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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经深受西班牙人民爱戴：在他的
带领下，西班牙从专制过渡到了民主；可
惜老了却丑闻缠身，最后落了个被迫退位
的下场，如今无奈流亡海外……

据《每日邮报》、路透社等媒体报道，
西班牙王室8月3日发布声明称，2014年
退位的老国王卡洛斯一世宣布流亡海外，
目前去向不明。

现年82岁的卡洛斯一世曾带领西班
牙和平走向民主，但在位后期却爆出生活
奢靡、收受外国巨额回扣等财务丑闻，重
挫个人与王室声誉，最终黯然将王位传给
儿子费利佩六世。他现在身在何处？流
亡能否躲避司法调查？

出生于流亡的王室
系独裁者培养的“民主国王”

卡洛斯一世1938年出生于意大利罗
马。当时，西班牙王室正面临西班牙第二
共和国的推翻贵族浪潮，因为受战火的影
响，他的爷爷阿方索十三世带着家人逃出
了西班牙，迁居意大利躲避风头。卡洛斯
一世直到10岁的时候才第一次踏上西班
牙的国土。

1936 年，佛朗哥将军发动西班牙内
战，后来成为国家元首并恢复王室。1948
年，佛朗哥把年幼的卡洛斯一世接回西班
牙，让这位“西班牙王子”在自己的国土上
接受传统王室应该接受的严格教育。

1969年7月，佛朗哥宣布卡洛斯一世将
成为他未来的权力继承人，在他自己死去之
后，卡洛斯一世将登基成为西班牙国王。

1975 年 11 月 20 日，以铁腕独裁统治
西班牙达 39 年之久的佛朗哥去世，卡洛
斯一世登基为西班牙国王，成为西班牙的
国家元首，也是该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卡洛斯并没有延续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而
是在君主立宪制的基础上，带领西班牙走
向民主转型之路。他成为深受西班牙民
众拥戴的“民主国王”。

涉收受沙特上亿美元回扣
6500万美元进入情妇的腰包

然而，卡洛斯一世的历史荣光却在晚
年因为王室丑闻而黯淡，多次传出王室家
族的贪腐丑闻，而他本人也开始出现和情
妇的风流故事，使得西班牙王室名誉一再
因为新闻八卦的追逐受损。在西班牙经
济萎靡的社会氛围下，恶劣的王室名声导
致民众支持率下跌。

2012年，卡洛斯一世前往非洲博茨瓦
纳狩猎大象，右髋部受了伤要做手术，媒
体挖出这趟非洲游花费达2.7万英镑，愤
怒的民众直接喊他退位。“狩猎门”一个月
后，他又陷入了“情妇门”丑闻，被曝包养
46岁的德国金发女郎科琳娜。接着，他又
陷入了“私生子门”丑闻，一名西班牙男服
务员和一名比利时家庭主妇相继宣称他
们是卡洛斯一世的私生子和私生女。

2014年，丑闻缠身的卡洛斯一世黯然
宣布退位，结束近40年的任期，但仍保留
国王称号，儿子费利佩六世继承王位。然
而，此举并未能令西班牙民众恢复对王室
的信心，开始反对君主制。卡洛斯一世退
位之后，西班牙最高法院今年6月宣布对
其涉嫌贪污展开调查，他在位时期享有豁
免权，在退位之后即有被起诉的可能性。

据路透社报道，卡洛斯一世被指控在
2008年通过离岸账户收取了沙特阿拉伯

时任国王阿布杜拉的1亿美元不明款项，
银行账户是以卡洛斯一世在巴拿马成立
的基金会的名义，在瑞士私人银行所开
设。根据瑞士检方调查分析，这笔资金的
背后可能是西班牙财团得到沙特高铁建
设案的一笔回扣。在这1亿美元之中，又
有6500万美元进到了有“卡洛斯情妇”之
称的科琳娜手中。此案目前在瑞士和西
班牙皆面临司法调查。

