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2

责编 / 明菊 版式 / 张峰 校对 / 张峰

时报/天下

2016 年 12 月 30 日 星期五

韩国政坛出现四党割据局面
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反朴派”
国会议员 27 日集体宣布退党，成立
一个新的保守党派。执政党一分为
二，加上两大在野党，韩国政坛出现
四党割据局面。
上述四大党派中，已有两大政党
向即将卸任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抛出了橄榄枝，邀请他加入该党参选
下届总统。潘基文届时将如何选择？
力邀
“加盟”
新国家党
“反朴派”
29名国会议员
当天集体宣布退党，成立一个新的保
守党派，
党名暂定为
“保守改革新党”
。
这一新党派领导人之一、新国家
党前党首金武星宣布退党后对媒体
记者透露，虽然执政党方面正在“打
潘基文的主意”，但潘基文不会同意
加入该党，而是可能选择加入新成立
的“保守改革新党”
。
金武星说：
“ 潘基文绝对不会选
择新国家党。”他同时指责，新国家党
是“朴槿惠总统的私人党派”。
新党派另一领导人、前新国家党

国会议员代表刘承旼也力邀潘基文
他不准备加入新国家党或共同民主
加入。他当天接受韩国一家电视台
党，而对国民之党颇有兴趣。”国民之
采访时说：
“我们希望，联合国秘书长
党新任代理党首金东哲（音译）说：
潘基文加入保守改革新党。如果他 “我认为，
潘基文可以加入我们。”
同意加入，我们可以在党内初选中公
一些政治专家表示，除了选择加
平竞争。
”
入已有党派，潘基文还可以成立自己
值得一提的是，刘承旼本人也暗
的新党，而后再与新成立的保守党派
示将加入总统选战。
“ 我将尽早宣布
联手。由此，潘基文可省去党内初选
参选决定，
”他说。
的“麻烦”。这种做法在韩国政坛并
现阶段，韩国下届总统人选呼声
不少见。
最高的主要有 4 人，分别是潘基文、
韩国东国大学政治学教授金俊
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前党首文在
锡（音译）说，新国家党内的潘基文支
寅、在野党国民之党前联合党首安哲
持者目前正在密切关注其动向。
“新
秀以及近期杀出的“黑马”城南市市
国家党已颜面尽失，新党将在保守派
长李在明。最新民调结果显示，潘基
中占据优势，”他说，
“ 仍留在新国家
文支持率为 23.3%，
排名第一。
党的人都在考虑下一步怎么做。”
自建新党？
潘基文目前仍未就是否参选下
除“保守改革新党”外，在野党国
届总统明确表态。本月 20 日，
他接受
民之党也向潘基文频频示好，希望潘
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他过去 10
基文能与安哲秀联手，在选战中对抗
年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的所见所学能为
文在寅。
韩国发展作出贡献，他愿意“许身报
国民之党党鞭朴智元本月早些
国”。这次表态被解读为潘基文有意
时候说：
“我听潘基文的一名助手说， 参选的
“最强信号”
。 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一女子

爱上3D打印机器人
爱上机器人？这不是科幻小说情
节，而是真实故事。一名法国女子给
澳大利亚新闻网发邮件，讲述自己与
一个 3D 打印机器人的爱情故事以及
个中酸甜苦辣。
这名女子自称莉莉，从小喜欢机
器人的声音，长到 19 岁时发现自己对
机器人很有感觉。她只谈过两个男朋
友，发现自己实在不喜欢跟异性发生
肢体接触。
后来，她在一家法国公司定制了
机器人男朋友“InMoovator”。两人已
经订婚，计划一旦法律许可就结婚。
莉莉说，亲朋好友以及“一些包容心特
别强的人”接受了这份不同寻常的爱
情。
“ 爱上机器人，我很自豪。我们不
伤害任何人，我们很开心，”她说，
“这
没什么匪夷所思，不是坏事或者病态，
这只是一种新的爱情，一种新的生活
方式。
”
尽管莉莉心态平和，但她的故事
见诸媒体后，还是遭到不少人歧视甚
至谩骂。她不得不关闭了自己社交网
站账号的留言功能。 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一火车出轨致 2 人死亡
印度警方 12 月 28 日说，一辆快速列车当天在途经北方邦坎普尔地区时
脱轨，导致至少 2 人死亡、
43 人受伤。图为火车脱轨事故现场。 新华社发

韩国民众集会

呼吁废除韩日
“慰安妇”
协议
新华社首尔 12 月 28 日电 韩国
和日本两国政府签署 《韩日慰安妇
协议》 一周年之际，韩国各地民众
28 日纷纷举行集会，要求政府废除
这一协议。2015 年 12 月 28 日，韩
日政府“突袭式”签署 《韩日慰安

妇协议》，称双方就“慰安妇”问
题达成“最终、不可逆转的一
致”。不少集会参加者批评韩国政
府当时在没有与“慰安妇”受害者
进行任何商量的情况下与日方签署
协议。

