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11月，土耳其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
府签署地中海“海事管辖权”谅解备忘录，寻求
在地中海东部获得更大面积专属经济区，但遭
到希腊、塞浦路斯和埃及强烈反对。

今年初，希腊、塞浦路斯和以色列签署在
东地中海铺设天然气管道协议。8月，希腊与
埃及签署海上边界协议，双方宣布将设立海上
专属经济区。土耳其对此强烈不满，认为协议
涉及区域位于土耳其大陆架内。此后，土耳其
重启地中海东部争议海域天然气勘探活动，引
起希腊和塞浦路斯反对。

（新华）

两国紧张关系始于去年

链
接

现年将近 79岁的韩国前总统
李明博2日下午被押往首尔东部看
守所，时隔251天再被收监，正式开
始服刑。他曾被羁押一年，可折抵
刑期，今后需坐牢16年。

当天一早，李明博位于首尔江
南区的家门口聚集上百人，有媒体
记者、支持者，也有抗议者。大约
170名警员在现场维持秩序，以防
冲突。

李明博与前同事以及助手等人
会面后，于下午1时46分左右离开
家，先前往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验
明正身，随后乘坐检方车辆，于下
午2时40分抵达看守所。

“他们可以逮捕我，但他们无
法封锁真相。”律师援引李明博的

话说。
李明博2008年至2013年任韩

国总统，2018年3月22日被捕，在
首尔东部看守所一间面积约 13平
方米的单人牢房羁押约一年。他
这次有望再次单独监禁，囚室有电
视、镜子、桌子、橱柜和水槽，配一
名狱警协助生活。

按照韩国司法部一名官员的说
法，鉴于李明博的年龄和身体状
况，他得以在首尔东部看守所而不
是监狱服刑，“待遇”与同样遭刑事
定罪的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相
同。不少名声显赫的犯人也在首
尔东部看守所服刑，包括前总统朴
槿惠的密友崔顺实。

陈丹（新华社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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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岁的利安娜?帕特曼-托
马斯住在美国大选“摇摆州”之
一的艾奥瓦州。今年以前的人
生里，她对投票从不上心，属于
民调机构所称的“鲜少投票族”。

然而，10月的一天，帕特
曼-托马斯现身投票点提前投
票。她说，这一次自己的“投票
感迫切”，因为“想成为解决方案
的一部分”。

今年是美国大选年。新冠
疫情政治化、种族歧视系统化、
党派政治两极化这三大美国政
治社会新老问题缠绕交织，为大
选涂上难以拭去的底色。

“疫情到底多严重，
难道我们无权知晓？！”

“我们在一条非常艰难的轨
道上……方向错误。”白宫新冠
状病毒应对工作组成员、被舆论
称为美国“抗疫队长”的安东尼?
福奇几天前忧心慨叹。

美国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多
州病例呈现“无休止激增”态
势。截至10月31日，美国累计
新冠确诊病例数逾910万，累计
超23万人死亡，均为全球最高。

作为全球经济和科技实力
最强、医疗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美国竟然沦为全球疫情重灾区。

今年大选有大量美国选民
提前现身投票点或选择邮寄投
票，一大原因就是担心 11月 3
日选举日当天选民“扎堆”投票
可能加大病毒感染风险。

塔尼娅?沃伊恰克来自另一
“摇摆州”俄亥俄州，是共和党铁
杆拥趸，但这次因政府抗疫表现
愤怒不已。她说，一些政客“戴
口罩有一搭没一搭，反复淡化疫
情严重程度，没有一点政治人物
该有的样子”。

这场饱受政治操弄的公共卫
生危机中，不少老年人和儿童沦为
牺牲品。养老院成为美国新冠病
毒感染率和死亡率最高场所之一；
美国儿科学会和儿童医院协会近
期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疫情暴发
以来，美国近80万儿童确诊感染。

面对疫情悲剧，66岁的家
具销售员比尔?贝韦茨愤懑发
问：“疫情到底多严重，难道我们
无权知晓？！”

“每一天都像一道
新伤口”

