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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阿拉法特（下）
时 延 春
１９９１年初，海湾战争结束后，阿拉伯国家和国
际社会纷纷呼吁尽早开始中东和谈，公正解决阿以
和巴以问题，以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与稳定。美国为
巩固其在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和维护其在中东的主
导权和战略利益，积极扮演阿以冲突调解者的角
色，中东和谈再次趋向活跃。经中东地区有关方面
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东和会第一阶段会议于
１９９１年 １０月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召开，相关方面
出席了这次会议。以色列、约旦、巴勒斯坦、黎巴
嫩、叙利亚、埃及和欧共体的代表先后发了言。因
阿以冲突有关方面在诸如 土地换和平 等实质性
问题上立场对立，会议未能取得明显成果。但从历
史发展角度看，阿以冲突各方终于第一次坐到一
起，这意味着中东和谈出现了新转机。
１９９１年 １２月 １０日，第二阶段中东和谈首轮谈
判在华盛顿举行，到 １９
９３年 ７月 １日，共进行 １
０
轮，谈判虽取得某些成果，但未能获得突破性进展。
１９９３年 ８月 １３日，第 １
１轮中东和谈在华盛顿
举行。会谈前，新闻媒体突然报道了一则令世界震
惊的消息：在挪威的斡旋下，巴以已连续数月在奥
斯陆进行了 １４次秘密谈判，双方已就实现初步和
平取得实质性重大突破，并在加沙和杰里科首先实
现自治等问题上达成原则协议。
１９９３年 ９月 ９日，阿拉法特总统和拉宾总理互
相致函，宣布相互承认。巴解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以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代表。在美国的安排
下，阿拉法特总统与拉宾总理于是年 ９月 １３日在
美国白宫南草坪正式签署了巴以协议
临时自
治安排原则宣言 。这份巴以协议还包括四个附件，
即关于 选举方式、条件的议定书 ， 以色列军
队撤出加沙地带和杰里科地区的议定书 ， 巴以
经济合作发展计划议定书 和 巴以关于地区发展
合作议定书 ，以及一份 关于临时自治安排原则
宣言的谅解备忘录 。
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巴以协议的签署是全面、
公正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重要步骤，标志着中东和

平进程有了历史性突破。为贯彻这一协议，阿拉法
特总统和拉宾总理在开罗举行了首次正式会谈，决
定成立 ４个巴以委员会，具体实施该协议的各项条
款。针对实施协议遇到的困难，阿拉法特与拉宾于
１９９３年 １２月 １２日再次在开罗举行峰会，但未能就
自治区范围、撤军具体安排、边界安全保障、释放
被关押的巴人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原定于 １２月
１３日开始实施该协议的方案搁浅，实施日期只好推
迟。
１９９４年 １月 １
０日，负责以撤军安排的巴以安
全委员会恢复会谈，但未能达成协议。同年 １月底，
阿拉法特总统与以外长佩雷斯举行了多轮会谈，在
若干重大问题上取得进展。２月 ９日，阿拉法特与
佩雷斯在开罗草签了 关于巴以实施加沙、杰里科
自治原则宣言 的协议，亦称 巴以开罗协议 。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外长穆萨和挪威政府两名代表
出席了签字仪式，并对这项协议给予高度评价。美
