领导暴风部队多次
在以占领区作战，其影响不断扩大。
１９６８ 年，阿拉法特亲自指挥了著名的卡拉马战
役。卡拉马位于约旦河东岸 ６０ 公里处，是约旦境内
的战略要地，自三次中东战争后，大批巴难民流亡
到此，暴风部队也在这里建立了根据地，并经常从
这里出发，向以开展游击活动，引起以的强烈不满。
于是，以视卡拉马地区为眼中钉，制定了铲除暴风
部队根据地的作战计划。１９６８ 年 ３ 月 ２１ 日凌晨，以
出动 １５０００ 名士兵，兵分三路，在大批飞机、坦克
的掩护下，大举进犯卡拉马城。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正在约旦进行国事访问的李
先念主席在哈桑王储陪同下来到卡拉马城，参观了
具有历史意义的卡拉马纪念塔，凭吊了卡拉马战役
烈士墓。当时，我作为译员陪同参观。据哈桑王储
介绍，这是为纪念在卡拉马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官兵
而建造的烈士墓和纪念塔。纪念塔上矗立着一尊战
士塑像，战士头戴钢盔，右手持枪，左手挥向前方，
展示了奋起反击敌军侵略的英勇气概。李先念主席
深有感慨地说：
“世界上没有不可战胜的军队。当年
希特勒的军队最后还不是被消灭了吗！”哈桑王储听
后点头称是，他接着说：
“在阿拉伯语中，卡拉马是
尊严的意思。而卡拉马战役就是为了捍卫尊严，具
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我们在卡拉马纪念塔前留下了
珍贵的照片，这张照片我一直保存至今。
１９６８ 年 ６ 月，阿拉法特当选为法塔赫执委会主
席。１９６９ 年 ２ 月，他接替艾哈迈德·舒凯里出任巴
解执委会主席，成为巴事业的最高统帅。
在阿拉法特领导下，巴游击队在黎巴嫩迅速发
展，在黎南部的阿尔库卜、马尔吉埃尤思等地建立
了巴游击队基地，积极开展反以的军事活动。以企
图摧毁这些基地，于 １９７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凌晨，在美
国支持下向驻守在黎南部的巴游击队基地发动突然
袭击。以军出动了大批飞机、坦克、半履带车，空
降大批伞兵，向阿尔库卜、马尔吉埃尤思等地的巴
游击队基地发动进攻。阿拉法特命令巴游击队坚决
反击以军。暴风部队、闪电突击队及其他巴游击队
英勇作战，在叙利亚、伊拉克空军和炮兵部队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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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下，击毙击伤大量以军，摧毁一批以坦克和半履

决。从 １９７０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７１ 年 ７ 月，双方的军事冲

带车，击落数架以战斗机，破坏了几处以军基地，
挫败了以军的这次袭击。
１９７０ 年 ６ 月 ９ 日，巴各游击队在约旦首都安曼

突从未间断。１９７１ 年 ７ 月中旬，约旦军队再次向巴
游击队发动大举进攻，将巴游击队赶出安曼、伊尔
比德等城市，攻占了巴解组织的大本营——杰拉什及

召开紧急会议，阿拉法特被选为游击队总司令和军
事委员会主席。其间，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处理巴游
击队与约旦的关系问题，因为长期以来，巴约之间
存在着一种特殊关系。
在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在阿杰隆山区的基地。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巴
游击队遭到重大挫折，丧失了在约旦的最后几个基
地，于 １９７１ 年 ８ 月结束了其在约境内的军事活动。
阿拉法特出于无奈，做出将巴解组织及其领导下的

以占领了约旦管辖下的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
致使大批巴难民流入约旦。与此同时，阿拉法特领
导的暴风部队及其他巴游击队纷纷在约旦建立基

游击队撤出约旦的决定。此后，他将巴解组织总部
设在黎巴嫩，辗转于黎巴嫩、叙利亚等国。
巴解组织总部迁往黎巴嫩后，阿拉法特同时在

地，不断发动对以的武装斗争，这激怒了以色列。
以经常对约旦境内的巴人及巴游击队进行报复性袭
击，从而也危及约旦安全。另外，随着巴武装力量
在约的不断成长壮大，部分巴难民不愿受约旦法律

