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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 7日议会选举之日临
近，保守党领袖、首相戴维·卡梅伦与
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奇招迭出”，
纷纷使出颇具喜剧效果的“杀手锏”。

西方媒体惊呼，这场两大对手旗
鼓相当的选举，前半段略显沉闷单调，
在冲刺阶段终于进入“搞笑时刻”！

米利班德：
一言既“刻”驷马难追

工党领袖米利班德3日带着一块
石碑出现在选民面前，让不少人吓了
一跳。这块石碑高2.5米，是石灰石材

质，属于纪念碑的常见材料。米利班
德揭开幕布，向选民展示了刻在石碑
上的字。

原来，米利班德特意委托石匠，把
工党的6条竞选承诺刻在这块与众不
同的“纪念碑”上，包括“管控移民”“更
坚实的经济基础”“提高工薪家庭生活
水平”等。

米利班德说，一旦工党7日赢得
选举，这块石碑将被竖立在唐宁街10
号首相府的花园中。

一言既“刻”，驷马难追。米利班
德表示，工党胜选后一定会兑现竞选
承诺，因为“字已经刻在石头上了”。

这块石碑在社交媒体上被称作
“埃德石”，迅速引得网民围观。伦敦
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等保守党人士则
讥讽米利班德的刻石之举。

然而，不少批评家抛出了一个“严
谨”的提问：如果工党败选，这块石碑
的命运如何？根据英国尤戈夫调查公
司 3 日发布的民调，保守党支持率
34％，工党支持率33％，胜负难料。

卡梅伦：
甘为孺子牛 难得一人心

保守党领袖、首相卡梅伦常被

人质疑“含着金汤匙出生”、与普
通民众距离较远。为了扭转这一
精英形象，卡梅伦 3 日下午前往西
约克郡，挤在人群中观看了一场自
行车赛。

在拥挤人群中，7 岁女孩阿梅
莉·博恩和10岁的哥哥查利个子太
矮，踮起脚尖也看不到公路上的自
行车。

好机会！卡梅伦果断抱起小女孩
博恩，让她跨坐在他的肩头。博恩身
穿粉红色上衣、粉红色圆点裤子，坐在
卡梅伦肩头格外惹眼。

赛事紧张之际，博恩一手摁住卡

梅伦头顶，一手挥舞着蓝色车赛旗帜，
激动得合不拢嘴。卡梅伦两手紧抓博
恩的双腿，防止她摔下来。

孩子的母亲乔伊告诉英国《每日
邮报》记者，博恩与查利一直关注着本
次大选，此番与卡梅伦亲密接触后，已
经向妈妈申请“7日通宵不睡觉，等待
选举结果公布”。

“酷妈妈”乔伊则表示，她还没决
定究竟把票投给卡梅伦还是米利班
德。尽管卡梅伦积极为她女儿博恩效
劳，但“这件事对我的决定不构成影
响”。

杨舒怡（新华社特稿）

议会选举冲刺！

英国两党
“奇招迭出”

主要政党对欧政策迥异

英国于 1973 年加入欧盟前身欧
洲共同体。此后数十年间，英国国内
要求退出欧盟的声音从未间断。近年
来，英国独立党等一些反欧盟右翼政
党不断壮大，迫使英国主流政党调整
对欧政策以吸引目标选民。

2013 年年初，英国首相、保守党
领袖卡梅伦就英国与欧盟的关系发
表讲话时表示，如果保守党赢得2015
年的大选，最早将在2017年年底通过
全民公投决定英国是否继续留在欧
盟。保守党今年在竞选期间延续了
这一主张。

然而，英国其他政党对此各持己
见。工党反对保守党作出的公投承诺，
认为在欧盟进行必要改革的前提下，英
国应留在欧盟，积极扮演领导者角色；
自由民主党也反对退出欧盟，认为欧盟
对于英国解决气候变化、跨国犯罪、恐
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至关重要。