国总统克林顿也称这项协议是和平道路上的又一
重要里程碑。
１９９４年 ５月 ４日，阿拉法特总统与拉宾总理在
开罗正式签署了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
言的最后协议。这是一项实质性协议，是中东和谈
和巴以关系中的一份重要历史性文件。
随着这项协议的实施，巴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备
返回加沙的工作。１９９
４年 ５月 １
２日，阿拉法特组
成巴自治领导机构。５月中旬，第一批巴警察经埃
及进入加沙，同年 ７月 １２日，阿拉法特也经埃到
达加沙。对阿拉法特和巴人来说，这是庄严的时刻，
是令人难忘的时刻。此时的阿拉法特情绪异常激
动，思绪万千，热泪盈眶，亲吻着巴勒斯坦的大地，
拥抱着巴勒斯坦的亲人。这是生他养他的祖国，是
他日夜思念的故乡，是他为之奋斗的家园，是他为
之献身的热土。在他离别 ２７年之后，终于又回到
自己的国土。他感到作为巴勒斯坦人民代表的尊
严，也深知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接着，阿拉法特
主持了巴自治政府成员的就职仪式，开始了新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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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
２０００年 ５月底，我走访加沙写下了《访加沙有
感》：
烟波浩淼罩海滩，
造访加沙忆迦南；
满目凄凉难民营，
绿树丛掩定居点。
自古兵家必争地，
民无宁日多事端；
我劝天公扫阴霾，
普降和平众欢颜。
１９９４年 ７月，阿拉法特总统与以总理拉宾及外
长佩雷斯前往法国巴黎，共同接受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颁发的 博瓦尼和平奖 ，这是国际社会表彰他
们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所做贡献而给予他们的荣
誉。他们在巴黎举行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宣布，巴
以定于 ７月 １
１日开始就实施华盛顿原则声明中规
定的和平进程第二阶段撤军问题进行谈判。在谈判
进程中，双方于 ８月 ２
９日正式签署了关于在约旦
河西岸扩大巴勒斯坦自治范围的协议。９月 １３日，
阿拉法特与佩雷斯应挪威政府邀请前往奥斯陆参
加庆祝巴以和平协议签署一周年活动，并签署了奥
斯陆宣言。尽管巴以双方在会谈中取得了一些进
展，但第二阶段谈判在实质性问题上困难重重。从
１９９４年中至年底，巴以共进行了 ９轮谈判，均未取
得实质性进展。
巴以谈判虽一波三折、道路曲折，但双方领导
人已有了沿着和谈道路走下去的决心。１９
９５年 ９月
２８日，阿拉法特与拉宾在华盛顿正式签署将巴勒斯
坦自治范围扩大到约旦河西岸的巴以第二阶段自
治协议。该协议规定，以军撤出占约旦河西岸面积
１／３的巴城市和村镇，将西岸 ６座城市的教育、社
会福利、旅游、卫生和税收等 ２０余项民事管理权
移交巴方；巴应删除其宪章中关于消灭以色列的条
款。１９９６年 １月 ２０日，巴自治区举行首次大选，
阿拉法特当选为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并选出了由
８８人组成的巴勒斯坦委员会。
正当阿拉法特与拉宾继续推动中东和谈深入
发展时，拉宾于 １９９５年 １１月遇刺身亡，以于 １９９
６
年 ５月 ２９日提前大选，利库德集团右翼人士内塔
尼亚胡当选为总理。以新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持强
硬态度，强行关闭巴在耶路撒冷的办事处，开通耶

