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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桃色丑闻、做假账逃税等官
司麻烦不断的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
奥·贝卢斯科尼又栽跟头了。８日，意
大利那不勒斯一家法院以行贿参议
员的罪名判处贝卢斯科尼３年监禁、
５年内不得担任公职。

不过，贝卢斯科尼的律师表示，
由于这一案件的诉讼时效即将期
满、在此之前上诉程序无法走完，因
此贝卢斯科尼将免遭牢狱之灾。

现年７８岁的贝卢斯科尼，曾于
１９９４年、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８年三度当选
意大利总理，２０１１年１１月辞职。

２０１３年，意大利那不勒斯检方
指控贝卢斯科尼涉嫌在２００６年至
２００８年期间贿赂中左翼联盟参议员
塞尔焦·德格雷戈里奥，令其“倒戈”
加入自己的政党。路透社报道，德格
雷戈里奥承认收受贝卢斯科尼通过
中间人行贿的３００万欧元（约合３３０
万美元）并试图拉拢其他参议员“倒
戈”。由于德格雷戈里奥与检方达成
认罪协议，他最终获判２０个月监禁。

贝卢斯科尼行贿一案在２０１４年
２月举行首次听证。这位前总理否认
所有行贿指控，称自己给德格雷戈
里奥钱是为“资助一个新的政治运
动”。

美联社报道，贝卢斯科尼没有
出席８日的庭审。他的律师尼科洛·
盖迪尼表示，由于这起案件的诉讼
时效即将于１１月６日期满，在此之前
上诉程序无法走完，因此法院８日的
判决不会带给贝卢斯科尼任何法律
后果，他也无需入狱服刑。

据新华国际

“家里蹲族”是日本近年来的一
种社会现象，指年轻人渐渐退出社
会交往，消极避世，拒绝外出上学或
工作，长期(6个月以上)呆在卧室
里。

据估计，如今日本有百万年轻
人“家里蹲”，其中绝大部分是15至
20岁的男性。他们虽然也看漫画、上
网，但大多过着黑白颠倒的生活，并
切断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全部社会
交往，有的人只是偶尔外出就餐。

“家里蹲族”让家庭陷入痛苦，
也给日本经济造成负担，他们还被
称为“正在消失的百万人”。日本相
关团体正在积极努力，一方面帮助
这些年轻人重返社会，一方面避免

“家里蹲”现象蔓延到下一代年轻
人。 据新华国际

韩国９日驳斥本国一些媒体的
报道，否认一名朝鲜军方高级官员
叛逃至韩国。

近期，韩国多家媒体多次报道，
一连串的朝鲜高层官员因害怕遭整
肃或惩罚而叛逃至韩国或第三国，
同时还有一些朝鲜官员遭当局处
决。针对类似报道，韩国统一部一名
官员９日予以否认。这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官员告诉韩联社记者，有关一
名朝鲜将军叛逃的传闻“毫无根
据”，但他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９日在
首都首尔一个论坛上也承认，韩国
部分媒体最近涉及一些朝鲜具体叛
逃事件的报道“不正确”。不过，尹炳
世说，确实有在海外工作的朝鲜人
叛逃，“在一些情况下，部分人来了
韩国”。

８日晚些时候，朝中社在一篇社
论中谴责韩国媒体的“虚假宣传”，
指责它们散播有关朝鲜“社会制度
不稳定”的谣言，批评有关“朝鲜人
民军副总参谋长叛逃韩国”和“有人
遭处决”的报道完全是“一派胡说”。
社论说，韩国媒体的“虚假宣传”是
一场“阴谋闹剧”，旨在“在国际社会
造成一种朝鲜充满不安和恐惧的印
象”。 据新华国际

本报讯 据朝鲜中央通
讯社8日报道，朝鲜亚太和平
委员会发言人警告称，朝韩双
方只是初步商定金大中遗孀
李姬镐女士下月访朝的计划，
该计划还未最终敲定，若韩方
继续挑衅，计划或将落空。

这一警告的起因是，朝
方 建 议 李 姬 镐 搭 乘 飞 机 赴
朝，被韩国保守派媒体指责
为将李姬镐访朝计划“政治
化”，借此宣传新落成的朝鲜
平壤顺安国际机场第二航站
楼。

本月６日，韩国民间机构
“金大中和平中心”和朝鲜亚

太和平委员会在开城举行工
作会议，双方就李姬镐８月５
日至８日访问朝鲜达成一致。
李姬镐届时将访问平壤的儿
童医院、产科医院和孤儿院。
更令外界关注的是，李姬镐
能否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为当前冷却的韩朝关
系提供转机。

然而，访朝计划对外宣
布仅两天，朝方就表示，由于
遭遇韩方恶意挑衅，李姬镐
访朝计划可能落空。

朝鲜亚太和平委员会发
言人在８日的声明中说，有关
李姬镐访朝路径，朝方此前向

“金大中和平中心”表示，由于
平壤至开城的高速公路正在
修理，为了方便李姬镐一行，
希望其搭乘飞机。“金大中和
平中心”和李姬镐均表示同
意。

该发言人称，韩国保守
媒体在报道中声称朝鲜的航
路 安 排 是“ 朝 鲜 领 导 层 意
见”，“为了宣传平壤国际机
场新航站楼”，试图把李姬镐
的平壤之行“利用于政治目
的方面”。朝方表示，韩方的
这些做法是对朝鲜“不可容
忍的重大挑衅”，是不希望北
南关系改善的露骨表现。

