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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入围十人

监督党首竞争的保守党议员组织
“1922委员会”10日宣布，11名竞选人
中10人获得足够数量议员的提名，可
以接受议员后续投票。

曾任分管大学和科学事务国务大
臣的萨姆·吉马赶在委员会作此宣布前
主动弃选。路透社报道，萨马是唯一一
名支持英国再次就“脱欧”举行全体公
民投票的竞选人。

英国《每日电讯报》梳理，约翰逊共
获得62人提名，遥遥领先；外交大臣杰
里米·亨特和环境、食品与农村事务大
臣迈克尔·戈夫分别获得35人和31人
提名，分列二三位。吉马仅获 3人提
名。

其他入围人士包括：前“脱欧”事务
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内政大臣赛义德·
贾维德；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保守党
前党鞭马克·哈珀；前议会下院领袖安
德烈娅·利德索姆；国际开发大臣罗里·
斯图尔特；前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埃丝
特·麦克维伊。

按照规则，当天竞选人须获得300
多名议员中至少8人提名才能进入后
续投票环节。首轮投票13日开始。议
员将经由多轮投票逐步选出两名候选
人。英国全国保守党籍选民随后以邮
寄选票形式从两人中选出新党首。

由于首相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3次遭议会下院否决，“脱
欧”日期延后至最迟10月31日。特雷
莎·梅被迫提前卸任首相。她7日正式
辞去保守党党首职务，将留任首相至下
任党首选出。新首相预期在7月22日
开始的一周内揭晓。

专攻一人

路透社报道，从民意调查看，约翰逊
赢得不少保守党基层成员青睐。保守党
前党首伊恩·邓肯·史密斯当天在《每日
电讯报》撰文，力挺约翰逊。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约翰逊常常语
出惊人，但他最近行事低调、多在幕后密
集竞选，而他的竞争对手已心照不宣地
把约翰逊视作“需要打败的人”。

约翰逊当天经由《每日电讯报》宣传
政策主张，包括提高年度所得税起征点
和用市场驱动环境保护技术发展。

他的减税主张立即遭遇戈夫攻击。
戈夫不仅批评减税政策“以富人为先”，
同时提及2016年党首竞选往事，向约翰
逊“喊话”说：“不管你做什么，千万别退
出。我知道你这样做过。”

戈夫2016年原本支持约翰逊竞选
党首，却在最后时刻“反水”、加入竞争，
迫使约翰逊弃选。两人原本有望进入本
次党首竞争的最后较量，但因承认20年
前吸毒，戈夫的竞选活动近来有些“脱
轨”，声势逐渐被亨特赶超。

亨特当天拉来国防大臣彭妮·莫当
特和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安伯·拉德两名
阁僚“站台”。他的一名支持者甚至预
测，从目前形势看，亨特和约翰逊将接受
最终投票，戈夫可能首轮投票后退选。

多名竞选人当天宣称唯有自己才能
打破“脱欧”僵局，同时不忘揶揄约翰逊

“不着调”。
亨特说，“严肃时刻呼唤严肃领袖”，

“我们需要强硬谈判，而非空洞说辞”。
“脱欧”立场较强硬的拉布说，“我们靠虚
张声势无法获得好协议”。戈夫说，不需
要“躲在碉堡里”的领袖。 据新华社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遗孀
李姬镐逝世

新华社首尔6月11日电 韩国前
总统金大中遗孀李姬镐于当地时间
10日晚11时37分（北京时间10日晚
10时37分）在首尔的延世大学医院
逝世，享年97岁。

李姬镐生于1922年，毕业于首
尔大学师范学院，后赴美留学。1962
年，李姬镐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与
金大中结婚。此后，在金大中历经流
亡、拘禁、入狱、获刑等一系列政治风
波时，李姬镐始终陪伴左右，并四处
奔走寻求声援，成为金大中一生最亲
密的政治顾问。金大中自1998年2
月至 2003 年 2 月担任韩国总统，
2009年8月病逝。

李姬镐生前一直担任“金大中和
平中心”理事长，毕生致力于女权运
动和朝鲜半岛和平事业。2000年，她
随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朝鲜平
壤，获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接
见。2015年，为促进南北关系发展，
李姬镐再次访问朝鲜。

匈牙利游船相撞事故
遇难者升至24人
新华社布达佩斯6月11日电 匈

牙利警方11日说，上月底在首都布达
佩斯多瑙河上被撞沉的游船当天打
捞出水，船上发现4具遗体。至此，此
次事故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24人，仍
有4人失踪。

5月29日晚，两艘游船在布达佩
斯多瑙河上相撞，其中一艘名为“美
人鱼号”的游船沉没，船上载有33名
韩国游客以及2名匈牙利工作人员，
其中7名韩国人获救。

匈牙利警方发言人克里什托夫·
加尔在发布会上说，4具遗体中包括

“美人鱼号”游船船长以及一名儿童。

“整栋楼都在摇晃”