路撒冷附近的阿克萨清真寺地下通道，加紧扩建犹
太人定居点，导致巴以间不断发生流血冲突。内塔
尼亚胡政府将拉宾政府奉行的 土地换和平 原则
改为 安全换和平 ，提出不同意建立巴勒斯坦国、
不谈判耶路撒冷地位、不归还戈兰高地的 三不
政策，致使巴以和谈长期陷入僵局。
以政府对中东和平进程采取的强硬立场遭到
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导致巴以间暴力事件连续不
断。美出于其内政外交的需要，为维护其在中东和
谈中的主导权，加大了介入巴以和谈的力度。在克
林顿总统的斡旋下，阿拉法特与内塔尼亚胡于 １９９
８
年 １０月同赴美国，在马里兰州怀伊种植园就第二
阶段撤军问题进行会谈。由于双方各执己见，讨价
还价激烈，整个谈判险象环生，几乎陷入破裂边缘。
克林顿最大限度地加大干预谈判的力度，他本人前
后 ６次乘直升机前往谈判现场，
对巴以双方施展诱、
压并举手段，在 ９天中花了多达 ８５小时，亲自坐
镇掌握，直接介入谈判。１０月 ２
３日，阿拉法特和
内塔尼亚胡代表巴以签署了第二阶段撤军协议，即
怀伊协议 。当阿拉法特回到加沙时，迎接他的
既有欢呼，也有诅咒，即鲜花和毒刺。他清楚地知
道，如果此项协议得以实施，巴在约旦河西岸的控
制区可扩大到 ４０％，这将为下一步建国创造有利条
件。同时，他也意识到，这一成果得来确实不易，
执行这项协议更加困难，有关第三阶段撤军问题的
谈判可谓难上加难。后由于内塔尼亚胡政府采取强
硬立场， 怀伊协议 未能得到实施。
１９９９年 ５月以大选，工党领袖巴拉克获胜，取
代内塔尼亚胡出任以总理。巴拉克上台后，表示愿
努力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但巴以之间在如何重新确
定《怀伊协议》的细节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各持
己见。在美国和埃及等有关方面的斡旋和推动下，
巴以双方经过艰苦谈判，于 １９９９年 ９月 ５日在埃
及的沙姆沙伊赫签署了执行 怀伊协议 的备忘录
沙姆沙伊赫备忘录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 ８日，
巴以关于巴最终地位谈判在拉马拉举行。谈判要解
决的问题是巴以争端中最核心的问题，即耶路撒冷
地位、巴以边界、巴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安
全安排、水资源等问题，因此，最终地位的谈判是
艰难而曲折的。
正当人们期待中东和平进程获得突破性进展、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以和平方式结束、巴人实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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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愿望的时候，中东局势发生巨变，巴以冲突愈演
愈烈。巴人在血泪中迎来 ２１世纪，而阿拉法特这
只满天飞的 不死鸟 变成了被囚一隅的笼中鸟。
巴问题与阿拉法特的命运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
点。
２０００年 ９月 ２
８日，以色列右翼政党利库德领
导人沙龙强行闯入耶路撒冷老城伊斯兰圣地阿克
萨清真寺，亵渎了巴人及广大伊斯兰国家人民的感
情，激发了巴以冲突。这场冲突不断发展，席卷整
个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曾一度扩大到以黎边
界。从 ９月 ２
９日开始，叙利亚全国各地连续爆发
反以示威游行。由于叙以处于敌对状态，以在大马
士革没有大使馆及其他代表机构，加之美国采取偏
袒以的立场，示威者涌向美驻叙大使馆，高呼打倒
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有的还向美使馆扔石头，甚
至有人爬上墙头撕下美国使馆的国旗踩在脚下。中
国驻叙大使馆与美使馆相邻，我目睹了这些场面。
为保护美国使馆的安全，叙安全部门迅速采取措
施，派大量警察和防暴人员保护美大使馆及大使官
邸。我对美驻叙大使开玩笑说： 你是受到特殊保
护的人 。他听后笑不作答。
巴以流血冲突不断升级，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和
不安，国际外交斡旋活动频繁进行，积极寻求解决
办法。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 ７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
谴责沙龙的挑衅行为和以军在平息冲突中使用重
武器滥杀无辜。阿拉伯国家强烈谴责以镇压巴人的
暴行，表示支持巴人的斗争。１０月 １６
～１７日，美、
巴、以、埃、约领导人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埃及
沙姆沙伊赫举行关于中东问题的多边首脑会议，讨
论巴以如何实现立即停火，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问
题。但这些举措未能缓和巴以冲突，事态继续恶化。
巴拉克与阿拉法特互相指责、攻击。在这种情况下，
巴拉克难于控制以局势，便于 ２
０００年 １
２月 ９日出
人意料地宣布辞去总理职务，提前大选。阿拉法特
认为巴拉克属于 非鹰非鸽 派，他虽不断指责巴
拉克，但在巴拉克和沙龙之间进行选择，阿拉法特
还是选择了巴拉克，希望他能连任。
但事与愿违，在 ２００１年 ２月 ６日以大选中，
沙龙当选为以总理。沙龙 １９２８年生于特拉维夫附
近的原叫阿里埃勒沙因内曼的村子，由于他喜爱自
己的出生地沙龙地区，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沙龙。
１９４７年，他弃农从军，开始了戎马生涯，在历次中

