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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 德
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日前表
示，就国内情报局局长汉斯—格
奥尔格·马森职位调动一事，她
打算与执政联盟领导人重新协
商，希望尽快达成“共同、可持续
的解决方案”。

按路透社的说法，默克尔领
导的执政联盟组建6个月就面临

“散伙危机”，她不得不出手挽
救。

【调职引分歧】

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民主
联盟与基督教社会联盟是姊妹
党，今年 3月与社会民主党联合
组成现政府。这三个党派就如
何处置马森产生分歧。

马森 2012 年以来出任德国

国内情报局局长。本月早些时
候，他就“反移民暴力事件”接受
媒体记者采访，发出与默克尔不
同的声音，被指持亲极右翼立
场，“下课”呼声高涨。

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显示，两
名看似移民的外国人在德国东
部城市开姆尼茨遭到反移民示
威活动参与者追赶。默克尔予
以谴责，认为不可以容忍这种行
径。

马森接受采访时说，“没有
证据”支持默克尔的说法，同时
质疑这段视频的真实性。

社民党指认马森对显而易
见的反移民暴力行径轻描淡写，
呼吁解除他的职务。出任内政
部长的基社盟主席霍斯特·泽霍
费尔在背后为他撑腰。基民盟、
基社盟和社民党 18日讨论后决

定，马森不再出任国内情报局局
长，改任内政部秘书长。

【支持率走低】

调整职位没有平息这场风
波。在野党阵营认为，执政联盟
三党达成的协议兼顾各方颜面，
马森实际“明降暗升”。调入内
政部后，他每月可多领至少2500
欧元薪水（约合2万元人民币）。

不少社民党成员不满主席
安德烈娅·纳勒斯允许马森留任
高级别公职。议员弗洛里安·波
斯特说，执政联盟达成“有关马
森的所谓协议是笑话”。

德国丰克媒体集团一项民
意调查显示，协议达成后，72%的
调查对象认为政府可信度降
低。德国电视一台另一项民调

显示，默克尔领导的执政联盟所
获支持率为 28%，较本月 6 日降
低一个百分点，创联盟组建以来
的新低。

按路透社的说法，马森协议
使组建 6 个月的执政联盟陷入

“散伙危机”。
面对各方压力，社民党主席

纳勒斯改变主意，要求重新讨论
马森事件的处置方案。她致信
默克尔写道：“民众的消极反应
证明这份协议有误。”

默克尔日前在德国南部城
市慕尼黑告诉媒体记者，她已同
意社民党方面的提议，将与执政
联盟领导人重新讨论马森的去
向。她说：“我们已同意重新评
估形势，我认为这有必要……希
望可以尽快达成共同、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并采取行动。”

新华社北京 9月 23 日电
伊朗官方媒体日前证实，伊朗
正在石油运输战略水道霍尔木
兹海峡附近开展空中军事演
习。这家媒体说，这是“警告”
伊朗敌人，若对这个西亚国家
怀有敌意，伊朗方面将“快速、
严厉”回应。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
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
卫队多架战斗机参与演习，包
括美国制造的 F-4 型、法国幻
影及俄罗斯制造的苏霍伊-22
型战斗机。另有 5架武装运输
直升机参与波斯湾和阿曼湾水

域的演习。
“除了展示力量，这一仪式

是在向友好周边国家传递和
平、友谊的信号，”伊朗军方分
管公共关系的一名副司令员
说，“如果敌人和傲慢的大国打
起伊朗领土和边境的主意，他
们将在瞬间受到沉重打击。”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为纪
念两伊战争，伊朗每年都会举
行军事演习，这次空中演习是
例行军演的一部分，也是伊朗
方面近期声称封锁霍尔木兹海
峡后开展的军演。

美国 5 月退出伊朗核问题

全面协议，恢复对伊制裁。伊
朗多名官员警告，如果美国“封
杀令”使伊朗无法出口原油，将
不惜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一
海峡战略位置重要，全球大约
三分之一的海运石油贸易从这
里经过。

伊朗曾多次在海湾军演并
发出警告，若国家安全受威胁，
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上
一次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是上世
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伊朗
将启动大规模海上军事演习，
大约600艘舰船参与。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9月
22 日电 坦桑尼亚官员 22 日
说，该国西北部姆万扎省日前
发生的沉船事故已造成至少
209人死亡。

