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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说，近期接受胰腺癌手术的日本冲绳
县知事翁长雄志8日病逝，享年67岁。翁长是冲绳反
美军基地运动的领军人物，本届知事任期原本持续
至今年12月，他的突然辞世令当地民众要求将美军
普天间基地彻底迁出冲绳的运动蒙上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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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一走，
美军撤出冲绳悬了

日本冲绳县知事病逝，反美军基地运动蒙上阴影
上月现身新闻发布会
日本共同社8 日援引多名
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罹患胰腺
癌的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已于
当天下午病逝。
当天早些时候，冲绳县政
府发布消息，说翁长陷入“意识
模糊状态”，其知事职责移交给
副知事谢花喜一郎承担。
翁长今年4 月体检查出胰
腺癌，后来很少出现在公众场
合。7月27日，刚刚接受胰腺癌
手术不久的翁长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冲绳县政府将启动
程序，以撤销前任知事对美军
驻冲绳普天间基地新址的施
工许可。他原计划于三天后的
8 月11 日参加一个反美军基地
的集会。
冲绳的美军基地问题十分
复杂，背后既有深刻的历史原
因及日美同盟的战略考量，也
有冲绳与日本本土间的政治博
弈、民意较量、长期积怨。如今，
驻日美军逾70%的基地集中于
冲绳县。
长期以来，美军犯罪、坠机
及高空落物、噪音骚扰等事件
频繁发生，冲绳县内要求美军
基地搬迁的呼声持续高涨。日
美政府1996 年商定，把位于冲
绳县宜野湾市的美军普天间基
地搬到冲绳县名护市边野古，
但是冲绳民众反对县内搬迁方
案，要求彻底关闭普天间基地
或将其迁至县外。

围绕普天间基地是在冲绳
县内搬迁还是彻底迁出冲绳，
冲绳县政府与日本中央政府一
直争吵不休，前者多次状告后
者，要求叫停普天间基地县内
搬迁工程。

知事选举被迫提前
按照日本法律，翁长病逝
后，应在50 天内举行下一任冲
绳县知事选举。翁长的知事任
期原本持续至今年12 月，而知
事选举原本定在11月举行。
翁长1950年出生于冲绳县
那霸市，曾当过14年那霸市长。
他2014 年辞去那霸市长一职，
脱离执政的自由民主党参加冲
绳县知事选举，最终以压倒性
优势击败谋求连任的前知事仲
井真弘多。翁长的竞选主张之
一，就是要求普天间基地彻底
迁出冲绳。
翁长就任后宣布，因前任
知事有关在边野古地区填海造
地以新建美军基地的行政许可
存在法律上的瑕疵，故取消这
一行政许可。叫停基地建设、信
守选举承诺的姿态令他备受各
界拥护，成为反基地阵营的领
军人物。
按照共同社的说法，翁长
在知事任内“一贯采取与中央
政府对决的姿态”。冲绳县政府
上月寻求撤销普天间基地新址
施工许可，被普遍解读为翁长
在本届知事任期内为阻止搬迁
所做的“最后一搏”。

新知事人选引人担忧
对反美军基地阵营而言，
今年的冲绳县知事选举可谓
“背水一战”。由于翁长罹患胰
腺癌，不少人先前对他是否竞
选连任抱有疑虑态度，担心知
事职位会被赞成普天间基地县
内搬迁的候选人拿下。
此前，尽管翁长处于抗癌
康复治疗中，但有日媒称他已
透露欲谋求连任。自民党一方
的相关人士曾坦言“翁长雄志
是最难对付的对手”，因为他的
参选将让边野古地区的基地问
题再度成为知事选举中最大的
民意争夺焦点，而这正是他们
所担忧的。
“我阻止边野古基地建设
的决心将与冲绳人民同在，未
来也绝不动摇，”翁长雄志曾表
示，
“ 美军基地问题不仅影响冲
绳一地，更是关乎整个日本安
全保障的问题，理应由全体国
民一起担负。愿所有日本人都
能真诚思考冲绳美军基地及日
美安全保障体制的现状。”
翁长病逝的消息传出后，
冲绳反美军基地运动人士的担
忧情绪进一步加剧。共同社报
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等执政联盟高层支持宜野湾市
市长佐喜真淳参选冲绳县知
事，但佐喜真还在考虑当中。佐
喜真曾就驻日美军基地搬迁一
事批评过翁长。
据新华社等

