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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点头“政变将军”上位
泰国国王任命巴育为维和委员会主席

本报讯 据新华社、《第一财经
日报》报道，泰国陆军司令巴育26日
接受国王谕令，出任“全国维持和平
秩序委员会”(维和委员会)主席。巴
育随后承诺国家将产生过渡总理，
但拒绝透露具体时间。

当天，巴育在位于首都曼谷的
陆军总部接受了国王谕令。谕令称，
去年以来，局势持续紧张，给国家稳
定、人民财产及人身安全造成不利
影响。为改善局势并改革国家政治
结构，陆军司令巴育自5月22日16时

30分起作为维和委员会的领导人开
始管理国家。为使局势恢复正常、人
民恢复友爱团结，王室任命巴育从
现在开始担任维和委员会主席。

此外，巴育保证国家会产生过
渡总理和过渡内阁，但拒绝透露具
体时间，也未正面回答是否将亲自
出任过渡总理。巴育还表示将尽快
举行大选，但没有时间表，“依局势
发展而定”。

巴育承诺，一旦国家恢复和平，
将回归民主制度。他说，过去9年泰

国一直存在政治危机，希望各方一
如既往地保持平静和耐心。

记者在泰国陆军司令部的朋友
告诉记者，巴育出身于王室御林军，
在国王和王后身边工作过，对王室
十分忠心。他在手腕上经常带着纪
念国王生日的手环。对于此次政变，
这位军官不愿多谈，但他对记者表
示，在军方和重臣的眼中，“几个月
来的政治纷争，是泰国的慢性自
杀”，国家的主宰者不愿意看到泰国
陷入真正的混乱。

本报讯 据《第一财经日报》报
道，1932年6月24日，一批有志军官
和文人发动泰国首次政变，废除君
主专制，建立民主制。此后至今，军
人长期把持政权，左右政治发展，共
发生19次政变。迄今，泰国民主发展
尚未彻底摆脱循环往复的怪圈：政
变—军人/代理人政府—大选—文
人政府—危机—政变—军人/代理
人政府—大选—文人政府……这一
次，是否又是一次死循环？

军队：政变难解分歧

根据记者观察，将于今年9月退休
的巴育发动此次政变，自己也承担一
定的冒险，甚至不惜“自我牺牲”，因为
泰国将领退休后，只有依附政治势力、
进入政坛，才能保持长久的势力。

泰国陆军副发言人汶泰25日向
外界解释了军方发动政变的主要原
因，包括：国内形势和政治环境与别
国不同；军方基于明确证据和充分
理由夺取权力；泰国的民主表达已
经导致暴力和大量牺牲。他同时表
示，泰国军方始终支持民主执政。

泰国清迈皇家师范学院学者葛
潘认为，这次危机是以时任总理英
拉·西那瓦去年底试图在国会推动
赦免自己的兄长他信为导火索。

同日，巴育还召开了“国家维护
稳定委员会”的特别会议，讨论支付
英拉政府在大米收购计划中拖欠农
民的上千亿泰铢的欠款，以争取农
民的支持。会议上决定向国家农业

银行和私人机构贷款900亿泰铢，发
放大米欠款。

但是，就长期而言，军方的这剂
药恐怕难以根治以前总理他信理念
为主要分歧的矛盾根源。军方自可
以指派过渡政府、修改宪法、推动选
举甚至是全民公决，但只要根本分
歧不化解，草根依旧支持他信集团，
精英中产仍然力顶民主党集团，泰
国政治一旦回到民选阶段，又会进
入周而复始的政治漩涡中。

政府：控制不了军队

鉴于泰国军队相对独立的体
制，泰国政府基本无法控制军队。有
分析认为，2006年的军事政变使泰
国军方再次被社会看作是与政治稳
定密切相关的重要因素，泰国政府
的软弱和不稳定性也为军队发动政
变提供可能。