东战争中屡建军功，以人称他为 常胜将军 。由
于他对阿拉伯人采取铁血政策，尤其在 １９８２年黎
巴嫩战争中，下令血洗了巴两个难民营，使 １００
０
多名难民遭袭，死伤惨重，因此，阿拉伯人称他为
刽子手 。
沙龙上台后，对中东和平进程采取强硬立场，
对巴人加大镇压力度。小布什入主白宫后，采取进
一步偏袒以色列的政策。９ １
１后，沙龙以反恐为
由不断向阿拉法特施压，逼他就范，阿拉法特的处
境越来越艰难。一方面，他忍辱负重向以做出让步，
引起巴内部激进派不满；另一方面，他坚持建国，
坚持耶路撒冷为巴首都，坚持他奋斗终生的事业，
又招致以的愤怒。巴以流血冲突不断升级，阿拉法
特难有作为，沙龙进而指责他为恐怖主义分子，美
国也扬言要他下台，巴人呼吁他挺直腰杆继续奋
斗。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巴事业和阿拉法特的生
命安全、政治前途受到严重威胁。但这位遭遇过九
死一生的老战士仍表示，不管他的命运如何，只要
活一天，就要为巴事业奋斗一天，这一信念不会动
摇。
阿拉法特的战友们说，他的一生闪烁着荣耀，
但也充满风险，他享有的巨大荣耀是他遭遇的无数
次风险换取的。的确，阿拉法特是位传奇人物，一
生中多次遇险，都化险为夷，有消息说，阿拉法特
遭遇的未遂谋杀次数几乎与他的年龄相等。他曾对
友人说： 我死去的可能性很大，也许就在今晚或
明天。 我听到和读到很多有关阿拉法特的历险经
历，其中几则事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长期以来，以色列情报局把阿拉法特列作为头
号捕获对象，煞费苦心，使尽一切伎俩，但一无所
获。以情报局人员曾咬牙切齿地说，如果抓住他，
先将他装进铁笼，用直升机吊着从巴人头顶飞过，
让所有的巴勒斯坦人丢尽脸面后，才把他处死。为
此，以情报局收买了阿拉法特身边的一位人员，让
他把一个无线电发射器安装在阿拉法特乘坐的汽
车里，以便为以战斗机准确导航，达到炸死阿拉法
特的目的。然而令以情报局感到不解的是，他们的
那个无线电发射器从没发回过任何信号和情报。后
来才知，他们的这阴谋一开始就被阿拉法特识破，
无线电发射器也被他发现，他颇为风趣地说： 不
要忘记，我是位工程师。我一发现以色列飞机在跟
踪我，就知道原因所在了。 他说着，就把无线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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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器扔到车外。
１９７０年，巴解与伊拉克关系恶化，有人欲暗杀
阿拉法特。那时，阿拉法特常在约旦的总部办公，
一天，他正在会议室主持会议，工作人员为他送来
上面写着 阿拉法特兄弟亲启 的一包文件。他一
边发言一边揣摩这包文件，突然，他对警卫说： 我
闻出这包文件味道不对劲儿，快把它拿走！ 不出
阿拉法特所料，当巴解特工以 适当方式 打开这
包文件时，顿时一股黑烟伴随着巨响冲天而起。
１９７３年，阿拉法特多次遇险。一次，一名武装
分子在巴解驻贝鲁特办事处向阿拉法特开枪射击，
子弹从他身旁飞过，他却安然无恙。又一次，一支
以色列突击队化装成阿拉法特反以组织成员潜入
贝鲁特市中心，想从肉体上最终消灭阿拉法特。深
夜，以突击队向阿拉法特所在的巴解总部发动突然
袭击，子弹打伤了巴解发言人卡迈尔，机智勇敢的
阿拉法特镇定自若，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穿过枪林
弹雨，最后，出人意料地躲入亲以派控制区，等事
态平静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巴解总部。
收买巴人暗杀阿拉法特是敌对势力惯用伎俩。
一次，一巴人被收买向阿拉法特食物中下毒，阴谋
败露，凶手被处决，阿拉法特却为此哭泣，保证要
对死者的家属给予照顾。又一次，以情报局收买了
曾在阿拉法特办公室工作过 ４年的阿布 赛义德，
他暗中在阿拉法特的饭里下了毒，阿拉法特对此毫
无觉察，便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当他吞下第一口饭
时，阿布 赛义德突然良心发现，如实地向阿拉法
特报告了这一阴谋。
１９８２年，以军包围贝鲁特，沙龙任指挥，在贝
鲁特设置了一个由 ７０人组成的特务网，其中 ４０人
为专门暗杀阿拉法特成员。沙龙曾 １３次指挥战机
轰炸阿拉法特办公室和住宅，并采用了能采取的一
切手段，要将阿拉法特置于死地。但阿拉法特凭着
智慧和勇敢，一次次地死里逃生。
长期以来，叙利亚与巴解存在严重分歧，叙情
报机构曾欲加害阿拉法特。１９８
３年 ６月下旬，叙官
员约阿拉法特到大马士革会晤，阿拉法特心存疑
虑，担心发生意外，是否应邀赴约，迟迟不做答复。
从中牵线的一位苏联官员一再对他做工作，表示不
会发生危险，阿拉法特才决定赴约。按他通常的做
法，会晤结束后便立即返回特里波利，但这次他一
反常态，本人留在大马士革，却派出一个车队掩护

