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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所属基督教民
主联盟（基民盟）定于7日选举新主席。随
着选举进入倒计时，“两强”候选人弗里德
里希·默茨和安妮格雷特·克兰普·卡伦鲍尔
加大攻势，向党主席发起冲刺。

一些政治分析师说，从民意调查结果
看，两人所获支持率不相上下，选战将相
当激烈。

【【发起对攻发起对攻】】

基民盟定于7日至8日在汉堡举行全国
党代会，选举新任党主席。按照基民盟传
统，党主席与联邦总理通常由同一人出
任。这场选举的胜者将成为默克尔“接班
人”，有望出任下任联邦政府总理。

三 名 主 要 候 选 人 分 别 是 默 克 尔 的
“老对手”默茨、有“小默克尔”之称的
基民盟秘书长卡伦鲍尔和卫生部长延斯·
施潘。

最近一个月，基民盟在各地举办8场推
介会，由上述候选人向基层党员介绍竞选
主张。随着选举日期临近，“两强”候选人
默茨和卡伦鲍尔进入对攻模式，提出完全
不同的主张。

默茨11月30日在柏林推介会上说，如
果他当选党主席，基民盟“毫无疑问将把
国内安全放在首位”。他承诺，将逆转基民
盟支持率下跌的颓势，力争重新获得保守
派政党支持。

卡伦鲍尔把矛头指向默茨的商界背
景。默茨上月自曝年薪大约100万欧元（约
合 787 万元人民币），被指属于“上流社
会”、不接地气。卡伦鲍尔说：“我不确定
成为百万富翁是真正的人生目标。”

这名女性候选人认为，要增加基民盟
吸引力，应停止攻击对手，加大自身宣传
力度。

【【胜负难料胜负难料】】

默克尔“接班人”之战打响初期，默
茨在多项民调中处于领跑状态。随着选举
进入倒计时，卡伦鲍尔所获支持率不断攀
升，反超默茨。

德国电视一台 11 月 29 日发布一项民
调，显示所有调查对象中，39%支持卡伦
鲍尔接替默克尔出任基民盟主席。基民盟
成员中，48%的人支持卡伦鲍尔。同一项
民调中，默茨在所有调查对象中所获支持
率 为 26% ， 在 基 民 盟 成 员 中 支 持 率 为
35%。

一些政治分析师判断，卡伦鲍尔和默
茨各具优势，选战将相当激烈。

路透社报道，参加投票的基民盟党员
中，大多数为议员、市长等政界人士，对
卡伦鲍尔有利，阔别政坛近10年的默茨处
于劣势。不过，投票者中近 30%来自默茨
家乡所在州，默茨可以打“老乡牌”拉
票。

卡伦鲍尔现年56岁，是默克尔的亲密
盟友，据信是后者“中意”的继任人选。
默克尔对她的欣赏溢于言表。今年2月，默
克尔宣布提名卡伦鲍尔出任基民盟秘书
长，一时口误，称后者有望成为“基民盟
有史以来第一名女秘书长”，忘了自己才是
这项纪录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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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克尔接班人之战两强争霸

法国首都巴黎1日发生骚乱，示威者与警
方在凯旋门、香榭丽舍大街等地发生冲突。警方
逮捕大约300人，骚乱致伤大约110人。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阿根廷出
席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时谴
责暴力，决定2日回国后召集部长开会，以应对
危机。

【破坏严重】
美联社报道，巴黎中心区1日遭遇半个多

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城市骚乱，示威者点燃汽车、
打破窗户、洗劫商店，在巴黎地标性建筑凯旋门
涂鸦。