从实际权力结构来看，民选政
府、军队和国王构成了三个权力中
心，民选政府常有被中断的情形，意
味着这个权力中心是很脆弱的；而
军队的权力和国王的权威是连续
的，掌握着暴力机器的军队如果好
武，对民选政府的威胁是致命的。

尽管泰国没有真正实行过“军
队国家化”，但泰式民主的特点是：
国王一言九鼎，拥有绝对权威；执政
党(或执政联盟)与反对派斗争异常
激烈，双方常陷入鱼死网破式的对
决，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动荡。军方
仅效忠于国王而非政府，在党派斗

争达到无法调和时，常扮演“收拾残
局者”，发动政变进行“政治洗牌”，
经过过渡期后重新举行大选。

国王：最终仲裁者

军人见不见国王为何引起这么
大的关注？这和泰国的国情有关。
1932年，泰国通过革命结束了君主
专制，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但是宪
法也赋予国王极为尊崇的地位。

泰国宪法规定，国王本人是国
家完整统一的代表，他有批准法案
的权力。国王不能干政，但在适当的
时候可以做最终仲裁者。

国王普密蓬在政治上严守中
立，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为避免国家
陷入动乱，才出面介入调停。由此，
他获得泰国民众的尊敬和爱戴，被
视为立场公正的“仲裁者”。泰国的
国旗由红、白、蓝三色组成，位于中
间的蓝色代表国王，白色代表宗教。

对于泰国政局，泰国王室一贯，保
持沉默。但是维基解密披露的美国外
交电文指出，泰国王室内部分裂，各有
政治立场。据称，泰国王储与他信关系
密切，而国王和王后是2006年军事政变
推翻他信政府的幕后人。

对于2014年的政变，接近泰国
王室的盘古银行顾问素贴表示：“国
王年事已高，王室人员不愿让政治
纷争破坏国王心情和身体，对国王
很少汇报政局的负面情况，泰国王
室对政坛的控制力度在减小，但是
国王的影响力是无人可敌的。”

自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
泰国共发生大小军事政变19次。据美
联社统计，其中11次政变成功。上世纪
80年代以来，泰国的主要军事政变有：

1981年4月，以讪·集巴滴马上将、
马侬上校等为首的“革命团”发动政
变，因未获三军支持，政变失败。

1985年9月，少壮派军官集团头

目马侬上校在一批退役军官的支持
下发动政变，十小时四十九分钟后
便被平息。

1991年2月，武装部队最高司令
顺通·空颂蓬上将在三军总司令和
警察总监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
了差猜·春哈旺政府。

2006年9月，陆军司令颂提上将

领导的泰国军方联合警方发动政
变，解散由看守政府总理他信领导
的内阁，成立国家管理改革委员会
全权接管政权。

2014年5月，陆军司令巴育宣布
发动军事政变，称为了避免更多人
员伤亡以及局势升级，军方从看守
政府手中接管权力。

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总统候选
人、亿万富翁彼得罗·波罗申科25
日宣布赢得选举。这名现年48岁的

“巧克力大王”承诺，将推进乌克兰
融入欧洲进程，结束东部地区动荡
局势，处理与俄罗斯的关系。选举结
果尚未正式公布。多项出口民调显
示，波罗申科得票率超过50%，大幅
领先其他20名候选人。

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根据乌克兰法律，总统任期为
5年。总统候选人只要在首轮选举
中得票率超过50%即可当选波罗申
科的主要竞争者、前总理尤利娅·季
莫申科在投票结束后短暂露面，称
整个选举过程公平。这似乎表明她
已默认败选。

波罗申科说：“今天我可以说我
们非常艰难地完成了这次改变乌克
兰命运的选举。选举结束了，初选我
们就产生了乌克兰新一任总统。”

波罗申科表示，他上台后的首
要任务是结束战争和混乱，重建和
平。他第一站就想前往东部顿涅茨
克州和卢甘斯克州之间的顿巴斯地
区。

对于乌俄关系，波罗申科说，将
同俄罗斯商讨制定一份新的安全协
议。乌克兰永远不会承认克里米亚
举行的所谓公投。另一方面，他表示
将兑现承诺，坚持欧洲一体化道路。
他个人还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不承认克里米亚入俄

