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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首尔 8月 26 日电
韩朝第21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
定于 26日结束，这是双方时隔
近3年再度举办这一活动。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活动
是双方落实两国领导人 4月签
署的《板门店宣言》的重要一
步，不仅有助于推动韩朝巩固
信任、改善关系，也为将于 9月
举行的两国领导人平壤会晤营
造了积极氛围。

亲属团聚

根据韩朝商定的日程，本
次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在朝鲜金
刚山分两轮举行。20 日至 22
日，89 名韩方人员与他们在朝
鲜的亲人重逢。24日至 26日，
83名朝方人员与他们在韩国的
亲人团聚。

据朝中社 23 日报道，作为
履行《板门店宣言》的一项措
施，北南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在
金刚山举行，“20 日至 22 日的
第一次团聚活动期间，北方家
属会见南方的亲人，在温馨的
家庭气氛中互诉心里话”。

韩国舆论高度关注这次团
聚活动并普遍给予积极评价，
认为这次活动有助于改善朝鲜
半岛南北关系。韩国庆南大学
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李相万认
为，这次活动有助于南北双方
构建相互信任，同时也体现了
双方落实《板门店宣言》的意
愿。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活动
不仅可以加强韩朝政府层面的
沟通，也能拉近民众心理上的
距离，有利于进一步推进双方
交流合作。此外，此次活动为
双方领导人 9月会晤营造了良
好氛围，奠定了民意和舆论基
础。

在此次活动之前，韩朝从
2000年8月至2015年10月先后
举行了 20 次离散家属团聚活
动。这一活动也成为朝鲜半岛
南北关系的“晴雨表”。

落实宣言

除离散亲属团聚活动外，

韩国政府还计划采取其他举措
推动落实《板门店宣言》，而朝
鲜方面也一直强调对宣言的重
视，韩朝关系有望持续回暖。

韩国总统文在寅 20 日表
示，有意促成团聚活动向定期
化和规模化方向发展，包括举
行视频团聚活动、构建离散家
属日常沟通机制、允许离散家
属访问故乡等。韩国统一部21
日表示将就此与朝方沟通。

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 21
日在国会国防委员会全体会议
上确认，韩朝已就试点互相撤
除非军事区内10余个监视哨所
达成协议。此外，多名政府高
官告诉韩国媒体，韩国政府计
划在今年下半年发布的国防白
皮书中删除把朝鲜政权和军队
认定为“敌人”的表述。

韩国外交官员 21 日披露
说，基于宣言达成的共识，位于
开城工业园区内的韩朝联络办
公室拟于近期揭牌成立。

李相万认为，设立韩朝联
络办公室的举措遭到美国方面
和韩国保守势力的反对，但是
韩方仍然坚决推进，这体现了
文在寅政府落实宣言的决心。

朝中社在对《板门店宣言》
签署后的历次朝韩交流合作活
动进行报道时，都强调活动是
对宣言的践行。近日，朝中社
和《劳动新闻》多次刊文，强调
朝方对宣言精神的重视，同时
也反复指出履行宣言应坚持民

族自主原则，提醒韩方在改善
朝韩关系方面不应看美国眼
色。

面临障碍

分析人士指出，离散家属
团聚活动对半岛和平进程有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半岛无核
化及和平进程仍然面临一些关
键障碍。

李相万表示，此次团聚活
动与朝方归还美军士兵遗骸，
均是相关各方加强信任的举
措，这是半岛和平进程的第一
步。接下来的第二步将是无核
化与经济合作，而这一阶段所
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由于在半岛无核化方式和
步骤上的分歧，朝美对话一定
程度上陷入停滞。美国总统特
朗普 24日说，他已要求国务卿
蓬佩奥推迟对朝访问，缘由是
美朝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没
有取得足够进展”。但他同时
表示，蓬佩奥期待着在不远的
将来前往朝鲜。

分析人士认为，文在寅计
划在平壤会晤中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就无核化进程以及
经济合作沟通立场，同时有意
在朝美之间起到斡旋作用，而
朝鲜方面也希望韩国在朝美谈
判中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但
从目前形势看，韩方的斡旋空
间有限，难度不小。

新华社北京8月26日电 美
国国务院 24 日宣布，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下令，停止向巴勒斯
坦提供超过 2亿美元援助，把这
笔资金转用于其他“高优先级”
项目。

