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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人

■菅直人恐在 8 月 26 日宣布辞职
■日本新首相计划在 8 月 30 日选出
福岛 45%儿童
甲状腺遭辐射
福岛核电站事故导致的核泄
漏问题正在给当地儿童日后的健
康带来不确定因素。 日本政府核灾
害对策本部 17 日公布了对福岛县
内 1150 名儿童遭受辐射的检查报
告， 结果显示，45%的儿童甲状腺
内部遭受辐射。
当天，日本政府核灾害对策本
部就此结果在福岛县磐城市召开
说明会。 核灾害对策本部认为，尽
管按照现在的辐射量不需要对儿
童立即进行医疗处置，但是长期遭
受低浓度放射性物质辐射究竟会
对儿童的健康产生何种程度的危
害，目前仍然不能完全明确，因此，
有必要对甲状腺遭受辐射的儿童
进行长期的跟踪观察。

日本又要换首相了
消息说，菅直人提出的 2 项辞
职条件——
—通过特别国债发行法
案和再生能源法案都将在本月 26
日之前，在国会最终获得通过。 菅
直人有可能会在 26 日傍晚于首相
官邸举行记者会， 宣布自己的辞
职。 而民主党将会在 28 日举行由
全体民主党国会议员和地方支部
代表参加的大会，投票选举产生新
的党首， 并推举其为新首相候选
人。 计划在 30 日举行国会全体议
员大会，选举出新的首相。

辞职前再秀一把

美国曾计划
让 9 万美国人
离开东京避难

日本首相菅直人 18 日向在德
国女足世界杯中夺魁的日本女足
国民荣誉奖”。 这是日本政府
颁发“
首次向一个团体授予“国民荣誉
奖”。
日本政府当天下午在首相官
邸举行颁奖仪式，菅直人向日本女
足队员颁发了奖状、 奖牌和化妆
笔。 菅直人在仪式上说，日本女足
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女性的魅力，在
德国女足世界杯上夺魁给日本地
震灾民和全国人民带来了勇气、感
动。
颁奖仪式结束后，日本女足主
帅泽穗希对日本媒体说，伦敦奥运
会亚洲区预赛即将开战，女足将为
夺取伦敦奥运会金牌而努力。 日本
女足教练佐佐木则夫说，希望女足
能继续给大家带来勇气和感动。
菅直人

[分析]

谁是菅直人
继任者？

另外，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枝野幸男因在日本大地震救援
行动中表现优异， 获得了民众
极高的支持， 他也很有可能成
为菅直人的继任者。
而一直被日本舆论所“鞭
挞” 并被民主党取消党籍的小
泽一郎也获得了第三的高支持
率。

8 月 18 日据《读卖新闻》报道，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后，
美国政府曾商讨让居住在东京的 9
万美国人离开东京集体避难。
原美国国务院日本部长凯宾·
梅尔出版了名为《无法做决断的日
本》一书，书中透露了以上内情。 如
果该 9 万人避难计划得以实施，姑
且不论别国政府的反应，单在日本
人民中就有可能引起巨大恐慌。
东日本大地震发生后，梅尔曾
率领美国国务院特别作业队，负责
与日本方面进行协调。 他在自己的
著作中披露了个中内幕。
据悉，在大地震发生后的 3 月
16 日凌晨举行的会议上，美国政府
提出了美国人集体避难方案。 当
时，美国方面对无人侦察机“全球
鹰”收集的情报进行了分析，认为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反应堆温度过
高，推测
“
燃料已经熔化”。 因此，美
国政府高层提出让美国人集体避
难。 而梅尔等人则对此举持反对意
见，认为这将会在极大程度上动摇
日美同盟，因此最终未予实施。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中新社

20亿元航母叫价3000多万元

英国防部翻箱倒柜卖家底
“皇家方舟” 号航母， 原价
20.9 亿元，现售 3665 万元。 路虎
装甲车，原价 68 万元，现售 2.09
万元。 小羚羊直升机，原价 5240
万元，现售 105 万元。 装甲捷豹，
原价 209 万元， 现售 12.6 万元。
经典电影 007 系列中，特工邦德
佩戴的手表， 曾疯魔无数粉丝，但
英国国防部为填补高达 360 亿英
镑（约合人民币 3770 亿元）预算赤
字，只有把数以千计军备，包括航
母和特工手表，在网上标价贱卖。

“
能卖的都卖了”
英国媒体 8 月 15 日报道，在
007 电影中，对邦德来说，手表能
帮他一招杀敌， 能放出钢丝让他
飞渡到对面大厦逃离……现实
中， 英国国防部为让特工、 特种

“皇家方舟”号
兵、 卧底和驻外女情报人员融入
外交官及当地名流的社交圈，给
他们购置各类奢侈品让他们“武
装到牙齿”。 但预算告急，国防部
只有登广告变卖家当， 这些特工
手表很可能会流入民间。 消息人
士说：“国防部为求收支平衡，将

“
美国债务危机”追踪

佩里抨击美联储
称伯南克印钱就如同“叛国”

昨日， 据日本新闻网报道，日
本执政的民主党 18 日上午发表消
息说， 该党中央执行部 17 日举行
了一次特别会议，与会干部就日本
首相菅直人辞职和新首相选举一
事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决定在本月
底之前选出新首相。 菅直人将在 8
月下旬适当的时候宣布辞职。

