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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 41 年来首访伊朗

安倍借访伊朗斡旋美伊关系
据新华社东京 6 月 11 日电 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定于 12 日开启对伊朗的访问。这
意味着他将成为近 41 年来首位访问伊朗的
日本首相。
分析人士指出，
日本进口的石油绝大部
分来自中东，一旦该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日
本的能源供应将受到很大影响。安倍此访
主要目的之一是希望在剑拔弩张的美国与
伊朗之间充当
“中间人”，
促成双方对话。但
鉴于日本影响力有限且美伊之间的矛盾难
以调和，
安倍要实现目标难度不小。

充当“中间人”
美伊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引发日方担
忧。日本外务省官员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
时流露出担心，认为美伊双方均不愿示
弱，一旦发生冲突有可能升级为地区纷争。

长期以来，日本通过石油贸易与伊朗
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自 2013 年以来，
安倍借参加联合国大会之机多次与伊朗总
统鲁哈尼举行会谈，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伊
朗的信任。
由于对伊朗极限施压迟迟不见成效，
美国近来调门有所缓和，表示愿与伊朗对
话，这也给了日本充当“中间人”的机
会。据日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 5 月下
旬访日期间，安倍告知其出访伊朗的意
向，特朗普表示赞同。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政府并不想陷
入与伊朗军事冲突的泥沼，因此希望打破
目前的僵局。特朗普 5 日在接受一家英国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个人不希望与伊朗
发生军事冲突，他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与伊
朗最高领导人对话。

“中间人”不好当
据日本政府公布的信息，安倍访问伊
朗期间将分别会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和总统鲁哈尼，此访旨在发展日本与伊朗
的传统友好关系，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促
成美国和伊朗对话。
安倍 10 日在自民党会议上表示，中东
稳定直接关系到日本的稳定，他将在前辈
们打造的日本与伊朗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发
挥建设性作用。
据日本媒体报道，伊方将在日伊首脑
会谈中委托安倍将伊朗的立场转达给特朗
普，其中最主要的诉求是要求美国政府停
止对伊朗原油的禁运，这将是实现伊朗与
美国对话的首要步骤。
目前，美伊双方在对话问题上仍存在

“温度差”。伊朗政府要求美国重新遵守伊
核协议，停止制裁并赔偿制裁给伊朗带来
的经济损失，而美国要求的是无条件对
话。如何弥合双方分歧，促成伊朗与美国
在本月底日本大阪举行的二十国集团领导
人会议或今年 9 月联合国大会期间实现首
脑会晤？这一问题将考验安倍的斡旋能力。
与此同时，也有分析人士认为，此访
是安倍在今年 7 月日本国会参议院选举前
展示其外交成果的又一场“政治秀”。而
且，安倍伊朗之行带来的外交风险也不容
忽视。尽管安倍在访前分别同沙特阿拉伯
王储、阿联酋王储以及以色列总理等一些
与伊朗关系紧张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电话
会谈，寻求对方对他访问伊朗的理解，但
也不能排除相关国家心存不满，从而影响
日本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

泰国国王批准巴育出任总理

巴基斯坦前总统

扎尔达里涉腐被捕

他是已故前总理贝·布托的丈夫
据新华社专特稿 巴基斯坦前总
统、国民议会议员阿西夫·阿里·扎
尔达里涉嫌用虚假银行账户洗钱，10
日遭反腐败机构逮捕。

6 月 11 日，在泰国曼谷，相关工作人员来到总理府对泰国总理巴育
（前左） 宣读国王圣谕。
泰国国王玛哈·哇集拉隆功 11 日批准巴育出任泰国新一任总理。
当天中午，工作人员赴总理府向巴育宣读了国王圣谕。圣谕说，巴育在
5 日国会会议上获得半数以上议员的支持，当选总理。国王按照宪法程
序批准巴育出任泰国总理，立即生效。
新华社发

扎尔达里是已故前总理贝·布托
的 丈 夫 。 贝 · 布 托 2007 年 底 遇 袭 身
亡，他接替妻子领导巴基斯坦人民
党，2008 年至 2013 年出任总统。