巴勒斯坦方面发表措辞强
硬的声明，指认美方把人道援助
作为武器，搞“政治要挟”。

【卡脖子】

根据美国国务院声明和一
名不愿公开身份的高级官员所
述，重新审议2017财政年度对巴
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经济援助计划后，特朗普下令，
将援助资金“转作他用”。

那名官员说，重审援助计划
的目的是“确保资金用途符合美
国国家利益和对美国纳税人有

益”；鉴于“国际社会援助加沙面
临多种挑战”，美方因而决定停
止援助。

按照那名官员的说法，巴勒
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
斯”对加沙地带的管理“把加沙
民众置于险境，加重当地原本严
峻的人道主义和经济状况”。

特朗普就任总统后，美国政
府对待巴勒斯坦的政策显现巨
大变化，包括承认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并把美国大使馆从特
拉维夫迁移至耶路撒冷。巴方
反弹强烈，宣布美方失去调停巴
勒斯坦与以色列关系的资格、中
断与美方接触。

这是美方今年掐断的第二
项对巴经济援助。美国政府1月
宣布，停止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
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提供 6500
万美元。这一联合国机构 1949

年设立，使命是帮助数百万巴勒
斯坦难民，所用资金完全来自捐
赠，美国是最大捐资国。

今年 3月底以来，巴勒斯坦
民众在加沙地带与以色列交界
地区持续举行大规模反以示威，
演变为严重流血事件及武装冲
突。

【不屈服】

巴勒斯坦方面谴责美方再
次停止援助。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执行委员会委员哈南·阿什拉
维发表声明，指认美方采用“低
劣的要挟手段”，坚称“巴勒斯坦
人民的权利不是用来出售的”，
巴方“不会被吓倒，不会屈从威
胁”。

巴解组织驻美国办事处代
表胡萨姆·佐姆洛特说：“把用于

人道主义和经济发展的援助作
为武器搞政治要挟，行不通。”

佐姆洛特要求特朗普政府
坚持“两国方案”及国际法，只有
这样，才能重新推动巴以和解进
程。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参议员
帕特里克·莱希批评特朗普政府
不仅没有拿出化解巴以矛盾的
清晰政策，而且用“一系列挑衅
和有害举动加剧局势紧张”；用
掐断对巴援助的做法照顾以色
列方面的安全关切，是“冷酷和
不明智”的举措，受害最大的是
巴勒斯坦民众。

特朗普责成他的女婿、白宫
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主持制
订一套解决巴以问题的方案，至
今没有公布内容。按照特朗普
本周早些时候的说法，这套方案
中某些内容对巴方“非常好”。

搞“政治要挟”

美国掐断对巴勒斯坦援助金

韩朝离散家属团聚
半岛延续缓和势头

新华社东京8月 26日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26 日正式
宣布，他将参加定于下月举行
的日本自民党总裁选举。

当天下午，安倍在鹿儿岛
县视察后宣布这一消息。他
说，自己已下定决心今后 3 年
以日本自民党总裁和日本首相
身份继续担任日本领导者。分
析人士认为，安倍有意选择在
鹿儿岛县宣布参选，意在显示
重视振兴地方经济，以期获得
更多地方党员支持。

本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将于
9月20日举行投票并开票。安
倍本届自民党总裁任期将于 9
月 30 日结束。由于前自民党
干事长石破茂本月 10 日宣布
参加自民党总裁竞选，未来自
民党总裁将在石破和安倍之间
产生。

安倍目前已获得自民党党
内7个派阀中的5个以及“竹下
派”众议员的支持，竞选优势明
显。石破目前在党内国会议员
中仅获“石破派”及“竹下派”参
议员支持，因此他把竞选主要
精力放在争取地方党员上。此
间人士预测，在未来不到一个
月的时间里，双方将就修改宪
法、政权运营以及经济政策等
内容展开激烈交锋。

安倍曾于2006年9月成功
当选自民党总裁，并成为日本
首相组建安倍内阁；2012 年 9
月，安倍与石破等人竞争后再
次当选自民党总裁，并于当年
12月从民主党手中夺回政权，
组建新内阁。由于 2015 年安
倍获各派支持未经投票便自动
连任，此次选举将成为自民党
自 2012 年以来首次举行的总
裁选举。

自民党总裁选举每三年举
行一次，由该党的国会议员和
地方党员投票产生。根据自民
党总裁选举章程修正案，这次
自民党总裁选举将地方党员票
由原来的 300票提高到与国会
议员票相当的 405 票，候选人
只要在总计 810张选票中获得
超过半数支持即自动当选。