英国独立党则主张英国彻底退出
欧盟，认为只有退出欧盟，英国才能重
新掌控自己的命运。为此，该党支持

英国尽早举行上述公投。

英因何对欧若即若离

长期以来，英国对待欧洲若即若
离、爱恨交织。观察人士认为，英国的

“疑欧”倾向有历史、地理、政治、经济、
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原因。

首先是政治因素。英国重大事务
须由本国议会决定，而当今欧盟在不
少领域享有高于成员国议会的立法
权，这令英国议会无法阻止一些不受
欢迎的欧盟法规的实施。

二是经济原因。有些选民认为，

英国最初加入欧共体（欧盟前身）主要
是为了与欧洲大陆发展贸易，而加入
欧盟之后，英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安
排必须通过欧盟进行，这使得英国的
海外贸易受制于欧盟。

三是移民与福利问题。欧盟东扩
以来，大批来自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
的移民涌入英国，有些英国人认为，外
来移民抢占了原本属于本地人的资
源，并导致犯罪率升高、住房紧张、交
通拥堵等问题。

四是历史和社会心理原因。英国
人有岛国心态和“帝国”心理。英国作
为岛国，与欧洲大陆不相连接，在历史

上曾长期奉行“光辉独立”政策，不愿
过多卷入欧洲事务；在语言和文化上，
英国与欧陆国家差异较大，不少英国
人在心理上对欧洲大陆存有隔膜感。

大选影响英欧关系走向

目前，大选已经临近，但保守党和
工党的支持率仍难分伯仲，两党都没
有取得过半数优势。这意味着英国有
极大可能会再度出现两党联合执政的
政府，或者由两大党中的一个组建少
数派政府。

因保守党和工党对欧政策迥异，

因此哪个党上台执政将直接影响英欧
关系走向。假如保守党赢得议会多数
席位，那么英国将会举行是否留在欧
盟的公投；如果保守党不能取得议会
多数席位，那么它可能和较小政党组
建联合政府，届时这些小党不一定会
支持举行上述公投，公投会不会举行
将出现变数。

如果最终工党上台执政，英国可
能将不必举行上述公投，但工党能否
在欧盟争取到英国想要的利益，选民
对此并不放心，长远看来，一场就欧洲
问题的公投或无法避免。

英国一旦脱离欧盟，将给英国内
政、外交、经济等领域带来深远影响。
素有独立倾向的苏格兰是英国最亲欧
的地区之一，英国退出欧盟将招致大
批苏格兰人的反感，或引发新一轮苏
格兰独立风潮。

英国前首相布莱尔近日抨击保守
党的对欧政策，认为卡梅伦主张的公
投不仅会给英国带来“经济混乱”，还
将损害英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有违英
国作为世界大国的“雄心和特质”；工
党领袖米利班德也指出，英国一旦丧
失了在欧洲的影响力，也将丧失在世
界上的影响力。

（新华社伦敦5月3日电）

英国大选
将左右英欧关系未来

国际观察

英国将于7日举行大选，目前各党派竞选已进入最后阶段。此次大选
的焦点议题之一是英欧关系。

观察人士指出，英国各政党对本国是否应进一步融入欧洲的态度大不
相同，大选结果将直接影响到英欧关系的未来。

新华社慕尼黑5月3日电（记者宋
国城 朱晟）德国总理默克尔３日出席达
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仪式并发表
讲话，呼吁德国社会勿忘纳粹政权的罪
行，坚定地同种族歧视作斗争。这是70
年来首位在职德国总理在达豪集中营解
放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

向死难者敬献花环

纪念仪式的主会场设在达豪集中营
纪念馆广场中央的临时大棚内。蒙蒙细
雨中，默克尔在巴伐利亚州长霍斯特·泽
霍费尔和集中营幸存者的陪同下来到会
场，来自以色列等国和欧洲国家的集中
营幸存者或家属、一些国家驻德国外交
使节、社会团体以及德国各界人士约
2000人出席仪式，另有数百人站在会场
外观看实况转播。

默克尔在讲话中高度赞扬达豪集中
营纪念馆“作为下一代受教育的场所”所
发挥的重要作用。她说，纳粹德国给受
害者带来的无尽灾难超出了人们的想
象，这使所有人特别是年青一代意识到，
勿忘过去是多么重要。她强调说：“为了
那些纳粹受害者，为了我们，也为了下一
代，我们绝不能忘记过去。”

