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11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打捞人员在作业。
匈牙利警方从6月10日开始打捞失事游船。“美人鱼”号游

船5月29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市中心多瑙河与另一艘游船
相撞并沉没，当时载有33名韩国乘客和2名匈牙利船员，只有7
名韩国人获救。 新华社发

外交部驳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涉疆言论：

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
企 图 都 注 定 失 败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吴嘉林）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

表关于中国新疆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11日表示，蓬佩奥对新疆
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打着人权、宗教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这样
的企图注定会失败。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务卿蓬佩
奥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新疆的言论。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有一句话‘眼见为实’。我不知道蓬
佩奥先生有没有去过新疆，但从他散播的那些关于新疆的不实之词来
看，他对中国新疆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和认识。”耿爽说。

他表示，新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再教育营”。新疆依法开办职
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目的是帮助少数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想侵
蚀的人重回正轨，帮助他们掌握自食其力的技能并最终重新融入社
会。建立教培中心以来，新疆已经近三年未发生过暴力恐怖事件，安全
形势得到了极大的改观。

耿爽说，新疆各族人民依法享有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这一事实有
目共睹。新疆现有清真寺 2.44万座，平均每 530位穆斯林就拥有一座
清真寺。“根据我看到的公开数据，美国全国的清真寺数量还不到新疆
的十分之一。”

耿爽表示，维吾尔族文化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发扬。新疆维吾尔族
人民依法享有使用本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新疆的媒体使用汉、维吾尔
等多种语言进行广播出版，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我刚才说过，蓬佩奥先生似乎对新疆缺乏基本的了解，但这并不
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他愿不愿意去了解一个真实的新疆。如
果置事实和真相于不顾，醉心于编织谎言和谬论，妄图打着人权、宗教
的幌子，干涉中国内政，那就是性质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了。”耿爽说。

“我要提醒蓬佩奥先生的是，他的公开表演越充分，他的真实面目暴
露得也就越充分。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都注定会失败。”耿爽说。

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干预
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记者 吴嘉林）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表
示，中方对美方就香港事务不断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要
求美方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美方10日对香港特区政
府拟修订《逃犯条例》和《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协助条例》表示关切，称修
例将损害香港特殊地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香港特区政府已就修例工作广泛听取了社会各界意见，两
次调整修例草案，对有关建议作出积极回应。中央政府将继续坚定支
持香港特区政府推进修订“两个条例”的工作。

耿爽指出，香港回归以来，“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得到
切实贯彻落实，香港居民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依法得到充分保障，香港继
续被众多国际机构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

“我想再次强调，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组织和个人都
无权干预。中方对美方就特区修例发表不负责任的错误言论、对香港
事务不断说三道四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我们要求美方客观公正
看待香港特区政府依法修例，谨言慎行，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事务
和中国内政。”耿爽说。

“整栋楼都在摇晃”

调查人员说，一架阿古斯塔A109E型直升机美国东部
时间 10日下午 1时 32分从纽约曼哈顿东区起飞，原定飞
往新泽西州林登机场，起飞11分钟后坠毁。

坠机地点是曼哈顿第七大道一栋54层写字楼的楼顶，
距繁华的时报广场仅几个路口。直升机撞向楼顶，随即起
火，冒起滚滚浓烟。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架
直升机撞得七零八落，“显然撞击相当严重”。机内只有飞
行员一人，没有其他乘客。除飞行员丧生，楼内和街上没
有人员受伤或死亡的报告。

事发写字楼内有多家银行、公司和知名餐馆，已经疏散人
员。内森·赫顿是法国巴黎银行职员，在第29楼上班。他说，当楼
顶遭直升机冲撞时，“就好像有人用力推搡我，整栋楼都在摇晃”。

行人尼古拉斯·埃斯特韦斯事发时站在街对面，突然
一块金属飞向他，砸在距他脚边30厘米的地方。那显然是
直升机部件，埃斯特韦斯随后看到人们尖叫着从楼内往外
逃，“（直升机）爆炸起火，冒起滚滚浓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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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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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腐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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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坐上汽车时面色平静，甚至
面带微笑，作出“胜利”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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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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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妻沉浮

