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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埃及革命成功以来， 军方一直是埃及
权力的主角， 包括纳赛尔、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在
内的历任总统都有浓厚的军方背景， 军方在埃及
已形成特殊阶层， 军方参与的经济活动已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25%， 在埃及政局中占有重要地位。

2011年2月，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被迫辞职
后， 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接管了国家权力， 解散
议会并中止宪法。 埃及由此进入军方掌管的过
渡期。

在军方执掌的过渡期内， 埃及先后完成宪
法修正案公投、 议会选举和总统选举， 并根据
过渡计划于2012年6月30日向民选总统穆尔西
移交权力， 完成权力交接。

尽管穆尔西上台打破了埃及自1952年以来
均由军方人士担任总统的传统， 但长期以来军
方渗透在司法、 行政等各个领域的影响力依然
根深蒂固。

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穆尔西上台伊始便频
频出手。 首先， 他颁布总统令， 宣布重启被军方
解散的人民议会。 随后， 他利用西奈半岛士兵遇
袭事件对军方高层进行人事调整， 改组军方。 与
此同时， 他还下令取消军方曾颁布的严格限制总
统职权的补充宪法声明， 颁布新的宪法声明， 收
回立法权。 此后， 他又颁布扩权宪法声明， 发布
总统令， 任免总检察长。 在与军方明争暗斗过程
中， 虽互有进退， 但穆尔西始终无法撼动军方的
潜在影响力。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军政”
阴影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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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军方3日深夜（北京时间4日凌晨）
宣布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下台。 穆尔西随
后坚称自己是“合法的民选总统”，遭到军方
软禁。

军方宣布未来发展路线图
埃及军方领导人、国防部长阿卜杜勒—

法塔赫·塞西3日晚与宗教团体领袖和反对
派领导人穆罕默德·巴拉迪一道， 通过国家
电视台宣布，中止宪法，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任命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为临
时总统。

埃及最高宪法法院院长阿兹利·曼苏尔
4日在最高宪法法院宣誓就职成为埃及临时
总统，主持过渡时期事务。曼苏尔说自己的
权力由人民赋予，并承诺将举行完全公开和
透明的总统和议会选举。

塞西当天还宣布了军方提出的埃及未

来发展路线图，主要包括：暂停使用现行宪
法；提前举行总统选举，最高宪法法院院长
将在总统选举前暂行总统职权；成立联合政
府；成立专门委员会商讨修改宪法。

塞西强调，军方将“保持远离政治”。

穆尔西遭软禁
被军方宣布下台后，穆尔西坚称自己是

埃及民选总统。可是，不久他和亲信遭到军
方软禁。

穆尔西在一段上载到互联网、非专业拍
摄的视频中敦促民众捍卫自己民选总统的
合法性。

不过， 穆尔西所属团体穆斯林兄弟会
（穆兄会）多名官员不久证实，穆尔西和高级
助手被软禁在一处军事设施。

3日晚塞西讲话后不久， 安全部队逮捕
了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及其自由与正义

党的两名领导人，以防止穆兄会发动穆尔西
支持者对安全部队或游行示威人群进行“暴
力袭击”。

另据埃及官方媒体《金字塔报》网站报道，
安全部队计划逮捕另外300名穆兄会成员。

就穆尔西的命运，埃及军方一名高级官
员4日说，穆尔西可能面临正式指控。

美国在这一冲突中“不站队”
军方这次出手，似乎颇得民心。宣布穆

尔西下台后，数以万计民众聚集首都开罗解
放广场，高喊支持军队的口号。军方直升机
拖曳国旗飞过后，他们欢呼雀跃。

埃及媒体和反对派同样支持军方，称赶
走穆尔西是“合法”革命。《消息报》写道：“人
民的革命取得胜利。”

与埃及军方保持密切关系的美国政府3
日敦促埃及尽快还政于民，但并没有谴责埃

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的做法。
美联社报道，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在一

份“措辞谨慎”的声明中说，他对埃及军方推
翻穆尔西政府和中止宪法表示“深为关注”，
美国在这一冲突中“不站队”。奥巴马下令美
国政府评估此举对美国援助的影响。

中方：希望各方避免诉诸暴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表示，希望埃及有关各方尽快通过对
话协商化解分歧， 实现和解和社会稳定。华
春莹说，中方高度关注埃及局势，尊重埃及
人民的选择。“我们希望埃及有关各方避免
诉诸暴力， 尽快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实
现和解和社会稳定。”她表示，中埃两国人民
传统友谊深厚，无论局势如何发展，中埃友
好合作关系都不会改变。

（综合新华社电）

埃及总统遭逼宫下台
一年多前， 民众在首都开罗解放广场把穆尔西当作 “革命” 英雄拥护， 对政治

和经济等变革充满期待； 一年多后， 民众不满国内日益严重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危
机， 在同一座广场要求穆尔西下台。

