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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
!#

月
!!

日证实!今

年
2

月在喀北部被武装分子绑架的
!#

名中国工人当天获释"

当天上午! 获释的中国工人乘坐喀麦隆政府专机抵达首都雅

温得" 中国援喀医疗队医生对
!#

名获释工人进行了初步体

检!他们的健康状况尚可"

!#

月
!!

日!喀麦隆总统保罗#比亚最先宣布中国工人获

释的消息"与中国工人一同获释的!还有今年
3

月遭到武装分

子绑架的另外
!3

名人质! 其中包括喀麦隆副总理阿里$阿马

杜的妻子弗朗索瓦丝$阿涅丝$莫库里% 比亚说!这
+3

名人质

于
!#

月
!!

日凌晨被移交给喀当局!他们现在&安然无恙'%

喀麦隆新闻部长兼政府发言人伊萨$奇罗马$巴卡里对记

者说!获释人质正在医院接受治疗!&你可以想象!在经过这次

磨难后!他们非常高兴能够获释!但他们非常虚弱'%巴卡里还

说!喀麦隆总统比亚(喀麦隆军方和情报机构都直接参与了人

质获释工作%

中国驻喀麦隆大使馆先前证实! 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六工

程局喀麦隆公司在喀极北地区的营地
2

月
!,

日夜间遭不明

身份武装人员袭击! 造成
!

名中国员工受伤(

!#

名中国员工

失去联系!另有
!#

辆车被劫% 中水十六局目前在喀麦隆与尼

日利亚交界处负责实施喀一号国道修复项目%袭击发生后!中

国驻喀使馆启动应急机制!与喀军方高层取得联系!要求喀方

采取有效措施!全力搜救我失联人员%

除
!#

名中国工人!另外
!3

名人质在
3

月遭绑架%喀麦隆

军方发言人此前说!当时!约
+##

名武装人员袭击了他们在科

洛法塔的住所!除绑架人质外!还纵火焚烧(抢走保险柜和车

辆!并杀害至少
2

人% 目前!虽然没有团体或个人公开宣称制

造这两起绑架事件!但多名当地官员推测!幕后黑手很可能是

尼日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博科圣地'% &博科圣地'长期以来

与尼日利亚当局对抗! 在尼北部制造多起暴力袭击和爆炸事

件!近年来已造成数千人伤亡% 今年
"

月!&博科圣地'武装人

员袭击尼日利亚博尔诺州一所女子中学! 掳走
+##

多名女学

生!威胁要将女学生&在市场上卖掉'!震惊世界%

有分析人士指出!最近发生在喀麦隆的绑架事件说明!这

一极端组织的活动范围已经扩大至喀麦隆境内%

2

月遭袭击

的中水十六局分公司所在的极北省与尼日利亚东北部博尔诺

州接壤)

3

月!喀麦隆副总理夫人莫库里遇袭的居所就位于边

境城镇科洛法塔%

3

月!喀麦隆(尼日利亚(乍得和尼日尔
"

国

政府达成一致!同意组建一支
+4##

人的区域部队!共同打击

&博科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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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就在外界关注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的动向时!朝鲜政府
!#

月
!#

日发

表备忘录!呼吁韩国响应朝鲜已故领导人金

日成提出的&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

<HI'JKLM"N

&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这个国名是金

日成在
!54#

年提出的%

!#

月
!#

日是金日

成提出朝鲜半岛统一方案
$"