当地时间8月25日，在阿
富汗贾拉拉巴德市，安全人员
在炸弹爆炸袭击现场调查。
阿富汗警方称，在贾拉拉巴德
市内一个集会现场，当天遭遇
自杀式炸弹爆炸袭击，造成包
括一名袭击者在内至少3人死
亡、4人受伤。（新华）

新华社华盛顿8月 25日
电 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前
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的办
公室 25日在一份声明中说，麦
凯恩当天下午因脑癌在亚利桑
那州去世，时年81岁。

麦凯恩担任国会议员超过
30 年，两次参选美国总统，去
世前担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
会主席，在美国军、政界享有较
高影响力。

麦凯恩去世后，美国总统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哀
悼，称对他怀有“深深的敬
意”。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在一
份声明中回顾了麦凯恩的从军
经历，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与敬
意。

麦凯恩生前是特朗普在党
内的主要批评者之一，两人曾
多次相互攻击。2017 年 7 月，
他在共和党力推的医疗改革中
投下关键的反对票，导致改革
失败。

麦凯恩 1936 年出生于军
人家庭，其父亲和祖父均为美
军上将。他从军校毕业后进入
海军担任飞行员，并在越战中
因战机被击落而被俘 5 年半，
归国后退役进入政界。麦凯恩
1982年出任亚利桑那州国会众
议员，1986年当选国会参议员，
并连任至今。2000 年和 2008
年，他两次参加总统选举，但均
败北。

新华社索非亚8月 25日
电 一辆大客车 25日在保加利
亚首都索非亚附近翻车坠入深
谷，造成至少 16 人死亡、27 人
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当
天下午5时10分左右发生在索
非亚以北斯沃盖镇附近。当时
下着大雨，大客车撞上 4 辆小
轿车后翻车，从高速路坠入 20
米深的深谷中。事故造成 13
人当场死亡，另有 3 人稍后伤
重不治身亡。所幸小轿车上无
人伤亡。

据悉，客车上的乘客中有
33 人来自索非亚北面的博茹
里什泰村，当天他们参观了一
个修道院，不料返回途中发生
车祸。

超过 20 辆急救车参加了
救援，受伤人员被送往 4 家医
院接受救治。

保加利亚政府宣布 27 日
为事故遇难者全国哀悼日。

安倍晋安倍晋三宣布参选三宣布参选
日本自日本自民党总裁民党总裁

保加利亚客车翻车
至少16人死亡

美国资深国会
参议员麦凯恩去世

阿富汗集会现场遭
自杀式炸弹袭击

克格勃，这一前苏联时代政治高
层用于集权统治的安全工具在俄罗
斯民众心中有着特殊的文化标签和
历史印记，它的解体也有着诸多不为
人知的秘密。

鼎盛时期达到50万人

克格勃被称为“史上最具效率”
的间谍机构，在冷战时期其名声丝毫
不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
六处，鼎盛时期其规模曾达50万人，
头号对手美国始终是克格勃渗透的
重点对象。1959年至1972年，克格
勃曾秘密搜集美国电力、大坝、石油
管道等情报资料。并在宾夕法尼亚
建立起一个秘密据点，一旦高层下定
决心，克格勃就可对美国的电力系统
开展一系列攻击。此外，克格勃还在
美国展开技术情报侦察搜集活动。
1980年，克格勃雇佣了计算机黑客
间谍赫斯，利用两种较新的恶意程序
侵入了因特网、美国军用网等，成功
攻击了美国军方的 400台计算机。
同年，苏联获悉美国正准备对苏联发
动突然的核打击，为搞清楚美国的意
图，克格勃发动了史上最为庞大的侦
察行动之一——瑞安行动。此次行
动计划使用苏联的侦察卫星对美国
军事基地进行侦察，并严密监视美国
境内的雷达使用频次。

克格勃还会执行一些暗杀和应
对突发事件任务。最为著名的是刺

杀南斯拉夫的领导人铁托，但最终却
以失败而告终。克格勃于1974年成
立了精锐的阿尔法特种部队，用于执
行一系列秘密任务。1985年，黎巴
嫩真主党为了迫使苏联停止支持叙
利亚介入黎巴嫩内战，绑架了4名苏
联外交人员。在谈判未果后，克格勃
派出阿尔法部队来应对此次人质危
机。阿尔法部队采取以暴制暴的策
略，抓捕并杀死了一名真主党领导人
的亲属，并威胁称如果不释放苏联人
质，将杀死其更多的亲属。最终，人
质危机得以解决。应该说，冷战前沿
对抗、服务决策的战略情报侦察能力
以及重大危机处置得力，让克格勃成
为苏联的绝对中坚力量，并伴随美苏
争霸的加剧而不断壮大。