示威者与警方在香榭丽舍大街、杜伊勒里
花园等地发生冲突，后者被迫使用闪光弹、催泪
瓦斯和高压水枪。

警方说，已经逮捕大约300人；大约110人
受伤，包括20名安全部队成员。

巴黎中心区大部分地方截至1日下午依然
戒严，市区超过 20 个地铁站因为安全原因关
闭。警方封锁所有通往凯旋门的道路，要求可能
受骚乱影响的商铺提前关门。

【市长愤慨】
巴黎市长安妮·伊达尔戈在社交媒体“推

特”上写道，她为骚乱造成的破坏和示威者与警
方的冲突“愤慨”和“忧伤”。

这名女市长强调：“暴力不可接受。”
一些人走上街头最初是抱怨油价上涨，后

续演变为对生活成本增加、马克龙政府执政举
措表达不满。

这一轮示威11月17日爆发，经由社交媒体
传播，在法国多地蔓延。

法国政府说，法国各地1日涌现大约7.5万
名示威者，其中巴黎有5500人。尽管1日示威规
模比前一周小，造成的破坏却更为严重。

【总统谴责】
骚乱发生时，马克龙正在阿根廷首都布宜

诺斯艾利斯出席G20峰会。他在记者会上谴责
暴力，说洗劫商铺、袭击安全部队、点燃财物等
行径“没有正当理由”。

“那些犯下暴行的人不想改变，他们不想要
改善，他们要的是混乱……这些人的身份会查
明，将交付司法审理，”马克龙说，“我将一直尊
重辩论，我也将听取反对意见，但我决不接受暴
力。”

马克龙2日早晨返回法国，将召集部长紧
急开会。法国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将取消 3 日
前往波兰南部城市卡托维兹出席联合国气候
变化大会的行程，专注处理国内事务。

马克龙先前说，他理解民众因为油价上涨
而不满，但不会因为“暴徒”而改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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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阿根廷小伙阿古斯丁·
阿圭罗11月30日搭乘飞机从西班牙飞
往阿根廷，意外发现自己的邻座是德国
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德国媒体1日报
道阿圭罗这段经历。

阿圭罗现年28岁，当天搭乘西班牙
航空公司6849航班飞往布宜诺斯艾利
斯。他在商务舱坐下，距飞机起飞大约
10 分钟，默克尔突然坐到他身边。随
后，德国财政部长奥拉夫·肖尔茨及其
助手和保镖进入商务舱。

阿圭罗回忆，默克尔看似“非常放
松”。长达13个小时旅途中，她喝酸奶、

阅读、小睡。飞机降落前一小时，默克
尔前往驾驶舱，与航班工作人员合影。

当被问及是否与默克尔聊天时，阿
圭罗回答说，虽然默克尔冲他微笑，但
是他没有勇气与这名德国领导人说话。

默克尔原定 11 月 29 日乘坐政府
专机前往阿根廷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第十三次峰会。专机出现故障，在
德国境内一处机场降落。默克尔一行
次日上午搭乘德国空军另一架专机前
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在那里换乘西
班牙航空公司航班飞往布宜诺斯艾利
斯。

据新华社电 今夏泰国一支少年足
球队在“銮洞”被困但最终脱险的事引
发世界关注。如今，这处洞穴成为热门
旅游点。

遇险少年足球队名为“野猪”，由12
名少年和一名成年教练组成，今年6月23
日训练结束后进入位于清莱府一处国家
公园内的銮洞探险，因强降雨灌入洞穴、
阻断路径无法脱身，直到7月2日才被国
际救援人员和泰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
击队”找到。

銮洞于 11 月重新开放，成为热门
景点。英国《每日邮报》12月1日报道，
通往洞穴的路上，有数百个货摊，出售

包括T恤衫在内的纪念品。尽管洞穴入
口处有栅栏阻隔，但栅栏外可见出售食
物、彩票的摊位，还有僧侣售卖小物件。
游客除了可以以銮洞为背景自拍，也可
在此纪念救援行动中溺水身亡的“海豹
突击队”前成员。

在洞穴外售卖彩票的一名当地妇
女说，人们先前多次尝试让銮洞成为能
吸引游客的旅游点，但始终没成功，“现
在，因为那些获救的男孩，它成了世界
闻名的地方”。除了对自己能挣更多钱
感到高兴，她也为更多人前来欣赏当地
的森林美景和洞穴群感到高兴。