日本 NHK 电视台近日实
施的一项舆论调查显示， 民众
普遍认为前外相前原诚司最适
合出任下任首相，现年 49 岁的
前原诚司被称为日本“鹰派”政
治家， 曾担任过日本民主党党
首。 作为前菅直人内阁的重要
阁僚， 前原诚司一直是菅直人
最为忠实的支持者。

国际

能变卖的东西全都卖了。 ”

估计能收回 419 亿元
在英国国防部的网上卖
场，原价 500 万英镑（约合人民
币 5240 万元）的小羚羊直升机
贱 卖 10 万 英 镑 （约 合 人 民 币

105 万元），装甲捷豹也从 20 万
英镑（约合人民币 209 万元）折
至 1.2 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 12.6
万元），路虎装甲车的零售价从
6.5 万英镑 （约合人民币 68 万
元）折 至 区 区 2000 英 镑（约 合
人民币 2.09 万元）。 国防部砸锅
卖铁，估计大约能收回 40 亿英
镑（约合人民币 419 亿元），与目
标相距仍远。
早在今年 3 月， 英国国防部
就在网上放出广告， 拍卖刚退役
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花了
2 亿英镑（约合人民币 20.9 亿元）
建造的航母， 目前在 eBay 上标
价 350 万英镑（约合人民币 3665
万元）。“
皇家方舟”号曾是英国皇
家海军的旗舰，曾经领导英国海军
参加攻打伊拉克。 （郑州晚报）

美国滥印美元力图挽救经济，不但成效未显，
更因制造大量热钱惹来全球非议， 美国民众也对
美元贬值日益不满。 参加共和党总统初选的得州
州长佩里，更将矛头直指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指责
他的行为几乎等同“
叛国”，巴克曼、保罗等共和党
参选人也开始围攻美联储，伯南克再成众矢之的。
佩里当地时间 16 日在艾奥瓦州出席竞选活
动时，被选民问及对伯南克的评价，佩里说：“如果
现在到明年选举期间，这小子（伯南克）还要再印
钱，我不知道艾奥瓦这里的人会对他做什么，但在
得州，我们会叫他好看。”佩里接着说：“
我指的是，
在美国历史的这个阶段里，以印钱来玩政治，几乎
是奸诈或叛国的行为。 ”
白宫发言人卡尼立即反击， 称佩里身为总统
候选人， 应该明白所说的话影响广泛， 这种威吓
“不是好主意”， 又表示白宫十分重视联储局的独
立性。多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应和佩里，茶党宠
儿巴克曼指联储局犯下“糟透、严重的错误”，得州
国会议员保罗则一直要求解散联储局。 佩里在社
会和财政问题上观点保守，而且言论大胆，曾鼓吹
得州脱离美国独立。
（中新社）

法德欲联手救欧债
欧元区部分国家不买账
前日的德法首脑峰会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和
法国总统萨科齐都表达了坚决捍卫欧元区的决
心，法德两国共同提出成立欧元区经济政府、成员
国实施财政平衡政策、征收金融交易税等建议，以
加强欧元区经济治理， 应对目前欧元区面临的债
务和经济增长危机。
法德欲联手拯救欧债， 但是欧元区一些国家
对此并不买账， 比利时、 卢森堡等国就站出来反
对。 分析人士认为，组建欧元区经济政府，必然面
临权利的重新分配问题。 实际上在当前的欧元
区，大国还是掌握着多数的权力，特别是法国和
德国。 另外，征收金融交易税一事，令很多小国有
苦难言，因为之前法国、意大利等国就曾违反欧元
区的相关规定。
（第一财经）

“挪威枪击案”追踪

布雷维克农庄中
藏有一颗 1.5 吨炸弹
据德国《明镜》杂志 8 月 17 日报道，有消息人
士透露，挪威警方在搜查布雷维克的农庄时发现，
那里还藏有第二颗炸弹，该炸弹重约 1.5 吨，比他
在奥斯陆政府大楼前引爆的炸弹还要大。
据报道，今年 5 月初，布雷维克以种植蔬菜的
名义在农庄中囤积了 6 吨化肥， 用于提取化学物
质制造炸弹。 该农庄位于奥斯陆以北 140 公里处，
是布雷维克租来的。 7 月 22 日，布雷维克制造了
于特岛枪击案和奥斯陆政府大楼爆炸案， 他当时
所用的炸弹重约 0.95 吨。
布雷维克的律师曾透露， 布雷维克本来曾计
划还要制造另外两起爆炸案， 但是因为某些原因
放弃了。
（国际在线）

朝鲜 6 名大学教授
在加拿大进修
据韩联社 18 日报道，朝鲜 6 名教授正在加拿
大西部的名校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BC)进行为期 6
个月的进修。
UBC 一位教授 17 日(当地时间)透露，目前，5
名金日成综合大学教授和 1 名元山经济大学教授
在加拿大 UBC 进行为期 6 个月的进修，其间主要
学习国际管理、国际经济、财政、贸易等内容。
朝鲜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向瑞士等国家派
留学生学习市场经济， 但一般留学期只有几周时
间，而且其对象仅限官员或官员子弟。
这位教授还说， 来进修的都是朝鲜的经济系
和财政系教授，但他拒绝透露他们的具体身份。
他表示，虽然加拿大和朝鲜于 2001 年建立外
交关系，但受到核问题影响，迄今没有进行任何交
流。此次进修的宗旨在于加强两国教育交流合作，
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