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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内政部14日说，军警前一天晚上在西部
沙漠地区误将一支游客乘坐的车队当作恐怖分
子，打死12名埃及人和墨西哥人，致伤10人。墨
西哥外交部说，本国游客至少两人死亡，5人受伤。

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事件发生在西部沙
漠的绿洲，一支由军人和警察组成的联合部队正
在那一带追击反政府武装人员，发现一支由4辆
四轮驱动越野车组成的车队驶入一处禁区，误以
为是恐怖分子而开火，但随后才发现对方是游客。

声明说，10名伤员包括埃及人和墨西哥人，
已被送入医院抢救。声明没有提及死伤墨西哥游
客具体人数。

墨西哥外交部说，至少两名墨西哥游客被打
死。墨西哥驻埃及大使豪尔赫·阿尔瓦雷斯到医
院看望了5名受伤的墨西哥游客，他们伤情稳定。

墨西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在个人微博
客中谴责这一事件，称这是一起悲剧，要求埃及方
面彻底查明真相。

埃及执法部门将调查旅游车队为何以及如何
进入这处禁止外国游客进入的区域。埃及旅游部
发言人说，除了进入禁区，这支车队使用的车辆没
有执照，所进行的观光旅行也没有得到管理部门
批准。 胡若愚（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埃及军警
沙漠误杀游客
致12人丧命，10人受伤

难民蜂拥而至

德国启动临时边检
蜂拥而至的入境难民令决定大量接

纳的德国也感到有些吃不消了。13日，
德国政府发布声明，启动临时边境检查，
以限制难民的大批涌入。

德国发布声明几小时后，德国警方
首先在与奥地利接壤的边境开始实施护
照检查等边检措施。

夜幕降临后，身穿荧光背心的警察在
巴伐利亚州弗赖拉辛关口拦截所有车辆
和行人。当地一名警察说，启动边检措施
后，他们逮捕22名走私犯。警方一名发
言人说，44名难民被带到注册中心。

德国重启边检措施，意味着暂停履
行申根协定的“免检”规定。对德国的
做法，欧盟委员会发表声明说：“在（难
民）冲突之际，在成员国之间临时启动
边检措施是申根协定一个明确、可预见
的例外。”

欧盟说，德国启动临时边检显示欧
盟成员国通过分摊难民方案的迫切性。
欧盟各成员国内政部长定于14日举行
紧急会议，讨论这一方案。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9日公布了成员国分摊难民的方案，方
案要求22个成员国分摊在匈牙利、希腊
和意大利境内的12万难民。方案获得
德国、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响应，但捷克、
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强烈反对。

德国呼吁欧盟其他成员国一同分担
接纳难民的重负。德国经济部长西格
马·加布里尔说：“欧洲在难民问题上缺
乏行动，现在把德国逼到能力极限。”

德国计划今年总计接收80万难民。
默克尔上周警告，如果欧盟不联合应对难
民潮，实行“免检”政策的申根国家将受到
威胁，她敦促尽快落实分摊难民方案。

安晓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 日本冲绳县知事翁
长雄志14日表示，将取消前知事批准日本政府在边
野古地区填海造地用于新建美军基地的行政许可。

翁长援引一份调查报告结果指出，前冲绳县知
事仲井真弘多2013年底批准在冲绳县名护市边野
古地区填海造地建设美军新基地的行政许可存在法
律瑕疵，他将取消这一许可。此举将成为他“动用一
切手段”阻止在边野古地区新建美军基地的第一步。

翁长说，冲绳县已充分说明自身立场，但日
本政府无意采纳冲绳县民众意见。翁长批评安
倍晋三政府“缺乏从整体思考日本安保的气概”，
他对此“遗憾至极”。

分析人士认为，若该行政许可遭取消，日本
政府在边野古施工将涉嫌违法。当地媒体《琉球
新报》认为，日本政府坚持该许可有效并表示将
继续施工，日本政府与冲绳县政府可能将该问题
呈交法庭裁决。

日本冲绳县知事
将取消填海许可
“叫停”美军新基地建设

据新华社东京9月14日电 约4.5
万名日本民众14日晚包围日本国会，
继续举行反对安保法案的大规模抗议
活动。

当晚，来自日本全国各地各个年龄
层的众多民众手持荧光棒与各种反战、
反安倍标语包围了国会，国会在野党议
员也加入集会者行列。抗议民众高呼口
号，要求“安倍下台”，“坚决反对强行表
决通过安保法案”。