默克尔说，德国社会对反犹太主义、
种族歧视、排外和恐怖袭击不能视而不
见，不允许它在这个国家有市场，必须
用法治国家的一切手段坚定地同它作

斗争。
在纪念仪式结束前，默克尔向达豪

集中营的死难者敬献了花环。
1933年建成的达豪集中营位于慕

尼黑市西北约10公里处的达豪市，是纳
粹修建较早、用来关押所谓“政治犯”的
集中营，共有约20万人被关押在这个集
中营。1965年，德国在达豪集中营原址
上建立了纪念馆，部分保留了集中营的
牢房及其设施，并展出大量珍贵史料。
连日来，该馆举办了一系列活动，纪念达
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

强调德国历史责任

另据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2日强
调，德国对纳粹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
负有“特殊责任”，不能简单地与历史“撇
清干系”。默克尔在每周讲话中说：“不
能给历史划上一条线。我们看见，在希
腊和欧洲其他国家（就历史问题）有争
论。对于纳粹时代德国的所作所为以及
给其他国家造成的持久伤害，我们有特
殊责任以保持警醒、敏感和意识。我强
烈支持这一点。”希腊财政部副部长马达
斯今年4月称，德国应向希腊支付2787
亿欧元，作为二战损失赔偿。德国政府
的态度是，从法律角度而言，德方已经完
成赔付。不过，德国总统高克3日表示，
作为重视历史问题的国家，德国应考虑
希腊的要求。

70年来首位在职德总理在达豪集中营解放纪念仪式上发表讲话

默克尔呼吁勿忘纳粹罪行

朝鲜新落成一座卫星控制中心，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在视察时说，朝鲜打算发射更多卫星，努力
成为“太空强国”。

朝鲜中央通讯社3日报道，金正恩视察了新
建的国家宇宙开发局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他
说，朝鲜已成为独立自主研发人造卫星的国家，和
平开发宇宙是朝鲜的合法权利。“即便有敌对势力
反对，朝鲜也绝不会放弃发展宇宙开发事业”。

金正恩还说，朝鲜将在朝鲜劳动党中央确定
的时间和地点向太空发射更多卫星，继续努力向

“太空强国”迈进。
报道没有提及金正恩视察卫星控制综合指挥

所的日期。朝中社经常在金正恩视察活动一两天
后播发相关报道。

朝鲜国家宇宙开发局成立于2013年，掌管朝
鲜宇宙开发项目。新建成的卫星控制指挥所占地
近1.4万平方米，由主楼、辅楼和测量站等组成。
从朝中社报道看，这里有实时观测卫星发射整个
过程的主显示室、控制卫星的辅助显示和操纵室
以及光学观测室、观众观看室，还有电子图书室、
休息室、餐厅、宿舍等生活设施。

金正恩要求给卫星控制综合指挥所增配新设
备，建设能够在近似宇宙的环境中进行卫星试验
的宇宙环境试验基地。

报道没有提及这座新卫星控制中心的位置。
安晓萌（新华社特稿）

朝鲜新落成
卫星控制中心
金正恩称要向“太空强国”迈进

新华社平壤5月4日电（记者郭一娜 陆睿）
据朝中社4日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
会委员长金永南将访问俄罗斯，出席在莫斯科举
行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

这是朝方首次披露参加该庆典活动的领导人
名单。报道未说明出访日期及具体行程。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4月
30日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不参加5月9
日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今年1月，
俄罗斯曾确认金正恩将访俄。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70周年，也是卫
国战争胜利70周年。俄罗斯将于5月9日“卫国
战争胜利日”举行盛大庆祝活动。除举行阅兵式
外，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发表重要讲话。

俄罗斯政府已邀请世界多国领导人出席在莫
斯科举行的阅兵、游行等庆祝活动。俄总统办公
厅主任伊万诺夫2日表示，目前正式确认参与俄
庆祝活动的领导人已有26位。

金永南将访俄
出席俄卫国战争胜利
70周年庆典活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3日播出对朝鲜
所抓获的两名韩国男子的采访，这两人在采访中
均承认受韩国指使窃取朝鲜情报。

这两名韩国人分别是金国基（音译）和崔春吉
（音译），眼下均被关押在朝鲜首都平壤，等待审
判。在平壤一家旅馆不同房间里，这两人各自单
独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采访全程都有
朝鲜官员在场。

