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9日，
在韩国首尔，韩
国新任外交部长
官康京和在就职
仪式上讲话。

韩国总统
文在寅18日正
式任命原联合
国高级官员康
京和为外交部
长官，康京和成
为韩国首位女
性外长。

新华社发

文在寅任命联合国前高官
为韩国首位女外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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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记者 许可）
金砖国家外长会晤 19日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外交部长王毅主持会晤，南非
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马沙巴内、巴西外长
努内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印度外交
国务部长辛格出席。

王毅表示，金砖合作机制成立十年
来，在五国领导人有力指引下，各方秉持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推动
金砖合作从无到有，由浅入深，取得长足
发展。五国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上升，贸
易投资大幅提升，在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中
发言权迈上新层次；合作领域全面拓展，
形成全范围、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架构；
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紧密

协作，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团结和利益，
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王毅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第二个
十年的开局之年，中国接任金砖国家轮
值主席。中方愿同其他四国一道，继续
筑牢和充实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人文交
流三大合作支柱，积极拓展更多新兴领
域合作，推动金砖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开
启金砖国家第二个“金色十年”。五国应
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全球
治理，共同应对挑战；开展人文交流，夯
实民意基础；推进机制建设，构建更广泛
伙伴关系。

王毅强调，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
晤将于 9月在厦门举行，这是一次承前启

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会晤，将对金砖合作
的未来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中方愿同其
他四国一道，积极开展相关筹备工作。

马沙巴内、努内斯、拉夫罗夫、辛格表
示，金砖国家合作强劲有力，取得重要成
就。五国应继续秉持金砖精神，推动五国
间合作深入发展，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重
要作用。四国高度评价中方作为金砖国
家轮值主席国所做工作，承诺全力支持、
配合中方筹备好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确保
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五国外长回顾总结了过去十年五国
合作的成果和经验，就金砖合作下一步发
展、当前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
讨。各方一致认为，金砖国家应推动新兴

市场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维护和
增进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利益和福祉；继
续致力于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
平稳定，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
地位，推动政治解决热点问题，携手应对
全球性挑战，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
际关系；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
化，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
平合理方向发展，为人类社会集体繁荣进
步贡献更多“金砖智慧”和“金砖方案”，为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和建设性
作用。

会晤后，五国外长共同会见记者。
会晤发表了《金砖国家外长会晤新闻

公报》。

深化务实合作 促进共同发展

金砖国家外长会晤在京举行

“联合自卫”
事发 18日下午，美军 F－18“超级大黄蜂”

战机在叙利亚北部重镇塔卜卡不远处击落叙利
亚政府军一架苏－22战机。

美国设在伊拉克的打击“伊斯兰国”总部发
表声明说，美军“超级大黄蜂”战机发起军事打
击前，叙利亚政府军的苏－22战机朝这一区域
扔下炸弹，炸弹落点邻近美方在地面的友军。

美方所指友军为叙反对派武装“叙利亚民
主军”。“叙利亚民主军”本月初发起对“伊斯兰
国”在叙大本营拉卡的总攻，在塔卜卡的战事胶
着已有一周时间。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讲述事件经过称，亲
叙利亚政府军的武装袭击了“叙利亚民主军”的
据点，致伤多人，迫使“叙利亚民主军”撤离。为
了保护友军，美方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联军
战机现身，唬退了亲叙利亚政府军的武装。与
此同时，美方把塔卜卡的这一状况告知了俄罗
斯，希望俄方能够控制住局面，避免交火。然
而，数小时后，叙利亚政府军一架苏－22战机出
现在这一空域，把炸弹扔到了美方友军的附近，

“超级大黄蜂”出于“联合自卫”发动打击。

无意开战
美军声明强调，美军发起军事打击是出于

“联合自卫”考虑，无意与叙利亚政府军或俄罗

斯开战。
“联军任务是击溃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声明称，“联军无意与叙利亚政府
军、俄罗斯或他们的友军开战，但也绝不会在保
护联军和友军免受威胁这一立场上有所迟疑。”

本月8日，美军战机在叙利亚南部击落一架
无人机。美方当时称，无人机可能关联亲叙利亚
政府军的黎巴嫩真主党，携带有武器且飞行轨迹
接近美方友军，构成直接安全威胁。此外，美军
还多次在叙利亚境内袭击了亲叙政府军的武装。

背后争夺
就美军击落叙方战机，叙利亚国家电视台

报道，叙利亚战机已经坠毁，飞行员失踪。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援引叙利亚军方声明报