日本民主党代表冈田克也、共产党
委员长志位和夫、社民党党首吉田忠智
参加集会，并在演讲中再次强调安保法
案的“违宪性”，指出“没有任何人有权通
过违宪法案”。

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作家大江
健三郎对议会通过法案表示担忧：“若安
保法案得以通过，在‘和平宪法’下走过
70年的日本将不复存在。”日本法政大
学教授山口二郎在发言中说：“在‘九一
八’事变发生、日本侵略战争开始的日子
里通过战争法案非常可耻。”

自安倍政权在众议院强行表决通过
安保法案后，日本国会附近每天都有民

众举行反安保法案抗议活动。安倍政府
预计在15日和16日分别召开中央和地
方听证会后最早于17日在参议院对安
保法案进行表决，预计届时将有更大规
模的抗议活动。

日本《朝日新闻》14日发布的一项
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超过一半
选民反对政府月底前让安保法案“过关”
的计划。

民调显示，54％的选民反对安保法
案，仅29％表示支持；同时，调查对象中
68％认为没必要在本期国会会期结束
前通过这一法案；75％的选民认为，围
绕安保法案的讨论不够充分。自民党及
其执政伙伴公明党7月凭借议席优势，
在众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并试图在
参院如法炮制。

在野党决意使用一切方法阻止参议
院表决，以提出耗时的不信任案和不信
任提议等拖延进程。民调还显示，在众
议院强行通过安保法案后，安倍内阁的
民意支持率跌至36％，较8月时又下降
2个百分点，为安倍2013年12月再次执
政以来的新低。

数万日民众包围国会反对安保法案
安倍内阁支持率创再次执政以来新低

据新华社布达佩斯9月14日电 匈
牙利总理欧尔班14日在布达佩斯说，从
15日起非法入境匈牙利将是犯罪行为，
其后果将是监禁或驱逐出境。

欧尔班在匈牙利预备役警察宣誓
仪式上说，匈牙利目前面临着自南斯拉
夫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挑战，几个月之
内，通过塞尔维亚边境进入匈牙利的难
民人数相当于整个赛格德市的人口。
匈牙利民众希望生活在秩序、和平和安
全之中，不想出现混乱。

为解决难民问题，匈牙利国会本
月4日通过政府提交的一揽子法律修
正案，它们将于15日生效。新的法律
规定，对边界围墙的非法跨越、破坏
以及对边界围墙的建设进行阻挠，除
被判刑外，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被驱
逐出境。

匈总理：从15日起
非法入匈将是犯罪
后果将是监禁或驱逐出境

法国警方13日证实，一名中国导游在法国首
都巴黎附近一座酒店外被抢劫，除了随身携带的
近2.5万欧元现金被抢外，一块刚买的名牌手表
同样丢失，损失近3万欧元。

事发位于巴黎以西20公里处的塞纳河畔卡里
耶尔。当时，这名32岁的导游正带着旅行团从一辆
长途客车下车。3名抢匪试图抢劫两名女子的名牌
手提包。为防止这两名游客被抢，导游转移抢匪注
意，不过自己的包成为他们的目标被抢走。

法新社报道，导游的包内放有2.5万欧元现金，
一块刚买的劳力士牌手表，价格为大约5000欧元。

3名抢匪得手后便驾车逃离现场。警方正在
调查这起案件是否与这一地区发生的其他案件相
关联。 石中玉（新华国际客户端）

中国导游在法国被抢
损失3万欧元

泰国王室13日说，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
杜德因血液感染和肺炎，正接受治疗。

普密蓬12日出现高烧、血液含氧量偏低等症
状。王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血液检查显示感染，X
光检查结果显示（普密蓬）左侧肺叶下部出现炎症。”

截至声明发布时，国王血压正常，但仍未退烧，
医生已调整抗生素使用并增加普密蓬的吸氧量。医
疗团队定于14日对普密蓬的肺炎进行治疗。

普密蓬在位时间超过69年，是世界在位时间最
长的君主之一，大多数泰国人只认识这一任国王。
过去6年，普密蓬大部分时间都在住院，他的健康情
况在泰国国内广受关注。 杨舟（新华社微特稿）

泰国王因血液感染
和肺炎送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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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恩布尔1954年出生于悉尼，毕业
于悉尼大学，获得政治学和法律学士学
位。之后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法律，
并以优异成绩毕业，获法律学士学位。

特恩布尔曾从事记者和律师工
作。1987年，特恩布尔进入商界，成立
了自己的投资银行公司，还曾担任高盛
公司常务董事和合伙人。20世纪90年
代，特恩布尔涉足通信业，担任澳大利
亚一家大型互联网服务供应商的总裁。