科琳娜辩称，6500万美元是卡洛斯对
她的回报，感谢她在卡洛斯健康不佳时的
照顾，并非交易款项或贿赂金。此外，科
琳娜去年还被爆出企图威胁现任国王费利
佩六世，她声称如果费利佩六世不能帮助
她解决一些法律问题，可能会公开损害王
室的信息，内容涉及财务以及与前国王的
隐秘情事，然而现任国王并未屈服，并表示
将采取法律行动起诉这位德国女商人。

现任国王为划清界限
放弃父亲财产取消父亲津贴

报道称，卡洛斯一世的基金会的资金
流向显示，现任国王费利佩六世也是金钱
利益下的受益者，因此在西班牙又引起了
舆论指责。

2020年3月，费利佩六世声称对父亲
违法行为毫不知情，为划清界限，他公开
表示放弃继承父亲的财产，同时父亲也将
不再接受给予退任国王每年19万欧元的
津贴。

有关自己的贪污问题，前国王卡洛斯
一世一直没有公开说明。他只表示，自己
从未告诉其儿子费利佩六世有关境外账
户的事情。

直到8月3日，卡洛斯一世突然向儿
子费利佩六世发了一封信，表明将自我放
逐的决心。他写道：“我过往的私生活某
些事件引起公众关注，为西班牙的人民、
制度以及现任国王所着想，我决定在这个
时刻离开西班牙，这是非常痛苦的决定，
但我的心情相当平静，我不希望个人私事
影响到费利佩六世履行国王责任……”

对于父亲的决定，费利佩六世3日公
开表示感谢并尊重父亲的离境决定。

目前人在多米尼加
如果检方需要传唤一定配合

卡洛斯一世突如其来的举动，令西班
牙和国际社会相当震惊，但最让人困惑的
问题是：卡洛斯目前人在何方？

卡洛斯一世8月3日宣布离境，前往
另一国家居住，但未有透露目的地。《西班
牙先锋报》4日报道称，他身在多米尼加共
和国。他先在8月3日乘车前往邻国葡萄
牙，再搭乘飞机前往多米尼加共和国，他
在当地投靠一个通过种植甘蔗致富的家
族，预计停留数周时间，再前往下个目的
地。

多米尼加是加勒比海岛国，曾是西班
牙殖民地，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就
在这里建立了城市，被西班牙统治了三百
多年。

卡洛斯一世的离开是否意味着躲避
司法调查？卡洛斯一世的代表律师 3 日
回应称：“卡洛斯的离境并非为了逃避法
律诉讼，他将随时响应西班牙检察官任何
必要的司法程序。如果检方需要传唤，卡
洛斯一世一定配合。”

本报综合消息

日本政府 4 日否认首相安倍晋三身体有
恙，称他正在“专心工作”。

日本杂志《Flash》当天报道，安倍7 月6 日
在首相官邸的办公室吐血。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应对新冠疫情
和洪灾之际，出现“首相累了”的传闻。共同社
报道，安倍的健康状况近来受到关注，因为他
一改下班后常与政界、商界人物及其他人吃晚
饭的习惯，下午6点离开首相官邸后直接返回
私宅。另外，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举行记者会
或出席国会会议。

就安倍的健康状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
义伟 4 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安倍的身体“完

全没有问题”，“我每天都与他见面，他一心扑
在工作上”。

安倍现年 65 岁。他 2006 年首次执政，次
年因一系列政治挫折和患大肠炎而辞职。安
倍2012年第二次当选首相，后来两次连任。

日本一个多月来新冠疫情快速扩散。日
本广播协会电视台4日报道，全国当天新增确
诊病例1200余例，累计超过4.14万例，其中死
亡1000余人。首都东京4日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309例，连续8天日增超过200例。另外，厚
生劳动省数据显示，7月29日，日本新冠患者
住院人数为4034人，是7月1日住院患者数的
5倍多。 新华社特稿

美国政府委内瑞拉事务特别代表埃利奥
特·艾布拉姆斯4日说，即便委内瑞拉反对派在
今年12月选举后失去对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
称议会）的控制，美国仍将继续承认反对派要
员、自封“临时总统”的胡安·瓜伊多的“合法地
位”。

艾布拉姆斯当天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
委员会作证时说，美国不会承认这场选举，将
同其他50多个承认瓜伊多的国家和地区商量，
未来继续支持他。