朝中社援引这名发言人
声明报道：“韩方应该清楚的
是，李姬镐访朝计划只是临时
协议……如果韩方继续污蔑
朝鲜最高领导人并继续挑衅，
可能导致李姬镐失去访朝机
会。”

当天晚些时候，韩国政
府回应，重申支持李姬镐访
朝计划。韩方称，朝方以韩国
媒体报道不当为由，就李姬
镐访朝计划发出警告，韩方
感到遗憾，韩国政府支持李
姬镐访朝的基本立场没有改
变。
据新华国际客户端、澎湃国际

CNN文章认为，有一个至
关重要的地缘政治谜题可能给
下一任美国总统及其在未来数
十年的继任者带来更多烦恼：
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但到
目前为止，除了经常与中国打
交道的大亨唐纳德·特朗普之
外，2016年总统大选的主要竞
选人中没有一个人在竞选日程
中把中国摆在重要位置。

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
的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手阿
伦·佛里德伯格称，“并不是指

‘伊斯兰国’等焦点不重要，而
是以长远来看，中国才是一个
潜在的巨大威胁。”而美国前

“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包
道格也表示，“公众倾向于关心
美国如何对待‘伊斯兰国’、俄

罗斯等问题，但其实，他们应该
更关注中国才是”。

该文指出，中国正不断扩
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力，同时，由
于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特性，中
国GDP增长一旦明显放缓，将抑
制美国的经济复苏。国外还出现
不断增加的焦虑情绪，担心中国
股市泡沫破裂。考虑到中国作为
经济引擎的重要性，如果中国
出现大规模的财富损失，那对
全球经济将造成比希腊经济危
机影响更深远的后果。

美国中央情报局前代理局
长迈克尔·莫雷尔称，中国是正
在崛起的大国，美国是现实大
国，如何与中国处理好这种关
系将成为美国下任总统的一个
重要任务。

金金大大中中遗遗孀孀访访朝朝又又悬悬了了
认为韩国媒体“挑衅”，朝鲜警告或取消该计划

对于美国媒体表达的总
统竞选人不够重视中国的观
点，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
美国问题专家陶文钊指出，
中国并不是美国迫在眉睫的
威胁，目前美国需要处理的
是“伊斯兰国”和俄罗斯等问
题。中国并未对美国的国际
领导权形成挑战，中国和美
国还是保持既合作又竞争的
关系。

陶文钊表示，未来一年，
美国总统竞选人恐怕会在两
个方面向中国发难。一是海
洋权问题，虽然美国不是当
事方，但总以保障军队和公
司航行自由等为借口，提出
要在联合国框架下解决南海
问题。二是网络安全问题，自

美国指控5名中国军官对美
国公司发动黑客攻击后，中
美网络对话陷入僵局。希拉
里近日又发表所谓中国黑客
大规模入侵美国机构的言
论。

不过，陶文钊指出，美国
公众对于中国崛起的焦虑情
绪比前几年好一些。西方国
家近几年受经济危机影响，
经济发展受阻，反观中国，经
济一直保持稳定良好的态
势，GDP在全球的份额比重
一直在上升。美国也意识到，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
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美国
也要改变其传统的世界领导
方式。

据中国日报

噪将在两方面向中国发难主要竞选人都忽视了中国噪

老贝行贿

获刑３年

日本百万年轻人

成了“家里蹲”

朝高官叛逃韩国？

纯属谣传

美国总统竞选的大幕拉开后，竞选人目前普遍关注的国际热点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伊朗核问题、希腊债务危机和一个好斗的普京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7日刊文称，他
们应该更关注“美国如何对待中国”，因为无论谁成为美国下一任总统，中国这个日渐强大、
更加富足的亚洲国家都将成为其长期外交政策难题。

美媒对总统竞选人提建议

少少谈谈普普京京 多多看看中中国国

目前，在总统大选
竞选人中，只有房地产
大亨、共和党竞选人唐
纳德·特朗普提出了关
于中美关系的一些基调
问题。他宣称，“人们或
许会说我不喜欢中国，
但事实并非如此。与美
国领导人相比，中国领
导人太具有智慧了。”

另一位共和党候选
人杰布·布什对美中关
系采取了较为传统的态
度。他提醒人们，与北京
的“深厚”关系对于避免
分歧失控至关重要。

布 什 的 竞 争 对
手——— 佛罗里达州共和
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
奥也初步暗示将采取强
硬的对华政策。他在经
济议题上对中国持强硬
态度，２０１４年访问韩国
时曾发表演讲，在政治
制度、社会政策等领域
对中国横加指责。

名气最大的民主党
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日前在一场竞选集会上
将矛头指向所谓的“中
国黑客”，她指责中国

“窃取”美国机密，同时
也表示，希望看到中国
和平崛起，但是美国应
当保持“充分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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