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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
最大在野党自民党党首安倍晋三!"日
下午参拜了供奉着!#名二战甲级战犯
牌位的靖国神社!

据日本媒体报道"安倍于当地时间
!"日下午$时许参拜了靖国神社! 安倍
%&&'年(月到%&&"年(月就任日本首相!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供

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名第二次
世界大战甲级战犯的牌位! 长期以来"

日本部分政客# 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
国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
国家关系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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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日在就日本自民党总
裁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应询答问时

表示"日本应切实本着$以史为鉴#面
向未来%的精神"恪守迄今在历史问题
上作出的郑重表态和承诺" 负责任地
处理有关问题! 洪磊表示"靖国神社问
题事关日方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日本
军国主义侵略历史" 涉及包括中国在
内广大受害国人民感情! 中方在此问
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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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日)*时$-分" 载有柬
埔寨太皇西哈努克灵柩的专机抵
达金边国际机场" 专程护送的中
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和柬埔寨太后
莫尼列# 国王西哈莫尼# 首相洪
森同机抵达!

在飞往金边途中"戴秉国同莫
尼列太后#西哈莫尼国王和洪森首
相亲切交谈"再次向他们表示哀悼
和慰问! 戴秉国说"西哈努克太皇

为中柬关系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历史贡献"在中国人民心中享有
特殊的地位!西哈努克太皇晚年仍
十分关心中国的发展!他积极支持
北京奥运会",'岁高龄还自始至终
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近年来"

每逢中国遭受自然灾害"他都慷慨
解囊"上个月还向中国云南#贵州
地震灾区捐款!中国人民将永远缅
怀他!西哈努克太皇和中国几代领
导人共同缔造和培育的中柬友好

事业必将继承和发展下去!

莫尼列太后# 西哈莫尼国王#

洪森首相表示"中方为西哈努克太
皇后事做出了特别周到的安排"柬
埔寨王室# 政府和人民衷心感谢"

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深情厚谊永
记在心!中国始终是柬埔寨真诚的
朋友! 柬方愿同中方一道"传承柬
中传统友谊"不断发扬光大!

戴秉国还出席了柬方举行的
灵柩迎接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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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月
.$日报道"一位自称为$双面间谍%

的丹麦籍男子莫滕(斯托姆爆料
说" 他曾经作为美国中央情报局
/01+2的线人渗入基地组织"协助清
除有$网络本(拉丹%之称的恐怖分
子安瓦尔(奥拉基" 而他的重要工
作内容之一就是给奥拉基$做媒%!

斯托姆宣称"他本世纪初加入
宗教极端组织"%&&'年在也门期
间已赢得奥拉基的信任! 同年的
某一天"丹麦国家情报机构345找
到他"说服他转变立场"为祖国效
力! 此后不久"中情局通过345开
价%$万美元要求斯托姆替奥拉基
找一个妻子" 中情局希望通过该

手段获得奥拉基的行踪!

斯托姆说"%&&(年" 他进入社
交网站$脸谱%一个支持奥拉基的
用户群" 几天后就联系上了66岁
的阿米娜" 她是奥拉基的女 $粉
丝%! 在斯托姆的撮合下"她开始
利用视频信息与$偶像%谈恋爱!

%-.-年'月"阿米娜抵达也门! 经
过数周隔离" 她最终与奥拉基见
面并结婚!

%-..年(月" 奥拉基在也门遭
美军无人驾驶飞机锁定并被击毙!

斯托姆坚持认为"他接触并送给奥
拉基一个带有追踪$机关%的电脑
数据789移动存储装置"最终协助
美方定位并清除奥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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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威廉(伯恩
斯.$日访问日本" 一名日本记者提
及竹岛 )韩国称独岛*争端"说日本
政府准备把争端提交国际法院! 这
名记者问伯恩斯+$美国政府支持日
本政府这一行动吗, %伯恩斯说"美
国支持以对话等外交方式化解争
端"$就专注对话并寻找解决这些争
端的外交方式而言" 我们的立场并
不中立! 具体选择其中哪种方式"显
然取决于争端双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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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方对
韩方暴力执法致我渔民死亡表示严
重关切"要求韩方严惩事件责任人!

有记者问+.'日"韩国海警对中
国渔船执法时" 一名中国渔民被韩
海警橡皮子弹击中死亡! 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洪磊表示"获悉此事后"外交部高
度重视!外交部领事司#中国驻韩国使
馆和驻光州总领馆有关负责人已分别
向韩方提出严正交涉" 对韩方暴力执
法致我渔民死亡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要求韩方立即公正# 负责任地彻查此
事"严惩责任人!外交部和中国驻韩使
领馆将继续密切关注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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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总统奥巴马与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日在纽
约州的霍夫斯特拉大学展开第二场
总统竞选电视辩论)见上图*! 奥巴马
一改初次辩论时$无精打采%的状态
主动出击"首场辩论表现出色使选情
$翻盘%的罗姆尼也不甘示弱!

分析人士认为"总体而言奥巴马
的表现更为突出#稳定! 即时民调也
判定奥巴马略胜一筹!

当天的辩论采用 $市民大会%形
式" 由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盖洛普公司
选出的,-余名摇摆选民就他们最关心
的议题向两名候选人提问! 围绕十个
涵盖经济#内政#外交等方面的问题"

奥巴马和罗姆尼的$论战%火花四溅!

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与:;0国际
公司所做的即时民调"观看辩论的美
国人当中"认为奥巴马获胜的有*'!"

认为罗姆尼获胜的只有<(!!

盖洛普公司在.'日辩论前发布
的最新民调显示"奥巴马和罗姆尼在
全国的支持率基本持平" 但在.%个
$摇摆州%"罗姆尼在有投票意愿选民
中的支持率领先*个百分点! $摇摆
州%是指两党候选人所获支持率差距
不大的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