坦桑尼亚工程、交通和通
讯部部长艾萨克·坎姆威尔乌
22日下午在姆万扎省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目前沉船遇难
者人数已升至209人，有可能还
会上升。一艘载有拖拽设备的

船只正在赶往事故现场，抵达
后将把沉船拖离维多利亚湖。

坎姆威尔乌说，救援人员
22 日上午发现一名事故幸存
者，“该幸存者情况危急，医生
正在全力抢救”。

坦桑尼亚总统马古富力 21
日宣布，坦全国从当天起为沉
船事故遇难者哀悼 4天。马古
富力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初
步调查显示，失事船只当时存

在超载情况，而且没有由船长
掌舵。他要求对事故展开全面
调查。

沉船事故20日下午发生在
姆万扎省的维多利亚湖。现场
目击者说，船只在即将靠岸时
发生倾覆，当时船上载有人员
和货物。

由于超载和船只老旧等原
因，坦桑尼亚沉船事故时有发
生。

“警告”敌人！

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军演

坦桑尼亚沉船事故
死亡人数升至209人

支持率走低

默克尔执政联盟遭遇“散伙危机”

新华社河内9月 23日电
越南国会常务委员会 23 日发
布通知，宣布由国家副主席邓
氏玉盛出任国家代主席。

据越通社报道，越南国会
主席阮氏金银当天代表第十四
届国会常务委员会签发关于邓
氏玉盛担任国家代主席的通
知。通知说，根据越南宪法、国
会组织法和越共中央政治局关
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主席
人选的提议，国会常委会郑重
通知，国家副主席邓氏玉盛担
任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代主
席，直至国会选举产生新的国
家主席。

邓氏玉盛 1959 年 12 月生
于越南中部广南省，曾任越南
妇女联合会常务副主席、永隆
省委书记、越共中央办公厅副
主任等职。她于 2006 年当选
越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是
越共第十一届、第十二届中央
委员，第十一届、第十三届、第
十四届国会议员。2016年，她
当选为国家副主席。

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因病
于 21日上午在首都河内去世，
享年61岁。

新华社东京9月 23日电
当地时间 23日 2时 52分（北京
时间1时52分），日本在鹿儿岛
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一艘

“鹳”号货运飞船，为国际空间
站送去小型回收舱等太空实
验装备以及宇航员所需生活
用品等。

本次发射由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开发机构和三菱重工
业公司共同负责。这是日本
发射的第 7 艘“鹳”号货运飞
船，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
构专门为本次发射开设了直
播网站。

发射直播显示，一枚H2B
火箭将货运飞船发射升空，约
15 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
离。它将为国际空间站送去
小型回收舱和多种实验装备，
以及作为空间站电源的大型
锂离子电池和宇航员所需生
活用品等。这是“鹳”号货运
飞船首次搭载可回收实验材
料的小型回收舱。

“鹳”号飞船是日本开发
的向国际空间站运送各类物
资的无人货运飞船，全长约 10
米，直径约4.4米，呈圆筒状，一
次最多能运载 6 吨物资。“鹳”
号飞船于2009年首次发射。

日本发射
一艘货运飞船

邓氏玉盛出任
越南国家代主席

新华社哈瓦那 9月 22 日
电 为迎接 2019 年古巴首都哈
瓦那建城500周年，哈瓦那省政
府宣布，将全面重修位于哈瓦
那市中心的中国城。

古共中央机关报《格拉玛
报》22 日援引哈瓦那省人民政
权代表大会主席雷纳尔多·加
西亚的话说，哈瓦那中国城“具
有重要文化意义”，中国城内大
部分建筑拥有很高的文化价
值，但如今房屋内部受损较严
重。为修复该区域形象，促进
其商业、娱乐、旅游发展，哈瓦
那省政府已设计相关整修方
案，以“拯救中国城里的烹饪艺
术、陶瓷、典型房屋装饰等中国
千年文化传统”。

据介绍，相关重修工程还
包括修缮该区域照明设施、沿
街房屋、公园和街道，铺设道
路，清除暴露在外墙上的电线、
电缆等，并恢复洗染店、中医药
房、中文报纸《光华报》报社等
中国城内的标志性建筑。