一辆防弹奔驰车于当晚离开大马士革，按原路线返
回特里波利。叙情报部门按预定计划行事，在半路
设下埋伏，当巴解车队进入伏击圈，埋伏的突击队
员发起突袭，车队被炸毁，１３名巴解战士全部丧生。
巴解总部迁到突尼斯后，其设在突尼斯城南部
的巴解总部占地 ７００多平方米，有两栋楼房和几座
别墅，周围是学校和民房，又在突尼斯城另设一办
事处。按惯例，阿拉法特出访归来一般都在总部办
公、住宿，并在第二天上午召集领导人开会。以情
报机构了解此情后，向突尼斯派出一批间谍，主要
任务是解决阿拉法特和巴解其他领导人。据以情报
人员提供的情报，阿拉法特定于 １９８５年 ９月 ３０日
晚从摩洛哥飞返突尼斯，于 １０月 １日上午召集巴
解领导人开会。以最高当局决定空袭巴解总部。１
０
月 １日拂晓，以派出 ８架 Ｆ—１５战机、两架波音 ７０
７
加油机、两架 Ｋ
Ｃ—１３０Ｈ加油机、两架波音 ７０７电子
干扰机，４
０分钟后，又派出 ８架 Ｆ—１６ 战隼 式
战机。１０时 ５分，以战机对巴解总部进行突袭，抛
下 ４５０公斤炸弹、８枚 幼畜 式空对地导弹及激
光制导 灵巧 导弹。空袭命中率极高，炸毁巴解
总部 ５座建筑物，炸死炸伤 ２６
０多名巴人和突尼斯
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巴解总部人员，但阿拉法特安
然无恙。
阿拉法特逃过此劫，既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
幸运。原来，阿拉法特于 ９月 ３
０日晚飞抵突尼斯
后并没直接回巴解总部，他先到巴解驻突办事处处
理工作，一直忙到深夜。当他准备上车赶回巴解总
部时，其助手又递给他一份特急件。他处理完此急
件后，已经很晚，便在办事处过夜。第二天上午 １
０
时许，他乘车前往巴解总部，在靠近总部的路上得
知以突袭的消息。当他赶到现场，看到总部已是一
片废墟，尸体遍地，不禁悲痛欲绝。
为逃避敌人的暗杀，阿拉法特经常化装，扮成
老人、牧人或妇女。１９７０年，约旦军队重创巴解在
约的游击队，严禁阿拉法特逃出约旦国境，正当阿
拉法特及其助手无计可施之时，恰巧科威特国防大
臣萨利姆飞抵约旦首都安曼，在约旦和巴解之间进
行调停。萨利姆见阿拉法特与他在高矮胖瘦上都差
不多，便脱下身上的长袍给阿拉法特穿上。阿拉法
特凭着这件长袍，乔装打扮，顺利地坐上约旦军方
为科国防大臣提供的装甲车赶赴安曼国际机场，离
开了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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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法特有支精明能干且十分忠心的警卫队，
警卫人员为他制定了极为严密的安全措施，配备了
十几辆不同型号的防弹车。阿拉法特的行踪飘忽不
定，从不将住所固定在一个地方，也不事先透露他
动身的时间和去向，甚至对夫人也保密。他的卫队
代号为 第 １
７部队 ，交谈时使用不同暗号。
有人问阿拉法特，他遇险百次而无一难，其奥
秘何在。阿拉法特笑而不语，巴解负责安全和反谍
报机构官员哈拉夫曾坦言相告： ６０％是靠阿拉法
特的鼻子，或者说，他对危险的警觉；３
０％是靠运
气；另外 １０％
可以记在我们情报机构的功劳簿上。
当阿拉法特兄弟乘坐汽车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
方时，就连我们这些和他最亲近的人也不知他何时
动身，走哪条路。
１９９２年，阿拉法特乘坐的飞机在利比亚遇险，
却又奇迹般地化险为夷。当时，我正任中国驻利使
馆的政务参赞。
那年 ４月 ７日傍晚，阿拉法特结束对苏丹的访
问，乘安东诺夫轻型飞机离苏丹经利比亚返回巴解
总部所在地突尼斯，其座机进入利比亚东南部时都
还与利保持着联系。利东南部是雷卜亚纳沙漠，当
天晚上，这片沙漠上空突然刮起一股数十年未遇的
强风暴，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阿拉法特的座机受
到这股风暴的猛烈冲击，死神在向机上人员挑战。
怎么办？继续飞行，随时都有机毁人亡的危险；选
择适当位置着陆，虽要冒很大危险，但还有生存的
希望。这千钧一发之时，机上全体人员都把目光投
向阿拉法特，等待他做出最后决定，这是一项生死
攸关的决定。阿拉法特久经沙场，他的一半时间是
在飞机上度过的，曾遇到过各种险情，也积累了丰
富经验，但遭遇如此强大的沙暴袭击，也是第一次。
他镇定自若，叫机组人员继续与利有关方面保持联
系的同时，果断决定，选择适当位置尽快着陆。在
沙漠中选择着陆点，是既易又难，易的是广袤沙漠
到处可降落，难的是飞机降落既要避免被沙暴掀起
的黄沙覆盖，又要比较容易地被救援者发现。最后，
阿拉法特决定飞机降落在一个沙丘上。在阿拉法特
的指挥下，经机上全体人员的奋力拼搏，飞机成功
地降落在利比亚萨腊西南约 ７０公里的沙漠中。
晚 ８时 ４５分，阿拉法特的座机从利比亚雷达
上消失，利领导人卡扎菲得悉这一消息后，十分焦
急，立即指示有关方面马上采取紧急措施，不惜一

