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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在她主导试探性组阁谈判失败后，日前称希望“尽快”组建联合政府，并提出有可能
与社民党达成妥协。随着联邦议院第二大党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参与组阁态度软化，默克尔看到了解决政治危
机的希望。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内部26日达成一致，同意与社民党启动讨论组阁事宜。不过，社民党开出的“复
合”条件不低，谈判恐无法在今年内完成，组阁进程陷入“难产”僵局。

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日前报道，
在“牙买加联盟”谈判失败之后，默克尔
曾表示不排除重新选举，眼下在一次党
代会上，她的口风却完全变了。报道
称，默克尔明确表示反对重新选举。

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
（基民盟）及其姐妹党巴伐利亚基督教

社会联盟（基社盟）合称联盟党，是联
邦议院第一大党。针对与社民党联合
组阁事宜，基民盟26日召开长达4小
时的会议，同意启动相关讨论。

会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
州州长丹尼尔·京特对媒体记者说：

“我们强烈希望能组建一个有效政

府。我们坚决认为，这样的政府不是
少数派政府，而是联邦议院多数派联
盟，也就是‘大联盟’。”

2013年联邦议院选举后，中右的联
盟党和中左的社民党组成“大联盟”联合
执政。而在今年9月的联邦议院选举
中，社民党虽然保住了联邦议院第二大

党的地位，但仅获得20.5％的选票，为该
党在联邦德国历史上的最差结果。

选举结束后，社民党领导人马丁·
舒尔茨多次强调不会再与默克尔联合
执政，而是选择当反对党。不过，随着
联盟党与自由民主党和绿党的试探性
组阁谈判破裂，社民党内外与联盟党

“重修旧好”的呼声越来越高。
基民盟召开会议当天，其姐妹党

基社盟领导人霍斯特·泽霍费尔也对
组建“大联盟”表示同意。他说：“联盟
党与社民党联合组阁对德国来说是最
好的选择，好于与自由民主党和绿党
组阁，也好于少数派政府或重新选举。”

默克尔口风变了! | 明确表示反对重新选举

津巴布韦将穆加贝
生日定为法定节日
津前财长涉腐受审

德国联盟党为不再选举愿妥协
社民党开出的“复合”条件不低

默克尔组阁

德国《星期日图片报》26日公布
的民调结果显示，对于重新组建“大
联盟”，52％的民众表示支持。

虽然默克尔一方对组阁谈判表
示期待，但社民党一方持谨慎态度。

社民党领导人舒尔茨24日在萨
尔布吕肯市面对300名年轻党员发
表讲话时说，社民党不会“马上朝某
一个方向发展”，如果与其他党派的
讨论结果是“社民党将以某种形式加

入政府，其方案需提前征得党员投票
批准”。

虽然组阁谈判尚未开始，联盟党
和社民党已经在不少议题上意见相
左。一些专家认为，社民党将要求在

新政府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社民党一些重量级人物准备提出

的条件包括要求在教育和住房领域作
出更多投资、改革医疗保险以及对难
民数量不设限制。而联盟党方面则主

张减税、制定更严格的难民政策。
来自社民党的下萨克森州州长

斯特凡·魏尔认为，组阁谈判恐怕难
以在今年内完成。他说：“对于社民
党来说，还有很长的路。”

组阁谈判“堵点”在哪？ | 投资、医疗保险以及难民政策

自9月大选以来，默克尔一直未
找到组建联合政府的伙伴，以继续她
管理这个欧洲最大经济体的第四个
任期。

在9月大选中遭遇惨败后，默克
尔前执政联盟盟友——中左翼政党
社民党立即誓言将加入反对党阵营。

本周早些时候，默克尔与其他两

个政党——绿党和“亲商业”的自民
党的会谈告吹。当时，自民党单方面
宣布退出会谈。

报道称，对于总统施泰因迈尔协
调的与社民党主席舒尔茨的会谈，默
克尔表示欢迎。“当然我不知道事情
在未来几天内将如何发展。”欧洲需
要一个强大的德国，她强调说。“这就

是尽快组建一个联合政府很重要的
原因所在。”

报道称，此外默克尔列举了基民
盟组阁的一系列指导方针。德国是否
在前进、人民生活是否更好以及是否
确定了面向未来的正确道路必须成为
标准。这也包括公开声明支持联邦预
算不再增加新的债务。此外她也宣布

财政减负。这将通过改动团结附加税
和减轻中低收入家庭负担来进行。为
了有更大的再分配空间，必须改善经
济及其面向未来发展的基础。这意味
着改变。专业人才的问题也必须得到
解决。此外，在难民政策上，默克尔强
调已经与基社盟达成一致，将新增难
民上限定在20万人。