多条战线上拼搏、奋斗。他一要在黎妥善安顿巴难
民，建立并巩固巴游击队基地，进一步发展壮大；
二须开展对敌斗争，从黎基地出发，深入到以境内
或在黎以边境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同时要亲自指挥

的约束，约当局认为巴人在约境内已形成“国中之
国”
，对约王室政权构成威胁。约当局与巴解间的矛
盾越来越公开化。１９７０ 年 ６ 月，美国提出和平解决
中东问题的“罗杰斯计划”
，巴解组织反对，美与约
旦联合向巴解组织施压。同年 ８ 月，约旦接受“罗
杰斯计划”
，进一步激起巴解组织的不满，巴一些人
士扬言，要解放巴勒斯坦，必先解放安曼。巴解组
织与约旦当局的矛盾一触即发。
１９７０ 年 ９ 月初，发生了巴恐怖分子将一架西方
商业喷气客机劫持到安曼的事件，接着又发生了企
图暗杀侯赛因国王的事件。这两起事件终于激化了
约巴间的矛盾。９ 月 １６ 日，约旦成立军政府，并立
即宣布全国实行军管。９ 月 １７ 日，约旦当局派出大
批军队包围巴难民营，向驻扎在安曼、扎尔卡、萨
勒特、卡拉克等地的巴游击队发动进攻，解除其武
装，将一些巴解组织负责人驱逐出约旦。阿拉法特
命令各游击队在受到进攻时坚决自卫，双方展开激
烈搏斗，冲突不断升级。在阿拉伯国家斡旋下，阿
拉法特与侯赛因同去开罗出席阿拉伯国家紧急首脑
会议，专门讨论约巴军事冲突问题。阿拉法特与侯
赛因在会上各持己见，互相指责，互不相让，甚至
拔出手枪相威胁，气氛相当紧张。纳赛尔展示了高
超的调解艺术，对约巴双方分别做了大量工作。在 ８
个阿拉伯国家的斡旋下，约巴双方于 ９ 月 ２７ 日签署
了 １４ 点协议，实现暂时妥协。
尽管约巴双方签署了实现暂时妥协的开罗协
议，接着又签署了安曼协议，但双方的矛盾未能解

巴军队反击以不断派军到黎境内袭击巴游击队和难
民营的战斗；三得在阿拉伯国家间进行周旋，为争
取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与援助，并对阿拉伯国家
间的分歧和纠纷进行调解、斡旋，对部分与巴解组
织有矛盾的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必要时进行一定形
式的斗争；四要在国际上积极开展活动，宣传自己，
扩大影响，争取支持，应对挑战，尽可能扩大巴解
组织在国际的活动空间。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法
特领导的暴风部队和巴其他游击组织出动 ２．５ 万人
次，参加战斗，在以军后方频繁出击，英勇作战，
形成敌后第二战场，有力地配合了埃及、叙利亚在
正面战场上的战斗。埃、叙军队和巴游击队在其他
阿拉伯国家的配合下，重创以军，打破了以军不可
战胜的神话，大长了阿拉伯人民的志气。通过这次
战争的锻炼，巴解组织的实力进一步增强，阿拉法
特的声望也进一步提高。
第四次中东战争刚结束，第六届阿拉伯国家首
脑会议于 １９７３ 年 １１ 月在阿尔及尔举行，会议指出：
巴解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惟一合法代表，应恢复
巴人的全部民族权利；以色列必须撤出它所占领的
全部阿拉伯领土，首先是耶路撒冷。阿拉法特出席
了这次会议，并促使会议做出有利于巴勒斯坦的决
议。
１９７４ 年是巴勒斯坦事业在国际上取得重大进展
的一年，１０ 月 ２６～２９ 日，阿拉法特出席了在摩洛哥
首都拉巴特召开的第七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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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重要发言，与大批阿拉伯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会晤

地中海沿岸多由黎基督教派武装力量控制，南部几

和会谈。最后，会议通过了约旦与巴解关系的决议，
确认巴解是包括约旦河西岸巴人在内的全体巴人的
惟一合法代表；强调巴人民享有返回自己家园和取

块飞地由黎左派穆斯林势力和巴游击队控制。巴游
击队不断从其控制的基地出发，向以发动袭击，引
起以的强烈不满。以决定对驻黎的巴游击队进行报

得自决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享有在将来被解放的任
何巴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政权的权利；呼吁约旦、
叙利亚、埃及和巴解根据本协议规定，详细确定它
们之间的关系；要求所有阿拉伯国家支持巴人团结

