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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瓢泼大雨，南非前总统曼
德拉追悼大会 10 日在约翰内斯堡的
FNB体育场隆重举行，近百名各国元
首、政府领导人以及约 10万名南非民
众冒雨参加。

FNB体育场内座无虚席，哀乐和
歌声此起彼伏。军乐队奏响南非国
歌，场内齐声合唱，接着高呼“曼德拉
精神万岁”。

主持追悼大会的南非非洲人国民
大会副主席拉马福萨发表讲话说，曼
德拉“追求自由的漫漫征途已经停止，
但我们的道路刚刚开始”。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非盟委员
会主席德拉米尼·祖马、美国总统奥巴
马发表讲话，高度评价曼德拉的一生。

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作为习
近平主席的特别代表出席了追悼会
并致辞。

追悼大会结束后，曼德拉的遗体
将运往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的总统
府，11日至13日，将举行曼德拉遗体告
别仪式；14日，曼德拉遗体将运往曼德
拉家乡东开普省的古努村；15日将按
传统仪式为曼德拉举行安葬仪式。

雨中泪别曼德拉

▶▶10日，曼德拉的头像出现在
约翰内斯堡FNB体育场的大屏幕上。

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 10 日在南非约翰内
斯堡出席了南非政府为前总统曼德
拉举行的大型官方追悼活动并致辞。

李源潮代表习近平主席，以中
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名义，对曼德
拉逝世表示深切哀悼。李源潮说，
曼德拉是新南非的缔造者，是非洲

人民的骄傲，他为非洲的民族解
放、团结合作、发展进步贡献了毕
生精力。他开创的事业后继有人，
南非人民不断取得国家发展建设重
要成就。曼德拉是中南关系的奠基
人之一，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
对中南友好、中非关系做出的重要
贡献。

李源潮出席活动并致辞
美国总统奥巴马 10日在参加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追悼大会时，与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相遇并
握手。

在曼德拉追悼大会上，奥巴马
在登台致辞前与出席追悼大会的
外国领导人打招呼。当走到卡斯
特罗面前时，奥巴马伸出手去，两
人握了手。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
政府一直对古巴采取敌视态度。
1961 年美国雇佣军入侵古巴失败
后，美古断绝外交关系。1962年，时
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法令，
正式宣布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
锁和贸易禁运。

近年来，美古两国已采取一些
措施以缓解双边关系。分析人士
认为，两人此次握手可能预示着两
国有可能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双
边关系。

奥巴马与卡斯特罗握手

由于有多国政要参加曼德拉的
追悼活动以及葬礼，南非对此在安
保方面启动了一级防范措施。11 日
至 13 日，曼德拉的吊唁活动将在总
统府联合大厦以及周边道路上举
行，南非动用重兵在沿途设防。

曼德拉的遗体 15 日将被安葬在
库努村，该村所在的东开普省也在
周密筹备。南非在东开普的海岸沿

线部署了两艘海军护卫舰，从8日开
始，军方还抽调了有800兵力的虎贲
之师第 14 步兵营，全面接管库努村
附近乌姆塔塔机场的保卫工作。同
时，该机场上空还被列为禁飞区，
周边也将实行空中管制。

南非警方表示，此次的安保措
施是以 2010 年南非世界杯安保为基
础制定的，不过更加严密和谨慎。

三军动员力度超世界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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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名各国政要及约10万名南非民众冒雨参加

朝鲜官方9日宣布张成泽被解除
一切职务，但这场斗争还远没有结
束。如何既清除“异己分子”又保持
政局稳定，对金正恩的智慧、谋术都
是一场严峻考验。

这是朝鲜内部的一场严重政治斗
争。年轻的领导人金正恩及其支持力
量在这次斗争中暂时取得了胜利，但

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朝鲜政局能否
继续保持稳定尚有待分晓。

这场斗争一方面说明金正恩上台
两年来其地位和权威仍然面临着来自
各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也说明金正
恩掌控政权的能力不凡，很有自信和
胆量，为了稳固政权可以六亲不认。

朝鲜的金正恩政权两年来维持了

政治社会稳定，提出了发展经济、改
善民生的新思路，总体上表现平稳。
但是，两年的时间还太短，金正恩仍
然需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树
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人事调
整、某些领导人的沉浮不可避免，今
后还可能发生。

据新华网

新华社平壤12月10日电（记者
张利 杜白羽） 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 8日宣布解除张成泽一切
职务并开除出党后，劳动党中央机关
报 《劳动新闻》 10日发表头版社论，
要求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全体人
民团结在以金正恩为首的党中央周
围，绝对并无条件服从金正恩的思想
和路线。

