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车臣共和

国首府格罗兹尼市 17 日下午发生

一起自杀式爆炸袭击， 除袭击者本

人外，袭击没有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国际文传电讯社当天援引车臣

内务部代理部长阿拉乌季诺夫的话

报道说， 袭击事件发生在格罗兹尼

市北部。当天下午，一名女子试图靠

近当地的一个检查站， 执法人员发

现此人行为异常， 要求其停留在原

地并出示证件。 该女子拒绝执法人

员要求并冲向检查站， 执法人员鸣

枪示警后， 她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爆

炸装置。 袭击者当场死亡。

阿拉乌季诺夫说，目前尚未确定

袭击者身份，正在对袭击事件进行调

查。 事发现场交通秩序未受影响。

车臣共和国位于俄罗斯西南部

高加索山脉北侧， 曾是非法武装分

子活动频繁的地区。近年来，俄政府

加大对当地非法武装的打击力度，

地区安全形势明显好转。

德国媒体 18 日发布的民意调

查结果显示，有意接替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出任基督教民主联盟、即“基

民盟”主席的三名主要候选人中，默

克尔的“老对手” 、阔别政坛近十年

的弗里德里希·默茨所获支持率排

名第一。

随着选举日期临近， 默茨和主

要竞争对手、 基民盟秘书长安妮格

雷特·克兰普 - 卡伦鲍尔各自 “亮

牌” ，向党主席职位冲刺。

默克尔 10 月 29 日宣布放弃连

任党主席、出任总理至 2021 年任期

结束，“接班人” 之战随即打响。 选

举定于 12 月初举行，三名主要候选

人分别为商务法律专家默茨、有“小

默克尔” 之称的克兰普 - 卡伦鲍尔

和卫生部长延斯·施潘。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18 日发

布民调结果，显示上述三人中，默茨

所获支持率为 49%，排名第一；克兰

普－卡伦鲍尔和施潘所获支持率分

别为 32%和 7%。 这次民调以基民盟

和姊妹党基督教社会联盟、即“基社

盟” 成员为调查对象。

《星期日图片报》报道，默茨接

受这家媒体采访时首次公开自己的

收入状况。他说：“起初，我在萨尔布

吕肯任法律（事务所）职员，收入可

以养活两个孩子的家庭。 现在，我每

年能赚大约 100 万欧元 （约合 792

万元人民币）。 ”

默茨否认批评者称他属于“上

流社会” 的说法。他说，所谓“上流”

群体适用于继承巨额财产或企业资

产的“富二代” ，他自己出自中产阶

级家庭， 不属于这种情况。 在他看

来，“中产阶级” 不仅指经济收入，

更是一种价值观。

默茨近年活跃于商界， 却在政

坛上并非陌生人物。2000年，默茨时

年 44 岁，被视为基民盟“少壮派”

代表人物， 以 96%的得票率当选联

邦议院内基民盟与基社盟联手所形

成的“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 2009

年，他与默克尔“内斗” ，以败北告

终，淡出政治舞台，重操律师旧业。

针对默克尔“接班人” 之战三

名主要候选人的党内民意基础，德

国电视一台最新民调给出不同结

果。这项民调显示，克兰普 -卡伦鲍

尔所获支持率为 46%，默茨为 31%，

施潘为 12%。 只是，这项民调的调查

对象范围相对较小。

克兰普 - 卡伦鲍尔现年 56

岁，作为女性政党领导层成员，获称

“小默克尔” 。她是默克尔的亲密盟

友，据信是后者“中意” 的继任人

选。随着选举进入倒计时，她加大攻

势， 宣传当选党主席后将采取的新

举措。

克兰普－卡伦鲍尔接受德国西

南广播公司采访时说， 如果当选基

民盟主席， 她考虑设定女性议员的

比例， 以便让更多女性进入联邦议

院。 按她的说法，基民盟 1996 年有

一项规定， 要求议员参选人三分之

一为女性。不过，基民盟多年来没有

重视这项规定。

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克兰

普 -卡伦鲍尔批评德国现行双重国

籍政策， 指认土耳其政府利用这一

政策扰乱德国社会。 她说：“如果持

续下去，双重国籍失去存在意义，我

们必须讨论终结这项政策。 ”