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今年3月宣布，朝鲜去
年9月和12月逮捕了两名韩国男子，发现这两人
受美韩两国指使多次窃取朝鲜劳动党和国家情
报、军事秘密等，并在朝鲜境内散发反朝宣传物，
破坏朝鲜社会制度和稳定。

现年61岁的金国基在本次采访中承认，他受
韩国国家情报院指使，为韩方搜集朝鲜情报，并且
搜集朝鲜新版货币以便今后伪造。

现年56岁的崔春吉在采访中说，他是一名商
人，被韩国国家情报院人员伺机接近，随后被韩国
国家情报院雇用搜集朝鲜情报和敏感资料。

韩国国家情报院则否认指使这两人前往朝鲜
从事间谍活动，斥责这种说法“毫无根据”。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称，眼下无法独立核实两名韩国
男子的说法是否属实。 杨舒怡（新华社特稿）

两名韩国男子
“供述”间谍罪行
韩方斥责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格雷戈
里奥·皮奥·卡塔潘4日证实，被安全部
队追捕的恐怖分子阿卜杜勒·巴西特·
奥斯曼上周末遭人击毙，凶手疑似是他
的保镖，杀人动机是拿美国政府开出的
100万美元悬赏。

奥斯曼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涉
嫌在菲律宾南部发动至少9起爆炸袭
击，遭通缉多年。

为钱杀主

菲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卡塔潘4日在
首都马尼拉告诉媒体记者：“有情报显
示，奥斯曼及其5名随从被杀，枪手是他

们自己人。”
卡塔潘说，当时奥斯曼和7名保镖前

往南部棉兰老岛一处据点，这伙人内部随
即发生枪战，“死者尸体被‘摩洛伊斯兰解
放阵线’（‘摩伊解’）武装人员发现”，政府
军和警方正派人鉴定死者身份。

按菲政府军的说法，保镖之所以对
奥斯曼下毒手，或许是为取得美国政府

开出的赏金。
据美国国务院网站介绍，奥斯曼是

“炸弹制造专家”，与印尼恐怖组织“伊
斯兰团”和菲律宾“阿布沙耶夫”反政府
武装存在关联。

菲律宾安全部队自2002年起追捕
奥斯曼。今年1月25日，菲特警在南部
马京达瑙省追捕奥斯曼和另外一名恐怖

分子祖尔基夫利·本·希尔，将后者击毙。

“摩伊解”揽功

菲律宾最大反政府武装“摩伊解”
方面4日也证实了奥斯曼的死讯，只不
过宣称是这一组织的武装人员3日将他
击毙。

“摩伊解”主要头目加扎利·加法尔
向法新社记者证实，“奥斯曼已死”，尸
体已经下葬。

“摩伊解”是菲律宾最大的反政府
武装力量，现有约1.2万名武装人员。
2014年3月27日，菲政府与“摩伊解”签
署全面和平框架协议，同意成立一个新
的名为“邦萨摩洛”的政治实体。自此
双方没有发生过大规模武装冲突。

这一武装负责与菲政府进行和谈
的成员穆哈盖尔·伊克巴尔告诉路透社
记者，3日上午10时30分，奥斯曼一伙
人被“摩伊解”拦下。奥斯曼等人拒绝
被押送至“摩伊解”大本营，双方随即发
生枪战。 杜鹃（新华社特稿）

菲恐怖大亨疑遭保镖枪杀
杀人动机是拿美国政府开出的100万美元悬赏

5月3日，在德国慕尼黑附近的达豪纳粹集中营纪念馆，德国总理默克尔（左二）出席达豪集中营解放70周年纪念仪式
并向达豪集中营死难者敬献花圈。 新华社记者 宋国城 摄

5月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东北部
加兰市，警察引导民众疏散。

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达拉斯附近地区当
日发生一起枪击事件，两名枪手驾车抵达达拉斯
东北部加兰市的一个社区中心后，向一个正在举
办漫画比赛的社区中心开枪，打伤了1名现场的
保安人员。两名身份不明的枪手被警方击毙。

新华社/路透

美国得州漫画展枪击案：

两名枪手发动袭击时遭击毙

米利班德米利班德卡梅伦卡梅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