大选在即，宾夕法尼亚州费
城传出的枪声再次引发抗议和
骚乱，让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的顽
疾无处遁形。

几天前，两名警员与被指手
持刀具的非洲裔男子沃尔特?华
莱士当街对峙，将他射杀。死者
家人说，华莱士有精神疾病，事
发时家人拨打911电话，意在寻
求医疗急救而不是警方干预。

从濒死哀求“无法呼吸”的
乔治?弗洛伊德，到被白人警察
枪击后瘫痪的雅各布?布莱克，

再到华莱士当街遭射杀……他
们的不幸既是美国长期系统性
种族歧视的结果，也是疫情下美
国少数族裔苦难加剧的缩影。

数据显示，超过四分之一美
国非洲裔家庭净资产为零或负
数；非洲裔在教育、工作中遭受普
遍的歧视和欺凌。由于大量非洲
裔和拉丁裔美国人从事更易感染
病毒的工作，且难以获得高质量
医疗服务，他们的新冠病毒感染
率和死亡率均高于白人……

英国《金融时报》感叹：“没
有什么比疫情下的生与死更能
体现美国人的肤色差异。”

对密歇根州非洲裔男子奥马
里?巴克斯代尔而言，“每一天都像
一道新的伤口”。他的妹妹拉妮卡3
月底感染新冠病毒肺炎去世，几个
星期后，他开始自发组织志愿者队
伍，游说选民重视种族歧视问题。

“多年来，我们一直说我们
已经（在反种族歧视道路上）走
了多远，但如果你看看美国的现
状，我们差不多退回到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巴克斯代尔说。

“大选可能成为极
端分子的触发器”

前探员汤姆?奥康纳 10月
为美国联邦调查局新人上课时，
专门提醒学员留意选举前后美
国国内极端分子制造袭击的威
胁。按他的说法，大选可能成为
极端分子的“触发器”。

奥康纳的担心源自政治极
化撕裂美国社会，程度之严重前
所未见。

民主、共和两党近年就各自
立场针锋相对的情况愈演愈
烈。疫情背景下，这种精英层面
的极化政治加速向社会层面传
导，加剧舆论和部分民众行为的
极化。右翼民兵团体“金刚狼守
望者”不久前密谋绑架两名民主
党籍州长，即为政治极化撕裂美
国社会的又一例证。

美国国土安全部10月初发
布报告指出，据信为美国国内极
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去年导
致48人死亡，比1995年以来的
任何一年都多。美国战略与国
际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前8
个月，美国国内极端分子密谋和
制造61起袭击事件。

“美国的民主制度病了，它的
免疫系统处于生命维持状态。”美
国《华盛顿邮报》一篇评论文章指
出：“美国是世界上极化最严重的
国家之一。种族、意识形态、宗教
和地理特性相互强化，加剧了党
派分歧，而不是提供替代的联
系……制度的护栏正被侵蚀。”

选举尘埃落定后，试图找寻
“解决方案”的帕特曼-托马斯
或许依然会有不少问号：生活何
时能彻底摆脱疫情阴霾回归正
常？美国社会是会继续“撕裂”，
还是重归团结？大选会给出一
个结果，却未必能给出答案。

闫洁（新华社特稿）

地震过后互释暖意
土希有望“冰释前嫌”

新冠疫情?种族歧视?政治极化

美国大选遭遇“三重门”

国际纵深

“待遇”与同样遭刑事定罪的
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相同

被判17年监禁，一直否认所受指控

韩国前总统李明博正式服刑

截至11月2日，土耳其西部、
希腊东部萨摩斯岛附近的爱琴海
海域发生的地震已造成至少94
人死亡。在10月30日地震发生
后，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与土耳
其总统埃尔多安均表示，如果对
方国家需要，愿意提供帮助。

有舆论认为，“地震外交”有
望成为改善土希两国紧张局势的
契机。

“两国人民需要团结在一起”

此次 6.6级地震发生时，土
耳其伊斯坦布尔和希腊首都雅
典均有震感。主震过后发生几
百次余震，地震还引发了小规模
海啸。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
部门2日表示，爱琴海地震在土
耳其造成的死亡人数当晚升至
92人，另有994人受伤。