据新华社

候选人向党主席职位冲刺

默克尔“接班人”之战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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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据叙利亚通讯社

17 日报道， 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

当天在叙东部实施的空袭造成至

少 40名叙利亚平民死亡。

叙通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说，国际联盟战机对叙东部

代尔祖尔省哈金镇附近多个村庄

发动猛烈空袭， 至少 40 名平民在

袭击中死亡。有许多伤者被困在废

墟下，而救援人员难以抵达遭袭地

点，死亡人数有可能上升。

另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 消息，国

际联盟 11 月 17 日的空袭导致 43

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 29 名妇女

和儿童。

叙通社报道说， 过去一周，国

际联盟对代尔祖尔省哈金镇、沙法

镇等多地的居民点发动空袭，造成

至少 100名平民死亡。叙利亚外交

部已致函联合国，要求“对国际联

盟的罪行展开独立调查” 。

2014 年 8 月， 美国开始对伊

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 目标实施

空袭，并于当年 9 月将空袭范围扩

大至叙利亚境内，同月，美国发起

组建打击 “伊斯兰国” 的国际联

盟。叙政府认为此举未经联合国安

理会授权，并指责美国主导的空袭

行动造成大量平民死伤。

据新华社电 美国加利福尼亚

州北部山火持续， 已确认遇难人数

和疑似失踪人数再度上升，时速 80

公里强风令火势控制更为艰难。

这场山火名为“坎普” ，8 日开

始燃烧， 是这一美国西部州历史上

致死人数最多的山火。 比尤特县治

安官科里·哈尼 17 日晚在记者会上

说，“坎普” 致死人数升至 76 人；另

有 1276 人失踪，比前一天发布的失

踪者数量多 265人。

新近发现的 5名遇难者中，4人

死于重灾区帕拉代斯镇， 另一人的

遗体在周边地区找到。 至于失踪人

员， 即现阶段依然下落不明的当地

居民， 哈尼呼吁他们以确保自身安

全为前提， 尽快向报告失踪信息的

家人和朋友以及当局“报平安” 。

并非所有失踪人员都面临生命

威胁。加州去年秋季发生多起山火，

其中索诺马县当局一度把超过 2000

人列入失踪人员名单，最终核实 44

人遇难。截至 17日，“坎普”过火面

积累积 600 平方公里， 摧毁房屋近

万所。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当天乘坐

“空军一号” 专机，降落在加州北部

一座军用机场，然后改坐“海军一

号” 直升机，在空中巡视山火致灾

情况。 直升机降落比尤特县奇科机

场， 特朗普乘车抵达重灾区帕拉代

斯镇。

他承诺联邦政府将尽可能向灾

民和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我们从

来没有见过加州这样的状况， 简直

是彻底摧毁” 。

特朗普先前指责地方政府管理

不善导致山火肆虐， 称如果这一问

题得不到解决， 他将冻结给相关部

门的拨款。这一表态招致舆论抨击。

加州现任州长杰里·布朗和当

选州长加文·纽瑟姆均与特朗普关

系不睦，但一路陪伴特朗普，一同视

察灾区。

比尤特县治安官哈尼希望，特

朗普到访能够带来切实帮助， 让居

民生活尽快重回正轨。

加州应急办公室 17 日警告，一

场暴雨下周将侵袭北部地区； 暴雨

有助于灭火， 却可能引发洪水和泥

石流， 给临时安置在帐篷和汽车中