1847年 6月，206名中国劳
工抵达古巴，翻开华人在古巴
的历史。鼎盛时期，古巴华人
人口一度高达十几万，哈瓦那
的华人区曾是美洲最大的中国
城之一。1959 年，古巴革命胜
利后进行国有化，大量经营生
意的华侨华人离开古巴，中国
城逐渐失去往日活力，如今许
多房屋已年久失修。

古巴哈瓦那
将重修中国城

瑞士12名船员
在尼日利亚
近海遭绑架

新华社日内瓦 9月 23 日
电 瑞士联邦外交部 23日向媒
体证实，一艘悬挂瑞士国旗的
商船在尼日利亚近海遭攻击，
船上有12名船员被绑架。

事件发生在 22 日，当时这
艘运载小麦的商船正行驶在尼
日利亚拉各斯市与南部港口哈
科特港之间的近海海域，船上
共有19名船员。目前尚不清楚
实施绑架者身份。

瑞士联邦外交部称，遭绑
架的船员中没有瑞士籍公民。
该商船船主向媒体表示，他们
正与有关方面保持密切联系，
以求被绑架人员能尽早获释。

这是这是99月月2222日在坦桑尼亚姆万扎省拍摄的发生事故的船只日在坦桑尼亚姆万扎省拍摄的发生事故的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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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佳节除了看天上一轮明
月，各大卫视也准备了中秋晚会
与观众共度佳节，且大多数以传
统文化为主题。央视将主会场设
在山东济宁曲阜，并邀请到98版
《水浒传》剧组聚首唱响《好汉
歌》；今年北京卫视将和东方卫
视、陕西卫视、凤凰卫视共同联播
一台“秋晚”，浙江卫视则继续主
打《中国好声音》中秋特辑。湖南
卫视将以“天涯共此时”为关键
词，继续主打李宇春、华晨宇、罗
云熙等明星阵容，并邀请到热播
剧《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延禧攻略》主演献唱。

《中秋之夜》
9月24日 湖南卫视 19:30
看点：《凉生》《延禧攻略》剧组齐
聚

今年湖南卫视《中秋之夜》
打破了传统晚会的形态，首次走
进长沙铜官窑古镇进行户外实
景录制，融合了波光粼粼的湖
水、砖木石雕、栈桥码头小船、青
苔浮萍睡莲等古典元素。晚会
也将以“天涯共此时”为主题，李
宇春、华晨宇、林志炫、佘诗曼、
钟汉良、韩雪、张碧晨、袁姗姗、
罗云熙等嘉宾将重磅加盟。身
着古装的胡杏儿将柔情献唱《梦
回千年》；张丹峰、洪欣夫妇将演
唱经典爱情曲目《花好月圆夜》；
罗云熙、徐正溪、马可和徐海乔
将以歌曲串烧的形式，带领观众
领略古韵中秋。

而华晨宇、李宇春则将把整
台晚会推向高潮。李宇春连唱

《海上的月亮》和《流行》将中国
传统乐器笛子与欧美电音强劲
结合；华晨宇惊艳献唱《智商二
五零》和《寻》，炫酷的表演加上
高科技虚拟技术的呈现，为观众
带来很燃的演绎。除此之外，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主
演钟汉良、孙怡和于朦胧将献唱
青春舞曲，佘诗曼也将携热播剧
《延禧攻略》剧组共同演绎音乐
小品《中秋攻略》。

央视中秋晚会
9 月 24 日 CCTV-1 CCTV-3
CCTV-4 20:00
看点：吉隆坡悉尼设分会场

今年央视“秋晚”主会场选
定在山东济宁曲阜，另外两个海
外分会场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与
澳大利亚悉尼。这是央视“秋

晚”首次在海外设立分会场。据
悉今年央视“秋晚”将分为三个
篇章，分别是上篇“不舍昼夜”、
中篇“悠悠我心”和下篇“大道之
行”，希望彰显传统文化之美，时
长也将由原来的120分钟延长到
150分钟。明星阵容上，唐嫣、闫
妮、尚雯婕、周笔畅、周一围等将
重磅加盟。而 98版《水浒传》的
20余位主演也将重聚一堂，献唱
《好汉歌》。

《中国好声音》中秋演唱会
9月24日 浙江卫视 21:10
看点：周杰伦经典老歌联唱

四位导师各自为“中秋演唱
会”准备了节目。谢霆锋献唱了
一首他为自己今年的《好声音》
之旅而创作的新歌——《空》；周
杰伦的经典联唱《轨迹》和《发如

雪》带来满满青春回忆；李健的
《心升明月》和《假如爱有天意》
让现场如同吹起徐徐清风；哈林
则分别演唱了热情欢快的《猴喜
翻》和低吟浅唱的《关不掉的月
光》两首风格迥异之作。