复，于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 １４ 日派兵入侵黎南部，占领了
利塔尼河以南的大片地区，对巴游击队营地进行了
摧毁性打击。阿拉法特命令巴游击队坚守阵地，顽
强抵抗，与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经联合国斡旋，

统一，不干涉其内政。
随着中东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发展变化及巴解地
位的不断提高，１９７４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联合国大会通

双方停火。根据联合国决议，以军撤出，联合国维
和部队进驻该地区，但黎、叙、以、巴解在该地区
的摩擦和冲突仍不断发生。

过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第 ３２３６ 号决议，确认了巴勒
斯坦人民诸多不可剥夺的权利。阿拉法特出席了这
次会议并发表了长篇演讲，阐述了巴问题的历史、
现状及巴解组织的主张。联大通过的关于巴问题决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色列以巴解派人刺伤其驻
英国大使、防止巴解对其进行袭击和骚扰、保障自
己的边界安全为借口，出动军队大举进攻黎巴嫩。
入侵部队兵分东、西、中三路，从地面、空中和海

议使阿拉法特和巴解的地位得到加强，并邀请巴解
以常驻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和工作。阿拉法特为巴
解取得的这些成果做出了突出贡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中东问题逐渐转入和谈阶
段。随着中东和谈的深入和美苏在中东争霸的加剧，
阿拉伯国家之间出现严重分歧。１９７６ 年后，埃苏恶
化，埃美关系不断发展，并在美的斡旋和支持下，
埃及与以色列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但埃及的这一
举动在阿拉伯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遭到一些阿拉
伯国家的非议和反对。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 ５ 日，利比亚、
叙利亚、阿尔及利亚、民主也门与巴解宣告组成反
对埃及的拒绝阵线。该阵线成立后先后召开过五次
首脑会议，阿拉法特都率代表团与会。于是，阿拉
伯世界出现严重分裂，巴解与埃及的关系也不断恶
化。
在这期间，阿拉法特在积极参加拒绝阵线活动
的同时，把工作重心放在黎巴嫩，重点经营在黎的
巴难民营和巴游击队基地。巴游击队主要集中在贝
鲁特郊区和黎南部地区，巴难民营则主要集中在巴
游击队周围地区，有的难民营就设在游击队基地。
由于巴难民和巴游击队员基本都属于信奉伊斯兰教
的穆斯林，他们的活动得到了黎穆斯林的同情和支
持，但却与黎的基督教势力发生了矛盾，以色列和
叙利亚也乘机插手。
１９７７ 年 ７ 月，黎、叙和巴解签署了《什图拉协
定》
，重新确定了各自的活动范围。黎分成由几支不
同派别武装势力控制的地区，北部由叙军队控制，

上向黎南部巴游击队基地和穆斯林武装力量集中驻
扎地发动闪电式进攻。以军在 ６ 天之内占领了黎巴
嫩 １／４ 的领土，攻陷巴游击队在黎的大部分基地。６
月 ９ 日，以军与驻扎在黎的叙利亚军队交战，接着，
以军集中兵力包围巴解所在地贝鲁特西区。６ 月 ２５
日，以军切断贝鲁特——大马士革国际公路，紧缩对
贝鲁特西区的包围，与巴解武装力量展开激战。
对阿拉法特及其领导下的巴解来说，这是一场
生死存亡的命运之战。以军进攻前，阿拉法特及其
战友们详细研究了对敌斗争的作战计划，亲自查看
了每个游击队基地和难民营的防守部署和应变措
施。他要求全体巴军民要为生存、尊严和巴事业进
行殊死搏斗，他发誓要与自己的兄弟姐妹和游击队
官兵同生死、共患难。以军通过各种手段，千方百
计掌握阿拉法特的行踪，企图从肉体上消灭他。阿
拉法特面对危险，镇定自若，机智勇敢地面对各种
险情，夜以继日地指挥战斗。每天，他都以充沛的
精力处理问题，召开会议，与外界联系，经常冒着
枪林弹雨，走进战壕，鼓励官兵士气，研究作战部
署，有很多次死神从他面前溜走或与他擦肩而过。
一次，以战斗机发现了阿拉法特，向他俯冲下来集
中进行攻击，炸弹就落在距他仅数米的地方。另一
次，以军轰炸机发现了阿拉法特乘坐的汽车，便一
股脑儿地向这辆汽车投放炸弹，直到把这辆汽车炸
得粉碎，以军以为他已被炸得粉身碎骨，但事后了
解到，阿拉法特根本不在这辆车上。还有一次，以
军侦察到阿拉法特刚进入一处掩体，便集中火力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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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处掩体完全摧毁，以为他必死无疑，但就在当日，