切代价找到阿拉法特。鉴于利比亚东南沙漠广大，
沙暴仍未停息，利比亚在采取一切措施的同时，还
与国际红十字会、国际气象组织、人造卫星机构、
国际民航组织及其他有关国家进行联系，要求它们
帮助营救阿拉法特。利出动了数十架侦察机、直升
机、急救机、战略和轻型运输机，派出大批车辆和
数千名军人，在当地警察、治安人员和群众的配合
下，形成搜索网，仔细寻找。经过 １２小时的努力，
利营救人员终于找到了阿拉法特的飞机。阿拉法特
的座机上共 １７人，机组人员做出了最大努力，保
证了阿拉法特的安全，但飞机已断为三截，还有 ３
名人员死亡，５人受伤。
阿拉法特脱险后，被送往一家医院治疗，经检
查，他的健康状况良好，无内伤，只是右眼上方受
了点轻伤。卡扎菲偕其子女前往医院慰问。阿拉法
特对卡扎菲一连说了 ６个谢谢后说，他在 ４月 ７日
夜里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到耶路撒冷祈祷。并表示，
相信他与卡扎菲将有机会一道去耶路撒冷祈祷。此
事过后，不论是阿拉法特的友人还是敌人，都一致
称他为 巴勒斯坦的不死鸟 。
该年 ４月 １０日，阿拉法特康复后离利回到突
尼斯，接着又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在阿
拉法特的记事本上，从来没有专门用作休息和娱乐
的时间，一年 ３６
５天，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一般都在
１８小时左右，睡眠一般不超过 ５小时，甚至这 ５小
时也要分作两段，前段是清晨 ４时到 ７时，后段是
下午 ４时到 ６时。他处事果断、知识渊博、记忆力
强、不吸烟、不喝酒，惟一的嗜好是喝茶时放上一
匙蜂蜜，算是最好的享受。
阿拉法特是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的婚姻也带
有传奇色彩，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他在科威
特工作期间，有过令他终生难忘也为世人广为流传
的爱情佳话。当时风华正茂的阿拉法特对革命事业
有强烈的热情，对爱情婚姻也有美好的向往，他在
盛产石油的科威特工作当建筑工程师，完全能积聚
钱财，成为富翁，成家立业，享受天伦之乐。当时，
他的好友多次为他搭桥，都被他谢绝。据他战友说，
阿拉法特曾有过恋人，但为了巴勒斯坦事业，只好
忍痛割爱，曾一度做出终生不娶的决定。若干年后，
他在回忆这件往事时痛苦地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
是个凡人，何尝不想妻室儿女，但我知道，无数的
艰难困苦等着我，我不忍心让一名妇女承受这些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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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困苦。因此，我决定终生不娶。我认为，我应该
为我的人民，为所有的孩子做出牺牲！ 这是一个
铁骨铮铮英雄汉的由衷之言。１
９８５年，阿拉法特的
大姐英阿姆对我提及这件事时，颇有感慨地说： 他
为了巴人做出了最大牺牲，虽没有自己的儿女，但
所有巴勒斯坦孩子都是他的儿女。
阿拉法特在青年时代曾立下终生不娶的决心，
但随着情况的变化，他的爱情观也发生了变化。他
在贝鲁特巴解总部工作时遇到过他所喜欢的女人
娜达 亚鲁斯，她皮肤白皙，一头棕色头发，身材
娇小但充满活力。娜达天资聪颖，勤奋好学，以第
一名的优秀成绩毕业于贝鲁特美国大学。她热爱自
己的祖国，决心为巴勒斯坦事业奋斗。她加入了巴
解，是该组织中一位活跃人物。她嫁给了法塔赫的
一位领导人，夫妻志同道合，常住黎巴嫩，与黎当
局及各派都保持着良好关系。不幸的是，她丈夫在
一次意外事故中丧生。１９７１年，阿拉法特在贝鲁特
第一次见到时年 ３０岁、丧偶的娜达时，对她留有
深刻印象。他俩后来交往甚密，渐生感情。１９７５年，
黎国内爆发大规模内战，穆斯林与巴解为一方，基
督徒为另一方，展开激战。由于娜达与交战双方都
有良好关系，便成为沟通交战双方的桥梁。一天夜
里，她从总统府返回住所时，突遭暗杀身亡。当阿
拉法特听到噩耗时痛哭失声，悲恸欲绝。后来，当
有人问及这段恋情时，阿拉法特坦诚地说，确有此
事，当时他已向娜达求婚，娜达也已同意。不幸的
是，这段恋情以悲剧告终，此后，阿拉法特再次把
婚姻问题置于脑后。
千里姻缘一线牵 这句俗语很适合阿拉法
特。１９８９年，阿拉法特访法时，偶遇苗条漂亮的金
发女郎苏哈 塔维尔，对她产生好感，便问及她的
家庭、身世、学历等情况。得知苏哈是巴勒斯坦人，
祖父是农场主，在海法以北拥有一座城堡和大片庄
园，其父是银行家，有三个姐妹及一个兄弟，分别
在巴黎、罗马和华盛顿受过教育，她本人在巴黎大
学读过外国文学。苏哈一家都信奉基督教，本人热
爱巴勒斯坦事业。阿拉法特在征得苏哈同意后，把
她带到自己身边任秘书和参事工作。他俩在频繁的
交往中产生了爱情，于 １９９１年 １０月在突尼斯按伊
斯兰教方式举行了婚礼，并在伊玛目面前交换了结
婚戒指。婚礼办得非常简朴，阿拉法特穿着他平时
穿的那身军装，头戴方格头巾。苏哈也穿着平时的

