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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德国大选结果正
式出炉。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
联盟党在德国联邦议院选举中获
得最多选票，领先其他各党，但是
33.0%的得票率为该党大选历史
上最低水平。

联盟党将与社民党、选择党、
自民党、绿党和左翼党这五个党
派共同坐镇联邦议院，分享631个
席位。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9 月 25
日报道称，自二战以来，联邦议
院从未像现在这样有这么多个
党派。对老民主党派来说，如何
应对右翼民粹选择党的异军突
起，将是一个挑战。已经连任 12
年的总理默克尔将开启她的第
4 个任期，而默克尔所属的政党
会与哪个党派联合执政，将是此
次“史上最无聊大选”的重要看
点。

“虽赢实输”选举结
果耐人寻味

德国电视二台报道称，周日
的选举有如一场地震。选举当晚
的气氛也耐人寻味。

德国电视一台报道称，选举
初步预测公布时，执政党阵营联
盟党和社民党全都没有欢声笑
语，而是沉默和错愕。两个最大
党合起来总共丢失了 14 个百分
点，都是输家，但毕竟各自保住了
老大和老二的地位。

第二大党社民党获二战以来
最差成绩。德国电视一台和二台
马上发问：“社民党领袖舒尔茨是
否该走人？”但社民党各位要人全
都统一了口径，说舒尔茨继续是
本党的领袖。舒尔茨也很快在电
视上露面，承认本党遭受了令人

痛苦的损失，但他表示自己不会
辞职。

损失百分点最多的其实是联
盟党。但当党主席默克尔登上联
盟党总部主席台时，会场上还是
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满
面春风的默克尔几乎不提本党的
损失，而是步步突出本党的成绩：
保住了第一大党的地位，获得了
组合政府的委托，而且“没有我
们，政府成立不了”。

极右翼政党欢呼“胜
利”

而此次大选赢家显然是选择
党和自民党。大选结果正式出炉
后，这两党阵营立即爆发出欢呼
声。尤其是2013年才成立的选择
党，现在一跃成为第三大党，在东
部甚至成为第二大党。选择党首

席候选人高兰满面笑容地登上本
党选举庆祝会的主席台，肯定了
本党选举的胜利。

但选择党的胜利在柏林引发
了抗议。选择党在柏林亚历山大
广场附近租赁的选举庆祝会场被
数百名抗议者的呐喊声包围。

默克尔虽然可以追平她的政
治导师、已故总理科尔的四连胜纪
录，但她面对情况更为复杂，新国
会意见更多元，还有半个多世纪以
来首见的极右派议员，让德国政坛
讲究共识的情势可能生变。

默克尔 2005 年开放边境收
容上百万难民，因人数太多引发
安置问题和民意反弹，打着反移
民旗号的选择党因此崛起。尽管
选择党可能获得国会席位早在意
料之中，便评论仍形容这是德国
民主历史上的“分水岭时刻”。

（澎湃）

默克尔虽然能够连任总理，但还是受到了打击——

极右翼势力崛起，德国政治生态生变

据新华社东京 9 月 25 日电 日
本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5日在
东京会见记者时表示，由她本人创
建的新政党“希望之党”将于26日
成立，她会出任党首。舆论普遍认
为，小池此举是为即将到来的众
议院选举早做准备。

25 日傍晚，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于 28 日临
时国会开幕时解散众议院，提前
举行大选。

这是安倍上台近5年来第二次
提前解散众议院。解散众议院是安
倍政权续命以及巩固党内外权力的
工具，最终目的是为修宪做准备。

小池百合子1952年7月出生于
日本兵库县一个商人家庭。1992
年，参加参议院选举并顺利当选。
2003年，小池首次入阁担任环境大
臣。2007年，她受安倍之邀再次入
阁，任日本首位女防卫大臣。2016
年当选东京都知事，今年7月其领
导的“都民第一会”在东京都议会选
举中大败自民党。

解散众议院脱困
安倍放话提前大选
东京都知事宣布
组建新党并出任党首

新华社伊拉克埃尔比勒 9 月
25日电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库
区）独立公投 25 日举行，设在公
投地区的各投票站于当地时间上
午8时正式开放。

根据库区此前公布的计划，
参加此次公投的地区不限于库区
下辖的埃尔比勒、苏莱曼尼亚和
杜胡克三省，还包括那些目前由
库尔德人控制、但与伊拉克中央
政府存在管辖权争议的地区。

在埃尔比勒市内的汉谟拉比
小学投票站，记者看到人们陆续
来到这里投票。有选民表示，他
们担心公投可能破坏库区的稳定
局面。媒体人贾迈勒告诉记者，

他不希望公投破坏库区的稳定和
发展。“我和妻子都会抵制，这就
是我们的立场。”他说。

库区公投最高委员会确定，
公投投票时间为当地时间 25 日
上午8时至下午6时。投票结果
预计在公投结束后数小时内公
布。

今年 6 月，伊拉克库尔德自
治区宣布将于9月25日就库区独
立问题举行公投，此举随即遭到
伊拉克中央政府以及土耳其和伊
朗等邻国强烈反对。美国、欧盟
和联合国方面也表示支持伊拉克
统一，希望库区和伊中央政府通
过对话解决问题。