力度，每天出动 ２５０ 多架次轰炸机，从凌晨 ６ 时到

以军却发现他又活跃在贝鲁特其他地方。当以军向
他掉转枪口时，阿拉法特又突然踪影全无。在贝鲁
特被围困的两个多月里，阿拉法特几乎天天与以军

晚 ９ 时连续对巴难民营和游击队基地进行狂轰滥炸。
以军还伙同黎基督教民兵对夏蒂拉和萨布拉两难民
营内的 １０００ 多名无辜平民进行血腥屠杀，连吃奶的

捉迷藏，每天转移好几个地方，从不在一个地方久
留。有时他一连几天几夜不脱衣睡觉，有时仅抽空
打个盹儿，有时带上一两个警卫人员到不易被以军
发现的旷野掩体内休息片刻，有时走进刚被以军轰

幼儿也不放过。８ 月 １９ 日，黎、以和巴解在美国斡
旋下达成停火、撤出巴解武装和部署多国部队的协
议。为保存实力，减少牺牲，阿拉法特决定将巴解
织总部迁往突尼斯，巴解战士 １２ 万多人随身携带轻

炸的空楼里办公。他多次到贝鲁特南部桥下阅读文
件，处理问题。他的生活简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
度，一杯红茶、一块奶酪、几片面包和几粒橄榄对

武器撤出黎巴嫩，分别转移到叙利亚、约旦、突尼
斯、伊拉克、苏丹、南北也门和阿尔及利亚 ８ 个阿
拉伯国家。

他来说足矣，这也是他的家常便饭。
阿拉法特对自己的人民和战士无限关心和体
贴，不论走到哪里，人们总是纷纷将他围住，亲切
地称他为阿布·阿马尔兄弟。他常深入到巴难民营，

经过这场战斗洗礼的阿拉法特的革命意志更加
坚强，他说：
“巴勒斯坦革命的道路并非是铺满玫瑰
花的平坦之途，返回家园的胜利成果也不是金盘中
的礼物，需要巴勒斯坦人民进行长期的、艰巨的斗

关心他们的疾苦。他不止一次地亲自安排烈士的后
事，帮助解决家属的困难。人们总认为，像阿拉法
特这样的人，应该属于“丈夫有泪不轻弹”的人物。
就巴人的一般印象，阿拉法特也是从不轻易掉泪的
人，然而，在贝鲁特被围期间，一天，他去看望巴
难民营的一所幼儿园，以军认为他在这办公，就派
飞机袭击这所幼儿园，致使许多儿童命丧黄泉。阿
拉法特闻讯后嚎啕大哭，深感内疚，万分愤慨地说：
“这些孩子天真无辜，何罪之有，难道因为我来看
望过他们就把他们埋葬在废墟之下吗？”这期间，一
名美国女记者曾到贝鲁特采访“暴风部队”司令等
巴游击队部分负责人时问，阿拉法特的特点是什么？
她得到的回答是，阿拉法特的心胸像大海，性格似
高山，又像橄榄树一样文雅，其枝叶伸向高空，其
根深扎于大地。
１９８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正当以军围困贝鲁特欲将巴
解武装力量及阿拉法特本人置于死地之时，阿拉法
特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向阿拉伯人民群众发表了一
封公开信，介绍战场形势，重申他们的信心。他在
公开信的结尾引用了这样一首诗：人民一旦要求生
存之权，命运之神定会听从召唤；漫漫长夜终有尽
头，沉重枷锁定被砸烂。不愿攀登高山的怯懦之辈，
只能永远在深渊中忍受熬煎；不爱生活的昏庸之辈，
像阳光下的水珠瞬息消散。信的最后是：
“革命直到
胜利！”它代表了巴人的心声。
阿拉法特领导巴军民与以军在贝鲁特激战两个
多月，处境越来越艰险。以军加大对贝鲁特轰炸的

