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弗里敦 12月 15日
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批援助
塞拉利昂医疗队日前完成了对该
国首批 34名医生的埃博拉防护技
能培训。这些医生将奔赴塞拉利
昂各地的抗击埃博拉一线。

应塞拉利昂卫生部门请求，
由解放军 302 医院派出的第二批

援塞医疗队，在运转中塞友好医
院埃博拉留观中心的同时，承担
起对该国医生的埃博拉防护技能
培训工作。

据了解，首批参训医生来自塞
拉利昂各地的十余所医院和埃博拉
留观及治疗中心，既有刚毕业的医
学院学生，也有工作多年的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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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15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 15日在例行记
者会上强调，中方不接受、不参与
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问
题仲裁案，中方捍卫领土和海洋权
益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据悉，12 月 15 日是中方就菲
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向国际海洋
法法庭仲裁庭提交辩诉状的截止
日期。中国政府已于 12月 7日发
表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
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在立场文件

中，中方明确表示不接受、不参与菲
律宾单方面提起的所谓南海问题仲
裁案，仲裁庭也没有管辖权。

秦刚表示，关于南海问题，中
方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中方主
张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的基
础上，有关当事方通过协商谈判解
决争议。秦刚同时指出，中方捍卫
领土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是坚定不
移的，如果有关方面蓄意做出单方
面挑衅行为，中方将不得不做出必
要反应。

据新华社首尔 12月 15日电
韩国统一部 15日批准韩民间机构

“金大中和平中心”、现代峨山政策
研究院人员以及国会议员朴智元
等 15人于 16日访问朝鲜，悼念金
正日逝世三周年。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林丙哲 15
日在记者会上说，鉴于此次访问出
于礼尚往来，统一部批准了这一访
朝申请。他强调，这是纯粹的人道
主义举措，不应被赋予更多含义。

据悉，朴智元一行将于 16 日
访问朝鲜开城，向朝方转交以韩国

前总统金大中遗孀李姬镐名义送
的悼念花圈。届时，朝方将派出朝
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副委员长元东
渊前往接待。

今年 8 月金大中逝世五周年
之际，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曾派
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养建在开
城向韩方转交了唁电和花圈。此
后，李姬镐在会见韩国总统朴槿惠
时曾透露访朝意向，之后也推进了
相关计划，但鉴于李姬镐高龄体弱，
根据医生的劝告，李姬镐将访朝时
间推迟到了明年5月至6月期间。

综合新华社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当
地时间 12月 14日下午在阿斯塔纳同哈萨
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举行中哈总理第二次
定期会晤。

李克强首先对哈萨克斯坦即将迎来独
立 23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李克强表示，中
哈互为友好邻邦，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高位运
行。中方愿同哈方以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
为依托，发挥好中哈经济互补性优势，巩固
传统领域合作，扩大非资源领域合作，打造
合作新亮点和共同发展新引擎，推动两国
务实合作升级换代，不仅惠及两国人民，而
且促进地区稳定与发展。

李克强指出，希望双方进一步优化双
边贸易和双向投资结构，尽快商签新版中
哈投资保护协定，中方支持有实力的企业
赴哈投资。继续深化能源合作，加紧推进
中哈天然气管道建设，落实好核工业领域
合作谅解备忘录，探讨开展光伏、煤化工等
领域合作。中国的向西开放有利于哈萨克
斯坦的发展，双方应大力推动互联互通，推
进物流、交通、通信等领域合作，建设好霍
尔果斯口岸，为双方人员和货物往来创造

更多便利。加强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积
极落实毗邻地区合作规划纲要和政府间文
化合作协定，尽快互设文化中心，推动更多
民间交流，夯实两国友好的民意基础。中
方愿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在跨界水资源
利用和开发上继续与哈方开展友好合作。

李克强强调，中方愿同哈方密切在上
合组织框架内的沟通与配合，推动上合组
织取得更多合作成果。

马西莫夫表示，哈中睦邻友好关系是哈
外交优先方向。近年来，哈中关系快速发
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哈方愿同中方发
挥两国总理定期会晤等机制作用，落实好两
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扩大经贸、投资、清洁
能源、矿产资源开发、金融、人文等领域合
作。哈方愿在跨界水资源问题上与中方继
续相互合作。哈方高度重视并将积极参与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的建设，与中方加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
调、配合，促进哈中和地区的共同发展。

会晤后，李克强与马西莫夫共同会见了
记者，两国总理还共同出席了中哈企业家委
员会第二次会议闭幕式。当日下午，李克强
还会见了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

综合新华社电 澳大利亚媒体 12 月 15
日报道，澳最大城市悉尼市中心一家咖啡厅
当天上午发生人质事件，至少一名武装人员
控制多达 20名人质，迫使其中数人在邻近街
道的窗上悬挂疑似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
旗帜。警方确认，已有 5名人质安全离开咖
啡厅，其余人质数量和状况尚不清楚。