委内瑞拉定于 12 月 6 日举行新一届议会
选举。27 个反对党本月 2 日宣布将抵制议会
选举，声称执政党会舞弊，参加选举等同于“共
谋”。

议会眼下由反对党掌控。如果反对党抵
制选举，下一届议会势必转由执政党控制，对
以议会主席身份自封“临时总统”的瓜伊多来
说相当不妙。

瓜伊多称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是一场“闹
剧”。他2019年1月自封“临时总统”，受到美
国等西方国家支持。此后，瓜伊多动作不断，
从发动小规模兵变，到试图拉拢军方人士，种
种夺权尝试以失败告终。

委内瑞拉议会今年1月表决，反对派议员
路易斯·帕拉当选新一任议会主席，取代瓜伊
多。委内瑞拉政府承认帕拉议会主席身份。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一直称瓜
伊多为美国操纵的“傀儡”，指责他企图利用暴
力政变推翻政府，明知参选没有胜算才带领反
对党抵制选举。马杜罗在2018 年5月总统选
举中赢得连任。反对派声称马杜罗阵营舞弊，
不承认马杜罗第二任期合法性。

瓜伊多 4 日经由网络接受美联社采访时
说，他们将继续借助国际社会压力和制裁孤立
马杜罗，以达到推翻政权的目的。瓜伊多说，
他还没有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对
手乔·拜登团队通过气。

特朗普是率先承认瓜伊多“临时总统”身
份的外国领导人之一，但是后来似乎显露对他
失去信心。路透社报道，特朗普的顾问主张对
马杜罗政权强硬，主要是为选票考量。在美国
选举的“摇摆州”佛罗里达州，生活着不少古巴
裔美国人。他们反对马杜罗政权以及支持它
的古巴政府。

艾布拉姆斯4日称，马杜罗政权动用国家
黄金储备支付伊朗援助，土耳其、俄罗斯和古
巴也在帮委内瑞拉政府规避制裁。

由于美国制裁和封锁，委内瑞拉无法生产
足够汽油供应国内市场。3月以来，委内瑞拉
境内汽油供应不足。为缓解委方困境，同样遭
受美国制裁的伊朗向委内瑞拉派出油轮，运输
成品汽油及炼油所需化学制剂。新华社特稿

西班牙老国王为何流亡海外

新华社波哥大8月4日电（记者高春雨）哥
伦比亚最高法院 4 日下令批捕并软禁涉嫌收
受贿赂、收买证人、程序欺诈的前总统阿尔瓦
罗·乌里韦。

这是哥伦比亚最高法院首次对国家前领
导人发出批捕令。

乌里韦当天在社交媒体推特账户发文说：
“我的自由被剥夺，我为我的爱人、家庭和仍相
信我曾给祖国带来好处的哥伦比亚同胞深感
难过。”

哥伦比亚左翼参议员伊万·塞佩达 2012
年指认乌里韦与哥西北部安蒂奥基亚省准军
事组织及境内一些贩毒集团有染。乌里韦否

认上述指控，并指认塞佩达赴监狱探视前武装
人员时施加压力，迫使后者做出虚假指控。

经过数年调查，哥伦比亚最高法院 2018
年裁定，塞佩达在收集证据过程中无行贿或施
压等行为。去年 10 月，乌里韦接受哥最高法
院单次长达7小时的质询，随后哥最高法院宣
布将重新取证，继续对乌里韦展开调查。

乌里韦 2002 年至 2010 年任哥伦比亚总
统。此前，他曾于1995年至1998年担任安蒂
奥基亚省省长。哥伦比亚现任总统伊万·杜
克所属的右翼政党民主中心党系由乌里韦创
建，该党在应对反政府武装问题上持强硬政
策。

安倍累到吐血？日本政府：没有的事

美国表示继续支持瓜伊多美国表示继续支持瓜伊多

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批捕前总统乌里韦哥伦比亚最高法院批捕前总统乌里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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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示，，胡安胡安··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圣洛伦卡洛斯一世在西班牙圣洛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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