与戈尔巴乔夫矛盾重重

发迹于冷战的克格勃一度成为
苏联时期集权统治的工具和标志，直
至1985年倡导新思维的戈尔巴乔夫
上台。起初，作为前任领导人及克格
勃老掌门安德罗波夫钦定的接班人，
克格勃将戈尔巴乔夫视为延续苏联
以及该机构辉煌与抱负的最佳人
选。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接连向西
方示好，签订中导条约，声称结束冷
战对峙，尤其是不再将克格勃视作其
核心权力机构和内外政策咨询机
关。还对其执法权限、资金链条和接
触领域进行了重新限定。此举引发
克格勃高层极大不满，时任主席克留
奇科夫在政治局会议上曾公开表示
对戈尔巴乔夫政见十分不满。随着
双方矛盾的日渐公开化，克格勃开始
用秘密手段加强对戈尔巴乔夫本人
的监听监控，并称其为“目标110”。
1991年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和俄
罗斯总统叶利钦等人一起商讨使用
自由派来代替巴甫洛夫、亚佐夫、克
留奇科夫和普戈等强硬派人员。但
是，此次谈话内容被克留奇科夫获
悉，随后克格勃开始策划实施对苏联
政局定向产生重大影响的“八一九事
件”。

克留奇科夫先是利用职权之便

控制了国家电视台，并安排两名亲信
拟定行动后的有关宣传、维稳方案，
又在行动前一周，通过恩威并施的方
式先后将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内
务部长普戈、内阁总理帕夫洛夫、
副总统亚纳耶夫、苏联国防理事会
副主席巴克兰诺夫、戈尔巴乔夫的
秘书处长波尔丁和苏联共产党中
央书记局委员申宁等高官拉入本
方阵营，共同参与此事件。8月 17
日，事件策划者在克格勃位于莫斯
科的一处秘密地点碰头，经过商讨
之后他们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行
动。第二日，巴克兰诺夫、波尔丁、
申宁和苏联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
科夫将军飞往克里米亚与戈尔巴
乔夫会面，要求戈尔巴乔夫宣布进
入紧急状态或辞职。在戈尔巴乔
夫拒绝后对其实施了软禁。克格
勃切断了戈尔巴乔夫居住别墅的
所有对外通讯线路，同时安排警卫
人员严守大门，禁止任何人员出
入。

克留奇科夫还加强了对局势的
管控，宣布克格勃加薪一倍，并且召
回所有休假人员，并保持24小时待
命状态。同时，克格勃紧急定制了
25万副手铐和30万套逮捕工具，列
福尔特监狱也被紧急腾空用于接收
囚犯。8 月 19 日行动正式开始实
施。然而，在叶利钦领导的民众强烈
抵抗下，克格勃的行动仅持续了3天
就以失败而告终。行动失败似乎也
预示着这一强权机构在苏联解体前
的失势和不得人心。

被拆得四分五裂

在新思维和民主思想的刺激下，
苏联国内不满克格勃的声音不断高
涨。而克格勃与戈尔巴乔夫及后任
叶利钦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特别是其
过分干预政治，甚至触及策划颠覆和
政变等未遂事件，都加快了克格勃的
解体。

“八一九事件”失败后，叶利钦认
识到克格勃这一超越党政军各个机
构，甚至可以肆意践踏法律的“怪兽”

是一个巨大的
威胁。特别是在

“八一九事件”当中，该机
构竟将触角伸向了赋予其权
力的戈尔巴乔夫。于是，在苏联迅速
走向解体的同时，克格勃也被拆得
四分五裂。在叶利钦等人的授意
下，苏联迅速成立了一个清算克格
勃委员会，克留奇科夫很快便被移
送法办。随后就任的主席巴卡京
也不得不无奈地将克格勃 23个局
一一拆解，专司国内安全的机构被
交给了苏联各个加盟共和国，而其
余的大部分资产则被俄罗斯继
承。苏联解体后，只有白俄罗斯的
国家安全机构沿用了克格勃这一
名号。俄罗斯则在原有基础上，建
立了联邦安全局，负责反间谍与情
报工作。至此，克格勃也失去了高
层和国家力量支持下对国家重大
事件的干预和行动能力。