争。
”
巴解总部迁往突尼斯后，阿拉法特面临领导该
组织何去何从的问题。这时，国际社会主张中东问
题和巴勒斯坦问题政治解决的呼声更加高涨，阿拉
伯国家的主流派也主张顺应这一历史潮流，拒绝阵
线因难以阻挡这一潮流的冲击而名存实亡。阿拉法
特在对形势进行了深入研究后，审时度势，决定走
和谈之路。
１９８２ 年 ９ 月 １ 日，美国总统里根提出解决中东
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方案，建议在约旦
河西岸实行巴人自治，并与约旦建立某种形式的联
邦。同年 ９ 月，第十二届阿拉伯国家首脑会议在摩
洛哥非斯召开，阿拉法特率巴解代表团出席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解决巴问题的统一方案，即《非斯宣言》，
方案提出了解决中东问题的八项原则。这是阿拉伯
国家第一次集体制定的关于解决中东问题的和平方
案，确定了以政治外交手段为主的对以斗争策略。
方案既坚持以色列必须撤出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确认巴人的合法权利，实际上又含蓄地承认了以的
存在，这对中东问题和巴勒斯坦问题的政治解决产
生了重大影响，但也遭到某些方面的抵制和反对。
阿拉法特奉行和谈路线在“法塔赫”内部引起
不同反响，以阿布·穆萨为首的激进派对此提出异
议。阿布·穆萨 １９２７ 年出生，早年加入“法塔赫”，
在该组织中有一定影响，并一直与叙利亚保持密切
关系。１９８２ 年贝鲁特被围期间，他作为巴游击队联
合武装部队总作战部部长助手，在对敌斗争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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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应有的作用，但他反对阿拉法特的巴解及其武装

局。１９８６ 年 ２ 月 ９ 日，侯赛因国王宣布中断与巴解

力量撤出贝鲁特的决定。此后，阿拉法特任命他为
作战部长，他仍反对阿拉法特的政治路线、非斯和
平方案及约巴对话与最终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的政治协调关系，
关闭巴解在安曼的 ２５ 个办事机构。
１９８７ 年 ４ 月 ２０ 日，阿拉法特宣布废除约巴间的这项
方案。

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主张……显然，他把矛头直接指
向了阿拉法特。１９８３ 年 ５ 月，穆萨宣布成立“巴勒
斯坦革命运动”
，要求开会纠正错误路线，成为法塔
赫的反对派。５ 月 ２８ 日，在叙利亚军方支持下，他

就在约巴关系发生急剧变化之时，我于 １９８６ 年
初由中国驻埃及使馆转到中国驻约旦使馆工作。在
这段时间里，我有机会接触到侯赛因国王、哈桑王
储、首相、大臣、将军及大批约旦朋友，同时，我

控制了法塔赫在大马士革的六个办事处和仓库。接
着，以穆萨为首的反对派向阿拉法特领导的在黎巴
嫩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双方展开激战。阿拉法特

也有机会在安曼接触到大批巴勒斯坦朋友。我一直
在密切关注中东和谈进程及有关方立场，掌握了约、
以、巴关系重大变化的第一手材料。

为减少损失，决定将自己的部队集中到黎北部城市
特里波利。１１ 月 ３ 日，穆萨领导的反对派向阿拉法
特在特里波利的部队发动进攻，攻占了阿拉法特部
队在特里波利市郊的最后两个主要营地。
１１月 ２２日，

约巴联邦方案的废除不仅给约巴关系带来影
响，也使巴事业再度面临困难。阿拉法特及其战友
在思索、寻找出路。他们把目光投向约旦河西岸和
加沙地带，那是他们的根据地，也是他们的最终出