报道称，在回顾上届大联盟时默
克尔说，妥协必不可少。未来国内安
全也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很多人看
到，他们预期政府做的事情没有做到，
这可能与管辖的权限有关。“国民不会
问谁是负责人，而是会问，国家没有行
动力了吗？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事情
要做。” （综合新华社11月27日电）

妥协必不可少 | 欧洲需要一个强大的德国

总理默克尔 社民党领导人马丁·舒尔茨

难产

埃及再遭恐袭

后“伊斯兰国”时代如何反恐？
就在中东地区针对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取得节节胜利之际，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发

生重大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05人死亡。埃及总检察长说，袭击者持有“伊斯兰国”旗帜。
分析人士认为，“伊斯兰国”正走向衰落，但极端分子化整为零的袭击将更难防范，地区局势动荡更给极端

组织卷土重来提供了土壤。面对新形势，国际社会应搁置争议，加强反恐合作，尽早扼杀恐怖主义苗头。

据津巴布韦媒体27日报道，津巴
布韦政府日前宣布将前总统罗伯特·
穆加贝的生日（2月21日）定为该国
新的法定节日。

此前，民盟青年团每年在穆加
贝生日前后都举行大型集会，纪念
穆加贝为津巴布韦独立和发展作出
的贡献。

大约十天前，津巴布韦军方采取
军事行动，旨在把穆加贝“身边的犯罪
分子”绳之以法，继而逮捕了时任财政
部长伊格内修斯·琼博等人。25日，
琼博首次出庭接受腐败罪名审理。

穆加贝“期待新生活”
莱奥·穆加贝是穆加贝已故妹妹萨

比娜的儿子。莱奥向法新社记者描述
了这位93岁老人的“退休”生活：“他很
好，我去探望了他，他挺高兴的。”

穆加贝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先驱之
一，被称为津巴布韦“国父”。这个非洲
南部国家独立37年来，穆加贝始终掌握
最高权力，直至本月21日宣布辞职。

“他其实对新生活充满期待，（包括）
干农活、在乡间住宅休养。”莱奥说。

只不过，针对穆加贝被承诺1000
万美元“退休金”的消息，莱奥拒绝证
实其真伪。

前财长因旧案受审
在军方本月中旬展开的“清除穆

加贝身边犯罪分子”的行动中，时任高
等教育部长、财政部长等人被逮捕。

25日，前财长琼博在首都哈拉雷
一家法院受审。他面临三项腐败罪名
指控，包括2004年出任地方政府部长
时企图诈骗津巴布韦中央银行。

当天受审的还有执政党内青年
团两名前领导人库德加奈·希潘加、
因诺森特·哈曼迪舍，前者被控诋毁
武装部队罪名，后者涉嫌6项谋杀和
散播谣言罪名。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记者张旌）韩国
前总统朴槿惠涉贿案中断审理一个多月后，首尔
中央地方法院27日重新启动审理。由于朴槿惠
当天以身体健康原因为由拒绝出庭，法院最终决
定28日再次开庭审理。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和监狱管理部门27日说，
朴槿惠当天上午7时30分左右向其所在的首尔看
守所提交一份说明函，称自己因背部疼痛和膝盖肿
痛，无法按要求出庭当天的庭审。朴槿惠今年3月
31日被法院批捕后，一直被关押在这一看守所。
虽然身为被告的朴槿惠未能出庭，但法院当天仍举
行了短暂的听证会。法院方面为决定是否继续开
庭，休庭约10分钟，最终决定28日继续审理。

涉贿案审理重启
朴槿惠拒绝出庭

据新华社哈瓦那11月26日电（记者马桂花）
当地时间26日7时起，古巴大选第一阶段即市政
选举开始投票，全国2.4万多个投票站向选民开
放，选民将推选代表组成168个市政机构。

800多万名16岁以上的古巴选民将在各社
区推选的2.7万多名候选人中选出1.2万多名市
政代表。据选举委员会介绍，候选人中35.4％为
女性，19.4％是年轻人。

在候选人未得到半数以上有效票数的选区，
12月3日还将举行第二轮选举。候选人中不少
人还将继续参加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和全
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的竞选。

古巴每5年举行一次大选。大选的第二阶段
将是省级人民政权代表大会代表和全国人民政权
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届时当选的600多名代表
将组成新的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并选举产生
新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整个选举进程将于明
年2月结束。