涉洗钱数百万美元
扎尔达里当天在首都伊斯兰堡由
国家稽查局和警方人员带离住处，前
往稽查局办公室。稽查局发言人纳瓦
齐什·阿里确认逮捕消息。稽查局定
于 11 日提审扎尔达里。
当地媒体报道，稽查局调查扎尔
达里及其妹妹、前国民议会议员法丽
娅尔·塔尔普尔涉嫌使用数十个虚假
账户“洗钱”数百万美元。两人否认
有任何不法行为。
当天早些时候，伊斯兰堡一家法
院驳回两人的延长保释期申请，稽查
局因而逮捕扎尔达里。不过，稽查局
没有同时逮捕塔尔普尔，没有解释缘
由。

扎尔达里和布·贝托的儿子比拉
瓦尔·布托·扎尔达里现任人民党主
席，父亲被捕时在场。他在记者会上
说，稽查局逮捕行动有“政治动机”，
而且上门逮捕时没有出示任何司法机
关签署的命令。
人民党说，对扎尔达里的调查旨
在打压人民党、壮大总理伊姆兰·汗
的势力。伊姆兰·汗创建的正义运动
党在去年 7 月议会选举中胜出，他本人
当选总理。
伊姆兰·汗政府内政部长伊贾
兹·沙阿当天向国民议会解释，逮捕
扎尔达里是法院的决定，“由国家稽查
局执行，与政府没有关系”
。

在政界随妻沉浮
扎尔达里现年 64 岁，由商入仕后人
生际遇随贝·布托起伏，包括几度入狱，
但他一直否认所有指控，
没有被定罪。
他 1955 年出生，1987 年与贝·布托
结婚。巴基斯坦 1988 年 11 月举行国民
议会选举，贝·布托领导人民党胜出，由
时任总统伊沙克·汗任命为总理，1990
年 8 月被免职。同年 10 月，扎尔达里涉
嫌勒索被捕入狱，
1993 年获释。
人民党 1993 年再次胜选，贝·布
托再度出任总理，扎尔达里当选议

员，在她的内阁中先后出任水力和电
力部长、投资部长，直至 1996 年政府
被解散，贝·布托流亡海外，扎尔达
里因涉嫌杀害贝·布托的弟弟穆尔塔
扎被捕入狱，2004 年获释。
2007 年 10 月，时任巴基斯坦总统
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免除贝·布托和
扎尔达里所受一切指控。
扎尔达里在 2008 年 9 月总统选举
中获胜，成为巴基斯坦国家元首，5 年
期满卸任。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遗孀李姬镐逝世
据新华社首尔 6 月 11 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韩国前总统金大中遗孀
李姬镐于当地时间 10 日晚 11 时 37 分
（北京时间 10 日晚 10 时 37 分）在首尔
的延世大学医院逝世，
享年 97 岁。
李姬镐生于 1922 年，毕业于首尔
大学师范学院，后赴美留学。1962 年，

李姬镐不顾家人和朋友反对，与金大中
结婚。此后，在金大中历经流亡、拘禁、
入狱、获刑等一系列政治风波时，李姬
镐始终陪伴左右，并四处奔走寻求声
援，成为金大中一生最亲密的政治顾
问。金大中自 1998 年 2 月至 2003 年 2
月担任韩国总统，2009 年 8 月病逝。

遭“屠村”马里 95 名村民死亡
据新华社微特稿 马里官员 10 日
说，这一西部非洲国家中部一座多贡族
村庄前一天夜间遭“屠村”，至少 95 人
死亡。
马里中部邦卡斯市市长穆拉耶·金
多告诉路透社记者，
“一伙富拉尼族人”

9 日天黑后偷袭一座多贡族村庄。另
一名地方官员卡努特说，那伙人“显然
是富拉尼族”，持有武器，
“向村民开枪，
烧了村子”，死亡人数可能继续增加。
截至 10 日，没有任何富拉尼族团
体宣称制造这起袭击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