学员们也紧随导师之后，带
来了他们在“好声音”舞台上的
经典现场：宿涵的《夜的第七
章》、王朝的《黄河谣》、黎真吾的
《山海》等。

除了特别舞台，学员们也将
展示他们除了音乐以外的精彩
生活。宿涵带来了自己AI产品
的“好声音”首秀，AI现场写出的

“神奇”歌词震惊导师；黄玉儿携
新 婚 丈 夫 甜 蜜 合 唱《Love
Song》；还有“健身教练”李佳丹
送队友“励志”礼物健腹轮、“吉
他老师”赵家豪携萌娃学生合
唱。

《汉风秋月——2018 中秋
晚会》
9月24日 北京卫视、东方卫视、
陕西卫视、凤凰卫视 21:00
看点：四台联播，佘诗曼献唱

今年北京卫视、东方卫视、
陕西卫视、凤凰卫视将联手主办
2018 年中秋晚会。整台晚会以

“汉风”作为关键词，汉宫主殿、
水上栈道、中央舞台及战船上的
鼓阵依次擂响，极具汉风文化特
色。李宇春将献唱《下个路口
见》《流行》。佘诗曼将演唱《没
那么简单》。张杰压轴带来《天
上掉下个林妹妹》和《一路之下》
两首热歌。（综合）

今晚，荧屏共唱团圆歌
各大卫视准备了精彩中秋节目与观众共度佳节

《中秋之夜》

“中秋档”新片扎堆表现平淡

口碑能否带旺票房？

就目前情况来看，相较于往
年，今年中秋档的表现较为冷
清，《黄金兄弟》《江湖儿女》《悲
伤逆流成河》三部片子单日票房
加起来都未能破亿元，可能会成
为近四年来最弱的中秋档。

排片：大片不约而同选择国
庆档

与往年相比，今年中秋档与
国庆假期仅相隔一周时间，也因
此大片基本都集中在国庆档，先
打头阵的中秋档则几乎没有票
房大片。尽管时间尴尬，但仍有
10 余部电影选在中秋档扎堆上
映。其中大部分为零卡司、零热
度的“一日游”影片，相对来说，
贾樟柯导演新作《江湖儿女》、

“古惑仔”原班人马再度集结的
《黄金兄弟》、畅销小说改编的
《悲伤逆流成河》、好莱坞硬汉布
鲁斯·威利斯主演的《虎胆追
凶》、纪录片《爱猫之城》等最受
关注。

票房：“黄金兄弟”战胜“江
湖儿女”

截至 22 日，上映 2 天的《黄
金兄弟》以超过 7000万元票房，
暂时位列中秋档票房首位。《悲
伤逆流成河》以近3000万元的票
房位列第二。而原本位列第三
的《江湖儿女》则一度被《反贪风
暴 3》《碟中谍 6》超过，上映 2 天
票房近2500万元。

关注：《江湖儿女》可看度超
《山河故人》

尽管票房处于弱势，但从口
碑来看，《江湖儿女》却是中秋档
里最好的。截至目前，该片的网
络评分高达 7.9 分，不少观众认
为，相比《山河故人》，《江湖儿
女》更为完整，情节也更为丰富，
被称为是贾樟柯近年来最具可
看度的电影佳作。

该片讲述一对情侣从 2001
年到2018年的经历，赵涛饰演的
女孩巧巧爱上了廖凡饰演的“斌

哥”，17年来，斌哥的生活起起落
落，有巅峰也有低谷，但巧巧和
一众江湖儿女仍然记得当初众
人说过的“肝胆相照”四字，在一
次目睹男友在街头遇袭之后，她
舍身相救，也为此付出了自由的
代价。出狱后，本以为会与男友
重归于好，没想到男友有了新的
归宿。影片以兄弟情开篇，但最
后塑造的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
女性形象。

影片里不仅有江湖道义，也
有儿女私情、家长里短，但更重要
的是透过一个女性所经历的爱情
流转，记录了时代变迁之下人心
的变化，江湖可以背弃，但巧巧对
待爱情那种侠义般的坚守和勇敢
却始终未变，赵涛撑起了这个角
色，从二十几岁演到四十几岁，演
活了角色的情感起伏和历经时光
变换后人物的成长。