一家当地媒体援引两名人质的话报道，
劫持者要求与总理托尼·阿博特对话，声称
在咖啡厅及其所在的悉尼中央商务区共安
置了 4枚炸弹。

部分人质脱险
事发地位于悉尼中央商务区，是澳大利

亚储备银行及澳大利大两家最大商业银行
总部所在地。《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一名妇
女首先在这家“林特巧克力”咖啡厅门前看
到一名男子拿着一个蓝色运动包，里面藏有
一支枪，于当地时间 9时 44分（北京时间 6时
44分）报警。

事件发生大约 6 小时后，3 名男性人质
突然从咖啡厅的消防出口出现，逃向警方。
不久，两名女性人质先后从咖啡厅逃出。她
们身穿围裙，应该是咖啡厅服务员。

澳当地媒体“第十频道”晚些时候通过
微博客网站“推特”发布消息，称已经与两
名人质取得联系。他们证实，劫持者在店
内提出两项要求，分别是要当局送一面“伊
斯兰国”旗帜到咖啡厅，以及与澳总理阿博
特对话。

极端组织嫌疑
早些时候，当地电台主持人雷伊·哈

德 利 声 称 曾 接 到 一 名 男 性 人 质 的 电 话 。
当 地 时 间 下 午 1 时（北 京 时 间 10 时）左
右，这名人质在劫持者要求下用手机给哈
德利打电话，转达劫持者希望让人质通过
电 台 直 播 讲 话 的 要 求 ，但 遭 到 哈 德 利 拒
绝。

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数名人质
被迫举双手按到临街的窗户玻璃上，一面印

有宗教口号、与疑似“伊斯兰国”相关的白字
黑色旗帜清晰可见。

关于人质数量，外界尚没有确切数字。
《悉尼先驱晨报》报道，事发时，咖啡厅内有
大约 20 名顾客和店员，武装人员至少 1 人，
也有报道称有 2人。

警方严阵以待
澳大利亚警方尚未确认遭劫持人质和

武装人员的数量，仅证实已启动重大安全行
动，封锁了咖啡厅周边部分街道。

包括特警在内的数十名警察已部署到
位。出于安全考虑，悉尼市部分大楼实施疏
散，数以千计上班族被要求返回住所。当地
交通部门说，途经事发地附近的地铁线路一
度停运，但在事发一小时后恢复，只是不会
经停事发地站。当地教育部门官员证实，悉
尼所有学校已经获得有关人质事件的通报，

被要求维持“白色”级别的封锁状态，即学校
人员不准离开校园。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15日上午紧急
召开内阁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商议劫持事件。

“这一事件显然引起深切忧虑，”他在
随后发表声明说，“请所有澳大利亚民众相
信，我们的执法部门和安全机构装备精良、
训 练 有 素 ，正 全 面 且 专 业 地 应 对 这 一 事
件。”

日本众议院选举最终开票结果 12 月 15
日凌晨揭晓。毫无悬念，首相安倍晋三率领
的自民党赢下这场提前举行的大选。这至
少意味着，如果不出意外，安倍将在首相位
置上再干 4年。

自民党赢得大选的背后因素涉及日本选
举制度缺陷、政党政治生态劣质化、公共舆论
环境恶化、普通民众对“安倍政治”缺乏危机
感等。其中，安倍的“魔术”手法功不可没。

安倍“魔术”的代表作是“安倍经济学”，
以致安倍将这次大选定位为“安倍经济学解
散”，即对“安倍经济学”的信任投票。然而，

“安倍经济学”华丽的辞藻，以及作为“安倍

经济学”核心指标的股市指数高攀，掩饰不
了日本经济不进反退的实态。

以日元计价，“安倍经济学”鼓噪两年，
日本实际 GDP 只增长 1.5％，而安倍猛烈攻
击的民主党政权，尽管经历了金融危机、大
地震、核泄漏等天灾人祸，3年多执政期间实
际 GDP 增幅超过 5％。以美元计，“安倍经
济学”成果更是惨不忍睹。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用美元计价的名义 GDP 测算显示，2013
年日本经济下降了 17.5％，2014 年预计继续
下降 2.6％。“安倍经济学”的真相是，两年来
日本名义 GDP 缩水了 1.2 万亿美元，相当于
墨西哥的经济总量。

除了“安倍经济学”的数字魔术，安倍及
其圈里人还尤擅各种文字魔术。从“侵略无

定义论”、慰安妇问题“狭义强制论”，到集体
自卫权与“专守防卫”并行不悖论，最近还冒
出排外言论也是“言论自由范畴”论。安倍
政权上台后，种种奇谈怪论大行其道，以致
有人嘲讽“安倍式”日文使一门成熟语言的
内在语法体系遭到颠覆。

在国际舞台上，安倍的一些“魔术”有时近
乎欺诈。世人还记得，安倍政权口口声声宣称
继承“河野谈话”，而自民党在这次大选的竞选
纲领中，却明确提出要坚决反驳基于“谎言”的
非难，恢复日本的名誉。这其中的潜台词显然
是要继续否认“强征慰安妇”等历史事实。