■新华国际时评

新华社记者 田栋栋 李姝莛

埃及局势突现暴风骤雨式剧变。3日晚，
埃及国防部长塞西联手反对派领导人与宗教
领袖在开罗发表声明， 公布了一份把总统穆
尔西排除在外的政治路线图， 宣布暂停使用
现行宪法、提前举行总统选举。

这份声明实际上推翻了穆尔西领导的政
府， 意味着埃及在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动荡与
徘徊后，政治过渡进程重回原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穆尔西今日之结局
似乎早在其上台前就埋下伏笔：穆尔西在竞选
之初并非穆兄会第一人选，其在该组织内部的
影响力远比第一人选沙特尔逊色，上台后也只
能处处受制于穆兄会， 加上反对派的掣肘，没
有更多精力顾及振兴经济和改善民生。 一年
来， 埃及人民并未享受到政权更迭的实惠，这
使得他们对穆尔西的不满与日俱增。

现实问题是， 抛弃穆尔西能否就此换来
埃及社会新的转机？面对“烂摊子”，新领导人

能否带领埃及尽快完成蜕变？
事实上， 埃及社会现存的矛盾并未随着

穆尔西的离去而消弭。一些势力、派别之间分
歧甚至仇恨依然存在， 这使得埃及社会很难
在短时间内实现全方位和解。

与此同时，埃及经济积重难返，失业率高
企、外汇锐减、旅游业凋敝等穆尔西未能解决
的问题依然棘手， 除非新领导人能短时间内
拿出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计划并得到各方全
力支持，否则埃及经济很难立即触底反弹。

更让人忧心的是， 政治上埃及又面临新
的 “轮回 ”：临时执政———重新选举———新的
政治角力。况且，穆兄会在埃及的势力雄厚，
会不会因为此事变而走向街头， 甚至孤注一
掷，依然存在变数。

无论如何， 埃及政治家的首要任务是维
护国家团结， 联手各方尽早结束党派纷争与
政治“轮回”，齐心协力重振埃及。只有这样 ，
埃及的政治过渡进程才能走上正轨。

（据新华社开罗7月4日电）

埃及政治过渡进程
重回原点

图为7月3日晚， 埃及总统穆尔西的反对者
在开罗解放广场庆祝。 新华社发

去年8月， 他获埃及总统穆尔西提拔， 出任军方领导人和国防部
长。不到一年后，他摇身一变，成为逼宫穆尔西的关键角色。

有人说他与穆斯林兄弟会颇有渊源。 有人说他与美国关系密切。
他是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谁的兄弟
随着军方3日晚宣布穆尔西下台，所有人把目光投向塞西：难道他

真不是“穆尔西的人”？
穆尔西去年提拔塞西前不久，命令前国防部长穆罕默德·侯赛因·

坦塔维退休。当时舆论猜测，塞西与穆尔西所属团体穆斯林兄弟会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相关报道遭穆兄会否认，但传言并未平息。

不过，一些埃及专家坚持认为，假设塞西被怀疑有穆兄会背景，不可
能在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时期攀升至军队高层。 他2011年2月出任
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时，一定会在军队内部引起警觉。

谁的朋友
身居国防部长，塞西并无实战经验。与许多埃及军官一样，塞西是

前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的“粉丝”。
塞西1954年11月出生于开罗，1977年从埃及军事学院毕业，1992

年在英国联合军种指挥和参谋学院受训。穆巴拉克当政时期，他曾赴
沙特任陆军武官，2008年任北方军事区参谋长。

埃及《解放报》去年8月报道，塞西在“外交和军事层面与美国官员
关系紧密”。报道说，塞西曾赴华盛顿进修，在那里多次参加军事会议，
近年参加“与战争游戏和情报运作有关的合作”。

尚不清楚埃及全体民众是否会接受塞西的“路线图”。只是，他已
用行动证明，尽管由穆尔西委任为国防部长，可他真不是“穆尔西的
人”。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他
真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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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资料

据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 外交部已就埃及动
荡局势启动应急机制， 部署并指示驻埃及使领馆
做好涉中国在埃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保护工作。

华春莹说， 6月30日埃及开罗、 亚历山大等
地连续发生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以来， 外交部启
动应急机制， 部署并指示驻埃及使领馆做好涉中
国在埃公民和机构的安全保护工作， 在网站发布
领事提醒， 提醒中国公民慎重赴埃。

“目前我们没有收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我们在此再次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慎重赴埃。” 她说。

她介绍， 中国驻埃及使领馆人员仍在坚守岗
位， 履行职责， 切实维护中国在埃公民和机构的安
全和合法权益。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3日穆尔西支持者与军警
在多地冲突， 数百人伤亡。 中国驻埃及大使馆、
华侨华人和中资机构连日来采取积极措施， 应对
不利局势， 维护自身安全。

据记者了解， 近期的示威游行严重干扰一些
驻埃大型企业的正常生产和销售活动。

开罗一名中资机构工作人员介绍， 已有一些
中资机构撤出埃及， 但大部分机构和企业还是选
择坚守， 他们采取各种应对措施， 如让本地员工
放假、 工厂暂时停产， 把可能的风险降至最低。

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我外交部启动应急机制

制图： 张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