调查人员说，一架阿古斯塔
A109E型直升机美国东部时间10
日下午1时32分从纽约曼哈顿东区
起飞，原定飞往新泽西州林登机场，
起飞11分钟后坠毁。

坠机地点是曼哈顿第七大道一
栋54层写字楼的楼顶，距繁华的时
报广场仅几个路口。直升机撞向楼
顶，随即起火，冒起滚滚浓烟。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这架直升机撞得七零
八落，“显然撞击相当严重”。机内只
有飞行员一人，没有其他乘客。除飞
行员丧生，楼内和街上没有人员受伤
或死亡的报告。

事发写字楼内有多家银行、公司
和知名餐馆，已经疏散人员。内森·
赫顿是法国巴黎银行职员，在第29
楼上班。他说，当楼顶遭直升机冲撞
时，“就好像有人用力推搡我，整栋楼
都在摇晃”。

行人尼古拉斯·埃斯特韦斯事发
时站在街对面，突然一块金属飞向
他，砸在距他脚边30厘米的地方。

那显然是直升机部件，埃斯特韦斯随
后看到人们尖叫着从楼内往外逃，

“（直升机）爆炸起火，冒起滚滚浓
烟”。

初步推断不涉恐

美国当局着手调查事发原因。
谜团之一是，当天有暴风雨，还有大
雾笼罩摩天楼，这架直升机为什么仍
然冒险执飞？

新泽西州林登机场主管保罗·达
德利介绍，出事飞行员是蒂姆·麦科
马克，经验丰富，熟悉当地情况，“在
这一地区飞行过很多年”。得知坠机
后，“我们都很震惊，深感悲伤”。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说，正在调
查这次飞行是否获得拉瓜迪亚机场
地面控制中心批准。拉瓜迪亚机场
与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纽瓦克
自由国际机场并列为纽约三大机场。

这名市长说，初步推断这起坠机
事件与恐怖主义无关。

纽约州长办公室说，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当天致电州长安德鲁·科
莫，表示愿意提供帮助。 据新华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定于12日开启
对伊朗的访问。这意味着他将成为近
41年来首位访问伊朗的日本首相。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进口的石油绝
大部分来自中东，一旦该地区发生军事
冲突，日本的能源供应将受到很大影
响。安倍此访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在剑
拔弩张的美国与伊朗之间充当“中间
人”，促成双方对话。但鉴于日本影响力
有限且美伊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安倍
要实现目标难度不小。

充当“中间人”

美国去年5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协
议，恢复对伊朗制裁并在各领域不断向
伊朗施压。伊朗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反制
措施，今年5月宣布暂停履行伊核协议
中的一些条款。

美伊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引发日方担
忧。日本外务省官员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
时流露出担心，认为美伊双方均不愿示弱，
一旦发生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地区纷争。

长期以来，日本通过石油贸易与伊
朗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自2013年
以来，安倍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机多次
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在一定程
度上取得伊朗的信任。

由于对伊朗极限施压迟迟不见成
效，美国近来调门有所缓和，表示愿与伊
朗对话，这也给了日本充当“中间人”的
机会。据日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
月下旬访日期间，安倍告知其出访伊朗
的意向，特朗普表示赞同。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并不想
陷入与伊朗军事冲突的泥沼，因此希望
打破目前的僵局。特朗普5日在接受一
家英国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个人不希

望与伊朗发生军事冲突，他认为最好的
办法是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对话。

“中间人”不好当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信息，安倍访问
伊朗期间将分别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和总统鲁哈尼，此访旨在发展日本
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缓解地区紧张
局势，促成美国和伊朗对话。

安倍10日在自民党会议上表示，中
东稳定直接关系到日本的稳定，他将在
前辈们打造的日本与伊朗友好关系的基
础上发挥建设性作用。

据日本媒体报道，伊方将在日伊首
脑会谈中委托安倍将伊朗的立场转达给
特朗普，其中最主要的诉求是要求美国
政府停止对伊朗原油的禁运，这将是实
现伊朗与美国对话的首要步骤。

目前，美伊双方在对话问题上仍存
在“温度差”。伊朗政府要求美国重新遵
守伊核协议，停止制裁并赔偿制裁给伊
朗带来的经济损失，而美国要求的是无
条件对话。如何弥合双方分歧，促成伊
朗与美国在本月底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
国集团领导人会议或今年9月联合国大
会期间实现首脑会晤？这一问题将考验
安倍的斡旋能力。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此访
是安倍在今年7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
前展示其外交成果的又一场“政治秀”。
而且，安倍伊朗之行带来的外交风险也
不容忽视。尽管安倍在访前分别同沙特
阿拉伯王储、阿联酋王储以及以色列总
理等一些与伊朗关系紧张国家的领导人
进行了电话会谈，寻求对方对他访问伊
朗的理解，但也不能排除相关国家心存
不满，从而影响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
关系。 据新华社