特恩布尔1993年至2000年担任澳

大利亚“共和运动”领导人，反对澳大利
亚尊英国女王为国家元首。他在减排、
同性婚姻、堕胎、干细胞研究等社会问
题上持相对开放的立场。

特恩布尔2004年当选澳大利亚联邦
议会众议员，2006年被时任总理霍华德任
命为负责水资源事务的议会秘书。次年，
特恩布尔被任命为环境和水资源部长。

2007年，自由党在澳大利亚联邦议
会选举中败北，成为反对党。2008年，
他在自由党党首投票中获胜，成为该党

党首和议会反对党领袖。
2009 年 12 月自由党举行党首投

票，特恩布尔以一票之差败给阿博特。
2013年9月，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联
邦议会选举中获胜，特恩布尔担任内阁
通讯部长。

特恩布尔已婚，夫人露西·特恩布
尔曾于 2003 年至 2004 年担任悉尼市
长，是悉尼市第一位女市长。两人育有
一子一女。 记者赵博 徐海静

（新华社堪培拉9月14日电）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特恩布尔将成
为澳大利亚最近8年来的第5任总理。

一些分析师认为，即便击败阿博特，
特恩布尔同样面临振兴澳大利亚经济、为
自由党挽回民心等严峻挑战。同时，他的
某些主张并不受党内右翼人士欢迎。

悉尼大学政治分析师彼得·陈说，
相比阿博特，特恩布尔受到公众欢迎，

“但在其党内未必这样”。
另一名政治分析师罗德·蒂芬告诉

路透社记者，阿博特如今成为澳大利亚
历史上第一任期内“最短命”的总理。

他说，如果在明年的联邦议会选举
中自由党失利，那么特恩布尔也将下
台。“想想，我们将有两任总理在第一个
任期内便被迫下台，多么有意思，而那自
二战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这表明，我们

如今拥有的政党内部是多么不稳定。”
其实，澳大利亚总理遭党内“逼宫”

而下台并非新鲜事。近年来，出身工党
的前总理陆克文和朱莉娅·吉拉德便分
别在2010年和2013年上演这一幕。

2010年，工党党首陆克文被副手
吉拉德击败，失去总理位置，而他3年
后成功翻盘，只是在同一年的联邦议会
选举中，工党败给自由党。

李良勇（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澳八年换五任总理

特恩布尔当天早些时候宣布辞职，
以“挑战”阿博特。他在紧急召开的记
者会上说：“我要求总理尽快安排党内
会议，对党首人选进行投票。在此我宣
布辞去通讯部长职务。”

特恩布尔认为，阿博特缺乏领导能
力，如果继续执政，会让自由党在2016
年联邦议会选举中败给反对党工党。

“如果我们继续让阿博特先生当总理，
后果显而易见。他必须停止担任总理
……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类型的领导。”

2013年9月，自由党与国家党联盟
在联邦议会选举中战胜工党，上台执政，

阿博特出任总理。但此后，执政党支持
率不断下滑。今年2月，阿博特曾遭党内

“逼宫”，所幸保住党首位置。然而，他在
随后几个月内的表现仍然不如人意。上
周末发布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他的不
满意率达63％，满意率仅30％。

当天投票结果显示，特恩布尔以
54票对44票的结果击败阿博特，当选
自由党党首。路透社报道，投票结束
后，阿博特面无表情地走出会议室，没

有回应记者。
特恩布尔现年 60岁。他白手起

家，当过律师、银行家和企业家，最终成
为百万富翁。美联社报道，特恩布尔被
一些人视为傲慢自大，并被称为“有钱
有势的人”。

法新社报道，自由党先前为反对党
时，特恩布尔曾任党首，但2009年底被
阿博特取而代之。

另外，当天的投票中，据信与特恩
布尔一同“逼宫”的外交部长朱莉·毕晓
普以70票对30票的结果，击败国防部
长凯文·安德鲁斯，保住副党首位置。

击败阿博特

澳前通讯部长特恩布尔当选自由党党首

百万富翁将成澳新总理

日本参议院将在 18 日前后就“安
保法案”进行表决。由于执政的自民党
和公明党把持了参众两院，这一被民主
党干事长枝野幸男称为“百年一遇的恶
法”获得通过的概率很高。

“安保法案”一旦获得通过，将给
日本本国和亚洲地区带来诸多负面后
果。这就是为什么数月来，围绕这一
法案日本爆发了规模罕见的抗议、示
威乃至绝食行动。可以说，对这一法
案，大多数日本国民在民意测验中表

达了反对意见，几乎所有在野党都在
全力阻击。

那么，日本国会强行批准“安保法
案”到底会带来哪些后果？

首先，在大部分国民和几乎所有
在野党反对的情况下，强行通过“安
保法案”将给日本政治带来巨大创
伤，因为本该反映国民意志的国会却
违背了民意，这表明日本政权已被安
倍为首的右翼势力所操控，民众的政
治权利被架空。