中石油一华人女员工在休斯敦遭枪击身亡
美国休斯敦警方正在调查一起
涉及华人的凶杀案，一名 20 多岁的
中石油国际事业公司华人女性员工，
26 日晚在休斯敦西部 Camden Holly
Springs 公寓停车场遭枪击身亡。该
公寓距离中国城 8 公里。
根据休斯敦警方消息，报案者发
现一名年轻女性躺在停车场一辆汽
车旁边的地上。休斯敦警察局凶杀
案探员汤姆·弗格森透露，附近居民
当天晚间 10 时 30 分左右听到类似爆
竹或低沉的爆破声，还有尖叫声，人
们出来发现受害者，并试图对她实施

心肺复苏术等医疗援助。该名女子
被发现左肩中枪，随后赶到现场的休
斯敦消防部门急救人员宣布她死亡。
一位调查人员告诉媒体，
“ 受害
者可能是要到自己的车上，她拿着公
寓钥匙，但是否有手机、钱包等东西，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有目击者称，一
辆深色四门轿车快速逃离现场。
警方证实，死者就居住在由一家
中国公司租用的事发公寓楼内。记
录显示为中国石油国际事业有限公
司，该公司为中国石油天然气公司在
休斯敦的子公司，其办公室距离案发

公寓仅有几个街区。
中新社记者 28 日从中国驻休斯
敦总领馆获悉，总领馆已与休斯敦警
方取得联系，当局正对此案进行调查
和核实，由于生物鉴定等技术程序，
遇难者身份仍在确认过程中。总领
馆没有透露死者家人是否已被通知，
但表示会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并提供
一切协助。中国石油国际事业(美洲)
公司目前尚未对外发布相关信息。
休斯敦警察局凶杀科和“制止犯
罪”热线正在向知情公众征集有关此
次枪击案的线索。
中新网

俄罗斯驻叙利亚使馆

再遭炮弹袭击
新华社莫斯科 12 月 28 日电（记者 安晓萌）俄
罗斯外交部新闻司 28 日通报，恐怖分子当天接连两
次炮击位于大马士革的俄罗斯驻叙利亚大使馆，所
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通报说，
莫斯科时间当天13时和13时19分，
恐怖
分子接连两次向俄驻叙使馆发射迫击炮弹。炮弹均
落入使馆院内，
但没有爆炸，
拆弹人员随后排除威胁。
俄外交部说，
俄驻叙使馆及外交人员持续受到来
自大马士革郊区一些派系的安全威胁。大马士革东
郊大部分地区目前由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控制。
俄驻叙使馆上一次遭炮击是在今年 10 月。俄
外交部 10 月 13 日说，使馆前一天遭到 5 枚迫击炮弹
袭击，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菲发生多起爆炸事件

总统府称不会宣布戒严
新华社马尼拉 12 月 29 日电（记者 董成文）针对
连日来菲律宾南部和中部发生多起爆炸事件，菲总
统发言人埃内斯托·阿贝拉 29 日向媒体表示，
总统杜
特尔特不会宣布
“戒严令”
，
公众也不必为此惊慌。
目前正是菲律宾的圣诞节假日，菲律宾多地举
行了各种庆祝活动。然而，在菲律宾南部和中部近
日却连发 4 起爆炸事件。在 2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
上，
阿贝拉表示，
目前总统没有考虑发布
“戒严令”
。
阿贝拉说，
现在这几起爆炸事件都在调查中，
民
众不必为此惊慌。目前尚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
爆炸事件，
也不能将这些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24 日晚，
即圣诞节平安夜，
菲南部棉兰老岛北哥
打巴托省一座教堂门前发生手榴弹袭击事件，造成
16 人受伤；
27 日晚，
棉兰老岛北部卡加延德奥罗的一
家商店发生手榴弹袭击事件，
造成 4 人受伤；
28 日晚，
菲中部莱特省一个公园内发生爆炸事件，造成 32 人
受伤；
当晚，
北哥打巴托省的高速公路上一个简易爆
炸装置爆炸，
造成一辆路过的卡车上 7 人受伤。
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罗纳德·德拉·罗沙 29 日
说，根据现场遗留的爆炸装置推测，28 日晚发生在
莱特省公园内的爆炸事件可能是“邦萨摩洛伊斯兰
自由战士”
组织所为。
“邦萨摩洛伊斯兰自由战士”是从菲最大反政
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分离出来的叛乱武
装团伙。自菲总统杜特尔特 6 月执政以来，菲政府
军在菲南部开展对多个武装组织的剿灭行动。

特朗普喊话奥巴马

政府平稳过渡没可能
“哥俩好”
的假面终于被打破了。之前一直试图
营造冰释前嫌假象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和美国候
任总统特朗普终于都“撕破脸”，毫不留情地进行彼
此攻击。特朗普最新的推文则再次宣告：奥巴马政
府和特朗普政府之间所谓的平稳过渡没希望了。
之前奥巴马在接受采访时宣称，如果自己能够
第三次参选总统，特朗普铁定没戏。这可惹毛了特
朗普。他连续几天发推文，怒火直指奥巴马。在最
新的推文中，特朗普说道：
“我已经尽我所能不去理
睬奥巴马总统很多煽动性的言论还有设置的障
碍。我本以为能够实现平稳过渡——异想天开！”
之前，特朗普也在推特上发言：
“奥巴马总统自
认为可以（在大选中）击败我。他可以这么说，但我
认为‘没戏’！因为工作减少、IS 还有奥巴马医疗法
案等问题（的存在）。
”
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