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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小动作不断"日本首相野田佳彦
!日称!为保持对钓鱼岛的稳定管理!日本政府正就#购买$有关岛
屿并实现#国有化$进行综合研究%"#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藤村
修提出!可能会同意在钓鱼岛上搞#慰灵祭$!祭拜二战时在岛屿附
近死亡的日本人%""日! 日方竟就中国渔政船进入钓鱼岛海域提
出所谓交涉&

据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从日本#私人拥有者$手中#购买$钓

鱼岛区域内 $个有关岛屿!并称最快将于 %月底实现所谓的#国
有化$&

专家介绍!日本在 "&%'年利用甲午战争之机窃取钓鱼岛!这
种行为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法&

#购岛$闹剧可追溯至今年 (月& 当时!日本右翼政客'东京都
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国抛出(购岛$怪论!引起轩然大波!并持续
至今&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民主党上台以来!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
中!近日更因提高消费税一事导致党内分裂!日本政府提出所谓
(购岛$计划!颇具转移国内矛盾的意味&

(购岛$ 闹剧的推动者野田佳彦出生于千叶县一个军人家
庭!父亲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精锐的第一空降团自卫官&"%&'年!

他作为第一期学生! 毕业于培养出日本众多重量级政治人物的
(松下政经塾$& 仅两年后!他就以 )%岁的年纪当选为千叶县县议
员! 正式踏上了日本政坛& 其后他在日本政坛摸爬滚打了 )#多
年!在政界积累了相当多的人脉&

在民主党内部!野田拥有自己的政治派系(花齐会$!有国会
议员人数约 $#人& 由于同样出身自(松下政经塾$!野田和日本
前外相前原诚司的(凌云会$成员关系良好& 野田在民主党内属
于中立派系&

野田曾于 )##(年担任民主党影子内阁的财务大臣! 后来又
在鸠山内阁中担任财务副大臣& 鸠山辞职后!野田则担任菅直人
内阁的财务大臣&在财务领域!他属于强硬派!主张必须抑制日本
庞大的公共赤字!方法包括提高消费税等& 他还强调财政纪律的
重要性& 在野田佳彦的监督下!日本政府 *年来首度干预汇率市
场!抑止日元飙升&同时!野田还认为日本当务之急是打击通货紧
缩!对日本经济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在外交方面!野田秉承了(松下政经塾$的风格!属对华强
硬派!并声称(甲级战犯不是战犯$& 同时!他具有相当程度的
排外性!野田是菅内阁中明确反对外国人参政权的仅有的两位
阁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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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届东盟外长会
"$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闭
幕! 因菲律宾刻意借南海问
题搅局! 会议未能发表联合
公报!这在东盟成立 ('年来
的历史上实属首次&

中菲 (月发生黄岩岛争
端以来!菲律宾(挟洋自重$!

致使争议迟迟不能平息&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
在此间的角色不明而喻& 阿
基诺三世出身于菲律宾政治
世家! 他的父母均被视为菲
律宾民主(斗士$&

阿基诺三世的父亲是贝
尼格诺)阿基诺二世!他曾因反对前总统马科斯的独裁而被迫流亡美
国" "%&$年!阿基诺二世决定返回菲律宾推动民主!但在抵达马尼拉
机场后即被暗杀" 阿基诺三世的母亲科拉松*阿基诺在丈夫死后!继承了
丈夫未尽的事业& 在阿基诺夫人的领导下!菲律宾民众掀起了一场(人民力
量$运动!最终推翻了马科斯统治!恢复了菲律宾民主&阿基诺夫人此后成为
菲律宾总统!她在任内曾数度遭遇未遂政变&在 "%&!年发生的一次未遂政
变中!年轻的阿基诺三世被政变者打中 '枪!至今颈部还有一枚子弹&

阿基诺三世从小性格安静内向& 他在马尼拉亚典耀大学获得经济
学学士学位!此后跟随父母流亡美国& "%&$年回到菲律宾以后!阿基诺
三世曾经在数家企业工作& "%&&年!阿基诺三世首次步入政坛!当选众
议员!)##"年和 )##(年!他两次竞选连任& )##!年 !月!阿基诺三世在
菲律宾议会中期选举中当选参议员& 阿基诺三世被认为缺少父母身上
的政治魅力&现年 ')岁的阿基诺三世至今未婚!有个女朋友&媒体形容
他看来像清贫的计算机工程师多于精明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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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执政党新国家党核心人物' 已故前总统朴正熙的长女朴槿
惠 "#日正式宣布进军青瓦台!有意成为韩国历史上首名女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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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 "%')年 )月 )日出生在韩国南部大邱市& 朴正熙 "%*"

年发动军事政变上台!朴槿惠时年 %岁!以(第一女儿$身份随父亲
入住总统府&

母亲陆英修 "%!(年 &月遇刺身亡!朴槿惠中断在法国的学业!