这篇题为《紧密团结在敬爱的金
正恩同志周围 沿着主体革命道路奋
勇前进》的社论说，张成泽一伙企图
削弱党的唯一领导体系、通过拉帮结

派扩张势力对党提出挑战。劳动党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张成泽一伙的
反党反革命，并坚决肃清张成泽及其
党羽，给危险万分的派别行动以决定
性的打击。

社论说，反党反革命宗派分子张
成泽及其党羽是同敌对势力的反朝行
动遥相呼应的逆贼集团。劳动党中央
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并肃清混入党队
伍的坏分子和现代版宗派分子，使劳
动党以金正恩为中心的思想纯洁和组
织纯洁得到进一步加强。

社论要求绝对并无条件服从金正

恩的思想和路线，紧密团结在以金正
恩为首的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开展在
全党和全社会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
的工作，同各种非法和“异色”现象
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千方百计加强
党队伍的政治思想纯洁性。

《劳动新闻》当天还撰文刊登朝
鲜各地党员干部和群众对党中央政治
局扩大会议的反响。朝鲜最高人民会
议常任委员会和内阁机关报《民主朝
鲜》当天也发表头版社论，要求进一
步加强革命队伍的一心团结，将金正
恩作为团结和领导的唯一中心。

绝对服从金正恩领导
朝鲜劳动党报要求

◀◀奥巴马与卡斯特罗握手

据新华社新加坡12月10日电（记者
胡隽欣）新加坡10日决定对涉嫌参与8日
晚外籍工人骚乱事件的 24名印度籍劳工
提起诉讼。控方表示仍需要一周的时间
进一步调查，嫌疑人将在17日出庭受审。

新加坡中心城区印度族群聚集地“小
印度”8日晚发生骚乱，多辆警车和救护车
被掀翻和点燃。这是新加坡近 40年来首
起骚乱事件。

此次骚乱源于一起致命交通事故。
33岁印度籍劳工萨克蒂韦尔·库玛拉维鲁
在一交叉路口被一辆私人巴士撞倒身亡，
事故引发附近约400名外籍劳工骚乱。骚
乱导致22名警察、12名民防部队成员以及
5名协警受伤，另有5辆汽车被烧毁。

警方说，事发当晚，库玛拉维鲁在醉酒
后坚持要上已经客满的巴士，并在车上作
出不当行为，司机助手因此要求他下车。
此后司机左转时，撞上了库玛拉维鲁。

警方说，肇事司机已经以疏忽致死罪
被逮捕并协助调查，目前保释在外。24名
涉嫌参与当天骚乱的印度籍劳工将以涉
嫌“携带危险武器制造骚乱”被起诉。如
果罪名成立，他们将面临7年监禁及鞭刑。

据新华社华盛顿12月9日电（记者王
丰丰 孙浩）美国国防部9日发布声明说，
应法国要求，美军将派出运输机，帮助向
陷入动乱的中非共和国运输非洲联盟牵
头组织的非洲多国部队，防止该国冲突进
一步加剧。

声明说，法国国防部长勒德里昂 8日
向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提出了这一要求，
哈格尔随即下令美军非洲司令部派出运
输机，帮助运输布隆迪部队前往中非共和
国。美方之所以答应提供这一帮助，是为
了防止中非共和国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
危机，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美方将与相
关方一道确定还能为恢复中非共和国秩
序提供哪些协助。

勒德里昂 6日宣布法国已经开始在
中非共和国的干预行动，目标是恢复该国
安全，帮助部署非洲多国部队。

据新华社曼谷12月10日电（记者常
天童 张春晓） 泰国看守政府总理英拉·
西那瓦10日说，在新一届政府及总理产生
之前，她将按照宪法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英拉在主持看守内阁特别会议后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态。她请
求民众保护民主体制，呼吁示威者停止集
会，开始为定于明年 2 月 2 日举行的大选
做准备。

当被记者问及“你怎样看示威者要求
西那瓦家族成员全部离开泰国”时，英拉含
泪表示，自己已经竭尽所能进行退让，现在
已经无以为退，希望能够受到公平对待。

新华社莫斯科12月 9日电（记者赵
嫣）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9日在莫斯科
州表示，由于育龄女性人口数量下降，未
来10年俄罗斯人口状况可能再度恶化。

据当地媒体报道，梅德韦杰夫在当日
召开的有关母亲基金延期会议上表示，尽
管近年俄罗斯人口状况有所好转，但仍无
法保证稳定增长，另外，近 10年俄育龄女
性数量下降会带来更大风险。