相关链接：

克格勃，全称“苏联国家安全
委员会”，是 1954 年 3 月 13 日至
1991 年 11 月 6 日期间苏联的情报
机构，以实力和高明而著称于世。

克格勃前身为捷尔任斯基创立
的“契卡”及斯大林时期内务人民委
员部下属的国家安全总局，前苏联早
期的情报机构契卡将总部设在彼得
格勒(圣彼得堡)霍瓦亚大街 2 号；
1918年苏俄政府迁都莫斯科，契卡
总部也在1920年迁到莫斯科克里姆
林宫附近的卢比扬卡广场11号。

1991年苏联解体后，改制为俄
罗斯联邦安全局；其第一总局另外成
立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与美国中央情
报局、英国军情六处和以色列摩萨
德，并称为“世界四大情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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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阔的翊武大道横贯湖南澧
县县城，路过翊武剧院，走进翊武
公园，祭奠英烈的人们将一枝枝鲜
花放于红色花岗岩雕像前。澧县
一中校园里，莘莘学子立于蒋翊武
的铜像前沉思怀念。

蒋翊武是我国近代杰出的民
主革命活动家、辛亥武昌首义的主
要组织者和领导者。1885年，他诞
生于澧阳城一个劳动者家庭。5
岁时于塾校澧兰书屋发蒙，14 岁
成为国学功底深厚的学子，欲报考
长沙时务学堂，因戊戌变法失败未
果。少年时期，常与好友以诗文相
会、议论时政。当他阅读了黄宗
羲、王夫之倡导民族主义的著作，
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在他心中生
根。面对科考机会，他断然拒绝。
他斥道：“奴隶功名，要它何用？”

1904年，黄兴策划长沙起义。
蒋翊武积极参与密谋，并加入华兴
会，配合华兴会副会长宋教仁在常
德集结力量，以谋响应。不料事泄
失败，蒋翊武被开除学籍。

1911年10月9日凌晨，蒋翊武
由岳州驻防地赶回武昌小朝街总
指挥部，立即商议部署两湖革命军
起义事宜。因孙武在汉口俄租界
参谋部驻地赶制炸弹失事，机关遭
到俄租界的巡捕破坏，起义名单等
落入俄巡捕之手。蒋翊武立即以
总司令身份下达起义命令：约定当
晚 12时整，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
城内外各军一齐行动。

当晚，小朝街总指挥部遭到破
坏，蒋翊武等人被捕。蒋翊武因蓄
有长辫，身穿长衫，机智脱险。10
日天亮，蒋翊武即派人潜入各标营
传令：起义改在当天夜间，依照 9
日原令的程序执行，以争死生于须
臾。10月10日晚8时，工程营在营
代表熊秉坤的带领下打响了首义
第一枪，各路起义勇士纷纷响应。
自此，武昌首义成功。蒋翊武声名
大振。

1913年8月29日，蒋翊武在广
西全州被捕。在狱中，他将壮志未
酬的惆怅、对民族前途命运的忧

虑、对后来人的期待与召唤写进了
文字里：“当年豪气今何在？如此
江山怒不平！嗟我寂冤终无了，空
余虏剑作寒鸣。”“斩断尘根感晚
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
山住？只余有哀逐水流。”

1913 年 9 月 9 日下午 4 时，桂
林丽泽门外刑场，蒋翊武身着绸
衫，坐在大红洋毯上，向围观群众
做生命中最后的演讲，讲革命大
义，讲民族危亡。群众失声痛哭，
执刑士兵凝神静听，为之动容，迟
迟不忍动手。行刑官见状惊惧不
安，偷偷从背后开枪。蒋翊武从容
就义，时年不足29岁。

1916 年 7 月，蒋翊武魂归湖
南，三湘人民于岳麓山举行隆重葬
礼，安放英烈忠魂。

1921 年，孙中山桂林督师北
伐，令建蒋公纪念碑，在嘱胡汉
民撰写的碑文中，作出

“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
为冠”的高度评价。

（唐湘岳 徐虹雨）

蒋翊武：忧国忧民支得江山住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格勃服役
时的照片

蒋翊武

朱寿光 刘小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