回国代行(第一夫人$部分职责!时常陪伴朴正熙出席一些重要活
动&朴槿惠回忆说!那段经历帮助她了解什么是政治权力!学习如何
处理国家大事&

亚洲金融危机时!朴槿惠步入政坛& "%%&年 (月大邱达城郡补
缺选举中!她声称(为完成父亲未完成的事业尽一点力$!以明显优
势当选国会议员&

从政以来!朴槿惠
始终处于父亲的阴影
下& 朴正熙执政 "&年
间!韩国实现工业化和
经济起飞&不少韩国人
肯定朴正熙帮助国家
走出朝鲜战争的疮痍!

为日后 (汉江奇迹$奠
定基础&一些经历那个
年代的中老年人是朴
槿惠支持者主力&

另一方面!朴正熙
因铁腕统治'镇压反对
派而饱受批评&一些年
轻人和自由派选民视
朴正熙为(独裁者$!把这种反感移情至朴槿惠身上& 朴槿惠曾多次
向(那些在我父亲时代经历痛苦和艰难岁月的人们及其家人$道歉&

韩国联合通讯社说!如何扬弃父亲的政治遗产将直接影响朴槿
惠的选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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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现年 *#岁!至今未婚& (第一家庭$的经历既是政治资
本!也让她的人生一路荆棘&

朴正熙 "%!%年 "#月遭韩国中央情报局局长金载圭枪杀时!距
离陆英修遭原本打算行刺朴正熙的朝鲜裔日本人射杀刚过 '年& 朴
槿惠说!父母双双遇刺身亡!是她(难以承受的痛苦$& 父亲去世后!

她搬离青瓦台!远离政治!开始将近 )#年近乎隐居的生活!曾在女
童子军'岭南大学和一家教育基金会任职&

)##*年 '月!韩国地方选举期间!朴槿惠以大国家党党首身份
在首尔助选!遭一名男子袭击!脸部遭文具刀划伤!缝了 "!针& 这一
事件不仅帮助大国家党拉到不少同情票!大获全胜!也让朴槿惠个

人声望看涨&

)##!年总统选举党内预选失利! 朴槿惠在演说中语气低沉!说
她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她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朴槿惠的住宅是一座灰色双层老楼! 位于首都首尔一处安静的居民
区& 去年一场大雨!她在微博客中写道+(我家的房子漏雨!相当壮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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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朴槿惠的人说!她讲话明快简洁!非常重视原则和信用&加入
大国家党!她先后出任这一主流保守派政党的副党首'党首!数次率大
国家党险中求胜!连续 '次当选国会议员!获称(选举女王$&

大国家党因去年首尔市长选举失利和选举委员会网站遭 (黑
客$攻击'党首选举贿选丑闻等事件陷入危机!更名为新国家党并重
组& 朴槿惠再度出山!以非常对策委员长身份带领全党一步一步改
善形象!在今年 (月国会选举中逆转!朴槿惠则赢得与时任最大在

野党民主统合党党首韩明淑的(女强人对决$&

韩明淑是韩国历史上首名女总理& 总理是韩国女性至今出任的
最高行政职务&

今年是韩国 )#年来首次在同一年选举国会和总统& 赢得国会
选举这场青瓦台争夺战的(热身赛$!朴槿惠巩固了保守派(盟主$地
位!不少人期待她尽早宣布参选&

只是!与 *年前第一个公开表露参选意向相比!朴槿惠没有松口!

而是等待党内竞争对手一个个亮相& 新国家党打算 &月 "%日举行党
内预选!朴槿惠面临京畿道知事金文洙'前党首安商守'前总统府秘书
室长任太熙等人挑战& 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朴槿惠所获支持率领先朝
野其他竞争对手!可能以明显优势赢得预选以至总统选举&

一些政治对手以朴槿惠的性别和没有从军经历为由!质疑她的领
导能力& 她的助手反驳说!朴正熙遇刺后!朴槿惠要求军方严加戒备!