古巴市政选举开始投票

英国王室11月27日宣布，哈里王子同美国
演员女友梅根·马克尔已于本月订婚，并将于
2018年春季举行婚礼。

这是哈里王子和女友梅根·马克尔近日观看
轮椅网球赛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英国王室宣布哈里王子订婚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26日电（记者孙丁 刘
阳）美国媒体26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今年“黑
色星期五”收到超过20万份购枪背景速查申请，比
去年同期增长约10％，创下该数据统计单日纪录。

24日，即感恩节次日，是今年的“黑色星期
五”。这是美国全年最重要的购物日，也往往是全
年枪支武器销量最高的一天。据报道，美国联邦
调查局当天通过“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收到
203086份购枪背景速查申请，打破去年“黑五”创
下的185713份纪录。

美国枪支销售商店通常使用“全国犯罪背景
速查系统”对顾客身份进行快速查询。不过，枪支
实际销售数量往往多于购枪背景速查申请数量，因
为一份申请可以涵盖一次购买多把枪支的交易。

22日，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下令审查“全国犯
罪背景速查系统”，以确保全面审查购枪者背景。
此举是针对日前得克萨斯州枪击案做出的反应。

本月5日，曾在美国空军服役的德文·凯利在
得州南部一座教堂开枪打死26人。据美媒报道，
凯利曾两次成功购枪。美国空军曾证实，凯利服
役期间因家暴获罪，空军未按规定告知联邦调查
局相关情况，其暴力前科因此未被录入相关数据
库，从而导致凯利顺利通过购枪背景审查。

美国“黑色星期五”
枪支申购创纪录

11月26日，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获得2017
“环球小姐”冠军的南非小姐内尔-彼得斯在夺冠
后向观众致意。

2017“环球小姐”选美大赛总决赛26日在美
国拉斯维加斯举行，南非小姐内尔-彼得斯摘得
桂冠，哥伦比亚小姐冈萨雷斯获得亚军，牙买加小
姐本内特获得季军。 新华社/路透

2017“环球小姐”出炉

俄罗斯国防部 11月
26日提供的图片显示，一
架图－22M3远程轰炸机
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
(IS)目标展开大规模空
袭，摧毁了极端组织的据
点和作战装备，命中全部
既定目标。 新华社/美联

俄远程轰炸机
打击叙境内IS目标

埃及为遇害者举行为期三天哀悼

埃及北西奈省一座清真寺24日遭恐怖分
子袭击，袭击发生时大量民众正在清真寺内做
礼拜。恐怖分子首先在清真寺外引爆了爆炸
装置，随后向从清真寺逃出的民众和随后赶来
的救护车开枪扫射。

根据埃及总检察长25日发表的声明，此
次恐袭已造成至少305人死亡、128人受伤，制
造袭击的恐怖分子持有“伊斯兰国”的旗帜。

截至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
袭击。

袭击发生后，埃及官方宣布举行为期三
天的哀悼。埃及总统塞西下令为遇害者修建
纪念碑。

反恐已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分析人士认为，在国际社会合力打击下，“伊斯兰国”军
事力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已基本被击溃，但这并不意味着
该极端组织彻底消亡。被打散之后的恐怖实体极有可能

“化整为零”，转入地下，继续伺机在中东地区和西方世界发
动新的袭击，反恐已经进入“后‘伊斯兰国’时代”。

媒体分析认为，遭袭的清真寺隶属于伊斯兰教苏菲派分支，
恐怖分子发动这次袭击很可能意在挑动伊斯兰教内部各教派的
矛盾，向国际社会表明他们仍有能力制造事端，进行恐怖传播。

在遭遇袭击的埃及，塞西2014年赢得总统选举以来，
推出经济振兴计划并积极反恐，但埃及国内状况积重难返，
尤其是西奈半岛地处偏远，部落、教派构成复杂，政策效果
并不明显。埃及北西奈省议员加齐·萨阿德表示，不少恐怖
分子仍盘踞在北西奈省，未来或将发动更多此类袭击。

美俄在中东博弈将更加激烈

近期，沙特与伊朗的矛盾不断升级。中东
地区大国争夺地区领导地位的角力、美俄在中
东的博弈也将更加激烈。

事实上，走入地下的恐怖组织仍将分散
于西亚北非地区，更危险的是恐怖主义意识
形态很可能继续通过互联网与社交媒体传
播，导致更多恐怖分子的出现，对全球安全
造成威胁。

在“后‘伊斯兰国’时代”，国际社会更应搁
置争议、摒弃冲突，加强反恐合作与情报交流，
对恐怖主义保持重视和警惕，填补反恐漏洞，
将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