不顾伊政府及土耳其和伊朗等邻国强烈反对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如期举行独立公投

新华社莫斯科 9 月 24 日电 俄
罗斯国防部24日证实，俄军一名中
将在叙利亚代尔祖尔市附近遭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迫击炮袭
击后身亡。

“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当天
援引国防部的消息说，这位名叫阿
萨波夫的中将是俄罗斯军事顾问团
的高级将领。受到袭击时，他正在
代尔祖尔市区附近一处叙利亚政府
军指挥部，指导政府军解放该市的
行动。但国防部没有透露袭击发生
的具体地点和时间。

报道说，阿萨波夫已被追授国
家高等荣誉奖章。

目前，“伊斯兰国”在叙利亚战
场上节节败退，控制区域仅剩东部
代尔祖尔省大部分地区和北部拉卡
等零星地区。叙政府军本月5日攻
入代尔祖尔省首府代尔祖尔市，解
除了“伊斯兰国”对该市长达3年的
围困。18日，叙政府军在盟友的支
援下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东岸地
区，收复“伊斯兰国”在东岸地区的
部分控制区。

俄军折损一中将
在叙利亚遇袭身亡

据新华社德黑兰 9 月 24 日
电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在
该国西北部开始举行为期两天的
实弹军事演习。据伊朗国家电视
台 24 日报道，参演部队包括炮
兵、装甲部队、空军等兵种。演习
主要课目是防卫作战。

长期以来，伊朗西北部库尔德
人聚居区安全局势不稳，极端武装
组织活动频繁，袭击事件时有发
生，是伊朗反恐布防的重点区域。

据新华社德黑兰9月24日电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 24 日
宣布，伊朗将禁止所有来自伊拉
克库尔德自治区（库区）的航班进
入伊朗领空，同时取消伊朗飞往
该地区的航班。

伊朗官方新闻电视台援引最
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凯万·
霍斯拉维的话报道说，最高国家
安全委员会在当天的紧急会议上
作出决定，应伊拉克中央政府请
求，禁止所有从伊拉克库区起飞
的航班进入伊朗领空。

伊朗举行实弹军事演习
将禁止来自伊拉克库区的航班进入其领空

据新华社柏林9月25日电 根
据德国官方 25 日凌晨发布的初
步数据，德国总理默克尔领导的
联盟党在当天举行的德国联邦议
院选举中获得最多选票，保持联
邦议院第一大党地位，获得组阁
权，默克尔即将开启第四个总理
任期。

德国官方公布的计票结果显
示，联盟党得票率为33.0%，排名
第一。社会民主党（社民党）得票
率排名第二。

数据显示，联盟党和社民党
在此次大选中虽维持住第一和第
二大党的地位，但比上一次选举
得票率均有下降，可能将双双遭
遇历史最差成绩。

默克尔在选后发表简短讲话
说，联盟党实现了“战略目标”。
但她同时表示，选举结果“还可以
再好一些”。

社民党领导人、前欧洲议会
议长马丁·舒尔茨在选后表示，当
前结果令他感到遗憾和痛苦，该

党未能争取到其传统选民的支
持，也未能实现其在此次选举中
的目标。

得票率排名第三的是右翼民
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该党将
首次进入联邦议院，这也是二战
后首次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入
德国联邦议院。

上一届选举失利未能进入联
邦议院的自由民主党（自民党）将
重返联邦议院。左翼党和绿党的
得票率与上一届选举中的表现基

本持平。
目前，各方预测最有可能出现

的组阁方式为联盟党与社民党或
联盟党与自民党和绿党结盟。但
有德国媒体报道说，社民党高层已
达成共识，在此次大选后不再加入
由联盟党主导的执政联盟。

德国16个联邦州按照人口数
量被分为 299 个选区，6100 多万
人拥有投票权。本次选举的投票
率为75%，高于上一次大选时的
71.5%。

联盟党获得最多选票，多个政党将入国会

默克尔赢取大选组阁不易

新华社北京 9 月 25 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25日证实，当地时间
22日凌晨，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
省省会马努斯市一家由中国公民经
营的超市发生大火，超市10名中国
员工下落不明。截至目前，在现场
发现4具尸体遗骸。

陆慷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国外交部和驻巴新使馆向
遇难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
者家属表示诚挚慰问。获悉火灾
发生后，中国驻巴新使馆高度重
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
联系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敦促
其全力灭火，搜寻被困人员，并及
时向中方通报搜救进展。使馆已
与部分失踪人员国内亲属取得联
系，为其赴巴新处理善后事宜提
供必要协助。

他说，目前有关搜寻工作仍在
进行中。驻巴新使馆将继续密切
关注进展，协助遇难者家属处理善
后事宜。

巴布亚新几内亚
华侨超市发生火灾

10名中国员工
下落不明

9月24日，在德国柏林的社会民主党（社民党）总部，社民党主席、总
理候选人舒尔茨（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 单宇琦 摄

9月24日，在德国柏林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总部，德国总理
默克尔（右）在初步出口民调显示领先后出席集会。

新华社记者 罗欢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