扎尔达里被带离家中时，人民党支持
者在街上声援，呼喊“布托万岁”，在部分

地区堵塞路段、与警察冲突。人民党呼吁
支持者“冷静”。

布托家族出过三名领导人：人民党创
建者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曾任总理、
总统，1973年遭政变推翻，1979年由法院
以“谋杀政治对手”罪名处以死刑；他的女
儿贝·布托；女婿扎尔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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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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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布托结束流亡回国，领

导人民党参加竞选，同年 12月 27日在竞

选集会上遭极端武装人员自杀式袭击身

亡。扎尔达里随后出任人民党联合主席，
领导人民党赢得2008年2月议会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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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特稿

金大中遗孀去世
遗言称祈祷半岛和平统一

韩国前总统金大中的遗孀李姬镐10日晚在医院因肝癌病逝，享年97
岁，留下遗言，将在九泉之下为韩国国民、为朝鲜半岛和平统一而祈祷。

金大中和平中心常任理事金圣在11日说，李姬镐在家人陪伴下安
然离世。李姬镐生前立下遗嘱，感谢国民爱戴，准备把位于首尔西部东
桥洞的宅邸用于开设金大中纪念馆，把金大中所获诺贝尔和平奖奖金用
作基金，资助金大中毕生所致力的民主主义与和平统一事业。

葬礼定于14日举行。李姬镐将落葬首尔国立显忠院。
李姬镐1922年出生，是女权运动家和社会活动家，曾在梨花女子大学

任教，1962年与金大中结婚。她2000年陪同金大中前往平壤，与时任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日实现首次朝韩首脑会晤。金大中2009年8月逝世，李姬
镐出任金大中和平中心理事长，继续致力于半岛和平和改善南北关系。

金正日2011年 12月逝世，李姬镐前往朝鲜吊唁，成为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执政后首次会见的韩方人士。

2015年 8月，李姬镐接受金正恩私人邀请，再次访问朝鲜，在平壤
参观儿童医院和日托中心，送上药物和人道主义援助团体编织的童
帽。她说：“当我握住孩子们的手时，我意识到，不应该把南北分裂的痛
苦记忆传递给下一代。”

韩联社报道，李姬镐是金大中最亲密的政治伙伴，金大中曾经历流
亡美国、入狱和遭韩国军政府软禁等诸多磨难，李姬镐一直陪伴左右。

金大中1998年至 2003年出任总统期间，作为第一夫人，李姬镐因
帮助妇女出任公职和从政而受到赞誉。共同民主党前党首秋美爱、前
环境部长官金明子等人是在金大中当政时期步入政坛。

现任总统文在寅正在芬兰等欧洲国家访问，对李姬镐去世表达哀
悼。他说，李姬镐“是我们时代的一位领袖，一生致力于民主与和平。她
是妇女运动先驱，为朝鲜半岛南北分裂而哀伤”。 新华社特稿

直升机坠楼顶起火
纽约摩天楼遭重创

一架直升机10日下午在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一栋摩天大厦楼顶坠
毁，飞行员丧生。据楼内人员描述，遭遇冲击时，整栋写字楼“都在摇晃”。

美国当局着手调查事发原因，初步推断无关恐怖主义。

6月10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中城，发生坠机的
大楼顶部冒出浓烟。 新华社发

这是6月9日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街道上拍
摄的上合组织峰会标语牌。

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位于楚河河谷，是古代重
镇和中亚名城。6月的比什凯克繁花似锦，绿草如茵，整个
城市以最美丽的面貌迎接即将在这里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
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新华社记者 费茂华 摄

比什凯克盛装迎客

巴基斯坦前总统扎尔达里涉腐被捕

初步推断不涉恐

美国当局着手调查事发原因。谜团之一是，
当天有暴风雨，还有大雾笼罩摩天楼，这架直升
机为什么仍然冒险执飞？

新泽西州林登机场主管保罗·达德利介绍，
出事飞行员是蒂姆·麦科马克，经验丰富，熟悉当
地情况，“在这一地区飞行过很多年”。得知坠机
后，“我们都很震惊，深感悲伤”。