与默克尔邻座乘飞机是什么感受

泰少年足球队遇险洞穴成热门景点

巴黎骚乱致伤百余人

据新华社电 伊朗海军1日展示一艘具
备雷达隐身能力的国产驱逐舰，战舰将部
署在阿巴斯港的海军基地。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萨汉德”号驱
逐舰配备直升机起降甲板、鱼雷发射装置、

防空炮、反舰炮、地对地导弹和地对空导
弹，具备电子战能力，可无需外界补给续航
5个月。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海军
将领的话报道，“萨汉德”号驱逐舰是依据

伊朗海军技术而成的“大胆、创造性设
计”。

伊朗海军副司令哈桑尼·穆卡达姆说，
“萨汉德”号可能加入伊朗海军赴委内瑞拉
执行任务。这一任务近期将启动，历时大
约5个月，动用两至三艘战舰。

受制裁影响，伊朗大力发展本土装备
制造，2010 年展示首款本土制造驱逐舰。
伊朗最高领袖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
上周与海军将领会晤时说，伊朗需要增强
军事能力，抵御敌人。

伊朗海军近年加强海上活动，包括派
遣舰只到印度洋和亚丁湾参与护航任务。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
先前说，伊朗可能在也门和叙利亚设海军
基地。

美国今年8月和11月分两批恢复2015
年签署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后取消的对伊
朗制裁，威胁封杀伊朗石油出口。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穆罕默德·阿里·贾法
里说，如果美国“封杀令”使伊朗无法出口
原油，伊方将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让
其他地区国家也别想出口原油”。

沙特阿拉伯、伊拉克、卡塔尔、阿拉伯
联合酋长国等中东产油国使用霍尔木兹海
峡出口原油。全球大约三分之一的海运石
油贸易依赖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上一次封
锁霍尔木兹海峡是上世纪80年代与伊拉克
的两伊战争期间。

伊朗一艘国产新驱逐舰列装海军

斯 里 兰 卡 议 会 11 月 30 日 投 票 表
决，决定断绝新内阁部长薪水和出行
费用，进一步向总理马欣达·拉贾帕克
萨施压。斯里兰卡议会一天前通过动
议，掐断拉贾帕克萨办公室的运行资
金来源。

斯里兰卡议会225名议
员中，122 人参与 11 月 30
日表决，以122票赞成通过

“断薪”动议。支持拉贾帕
克萨的议员指认动议非法，抵制表决。

议长卡鲁·贾亚苏里亚宣布动议获得
通过。

这场政治危机始于总统迈特里帕拉·
西里塞纳替换总理。10 月 26 日，西里塞
纳宣布解除拉尼尔·维克勒马辛哈的总理
职务并解散政府，任命前总统拉贾帕克萨

为新总理。
议会随后两次通过针对拉贾帕克萨的

不信任案，但西里塞纳拒绝承认表决结
果。西里塞纳支持下，拉贾帕克萨组建内
阁，试图履行总理职责，但议会拒绝配
合。

根据斯里兰卡法律，总统掌握提名和
任命总理的权力；但总理人选必须通过议
会信任表决，即需要获得议会半数以上议
员支持。现阶段，维克勒马辛哈的支持者
占据议会多数。

以拉贾帕克萨和维克勒马辛哈身边人
士为消息来源，路透社 11 月 30 日报道，

两人当天晚些时候在议会碰面，谈及今后
一些问题。

按上述消息人士的说法，在法院定于
12月7日裁决总统西里塞纳先前宣布解散
议会是否符合宪法以前，斯里兰卡现有政
治僵局预期难以打破。

西里塞纳 11 月 9 日签署
公报、宣布解散议会，明年
1月5日举行议会选举，以期
选出支持新总理拉贾帕克萨

的新一届议会。然而，维克勒马辛哈的
支持者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法院 11 月
13 日颁布临时命令，中止执行总统解散
议会、明年1月举行议会选举的政令。议
会得以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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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兰卡议会给内阁“断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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