梅德韦杰夫说，母亲基金项目实施 6
年来，俄出生率大幅上升，约三分之一家
庭决定生育第二个或更多孩子，仅在 2013
年就有约十分之一的俄罗斯家庭成为有
两个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他指出，约
97%的家庭把母亲基金提供的补助用于改
善居住条件，其中包括还住房贷款，小部
分家庭用于子女教育或母亲的退休储蓄。

人口危机是俄罗斯社会当前面临的
最严重问题之一。

据新华社渥太华12月9日电（记者张
大成 石莉） 加拿大外交部长约翰·贝尔
德 9日说，经过对海底大陆架延伸情况做
了十年的科学调查，加拿大将主张对包括
北极在内的广大北极地区拥有主权。

贝尔德在国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说，加拿大于6日向负责《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审查工作的大陆架界限委员会提交了
确定其大西洋沿岸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报
告。加拿大同时还提交了关于其北冰洋
沿岸大陆架外部界限的初步情况报告，详
细情况有待对包括北极在内的北冰洋做
进一步科学调查后再报告。

贝尔德说，加拿大政府预计在未来
数月或数年完成的关于北冰洋沿岸大陆
架外部界限的正式报告，将把加拿大拥有
北极相关内容写入在内。如果将来不同
国家对同一地区提出申索，那就要依靠外
交手段来解决争议。

主张对北极拥有主权

加拿大

新加坡起诉

继续履行法定职责

英拉：

涉嫌参与骚乱人员

俄人口状况或恶化

未来10年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2月9日电（记
者陈威华） 巴西圣保罗市议会真相委员
会 9日认定，1976年在车祸中丧生的前总
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系被当时执政的军
政府谋杀。

真相委员会主席吉尔贝托·纳塔里尼
当天对新闻界宣布，至少 90份证据表明，
1976 年 8 月 22 日导致库比契克死亡的车
祸系军政府一手导演。“毫无疑问，库比契
克是政治阴谋和暗杀的牺牲品。”

今年11月13日，真相委员会就库比契
克司机热拉尔多·里贝罗死因真相举行听
证会。法医阿尔伯托·卡洛斯在陈述中
说，他于1996年参与对里贝罗遗体的开棺
检查，发现里贝罗头部有枪眼。

调查显示

美国将向中非
空运非盟部队

据新华社奥斯陆12月9日电（记者李
国荣 刘敏）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尤
祖姆居 9日说，受安全因素和技术问题影
响，完成叙利亚化学武器销毁工作可能要
比原计划略微延后。

当天在挪威首都奥斯陆举行的记者
会上，代表禁化武组织前来领取2013年诺
贝尔和平奖的尤祖姆居说，销毁叙利亚化
学武器工作已进入运输阶段。禁化武组
织核查人员和联合国相关工作人员必须
在首先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开展下一
阶段工作。鉴于叙利亚不断恶化的安全
形势，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希望继续
得到叙利亚各方的支持配合。

尤祖姆居说，彻底消除叙利亚化学武
器不仅符合叙利亚各方利益，也符合地区
和国际社会利益。叙利亚化学武器及其
制剂在用船运出叙利亚后，将在海上用一
艘美国船上安装的设备安全销毁。目前
正在寻找并确定一个用来安全装卸叙利
亚化学武器及其制剂的港口。

叙化武销毁
或略微延后

巴前总统死于谋杀

韩国的朝鲜问题专家预测，朝鲜
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汝静未来可能
会在劳动党和国防委员会担任要职。
报道指出，金正恩还有一个胞兄(二
哥)金正哲，目前没有正式职务。在朝
鲜一人统治体制下，因为和金正恩是
兄弟关系，如果担任正式职务可能会
成为金正恩的对手，今后也不太可能
会在权力领域抛头露面。

韩国《朝鲜日报》周六指出，据

韩国政府分析，朝鲜前国防委员长金
正日的妹妹、金正恩的姑母、劳动党
书记金敬姬，在其丈夫张成泽落马后

“人身安全没有异常”，但很多人指
出，其今后在“金正恩体制”下很难
再发挥重要作用。

据报道，今年26岁的金汝静目前
在朝鲜最高权力机构国防委员会担任
活动科科长。国防委员会活动科是最
终审核金正恩出席的“一号活动”的

核心部门。
《朝鲜日报》报道指出，美国自

由亚洲电台今年 7月援引朝鲜消息人
士的话。

报道指出，金汝静负责提前检
查和管理金正恩要去的活动现场，

“入得了金汝静法眼才有机会靠近金
正恩”的说法，已经在劳动党内部
传开。

据新华网

金正恩妹妹或担任要职

朝内部斗争远未结束

综合新华社、新华网

国际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