衣服，只在外面套上了一条浅色裙子。
婚后，他俩对婚姻严格保密，生活俭朴，但很
幸福。苏哈说，我们没有固定住所、家具，全部家
当只需一辆小汽车的后备箱就可装下，一切都是临
时凑合。出于安全考虑，一有风吹草动，马上转移。
婚前，阿拉法特浪迹天涯的漂泊生活已过了 ４０多
年，婚后，苏哈逐渐适应了这种生活。苏哈说，他
们对人生的价值看得要比物质财富更重要。
阿拉法特与苏哈团聚的时间极为有限，一旦相
聚，有说有笑也有爱。他俩年龄虽差 ３３岁，但感
情甚笃，喜欢一起欣赏古典音乐，看电视，互荐名
著，交换对问题的看法。当人们问苏哈为什么要嫁
给阿拉法特时，她回答说： 我是百分之百心悦诚
服地嫁给他的。我对他的感觉大概同二战期间法国
人对戴高乐的感觉差不多，他是独立和统一的象
征，他靠憨直与真诚打动了我。 当记者问阿拉法
特为什么改变初衷决定结婚时，他当着苏哈的面
说： 因为我终于找到了能接受我的女人，而这样
的女人在世界上只有一个。 苏哈喜欢称阿拉法特
为老头子，有时叫他阿布 阿马尔或主席。她这样
评价阿拉法特： 在形势最恶劣的紧张关头，他从
没沮丧、气馁过。他是难以征服的，因为他属狮子
星座。 １９９
５年 ７月 ２
３日，苏哈生育一女，取名
扎哈娃，与阿拉法特母亲同名。据苏哈说，这是阿
拉法特为纪念其早逝的母亲而给女儿取的名字。苏
哈非常爱女儿，祝愿她能度过美好的童年，有理想
的前途，不希望她将来从政。她解释说，政治生活
太困难、太艰苦了。
婚后的阿拉法特并未改变原来的生活、工作方
式，仍然夜以继日地工作，常到深夜甚至天亮。有
时，阿拉法特的岳母塔维尔夫人出面要求阿拉法特
多关心一下家庭生活，对他说： 现在已是深夜了，
你的妻子和女儿还在等着你哪！ 阿拉法特听后两
手一摊，对岳母直言说： 你看，我还有这么多事
要处理，怎么离得开！ 他不顾岳母的劝告，继续
工作。１９９９年 ８月 ４日，阿拉法特在加沙庆祝了他
的 ７０大寿，但其夫人和女儿都未能出席庆祝活动，
引起一些流言蜚语，一些媒体刊登消息说，阿拉法
特与苏哈的婚姻出现危机，甚至苏哈的母亲塔维尔
夫人也在谈论这事。正当外界盛传阿拉法特夫妇可
能发生婚变时，苏哈回到加沙。她说，她担任巴勒
斯坦最高妇幼委员会主席，一直在为这一事业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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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为争取外援和募捐奔走，她是在执行阿拉法