纽约市长德布拉西奥说，正在调查这次飞行
是否获得拉瓜迪亚机场地面控制中心批准。拉
瓜迪亚机场与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纽瓦克自
由国际机场并列为纽约三大机场。

这名市长说，初步推断这起坠机事件与恐怖
主义无关。

纽 约 州 长 办 公 室 说 ，总 统 唐 纳 德·特
朗 普 当 天 致 电 州 长 安 德 鲁·科 莫 ，表 示 愿
意 提 供 帮 助 。

新华社特稿

匈牙利打捞失事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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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启程对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
施会议第五次峰会。

这是习近平主席本月上旬出访俄罗
斯后，中国经略周边的又一重大外交行
动。专家表示，此访双多边结合，行程紧
凑丰富，对于深化中国同往访国关系、推
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在新起点上谋
划上合组织和亚信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之一：
元首外交

——作出两国关系新规划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分别出席吉
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夫、塔吉克斯坦
总统拉赫蒙举行的一系列国事活动，同两
国元首对中吉、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未
来发展作出新规划、新部署。

专家表示，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发展
起着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此访将
进一步夯实中吉、中塔关系政治基础，引
领中吉、中塔关系在新形势下迈上新台
阶。

今年 4月下旬，热恩别科夫、拉赫蒙
曾来华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关
系学院院长李永全表示，时隔仅一个多
月，习近平主席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显
示出中吉、中塔领导人的紧密互动。

吉、塔两国对习近平主席到访热切期
盼。在吉尔吉斯斯坦，热恩别科夫 6月 8
日出席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吉
文版首发式暨中吉治国理政研讨会。拉
赫蒙表示，发展对华关系始终是塔吉克斯
坦外交的优先方向。

“中吉、中塔关系可以说是大小国家
平等交往、真诚合作的典范。”中国社会科
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孙壮志
说，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吉、中塔关系已
分别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此
访将为中吉、中塔各领域合作注入新的强
大动力。

关键词之二：
“一带一路”

——描绘互利合作新蓝图

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期间，
提出了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近年
来，中亚地区共建“一带一路”如火如荼，
对改善地区基础设施、服务国家发展和民
生福祉发挥着重要作用。

分析认为，习近平主席这一次中亚之

行，将为中吉、中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添砖加瓦”，把高水平政治互信转化为更
多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

此次到访国中，吉尔吉斯斯坦是最早
支持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
塔吉克斯坦则是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谅解备忘录的国家。两
国目前均积极推进各自国家发展战略同

“一带一路”深入对接。
“吉、塔都是内陆国家，都处在发展关

键时期，都面临基础设施改善、经济结构
升级等需求。”李永全说，包括吉、塔在内
的中亚国家搭上“一带一路”快车，有助于
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共同发展繁荣。

中国上合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邓浩
表示，从双边贸易到旅游、教育等领域，中
吉、中塔务实合作均有很大潜力。“合作不
仅停留在双边层面，在多边国际事务上也
有很大空间。”

关键词之三：
两大峰会

——推动合作机制新发展

除国事访问外，习近平主席还将出席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的上
合组织峰会、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举
行的亚信峰会，在这两个多边舞台上发出

中国倡议、提出中国方案。
两场峰会有一个共同特点——上次

峰会都在中国举行。专家表示，两场峰会
将推动 2018年上合组织青岛峰会、2014
年亚信上海峰会重要成果继续深化落实，
并围绕国际地区形势新变化和发展新需
求，探讨新的协作。

“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是青岛峰会
的延续，是青岛峰会效应的进一步扩大。”
邓浩说，作为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
会，青岛峰会为上合组织向何处去指明了
方向和目标。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面前，上合组织如何主动作为，为国际社
会提供更多正能量和确定性，将是比什凯
克峰会一大看点。

孙壮志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亚信上海
峰会提出的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
洲安全观，日益深入人心，影响力不断彰
显。亚洲安全形势复杂、各国差异较大，
需要亚信这样一个安全对话平台。去年9
月塔吉克斯坦接替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
相信杜尚别峰会将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
推进各方对话合作。

出席两场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
与会领导人开展多种形式交流互动。专
家表示，面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时代课题，峰会上的中国声
音，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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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周边的重大外交行动
——习近平主席中亚之行三大关键词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潘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