米佐塔基斯就此次地震致
电埃尔多安，并在社交媒体上
写道：“无论我们有什么分歧，
此时此刻两国人民需要团结在
一起。”

埃尔多安发推文回复说：
“谢谢你，总理先生。两国在困
难时期表现出的团结远比生活
中很多事情更加宝贵。”

与在天灾面前两国领导人
表示将相互支持不同，最近几个
月，土希双方在东地中海划界和

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争议不断。
8月 10日，土耳其派“奥鲁

奇?雷伊斯”号勘探船赴东地中
海海域作业并派军舰护航，9月
中旬撤回勘探船。由于土方船
只作业区位于土耳其与希腊争
议海域，土方勘探活动遭到希腊
强烈反对。

希腊与土耳其在东地中海
油气资源开发问题上的分歧由
来已久。近一个月来，土希两国
矛盾不断升级。土耳其10月12
日再次向东地中海派出“奥鲁
奇?雷伊斯”号勘探船，引发双方
新一轮外交摩擦。希腊方面要
求土方撤船，土耳其则连续延长
勘探船作业期。

此前，两国还分别在东地中
海举行海上军事演习，引发地区
局势升温。

继两国领导人积极互动后，
“地震外交”一词在土耳其和希腊
众多主流媒体占据头条。舆论普
遍期望此次爱琴海地震能成为改
善土希两国紧张局势的契机。

土耳其《自由报》报道指出，两
国关系在地震中表现出新动向；土
耳其《新曙光报》文章认为，此次

“地震外交”意义重大。
希腊主流报纸《新闻报》评

论称，两国领导人“以团结而不

是苛刻语言进行了沟通”，这场
地震悲剧可能促使双方在近期
油气纠纷中朝着“松口”方向迈
出第一步。

这并非两国之间第一次出现
“地震外交”。土耳其位于地震多
发带。1999年，土耳其西北部连
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造成约
1.8万人死亡，当时希腊是向土耳
其伸出援手的国家之一。

爱琴海地震发生后，两国民众

有关 1999年地震的回忆被唤醒，
那时形成的“地震外交”重新浮现。

一场天灾，让土耳其和希腊的
民众遭受痛苦。两国面对灾难相
互释放善意，本着人道主义共同救
灾，让世人感受到了暖意。

除了天灾，两国目前还面临着
新冠疫情和地区冲突冲击的多重
压力。此时携手抗灾，也有很大的
现实意义。

（新华社）

“地震外交”意义重大

当地时间2日，土耳其伊兹密尔，年仅3岁的小姑娘伊莉夫?佩林切克（Elif
Perincek）历尽65小时后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成功营救 图/人民视觉奇迹生还

李明博生于 1941年，2018
年10月因贪污受贿、滥用职权
等罪名被地方法院判处15年监
禁和130亿韩元（约合7663万元
人民币）罚金。李明博提起上
诉，而检方认为量刑不足，同样
上诉。首尔高等法院今年2月
作出二审判决，改判李明博 17
年监禁，维持罚款判决，理由是
李明博实际贪污受贿金额高于
先前调查结果，认定受贿总金
额 94亿 韩 元（5541万 元 人 民
币），另从他实际掌控的一家汽

车零部件公司侵吞大约 252亿
韩元（近1.49亿元人民币）。

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
10月29日对李明博贪污受贿案
终审宣判，维持二审判决，并裁
定，高等法院2月批准李明博保
释的决定无效，他将再次入狱。

李明博一直否认所受指
控。美联社报道，他在 2018年
一审判决数月后保释出狱，二
审判决后被当庭逮捕，他向大
法院提出上诉，6天后再次保释
出狱。 （陈丹）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内政部 2日
说，位于首都喀布尔西部的喀布尔大
学当天遭武装分子袭击，目前交火已
经结束，袭击造成包括 3名袭击者在
内的22人死亡，另有22人受伤。