赢下这次大选，无疑为安倍注入了新的
政治资源，关系到日本发展方向和在国际社
会定位的修宪也将早晚提上日程。可以预
期，为了实现“夺回日本”的夙愿，安倍将继
续利用内外各种舞台表演“魔术”，拿出各种
新的噱头招徕观众。当安倍“魔术”穿帮的
那一天，等待“魔术师”的恐怕只有一片“嘘”
声。 （据新华社东京12月15日电）

比利时 12月 14日爆发全国性
大罢工，抗议政府的紧缩政策，导致
国内、国际航空和铁路运输中断。

航空方面，首都布鲁塞尔机场
女发言人弗洛伦丝·米尔斯告诉法
新社记者：“所有航班取消。到明
天（15 日）这一时间前，全都瘫痪
了。”她说，因机场空管人员加入罢
工，24小时内将共有 600架次进出
港航班无法降落或起飞。

铁路运输方面，比利时铁路公
司 SNCB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自格
林尼治时间 14日晚 9时至 15日全
天，国内铁路运输取消。

Thalys公司在网站上说，里尔
至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以及阿姆
斯特丹至法国首都巴黎的铁路运
输 14日晚取消。15日，前往荷兰、
法国和德国的铁路运输取消，16
日早些时候仍将中断。

法新社报道，这次罢工自上月
开始，15 日将蔓延至比利时全国
的公共汽车、电车和地铁等交通领
域以及学校、商业场所、工厂和政
府部门。罢工者反对政府放弃明
年涨工资计划以及削减公共开支
和延长退休年龄等。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日内瓦12月15日电
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 15日发布
公报称，研究人员从宇宙X射线中
发现了一种非典型性光子发射现
象，这可能是暗物质存在的证据。

这项研究由该学院和荷兰莱
顿大学联合进行。研究人员利用
欧洲航天局 XMM 牛顿天文望远
镜，对来自英仙座星系团及仙女座
星系的X射线进行了分析，并收集
了数千个信号。

在排除掉已知的粒子和原子
后，研究人员在X射线光谱中发现

了一种微弱的非典型性光子发射
信号，无法归因于任何形式的普通
物质。根据一些理论，这种信号来
自宇宙中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是
一种假想中的暗物质粒子“惰性中
微子”湮灭时发出的光子。

研究人员表示，如果这一发现
得到最终确认，将为粒子物理学和
天文学研究开启新的道路，并促使
人们建造新的天文望远镜，用以研
究来自暗物质粒子的信号。该研
究成果 15 日发布在美国《物理评
论快报》杂志上。

中哈总理举行第二次定期会晤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升级换代

李克强会见俄总理梅德韦杰夫

悉尼发生人质劫持事件
数名人质目前已脱险

安倍“魔术”还能耍多久
■国际时评

外交部：

中方捍卫领土决心坚定不移

韩批准民间人士
访朝悼念金正日

比利时罢工致交通中断

科学家发现暗物质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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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5 日，在新加坡旧政府大厦艺术之家，一名媒体工作人员观
看“年轻版《蒙娜丽莎》”预展。当日，“年轻版《蒙娜丽莎》”暨《艾尔沃
斯蒙娜丽莎》在新加坡旧政府大厦艺术之家开始世界首展。《艾尔沃斯
蒙娜丽莎》是卢浮宫《蒙娜丽莎》的“早期版本”，是达·芬奇在 1503年前
后所作的一幅未完成作品。 新华/法新

12月 1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警戒区域内的大楼里的人群被疏散。 新华社发

12月14日，李克强同哈萨克斯坦总理马西莫夫举行中哈总理第二次定期会晤。新华社发

12 月 15 日，在日本东京自民党总部，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从竞选海报前走过。

新华/法新

“年轻版《蒙娜丽莎》”展出

新华社阿斯塔纳12月 15日电 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当地时间 15日上午在阿斯塔纳
会见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

李克强表示，两个月前，我与总理先生
在莫斯科成功举行中俄总理第十九次定期
会晤。两国政府正在积极落实会晤达成的
合作共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和各
领域合作势头良好。

李克强指出，中方愿同俄方扩大能源合
作。加强高铁合作，落实好两国业已签署的
高铁合作备忘录，希望中俄高铁合作工作组
抓紧研究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有关问题，
尽早提出总体合作方案。发挥好中俄在俄
远东地区的合作互补优势，中方愿扩大向俄
远东地区投资，参与远东跨越式开发区建
设。中方也愿同俄方探讨在非资源领域尤

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领域开展互利合作。双
方要共同办好明年在中国举办的第二届中
俄博览会和在俄罗斯举办的叶卡捷琳堡国
际创新工业展。

李克强表示，中方愿同俄方及相关各方
一道，推动上合组织继续朝着有利于地区安
全和发展的方向前进。中方愿积极支持和
配合俄方履行好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职责，

推动本组织务实合作取得新的重要进展。
梅德韦杰夫表示，李克强总理不久前成

功访俄，有力推动了俄中关系发展。双方的
重点合作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俄方愿进一步
加强两国在油气、核能、水电、金融、科技创
新、航空制造、航天等领域及俄罗斯远东地区
的合作。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上合组织框架
内的合作，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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