反对派集中力量围攻阿拉法特总部，双方相距仅数
百米。在阿拉法特处境最危险的时候，埃及向他伸
出了援手，一些阿拉伯国家也大力斡旋。１１ 月 ２５ 日，
沙特、叙利亚、黎巴嫩会同巴解各方，达成阿拉法
特所属部队撤出黎的协议。阿拉法特被迫率“法塔
赫”４０００ 名武装人员撤出特里波利，乘坐希腊轮船，
由法国海军护航，分赴各阿拉伯有关国家，与 １９８２
年从贝鲁特撤出的巴解游击队会合。
阿拉法特的总部虽设在远离巴勒斯坦的突尼
斯，但他一刻也没忘记巴事业，他认为加强约巴对
话是通向解决巴问题道路上的一个重要途径。１９８５
年 ２ 月 １１ 日，阿拉法特与侯赛因国王在安曼达成解
决中东问题的联合行动方案，被称为约巴联邦方案。
之后，国际社会有关各方围绕中东和谈问题积极进
行活动，先后提出不少与之有关的建议。而约巴双
方就如何实施这项方案进行频繁接触，阿拉法特和
侯赛因国王不断就各自代表团的工作做出指示。在
会谈过程中，双方出现一些分歧，关键性意见有两
点：双方对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政治前途存在争议；
约旦坚持以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和第 ３３８ 号决议
为基础实施约巴联邦方案，以便通过和谈早日收复
约旦河西岸领土，进而在约巴联邦范围内解决巴自
决权问题。巴解则认为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决议既未承
认巴解是巴人的惟一合法代表，也未规定巴人的自
决权，坚持必须将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决议与巴自决权
联系起来。此外，美、以又坚持拒不承认巴人的自
决权，也不同巴解谈判的立场，使约巴对话陷入僵

路，于是决定加强被占领土的工作。１９８７ 年底，爆
发了被占领土巴人的起义。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 ８ 日，在以色列占领的加沙地带发
生了以军车撞死巴无辜平民事件，激起巴人极大愤
怒。次日，加沙的巴人民举行反以占领的起义，起
义斗争迅速发展到约旦河西岸，巴人到处举行抗议
示威游行和罢工罢市，他们不畏强暴，前赴后继，
同仇敌忾，英勇反抗以军占领和残酷镇压，用石头
对付以军的枪弹，所以这场起义被人们称为“石头
革命”或“石头起义”
。以当局对被占领土巴人的起
义斗争进行了血腥镇压，造成数百名巴人死亡，２ 万
多人受伤，１ 万多人遭逮捕、监禁。
阿拉法特极为重视被占领土巴人的这场起义，
他领导的巴解参与了这场起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
被占领土各地成立了各级人民委员会，各行各业、
各年龄层次和各阶层的巴人都参加了起义，青年一
代成为这场斗争的主力军。起义持续时间之长、波
及范围之广、斗争规模之大、产生影响之深，都是
巴人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巴人用流血牺牲的巨大
代价进一步唤起了国际社会对巴问题的关注，赢得
了世界人民对巴事业的普遍同情和支持，推动了中
东和平进程；同时也在政治、经济等方面沉重打击
了以色列当局对被占领土的统治，进一步提高了巴
解的地位。
被占领土巴人的这场起义震动了中东和世界。
１９８８ 年 ６ 月，阿拉伯国家特别首脑会议在阿尔及尔
召开，阿拉法特与会，会议做出了（下接第 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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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干涉他国内政，甚至不惜使用军事手段，使整个

间的信任问题，也没能改变各国把自身利益置于地

地区处于不稳定的动荡局面，如厄立特里亚脱离埃

区整体战略利益之上的传统观念，各国所面对的历

塞俄比亚的独立战争、苏丹内战、卢旺达与布隆迪

史遗留问题、各国的政治敏感性与发展所遇到的现

两国间的部族战争、民主刚果的内战、埃塞俄比亚

时挑战，将继续限制与阻碍未来的全面合作。因此，

同厄立特里亚的边界战争、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为水

对流域各国的合作还有待深入研究，若能将地区整

资源而引起的长期紧张关系、埃及与苏丹为分配尼

体利益与本国利益结合起来考虑，合作的曙光才能

罗河水的份额而引发的时断时续的分歧与紧张关

上升为普照整个地区的艳阳。

系等。

———————
注 释：
［１］〖埃及〗阿卜杜·沃哈卜：“尼罗河流域国家的倡议”
——地区的新曙光，载《国际政治》２００２ 年第 １４９ 期 １２６～
１３１ 页，埃及开罗金字塔商业出版社。
［２］〖埃及〗穆罕默德·奥塔·穆罕默德：《尼罗河》，埃
及图书总机构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
［３］游航：《中东之水，其贵如血》，载《阿拉伯世界》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４］孔令涛：《世纪忧患——阿拉伯国家的水资源问题》，
载《阿拉伯世界》１９９９ 年第 ２ 期。