确保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不出事& 朴槿惠 "#日说!对领导人而言!自己
的性别(可以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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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赫莉卡*里韦拉在多部墨西哥热播电视剧中出演角色!不
久将进入全新角色!即(第一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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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韦拉的丈夫培尼亚*涅托本月赢得墨西哥总统选举! 如果
一切顺利!定于 ")月 "日就任墨西哥总统&

她现年 ("岁! 身为肥皂剧明星!)#"#年 ""月与涅托结婚时
(名望$远超两年后参选总统的丈夫&

涅托竞选总统!里韦拉时常陪在身边!几乎不说话!不与记者
交流&但她像(磁石$!所到之处吸引大批年轻电视剧迷!而这一群
体以往通常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参加选举投票&

竞选集会上!电视剧迷们竞相与里韦拉合影'索要签名'试图
吻她,,大声呼喊她在一部电视剧中所扮演角色的名字(加维奥
塔!加维奥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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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托现年 ('岁!先前有过一次婚姻!与前妻莫妮卡)普雷特

利妮有 $个孩子& 出任墨西哥州州长期间!涅托承认与其他两名
女子有私生子& 普雷特利妮 )##!年因癫痫发作去世&

)##&年!涅托与里韦拉结识!聘请里韦拉在一个州政府项目
中宣传政绩& 当时里韦拉已离异!同样有 $个孩子&

两人起初保持(地下恋$!羞于在公开场合(秀恩爱$!偶尔一
起吃饭才会让人(旁观$& 涅托最终在电视节目中公开两人关系!

给政界和娱乐界增添一剂(猛料$&

里韦拉 )#""年接受一家娱乐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在一起大
约 '个月的时候!一天!他邀请我去餐馆吃午餐!慢慢抱住我!问
我是否愿意做他的未婚妻& $

(这是第一次有人这样问我,,我说好! 他说+.要说当然
好& /我加强语气!重复道+.是的!当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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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 )##%年去梵蒂冈!涅托向里韦拉求婚&

)#"#年 ""月!两人的婚礼在墨西哥州托卢卡一座教堂举行!

婚礼现场不允许媒体拍照!婚礼后向公众发布照片& 他们从教堂
出来!向人群挥手'飞吻!摆姿势供拍照&里韦拉把花束扔向人群&

里韦拉 "!岁赢得选美冠军!成为少女模特!开始演艺生涯&

"%%"年!她在电视剧0摘星!1中饰演一个坏女孩!搭档是尚未大
红的歌手瑞奇)马丁&

虽然身处娱乐圈!接触不少异性(超级名星$!里韦拉从来没
有传出过绯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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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伦敦警方 ""日说!知名软包装供应商利乐
包装公司继承人汉斯)克里斯蒂安)劳辛的妻子埃娃
在自家豪宅离奇死亡&英国警方 "$日说!汉斯)克里
斯蒂安)劳辛因涉嫌杀害妻子埃娃遭逮捕&

伦敦警方据信先前因涉嫌非法持有毒品逮捕劳
辛& %日!警察在劳辛与妻子位于伦敦贝尔格拉维亚
区的 '层豪宅内发现埃娃的尸体! 决定继续拘押这
名男性嫌疑人&

利乐包装公司在劳辛父亲老汉斯的手中发展壮
大! 逐步成为市场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包装业巨头&

老汉斯夫妇上世纪八十年代移居英国& 依据 0星期
日泰晤士报1)#")英国富豪榜! 老汉斯家族资产 ($

亿英镑2约合 *!亿美元3!位列第十二位"

身为英国最富有女子之一!埃娃现年 (&岁" 这
对夫妇均有戒毒史!据信在一家戒毒诊所相识!婚后
育有 (个孩子!生活奢靡却热衷慈善"

)##&年!埃娃前往美国驻英国使馆申请更换护
照!警卫发现她随身携带小包可卡因'海洛因及其他
违禁药物" 警方随即逮捕埃娃并搜查劳辛夫妇的别
墅! 发现大量毒品" 劳辛随后同样因涉嫌非法持有
毒品遭逮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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