的灾民添乱。

据新华社电 英国与欧洲联盟

达成“脱欧” 协议草案至今，特雷

莎·梅在国内以至党内遭遇不小压

力，首相职位面临威胁。英国媒体 18

日报道， 执政党保守党多名重量级

人物虎视眈眈，正在积极备战。

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报道，

已有超过 20 名保守党议员要求特

雷莎·梅“下课” 。 依据保守党规章，

发起对党首的不信任投票需要得到

至少 15%保守党下议员、 即至少 48

人支持。

随着特雷莎·梅的党内领导地

位以至首相职位面临危机， 保守党

内多名重量级人物显露 “接班” 意

向。 按这篇报道的说法，有意争夺首

相职位的主要有 7 人， 正在分别积

极筹备。

这些人分别是国际发展大臣彭

妮·莫当特、前“脱欧” 事务大臣多

米尼克·拉布、 拉布的前任戴维·戴

维斯、 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

现任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内政大

臣赛义德·贾维德以及刚上任的就

业与养老金大臣安伯·拉德。

拉布因为不满“脱欧” 协议草

案而在 15日辞职。 《星期日泰晤士

报》18 日援引拉布的话报道， 他认

定， 特雷莎·梅不应屈从于欧盟的

“勒索和欺凌” ，而理应以强硬姿态

应对欧盟的“恶势力” 。

拉布说，如果由他主导英国与欧

盟的谈判，英国不会像现在这样“自

己吓唬自己” 。按他的说法，与其遭受

欧盟“掠夺” ，不如直接离开谈判桌。

保守党另一些成员虽然大体支

持“脱欧” 协议草案，但认为仍有改

进余地。 英国议会下院领袖安德烈

娅·利德索姆 17 日接受英国广播公

司采访时说：“我认为草案一些条款

仍有可能改进， 希望我在这方面能

够提供帮助。 ”

面对多方压力， 特雷莎·梅 18

日在《星期日太阳报》发表文章，为

已经与欧盟达成的协议草案辩护。

她写道：“我们不可能有其他替代方

案， 不存在可以与欧盟达成一致的

其他方式。 ”

她警告，如果这份协议草案无法

在英国议会通过， 一切将回到原点；

那将意味着更大分歧、 更多不确定

性，将辜负英国民众对政府的托付。

据新华社电 17 日下午， 泰国

有关方面克服困难， 将今年 7 月 5

日普吉游船倾覆事故中沉没的“凤

凰” 号打捞出水。 泰国旅游和体育

部部长威拉萨 18 日在泰国普吉视

察游船倾覆事故中沉没的“凤凰”

号的打捞情况时说，泰方将把“凤

凰” 号转移上岸并封锁船体，以便

开展调查。

威拉萨说，“凤凰”号舱内积水

排空后将在当天被运往船坞，由专

家对船体进行检查。 他说，“凤凰”

号船体是沉船事故中的重要证据，

为了展开严密调查，任何涉案方都

不允许接近这一证据。 泰国政府将

把船体完全封锁，派安保人员进行

24 小时看守，任何人入内进行取证

或对船体进行清洁，都须经过警察

及调查人员的许可。

记者当天在随同泰国旅游和

体育部、警方及中国大使馆登船前

往沉船打捞处时看到， 沉没在 40

多米海底超过 4 个月、重约 130 吨

的“凤凰” 号被起重机吊起，浮在

海面上，三层船身布满泥沙，变成

铜黄色。

今年 7月 5日下午，“凤凰” 号

和“艾莎公主” 号游船在泰国普吉

岛附近海域遭遇特大暴风雨， 船只

发生倾覆并沉没。“艾莎公主”号上

42 人悉数获救。 “凤凰” 号上载有

101人，其中 87 名中国游客中有 40

人获救、47人死亡。

超过 20名保守党议员要求特雷莎·梅“下课”

英国首相“悬”了

【自曝年薪】

【打“女性牌” 】

泰国将封锁“凤凰”号以开展调查

“凤凰”号打捞现场 新华社发

国际联盟空袭

叙东部地区

车臣共和国首府

发生爆炸袭击

导致至少 40 名平民死亡

加州山火

已致76人死亡

另有 1276 人失踪

■新闻速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