总的看，尽管世纪之交，尼罗河流域各国在尼
罗河的治理、水资源开发与利用等诸多方面的合作
上都表现出了积极性、主动性，初露曙光，但不可
忽视的是历史与英国殖民主义遗留的诸多问题和
分歧仍构成了对各国的合作的挑战。此外，还必须
看到，由于尼罗河流域各国大都贫穷落后，科学技
术不发达，在全面合作尤其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尚不
可能有大的进展，尽管已出现全面合作的良好开
头，但还并未完全消除流域的紧张关系与解决相互

★═★═★═★═★═★═★═★═★═★═★═★═★═★═★═★═★═★═★═★═★═★═★═★
（上接第 ２２ 页）有利于建立巴勒斯坦国的决议。同
年 ７ 月底、８ 月初，约旦侯赛因国王在约巴关系尤其
是约旦与约旦河西岸关系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重大
措施。７ 月 ２８ 日，约内阁宣布取消一项投资为 １３ 亿
美元的约旦河西岸社会和经济 １９８６～１９９０ 年五年发
展计划；７ 月 ３０ 日，侯赛因国王签署一项法令，解
散半数为约旦河西岸巴人的众议院；７ 月 ３１ 日，侯
赛因国王宣布，约旦断绝与约旦河西岸的法律行政
关系；８ 月 ４ 日，约旦内阁会议决定，从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１６ 日开始，让约旦河西岸各民政机构工作的 ２．１２
万名约旦雇员退休或离职；８ 月 ６ 日，约旦内阁根据
侯赛因国王的命令进行改组，撤消被占领土事务部，
改为外交部下属的巴勒斯坦事务司。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 ２３ 日，阿拉法特签署了关于巴解接
管约旦河西岸的初步措施文件，它包括在被占领土
现行的法律、规定和决定将延续到巴勒斯坦立法机
构对其进行修改或宣布无效时为止；受雇于约旦政
府在约旦河西岸工作的 ２ 万名巴人应继续留在他们
的工作岗位，巴解将根据劳工法对受约旦决定影响
的雇员和工人完全承担责任。
在巴人斗争出现较好形势的背景下，阿拉法特
抓住有利时机，决定建立巴勒斯坦国。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
巴全国委员会第 １９ 次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尔举行，来
12

自巴解 ７ 个派别的 ４４８ 名代表、３２ 名被以色列当局
从被占领土驱逐的巴活动家及 ７０ 名巴解驻世界各国
办事处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
宣告巴勒斯坦国成立，首都定在耶路撒冷。会议确
认巴接受 １９４７年 １１月 ２９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 １８１
号决议与安理会的第 ２４２ 号和第 ３３８ 号决议；确认
通过和平途径解决地区和国际冲突；谴责对别国使
用武力威胁，摒弃和反对恐怖活动……会议还要求
以色列撤回到 １９６７ 年的边界以内，把东耶路撒冷归
还巴国；要求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将约旦河西岸和
加沙地带置于联合国监督之下；重申巴国与约旦结
成联邦。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２ 日，阿拉法特当选为巴勒斯
坦国的第一任总统。
巴勒斯坦事业的发展是复杂曲折的，受到多种
因素的影响。自 １９８９ 年底以来，苏联、东欧剧变，
对中东形势产生冲击；大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美
国中断与巴解对话；以色列组成右翼内阁，政治解
决中东问题的努力受挫，巴问题自然受到重大影响。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海湾危机爆发，接着又爆发海湾战争，
阿拉伯国家出现严重分歧，国际社会对中东问题和
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视程度也大为减少，中东和谈被
置于次要地位。在这一时期内，阿拉法特及巴解把
主要精力投入研究和处理与海湾危机及海湾战争有
关的问题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