其次，“安保法案”将真正改变日本
未来前行的方向。安保法案违反了日
本和平宪法前文和第九条中有关和平
主义、不行使武力的内容，因此它事实
上把和平宪法“掏空”了。也就是说，日
本和平宪法将名存实亡。日本还能否
继续走战后的和平主义道路已成重大
政治问题。

第三，“安保法案”将刺激日本海外
用兵的冲动。这一法案将使解禁集体
自卫权合法化，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

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具有明显的“先发制人”特点，是对战后
国际秩序安排的肆意冲击和践踏，并给
亚洲未来的安全带来潜在威胁。

第四，“安保法案”可能会给日本国
民的生命带来无妄之灾。“安保法案”将
为新版日美防卫指针保驾护航。新版
指针实现了日美军事合作在空间、时
间、领域和机制方面的的无缝对接。问
题是，如果日本今后参与像伊拉克战争
这种美国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日本很可

能蒙受不必要的流血甚至是武力报复。
既然“安保法案”可能产生这么多

的潜在恶果，那么安倍及其领导的右翼
势力为何不遗余力地推动其通过？

对于安倍来说，“安保法案”是其个
人政治夙愿的真正体现，也是其可能打
造的最有标志性的个人政治遗产；对于
日本整个右翼势力来说，这是日本干预
国际地缘政治，实现大国主义野心的最
佳工具。 记者包尔文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新媒体专电）

“安保法案”：百年一遇之恶法国际观察

新闻人物

马尔科姆·特恩布尔

14 日
在澳大利亚执政党

自由党党内会议上，前
通讯部长马尔科姆·特恩布
尔“逼宫”成功，取代现任总
理托尼·阿博特出任党首，
这同时意味着他将成

为新一任总理。

乔治·德帕里斯，法国人，年轻时移
民美国，一度流落街头，幸而遇上贵人，
被引荐给白宫，成为从林登·约翰逊到贝
拉克·奥巴马等9位总统的“御用裁缝”。

本月13日，这名“白宫裁缝”在华
盛顿附近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一家临
终关怀医院病逝，享年81岁。

德帕里斯生于法国南部马赛市。
27岁时，他带着身上仅有的4000美元，
来到美国讨生活。他与一个美国女孩谈
起了恋爱，但很快被对方甩了，对方还拒
绝归还他存在女方银行账户里的钱。

接下来 6个月，德帕里斯穷困潦
倒，好在一名法国裔加拿大裁缝雇他当
剪裁师。德帕里斯租了一间小小的屋

子，省吃俭用，终于攒钱买了一台缝纫
机，开始自己当老板。

机缘巧合，他遇到时任路易斯安那
州联邦众议员奥托·帕斯曼。一番对话
后，后者决定买一件德帕里斯做的西
装。结果，帕斯曼非常满意，并把德帕
里斯介绍给时任副总统约翰逊，后者也
十分喜欢。

约翰逊继任总统后，德帕里斯就此
成为“白宫裁缝”，一干就是几十年。

德帕里斯印象最好的总统是里根
和乔治·W·布什、即小布什。

“里根很健谈”，德帕里斯说，里根
跟小布什都懂得如何欣赏衣料的品质，
很优雅。里根还同德帕里斯分享自己
最喜欢的“里根糖”、即吉百利糖。也许
是开玩笑，“他总是担心我在量尺寸时
用我的针扎他，”德帕里斯说。

德帕里斯说，理查德·尼克松“热情
而真诚”，“他总是问我家人的情况，问
我是否喜欢美国”。杰米·卡特“从来一
言不发”，而杰拉尔德·福特“拿我的身
高开玩笑，问我是否打过美式橄榄球”。

小布什的父亲乔治·H·W·布什、

即老布什“并不是最容易相处的”，德帕
里斯说，“但最不讨人喜欢的是比尔·克
林顿”，“克林顿的要求很多，冷淡，总是
很忙……他完全没有注意到我的存
在”。

按照德帕里斯一位老友的说法，德
帕里斯真心热爱裁缝这份工作。他两
年前被诊断患有脑肿瘤，但直到两个月
前才停下在华盛顿裁缝铺的活。“当他
病得干不了活时，他会早晨去店里，打
开灯，晚上回来，关上灯。”

胡若愚（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白宫裁缝”去世 先后服务9位总统

9月14日，烟霾笼罩新加坡行政文化区。
当日，新加坡污染指数（PSI）于下午6时一

度达到150的不健康水平。新华社发（邓智炜摄）

烟霾笼罩新加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