周年纪念日%

按照朝鲜方面的统一方案! 尽快实现统一

的最好方法! 是以一个民族( 一个国家(

两种制度和两个政府为基础建立联邦制国

家%

朝鲜的联邦制方案! 有人也把它简单地

理解成是一个&一国两制'的方案% 朝鲜政府

多次呼吁韩国对是否接受以联邦制方式实现

统一做出表态%可以说!联邦制的设想是朝鲜

有关统一方案的核心内容和重要诉求%

OPQRFGSTUV

同样渴望统一的韩国对朝鲜的方案怎

么看呢 * 韩国在统一问题上是什么立场

呢* 与朝鲜主张建立一个较为松散的联邦

制国家! 让南北双方都享有独立管辖权不

同! 韩国主张建立紧密程度更高的联邦制

国家%

今年
$

月!韩国总统朴槿惠在德国东部

城市德累斯顿发表演讲!就半岛统一向朝鲜

提出三大倡议! 即优先处理南北关系中的

人道主义事务( 为韩朝共同繁荣建设基础

设施( 恢复南北民众之间的认同感! 以期

作为朝韩构建互信的第一步! 为统一奠定

基础%

按照韩国联合通讯社的说法! 朴槿惠

所提三大倡议为韩朝如何实现统一勾画出

一幅路线图% 朴槿惠提出的方案有三个重

点+ 首先是优先处理南北关系中的人道主

义事务! 韩方愿意增加对朝人道主义援助

项目) 其次是为韩朝共同繁荣建设基础设

施%

朴槿惠说!韩国可以在通信和交通基建

等领域投资!向朝方提供金融(税收等经济

领域的培训!朝鲜应向韩方开放地下资源开

采权!以实现互惠互利)韩方还可以积极推

动韩国(朝鲜(中国以及俄罗斯多方合作的

经济项目!包括铁路建设%

最后是恢复南北民众之间的认同感%朴

槿惠呼吁南北加强非政治性交流%她再次向

朝方提议!在朝鲜半岛非军事区建造&世界

和平公园'!在首尔和平壤设立&南北交流合

作办事处'%

WXYZ[<\]^

从韩国的方案来看!韩方要在统一过程

中施加自己的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除了方

案不同外!朝韩在统一问题上还有一个根本

性的矛盾无法化解! 这个问题就是朝核问

题%韩国坚持要求朝鲜以&弃核'为条件改善

南北关系! 从而解决朝鲜半岛和平统一问

题%

朴槿惠强调! 朝鲜必须选择无核化道

路!韩方才会立即启动实现统一需要做的工

作!她希望朝鲜放弃寻求核武器!重返六方

会谈!展现解决朝核问题的诚意%

而朝鲜政府认为!发展核武器是美国半

个多世纪对朝敌视政策(核威胁(扼杀战略

导致的必然结果%只要美国不从根本上消除

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胁!朝鲜就不能放弃核

遏制力%

可以说! 朝鲜把核能力当成了自己的

&命根子'!&弃核'是朝鲜决不能接受的%

由此看来!朝韩双方在统一问题上的立

场差距极大% 在目前形势下!朝鲜半岛的统

一之路仍然很漫长%

在韩国仁川!韩国国务总理郑烘原&左'与

朝鲜人民军次帅(朝鲜国防委员会副委员长(

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长黄炳誓会面时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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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纪录片 ,第四公民-!

!#

月
!!

日在美国纽约电影节首映! 导

演为独立电影制作人劳拉#波伊特拉

斯%

这部纪录片被称为 &现实版恐怖

片'! 向观众还原 &棱镜门' 事件始末!

包括斯诺登在香港度过的紧张时日% 片

中! 斯诺登镇定地说道+ &我早就预料

到这件事会给我带来的后果! 但我愿意

接受%' 首映式观众包括斯诺登的父亲

和其他亲友% 影片结束后! 现场掌声雷

动%

波伊特拉斯说!片名,第四公民-正

是斯诺登早期与她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时

使用的化名%波伊特拉斯本人也是&棱镜

门'事件关键人物之一!早在
+#!$

年就

与斯诺登有过接触!并与英国,卫报-记

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分别基于斯诺登的

资料披露政府监视活动%

波伊特拉斯说+&我们拍摄这部影片

时尽量保持私密% 我们想通过这部电影

讲述一个人冒着风险( 做出个人牺牲挺

身而出的故事% ',第四公民-定于
!#

月

+"

日在美国公映%

英国媒体
!#

月
!!

日报道! 曾爆料

&棱镜门'的调查记者格林沃尔德在美国

情报界找到了第二位消息人士% 在这部

关于斯诺登纪录片的尾声! 格林沃尔德

被看到告诉斯诺登! 关于第二名消息人

士的事情%

在莫斯科与格林沃尔德会见的斯诺

登! 对来自新消息人士披露情报的级别

表示惊讶% 格林沃尔德由于担心遭到窃

听!只能在纸上书写有关的细节%这个具

体情报是美国政府以潜在威胁或犯罪嫌

疑人为由!列入监视名单上的人数%这个

数字是惊人的
!+#

万%

今年
4

月! 美国政府官员曾怀疑存

在第二名泄密者% 做出此种评估的根据

是!斯诺登没有被认作是消息来源!至少

一份情报是斯诺登不在美国国安局承包

商任职并逃亡后泄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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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显示!美国"棱镜#情报监视

项目曝光者爱德华$斯诺登与女友在俄

罗斯首都莫斯科重新团聚% 波伊特拉斯

大约
$

周前与斯诺登在俄罗斯见面!拍

摄了他和女友在一起的画面! 并把纪录

片播放给他看%

斯诺登女友名为琳赛$米尔斯!曾是

芭蕾舞演员!后改行为钢管舞演员%她和

斯诺登相恋
"

年! 其间两人关系稳定%

&棱镜门#事件发生前!两人住在位于夏

威夷斯诺登租赁的寓所里%媒体报道!两

人曾有结婚打算%

&棱镜门# 事件曝光后! 面对媒体

追踪! 米尔斯选择沉默! 行踪不为外界

所知! 仅在个人网络博客上传了一些照

片%

纪录片显示! 米尔斯今年
3

月前往

莫斯科与斯诺登团聚%镜头中!两人在斯

诺登位于莫斯科的公寓中一起做饭% 斯

诺登申请临时避难以来一直居住在这间

公寓!他已获得自
+#!"

年
4

月
!

日起为

期
$

年的在俄居留许可% &京晚'

CDEFGHIJ !"# KLM

NOPQRS

!!!!!!

据新华社电 据墨西哥国家地震局网

站消息 ! 墨西哥东南部
!#

月
**

日发生

+,-

级地震! 首都墨西哥城部分地区有震

感!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报

告%

该网站信息显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

!#

月
!!

日
**

时
.-

分 .北京时间
*!

日零

时
.-

分/!震中位于瓦哈卡州萨利纳克鲁斯

市西南
+"

公里处!震源深度为
*"

公里"

墨西哥国家民防局负责人普恩特说!截

至目前地震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

损失" 墨西哥城政府已启动应急预案"

墨西哥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东部以及

太平洋(北美洲(加勒比等多个板块的交会

处! 该区域为全世界主要的地震高发区之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