道，美方攻击发生在叙利亚政府军及其盟友打

击“伊斯兰国”取得战果之际，摆明了是想削弱

军方作为反恐“唯一有效力量”的行动能力。

叙利亚政府军在阿勒颇东部打击“伊斯兰

国”的战事中收复不少失地，眼下同样投入对拉

卡的总攻，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手中夺回了

不少油田和村庄。

与此同时，路透社报道，在叙利亚西南部地

区，叙利亚政府军与伊朗支持民兵武装联手，在

与美方支持的反对派武装抢夺“伊斯兰国”撤离

后留下的地盘。 新华社特稿

系蝴蝶结的数学奇才
数学家塞德里克·维拉尼是马

克龙“战队”中最受瞩目的政坛新星
之一。他现年 43岁，留着一头飘逸
长发，领口系着夸张的超大号蝴蝶
结，外形辨识度极高。

他 在 数 学 界 造 诣 颇 深 ，曾 于
2010年获得菲尔兹奖，该奖项被视
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

在本届议会选举中，维拉尼当
选巴黎大区南部埃松选区议员。

80后政坛“小鲜肉”
现年 33岁的穆尼尔·马哈古比

是摩洛哥裔，出生于法国，曾在马克
龙竞选团队负责网络宣传工作。马
克龙担任总统后，马哈古比出任负责
数字经济的副部长级官员，也是马克
龙政府最年轻的内阁成员。

在这次选举中，马哈古比力克
社会党党首让－克里斯托弗·康巴
代利以及极左翼候选人，当选巴黎
第19区议员。

玛丽娜·勒庞
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

玛丽娜·勒庞虽然在法国总统选举
第二轮投票中败给马克龙，但在这
次议会选举中获得胜利。

现年 48岁的她早在 2004 年起
就担任欧洲议会议员，而这是她第
一次当选法国国民议会议员。

极左翼领导人
极左翼政治势力“不屈法国”候

选人让－吕克·梅朗雄也在这场议会
选举中获胜，当选马赛选区议员。他
誓言，为了争取工人权益，他的党派
将与政府展开“无情”战争。

社会党“幸存者”
前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在这

场选举中当选议员。瓦尔斯先前
也是竞争法国总统宝座的一名有

力选手。但在今年 1 月举行的法

国左翼政党社会党总统选举党内

初选中，他被前教育部长伯努瓦·

阿蒙击败。

此后，瓦尔斯有意转投马克龙，

但遭后者婉拒。不过，在瓦尔斯所

在选区中，马克龙领导的共和国前

进党并未派出候选人，一定程度上

也帮助瓦尔斯锁定了胜局。

遭选民抛弃的政坛老将
勒庞背后的“谋士”“国民阵线”

副主席弗洛里安·菲利波在选举中败
北，输给了马克龙“战队”派出的候选
人。现年35岁的菲利波被视为勒庞的

“谋士”，是“国民阵线”的争议性人
物。一些人指责，菲利波提出的反欧
盟政策吓走了选民，导致勒庞在总统
选举中败给马克龙。

奥朗德的“铁杆粉丝” 娜雅·
瓦洛－贝尔卡桑来自社会党，是前
总统奥朗德的忠实追随者。现年
39 岁的她曾在前政府担任教育部
长，被视为政坛新星。在这场选
举中，她败给马克龙支持的一名
企业家。

萨科齐的前发言人 纳塔莉·科
希丘什科－莫里泽现年 44岁，曾任
法国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发言
人，还担任过环境、可持续发展、交
通与住房部长。这次选举中，她不
敌马克龙支持的一名商业顾问，未
获得议员席位。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伦敦6月19日电（记者 桂涛 王子江）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19日说，将召开内阁紧急安全会议处理当天凌晨伦敦发生的货车
冲撞行人事件。她表示，警方正在将这一事件作为“可能的恐怖袭
击”处理。

英国警方表示，这起于当天凌晨发生在伦敦北部芬斯伯里公园
清真寺附近的货车冲撞行人事件已造成 1人死亡、10人受伤。一名
48岁男子在事件中被捕。目前现场已被警方封锁。

英国穆斯林委员会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当时货车撞入正在离
开清真寺的人群，这辆货车“故意”冲撞行人。

今年以来，伦敦多次发生袭击事件。6月 3日晚，泰晤士河上伦
敦桥附近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至少7人死亡、48人受伤。3月 22
日，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英国议会大厦外发生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包
括一名警察在内的5人死亡、约40人受伤。

6月 18日，在法国勒图凯，法国
总统马克龙（前）走出投票站。

法国内政部18日晚公布的初步
统计结果显示，法国总统马克龙所在
的以共和国前进党为首的联合阵营
在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大幅
领先，在下届国民议会中占据绝对多
数席位已无悬念。