 翁长雄志（资料片）

“9·11”事件已经过去17年了，奥萨马·本·拉丹
的家族仍然对沙特社会有着很大影响力，同时也让
人们想起沙特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近日，奥萨马·
本·拉丹的母亲接受英国《卫报》记者的采访，讲述了
她记忆中的长子拉丹。另据报道，本·拉丹同母异父
的兄弟称，本·拉丹之子哈姆扎已经娶了“9·11”劫机
犯主谋穆罕默德·阿塔之女为妻，并已在“基地”内部
担任要职。

本·拉丹的母亲加尼姆。

17年后，
本·拉丹再登头条
其母接受采访，其子或已“子承父业”

本·拉丹的母亲阿莉亚·加
尼姆如今住在沙特阿拉伯吉
达。吉达是本·拉丹家族几代人
的居住地，本·拉丹家族仍然是
沙特王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
并
与沙特的建设紧密相连。
加尼姆
和第二任丈夫穆罕默德·阿塔
斯、
两个小儿子艾哈迈德和哈桑
住在一起。多年来，加尼姆一直
拒绝谈论本·拉丹，家族中所有
人都不愿提起关于他的回忆。
加尼姆出生在叙利亚，20
世 纪50 年 代 中 期 移 居 沙 特 。
1957 年 ，本·拉 丹 出 生 在 利 雅
得。三年后，加尼姆与本·拉丹
的父亲离婚，并在20 世纪60 年
代初嫁给了阿塔斯。
加尼姆已经70 多岁，健康
状 况 也 不 太 稳 定 。对 她 来 说 ，
本·拉丹仍然是一个她深爱着
的儿子，一个不知何故迷了路
的孩子。她说：
“ 他是个很好的
孩子，他非常爱我。”加尼姆指
着阿塔斯说：
“ 奥萨马3 岁开始
是由他抚养的，他是个好人，对
奥萨马很好。”
加尼姆说，本·拉丹20岁出
头时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

学学习经济学，他就是在那里
变得激进起来的。
“ 大学里的人
改 变 了 他 ，他 变 成 了 另 一 个
人。”她说，
“ 他是一个非常好的
孩子，直到他在20 岁出头的时
候被一些人洗脑了……我总是
告诉他离他们远点，他从不告
诉我他在做什么，因为他太爱
我了。”当意识到儿子成了一个
“圣战”者时，加尼姆感到“非常
沮丧”。
“ 我不希望这一切发生，
他为什么要像这样把一切都弃
之不顾呢？”
奥萨马同母异父的弟弟指
出，
母亲这个角色常常使人不够
客观。
“‘9·11’事件发生到现在
已经17年了，
她仍然在帮奥萨马
开脱。”艾哈迈德说，
“ 她非常爱
他，拒绝责怪他。她只知道他好
男孩的一面，
但她从未了解过他
作为
‘圣战’
者的那一面。
”
2011年本·拉丹被击毙时，
他的小儿子哈姆扎下落不明。
如今，29 岁的哈姆扎被认为在
阿富汗。去年，他被美国正式认
定为“全球恐怖分子”，似乎在
“基地”组织新领导人和拉丹前
副手扎瓦希里的支持下，接过

了父亲的衣钵。
哈桑说：
“ 我知道，哈姆扎
会说，
‘ 我要为父亲报仇。’如果
哈姆扎现在在我面前，我会告
诉他：
‘ 三思而后行，不要重蹈
你父亲的覆辙。你正在走向灵
魂中可怕的部分。’”
中东事务专家曾表示，哈
姆扎十分具有人格魅力，也曾
长期被视为本·拉丹的接班人。
过去两年来，西方情报机构越
来越关注哈姆扎的行踪，担心
哈姆扎的名字和人脉将对追随
者产生极大的号召力。
哈姆扎的崛起很可能会给
这个家族摆脱过去的努力蒙上
阴影，这也可能阻碍沙特的萨
勒曼王储塑造一个新时代的努
力。在这个时代，本·拉丹被塑
造成反面典型，但萨勒曼王储
能对沙特社会造成多强的冲
击，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沙特阿拉伯的盟友持乐观
态度，但也发出了警告。有英国
情报官员表示：
“ 如果萨勒曼无
法突破现状，
势必将会出现更多
的本·拉丹。我不确定他们是否
能摆脱诅咒。
” 综合上观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