十人入选英国首相之争
头号热门人选约翰逊遭围攻

直升机楼顶坠毁
初步推断无关恐怖主义

安倍访问伊朗 美伊“中间人”不好当

外交部驳蓬佩奥涉
疆言论：任何干涉中国内
政的企图都注定失败

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关
于中国新疆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11日表示，蓬佩奥对新疆缺乏最基
本的了解和认识，打着人权、宗教的
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这样的企图注定
会失败。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新疆的言
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
一句话‘眼见为实’。我不知道蓬佩
奥先生有没有去过新疆，但从他散播
的那些关于新疆的不实之词来看，他
对中国新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
识。”耿爽说。

他表示，新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
的“再教育营”。新疆依法开办职业
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帮助少数
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侵蚀的
人重回正轨，帮助他们掌握自食其力
的技能并最终重新融入社会。建立
教培中心以来，新疆已经近三年未发
生过暴力恐怖事件，安全形势得到了
极大的改观。

耿爽说，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有
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事实有目
共睹。新疆现有清真寺2.44万座，平
均每530位穆斯林就拥有一座清真
寺。“根据我看到的公开数据，美国全
国的清真寺数量还不到新疆的十分
之一。”

耿爽表示，维吾尔族文化得到有
效的保护和发扬。新疆维吾尔族人
民依法享有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的权
利。新疆的媒体使用汉、维吾尔等多
种语言进行广播出版，维吾尔木卡姆
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此外，耿爽还表示，中方对美方
就香港事务不断说三道四表示强烈
不满和坚决反对，要求美方停止以任
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据新华社

泰国国王批准
巴育出任总理

新华社曼谷6月11日电 泰国国
王玛哈·哇集拉隆功11日批准巴育出
任泰国新一任总理。

当天中午，工作人员赴总理府向
巴育宣读了国王圣谕。圣谕说，巴育
在5日国会会议上获得半数以上议员
的支持，当选总理。国王按照宪法程
序批准巴育出任泰国总理，立即生
效。

巴育随后发表讲话说，他将为国
家和人民尽心尽力，打造清廉、高效
的政府，缩小贫富差距，提升农民和
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培养人才，让
年轻人参与国家发展进程。

泰国媒体预测，巴育将建立以人
民国家力量党为首的19党联合政府，
组成不超过36人的新一届内阁。

2014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
英拉政府。时任陆军司令的巴育随
后领导成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担任总理并执政至今。今年3月，
泰国举行政变后首次国会选举，选举
产生下议院500名议员。上议院250
名议员则由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
会委派。6月5日，在上下两院联席
会议上，巴育获得500票支持，当选
总理。

根据泰国宪法，全国维持和平秩
序委员会将在新内阁成立后解散。

纽约惊魂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魁之争愈
演愈烈，目前民调排名第二的是杰里
米·亨特，他是目前英国的外交大
臣。此外，他还有一个身份，他的老
婆露西亚·郭来自中国西安，丈母娘
和丈人都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可以
说，杰里米·亨特是个不折不扣的“西
安女婿”。

杰里米·亨特比他的中国太太大
11岁，露西亚·郭在英国华威大学工
作，负责帮助中国学生更好地进行留
学生活。在杰里米·亨特还是一家教
育咨询公司老板的时候，在一次华威
大学的活动中认识了露西亚·郭。杰
里米对这位来自中国西安的姑娘一
见钟情，经多方打听，杰里米要到了

她的电子邮箱。两人迅速坠入爱河，
一年后就结婚了。据英国媒体报道，
亨特为了能娶到露西亚·郭，专程飞
到西安，拜访郭的父亲，希望他把女
儿交给自己。由于郭父不会英语，亨
特不会中文，郭要在中间充当翻译，
两人还在西安当地举行了一场中国
传统的婚礼。

婚后至今，杰里米和郭有了三个
混血宝宝，分别是：杰克、安娜和埃莉
诺。

如果杰里米·亨特能成功入住唐
宁街十号的首相官邸，那露西亚·郭
也将会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
首相夫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汤晨

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首竞选10日开锣。经保守党籍议员提名确认，宣布参选的11人中10人入围投票环节。议员
首轮投票定于13日举行。

多名竞选人同一天正式开始拉票，谈及国内议题和英国退出欧洲联盟事宜。
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是新党首暨英国下任首相最热门人选。他的政策主张乃至行事风格当天遭遇多人攻击。

〉〉

二号热门杰里米是个“西安女婿”

人物特写

杰里米·亨
特和他的太太
露西亚·郭。

6月10日，一架
直升机在纽约曼哈顿
中城一座大厦楼顶坠
毁，飞行员丧生。

新华社发

一架直升机10日下午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一栋摩天大厦楼顶坠毁，
飞行员丧生。据楼内人员描述，遭遇冲击时，整栋写字楼“都在摇晃”。

美国当局着手调查事发原因，初步推断无关恐怖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