新华社发

第一次！美军击落叙利亚战机致飞行员失踪
美军战机18日在叙利亚境内击落一架叙利亚政府军战机并致

飞行员失踪，这是叙利亚国内冲突2011年爆发以来美军首次击落
叙利亚战机。

美国军方称，美军行动出于“联合自卫”考虑，以保护在叙利亚
地面作战的友军。叙利亚方面谴责这一做法，称美军在叙利亚政
府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日渐取得成效之际发起“公然袭
击”，目的就是削弱叙利亚政府军的行动力量，私心昭然若揭。

罕见！伊朗导弹打击叙境内“伊斯兰国”据点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日向叙利亚境内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据点发起地对地导弹打击，以
报复“伊斯兰国”在伊朗境内发起袭击。这也是
伊朗罕见就叙利亚境内目标发起直接军事打击。

本月7日，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议会大厦和已
故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陵墓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
和枪击，至少 17人死亡，52人受伤，“伊斯兰国”
宣称制造袭击。这是伊朗首次遭遇类似袭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伊斯兰革命卫队
18日向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发起地对地中程
导弹打击，以报复打击“伊斯兰国”。社交网站
上的视频画面显示，导弹从伊朗境内发射，拖拽
着橙色光芒，朝目标直飞而去。

美联社报道，导弹从伊朗库尔德斯坦省和克
尔曼沙阿省发射，所致人员伤亡数字暂未明确。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其网站发表声明
称，伊朗导弹打击的目标为“伊斯兰国”在代尔

祖尔省首府代尔祖尔市的一处指挥中心和自杀
式汽车炸弹制造营地。导弹打击致死多名“恐
怖分子”，摧毁了他们的武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伊斯兰革命
卫队声明报道，伊朗报复的决心是显而易见
的。伊朗现在发出警告，如果他方再发动邪恶
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怒火将毫不迟疑地“吞
噬犯罪分子”。

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斯兰
革命卫队共发动 6枚导弹打击。这些导弹飞越
伊拉克领空，而后击中叙利亚境内目标。

美联社报道，这是伊朗罕见对叙利亚境内
目标发起直接军事打击。伊朗支持叙利亚巴沙
尔·阿萨德政权，被指介入叙利亚战事，向叙境
内输送军事顾问和武装人员。伊斯兰革命卫队
控制着伊朗导弹项目，被指同样介入邻国伊拉
克境内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 新华社特稿

伊朗国家电视台官网 6
月 18 日公布的这张照片显
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
日晚从伊朗西部的克尔曼沙
阿省和库尔德斯坦省军事基
地发射地对地导弹，打击位于
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地区的
恐怖分子目标。 新华社发

马克龙阵营获得法国
国民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议会“大洗牌”数学家小鲜肉登场

法国内政部
18 日晚公布的
初步统计结果显
示，法国总统埃
马纽埃尔·马克
龙所在的以共和
国前进党为首的
联合阵营在国
民议会选举第
二轮投票中大
幅领先，在下届
国民议会中占
据绝对多数席
位已无悬念。

这 次 选 举
中，一些政坛新
面孔获得广泛关
注，而一些经验
丰富的政界老将
却意外遭到选民
抛弃。

伦敦货车撞行人10多人伤亡

6月19日，在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在事发街区警戒。新华社发

葡萄牙林火致60多人丧生
全国为这场灾难哀悼三天

葡萄牙政府 18日证实，始于 17日的中部森林火灾已经致使至
少62人死亡，其中不少人死在自家车内。

这是葡萄牙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森林火灾。西班牙和法国方
面已经伸出援手。

火灾发生在中部城市大佩德罗冈地区。火情始于17日下午，迅
即向四方蔓延，酿成重大火灾。据当地警方推测，起火原因可能是
干雷暴击中一棵树。

葡萄牙总统马塞洛·雷贝洛·德索萨 17 日夜抵达现场指挥救
援。18日下午，将近900名消防员和300辆消防车仍在参与灭火。

美联社报道，火灾发生地最近遭遇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
葡萄牙内政国务秘书若热·戈梅斯 18日说，死亡人数正在进一

步上升，已有62人确认死于林火。
葡萄牙电视台的电视画面显示，一条大火肆虐的道路上浓烟密布，

几个人在疲于逃命，一个女子跌倒，旁边的一名年轻人为她送上一瓶水。
葡萄牙政府18日宣布全国为这场灾难哀悼三天，同时派遣两个

陆军营参与灭火。
欧盟方面已经做好支援葡萄牙应灾的准备。一架西班牙消防

机已经于18日一早抵达葡萄牙，法国方面也派出了3架飞机。
这是葡萄牙近年来最严重的一起森林火灾。1966年，一场林火

导致25名参与灭火的士兵丧命。 新华社特稿

6月18日，在葡萄牙中部地区，消防员
望着熊熊燃烧的森林大火。 新华社发

这 是 6 月 6
日“叙利亚民主
军”士兵聚集在
拉卡市北郊的一
个村庄的资料图
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