《黄金兄弟》让郑伊健、陈小
春等“古惑仔”五兄弟再次重聚大
银幕，单凭这张“情怀牌”，就让影
片有了更多天然的观众缘。不过
在口碑方面，观众评价却表现平

平，目前网络评分5.4分。
喜欢的观众认为，影片有燃

点有泪点：“关键是这几张面孔
又聚在了一起。”也有观众吐槽
剧情略显单薄和平淡：“有点毁
了五兄弟在心中的经典形象。”

《悲伤逆流成河》则是由 90
后熟悉的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
不过此次郭敬明只参与编剧，影
片由其《最小说》时期搭档落落
执导，与“小时代”系列受到差评
无数不同，影版《悲伤逆流成河》
目前表现尚可，网络评分也有
6.1分。

影片主要关注了“校园暴
力”题材，这在国产青春片中并
不多见，影片故事层层递进，改
掉了以往青春片常遭诟病的情
节，最后落脚到正能量的主题。
片中，导演大胆起用了名不见经
传的95后素人出演，尽管没有流
量、人气，但他们的表现却撑起
了票房，评分也超过郭敬明其他
起用大量明星的电影。

（综合）

《《黄金兄弟黄金兄弟》》 《悲伤逆流成河悲伤逆流成河》》 《《江湖儿女江湖儿女》》

为期9天的2018国际篮联
女篮世界杯 22 日在西班牙特
内里费岛拉开帷幕。在首个比
赛日中，中国女篮和夺冠热门
美国队均战胜各自对手，法国、
西班牙、澳大利亚队等强队也
都轻松取胜。

本届世界杯共有 16 支队
伍参赛，分为四个小组。刚刚
在亚运会上夺冠的中国队与赛
事卫冕冠军美国队同处D组，
同组球队还包括塞内加尔队和
拉脱维亚队。

对阵拉脱维亚队的第一节
里，中国队开局强势，以 17:10
占得先机。但拉脱维亚随即于
第二节展开反扑，连续命中三
分球，在该节结束时仅以一分
之差落后。

第三节拉脱维亚首次反
超，但中国队随后打出一波10:
0，两队以 44:44 战平。最后一
节，中国队多次罚球不中，双方
比分交替上升。关键时刻，女
篮姑娘们顶住了压力，以64:61
力压对手，取得小组首胜。邵
婷全场砍下 15分和 4个篮板，
杨力维和王思雨各拿到10分。

首轮取胜的中国队与美国
队将在第二轮中相遇。四年前
两队在世锦赛（世界杯前身）小
组赛中遭遇，中国队以56:87不
敌对手。事实上自 2006 年以
来，还没有球队在该项赛事中
击败过美国队。

根据本届世界杯赛制，各
小组第一将直接进入四分之一
决赛，而小组第二和第三名将
进入交叉淘汰赛，以决出另外
四个八强名额。

（新体）

女篮世界杯：

中国队首战险胜

本报讯（通讯员 菀滢 丹
北宣）23日上午，一场“庆中秋
迎国庆”羽毛球交流赛在丹北
镇西丰村水晶山民俗文化展览
馆里举行。据悉，这是西丰村
举行的首届此类比赛，共吸引
了 50 余名羽毛球爱好者前来
参赛，其中 30 名是西丰村村
民。

此次比赛以个人赛为主，
共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
个项目，每个单项均通过淘汰
赛决出比赛名次。比赛现场，
气氛紧张热烈，一次次精彩的
反手杀、扣球，赢得了现场群众
的欢呼声。

据丹北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开展羽毛球健身活动目的
在于丰富体育健身爱好者及其
他居民群众业余生活，通过引
导他们参与活动提高其幸福
感。今后，丹北镇将开展不同
类型的体育健身活动，并提高
居民参与率。

西丰村举行首届
“庆中秋迎国庆”
羽毛球交流赛

22日，马来西亚羽毛球总
会发表声明，证实三届奥运会
银牌得主、即将年满 36岁的马
来西亚羽球名将李宗伟被确诊
患有鼻癌。根据声明，目前李
宗伟仍在中国台湾进行治疗，
恢复情况良好。

（新体）

李宗伟
确实罹患鼻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