波罗申科对在场支持者说，自
己获胜表明，多数乌克兰人授权他
带领国家继续融入欧洲的进程。不
过，他上任后首要任务是前往乌克
兰东部地区，结束当地的“战争和骚
乱”。他表示准备好和反政府武装谈
判，并将赦免放下武器的武装人员。

他同时强调，不会和杀人者以
及“恐怖分子”谈判。虽然乌克兰西
部地区和首都基辅参与本届总统选
举的投票率较高，但在东部民间武
装占据的地区，民众未能或不愿参

加投票。在先前举行独立公投的顿
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仅少数投票站
开门。这两地有投票资格的人数占
乌克兰选民总数约15%。

当一名外国记者向波罗申科提
问对俄关系时，波罗申科用流利的
英语回答，他坚持乌克兰主权和领
土完整，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加入俄
罗斯。不过，他没有提出结束东部动
荡局势和重建对俄关系的具体举
措。

新闻发布会正式提问部分结束
后，媒体记者继续“盘问”波罗申科。
上任后首次出访去哪国？可能是邻
国波兰。什么时间宣誓就职？尽快，
有许多工作要做。当俄塔社记者提
问时，波罗申科说，乌俄关系处于

“200年来最低点”，但他已有“方
案”通过谈判解决分歧。

季莫申科或不愿当副手

第二号热门总统候选人、前总
理季莫申科在出口民调结果公布后
也召开发布会，她祝贺选举得以举
行，表示选举公正、民主。对于大选
后季莫申科的去向，人们猜测她可
能会像希拉里一样，就任波罗申科
的副手——— 未来的乌克兰总理。

在大选前夕，民调显示这位乌
克兰美女将处于不利地位时，《华盛
顿邮报》曾对话季莫申科。在被问及
现在的落后局面时，季莫申科表示，
其实自己加入到竞选阵营时，投票
已经进行的如火如荼了，因此自己
并不具备充足的时间可以向人们宣
传自己的观点。

同时，她指出，过去的15年里，
一个寡头系统及他的电视台一直在
毁坏自己的声誉。而这里的寡头即
指向了波罗申科。

加拿大《环球邮报》也曾在5月
23日援引基辅一位政治分析家塔
拉斯的话说，53岁的季莫申科此次
不太像2004年时，通过对盟友尤先
科的回馈以换取总理职位。

那些曾就职于两人麾下的官员
也表示，她并不乐于给波罗申科当
副手，两人一直有权力斗争存在。

据新华社电 乌克兰选举投票结
束后，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发表声
明，赞赏乌克兰人在动荡局势下仍前
去投票，称美国愿与乌克兰新总统合
作。由于选举结果尚未正式公布，他没
有直接提及波罗申科的名字。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6
日在莫斯科表示，俄罗斯尊重乌克
兰人民在大选中的选择，准备同目
前得票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波罗申科

进行直接对话。
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准备就实

施欧安组织“路线图”计划继续与美
欧合作，也一贯坚持与乌克兰真正
建立务实、平等的对话。拉夫罗夫还
强调，俄方将与波罗申科进行直接
对话，不需要“中间人”。他同时说，
俄罗斯注意到波罗申科表示将把顿
巴斯地区(泛指顿涅茨克州和卢甘
斯克州)作为当选后的出行首选。

新闻分析

泰国能否摆脱循环怪圈

相关链接

泰国发生的军事政变

新总统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称不会承认克里米亚入俄

各方反应

美俄对大选结果没反对

波罗申科在25日举行的乌克兰总统选举中获胜。 新华社发

泰国的三个权力中心

政府(过渡
总 理 还 没
产生)

国王普密蓬

陆军司令巴育

英 拉 ( 7 日
被 法 院 解
除 看 守 总
理职务)


	A18-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