阿内政部发言人塔里克?阿里安
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
地时间2日11时10分左右，一伙武装
分子在喀布尔大学东门引爆炸弹并进
入大学校园，随后赶到的阿安全部队
与武装分子发生交火。目前，阿安全
部队的清剿行动已经结束，3名袭击
者被击毙。

阿里安还说，阿安全部队从喀布
尔大学校园内救出数百名受困学生和
教职员工，但有包括学生在内的19人
在袭击中丧生，另有22人受伤。

当地目击者称，当地时间下午 3
时左右，喀布尔大学校园内连续发生
3起爆炸，爆炸产生的烟雾在远处清
晰可见。

喀布尔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卫
国强介绍，孔院中方教师目前安全无
恙。在喀布尔大学负责礼堂和教学楼
建设项目的中方企业负责人说，该项
目中方员工也都安全。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制
造这起袭击事件。

这是近两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发
生的第二起针对教育机构的袭击。10
月25日，喀布尔西部考萨尔达尼什地
区一所私营教育中心外发生自杀式炸
弹袭击，造成24人死亡、57人受伤，死
伤者均为平民。

美国防务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
斯诺登2日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和已
怀孕的妻子正在申请加入俄罗斯籍，
不过两人仍将保留美国国籍。

斯诺登 37岁，2013年曝光“棱
镜”等美国情报机构大规模秘密监
听项目，遭美国政府以间谍罪等罪
名通缉，从同一年起在俄罗斯政治
避难。

斯诺登的律师阿纳托利?库切列
纳今年10月说，斯诺登4月提出的永
久居留申请得到俄罗斯当局批准。
库切列纳当时说，斯诺登没有入籍俄
罗斯的打算。

但斯诺登 2日在推特上写道：
“和我们父母分离多年后，我的妻子
和我不想再同我们的儿子分开。因
此我们决定在边境封闭的疫情期间
申请美国和俄罗斯双重国籍。”

斯诺登的妻子琳赛?米尔斯也是
美国人，据信于 2014年开始与斯诺
登一起在俄生活。米尔斯上周在
推特上发布怀孕消息。库切列纳
告诉俄罗斯媒体，米尔斯的预产期
为 12月下旬，孩子出生后将获得俄
罗斯国籍。

斯诺登还说，夫妇俩依然是美国
人，希望有一天能够回到美国，与家
人团聚。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8月说
他将“考虑”赦免斯诺登。2015年，
一份请求美国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
马赦免斯诺登的请愿遭白宫拒绝。

（郭倩）

斯诺登夫妇
申请加入
俄罗斯籍
不过两人仍将保留

美国国籍

阿富汗喀布尔大学遇袭 22人死亡

孔院中方教师目前安全无恙

新
闻
背
景

据新华社电 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市中心2日晚8时左右发生枪击事件，
多名枪手在6处地点开枪射击。地方
官员称至少两人死亡、15人受伤。奥
地利总理塞巴斯蒂安?库尔茨称该事
件为“卑劣的恐怖袭击”。

当地媒体早些报道称至少7人死
亡，但后来大多更正为至少两人死亡，
其中一人为女性，送医后不治。一名枪
手被击毙，警方仍在追捕其他歹徒。

案发地点位于维也纳一座主要犹
太教堂附近咖啡厅和餐厅众多的闹市
区。未经证实的社交媒体视频显示，
枪手在街道穿行，似乎随机开枪，民众
慌忙逃散。

市长米夏埃尔?路德维希说，15
名伤员中，7人伤势严重。伤员包括
一名警察，据奥地利《克朗报》报道，他
负责守卫那座教堂。

警方确认，一名枪手被击毙，至少
一名枪手在逃。政府已要求军方把守
城市关键地点，并呼吁民众留在家中，
避免前往市中心地区。

奥地利警方已启动重大反恐行
动，呼吁民众不要使用公共交通。维
也纳市中心已设置路障。邻国捷克警
方已开始在边境地带实施随机核查，
担忧枪手流窜入境。

警方正在调查作案动机，暂时无
法排除反犹袭击可能性。

维也纳闹市多处发生枪击
至少两死15伤，奥总理斥事件为“卑劣的恐怖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