１０月，阿拉法特以巴勒斯坦国总统身份访华，邓小

特的指示。她批驳了有关她与阿拉法特婚变的谣

平再次会见了他。邓小平高度评价中巴人民之间的

传，再三强调她与阿拉法特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

友谊说，我们的关系是几十年如一日，是互相信任、

夫妻生活是美好的。她对《巴黎竞赛画报》说，她

互相支持的典范。我们的关系不是一般关系。邓小

和阿拉法特都不是那种把爱情挂在脸上的人，他俩

平强调说： 你们争取国家主权、民族独立的斗争

相爱，但不外露。她对媒体说，阿拉法特是世界上

将近 ４０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时间相当，应

最幸福的丈夫。对她母亲的言行，苏哈直言不讳地

该说我们是 ４
０年如一日的友谊，再过 ４０年，我们

说，以色列情报部门企图在巴勒斯坦队伍内部制造

就是 ８０年如一日的友谊，我们的友谊万古长青。

事端，破坏巴勒斯坦事业，而她的母亲中了圈套。

此后，阿拉法特又多次访华，与江泽民主席等中国

苏哈为维护阿拉法特和她俩的爱情、巴勒斯坦事

领导人进行了会见、会谈，为增进中巴友好合作关

业，毅然做出决定，宣布与自己的母亲断绝关系。

系做出了新贡献。

她说，为了巴勒斯坦的神圣事业，全体巴勒斯坦人

１９９７年 ９月，我出任中国驻也门大使，与巴勒

必须维护自己的民族属性与巴民族团结。她还强调

斯坦驻也门大使叶海亚经常交流、晤谈，每逢我们

指出，阿拉法特温柔而富有感情，是有魅力的男性，

聚会时，他总是热情地向我介绍一些有关巴事业的

具有难能可贵的谦恭品格；她爱阿拉法特，不是把

最新发展情况和一些阿拉法特及其亲属的有关情

阿拉法特作为象征去看他，而是爱他这个人；她是

况。叶海亚大使告诉我，阿布 阿马尔兄弟尽管公

阿拉法特的妻子，一直在向阿拉法特学习。随着历

务繁忙，年事已高，但身体仍然健壮，精力非常充

史的发展，她已成为和平的战士，继续当革命者，

沛，可谓老当益壮。阿拉法特的夫人苏哈是位高尚

为重建家园这一惟一目标而奋斗。

的女士，是贤妻良母，也是阿拉法特的贤内助，从

阿拉法特是中国人民长期熟悉的老朋友，曾十

不利用自己的身份干扰阿拉法特的使命。她有自己

多次正式访华，会见过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

的一块天地，在为巴勒斯坦事业奋斗。阿拉法特的

江泽民等中国最高领导人。这些访问和会见加深了

女儿扎哈娃聪明活泼，在父母尤其是在苏哈的培育

巴中人民间的友谊，有助于中国人民对巴勒斯坦人

下茁壮成长。

民正义斗争的了解和支持。他对中国在中东问题和

１９９９年 １１月，我出任中国驻叙利亚大使，多

巴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给予高度评价，热情赞扬和衷

次见到巴解驻叙利亚代表马哈茂德 哈利德，他是

心感谢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巴人争取恢

阿拉法特的老战友，向我介绍了阿拉法特的有关情

复合法权利的斗争。在 １９
６４年巴解成立时，阿拉

况。听完叶海亚大使和哈利德代表的介绍，我向他

法特首次访问中国。１９
６５年 ５月，巴解在北京设立

们表示诚挚的谢意，衷心祝愿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

了享有外交机构待遇的办事处。
１９８８年 １１月 １５日，

斗争取得胜利，祝愿中国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友好关

巴勒斯坦国宣告成立，中国政府立即予以承认。同

系进一步发展，并请他们转达我对阿拉法特等老朋

年 １１月 ２０日，两国建交。中巴建交后，两国关系

友们的问候和祝愿。

进一步发展，两国领导人不断接触，信件来往频繁，

２０００年 ４月 １５～１６日，应阿拉法特总统邀请，

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中巴友好关系，中国向巴

国家主席江泽民对巴勒斯坦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

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援助。

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巴勒斯坦，江主席与阿拉法特

１９８４年 ５月，阿拉法特第 ４次访华。５月 ７日，

总统举行了会谈。同年 ８月，阿拉法特访华。２００
１

时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亲切会见

年，阿拉法特再次访华，这是他对中国进行的第 １
４

了他，我担任翻译。邓小平对阿拉法特说，你们为

次访问，江泽民主席称他为巴勒斯坦人民正义斗争

了自己的正义事业已经奋斗了几十年，看来任何正

的一面旗帜。２０
０３年 ９月，中国多次表示，反对以

义的事业都要经过艰难困苦，中国永远支持巴勒斯

色列驱逐阿拉法特。

坦人民的正义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１９８９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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