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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金正恩如病危 胞妹或接班

未出席金日成誕辰引揣測

4 月 11 日，金正恩現身在

朝鮮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會議

之後，卻非常罕見地未出席在 15

日的該國前領導人金日成誕辰紀

念日「太陽節」，這是金正恩自

2012年掌權以來的首度缺席，當

時就已經引發各種揣測。

據脫北者所經營的《Daily 

NK》(每日朝鮮 )報導，有消息

人士透露，金正恩其實是在金氏

家族專用醫院、平安北道妙香山

的香山治療所進行手術，由平壤

金萬有醫院、朝鮮紅十字醫院、

平壤醫科大學附屬醫院的頂尖醫

生聯合操刀。

報導稱，從大部分醫療人員

19日返回平壤推測，金正恩做完

手術後應恢復良好。據稱，金正恩

目前所在的香山郡別墅，周遭有超

過 30名警衛留守，連原本負責特

【看中國記者黎小葵綜合報導】

有消息傳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於4月12日接受了心血管手術，
目前身體狀態處於危險中。朝鮮

專家認為，如果金正恩的健康狀

況真的出問題，朝鮮的大權將落

在胞妹金與正手上。同時，據報

導，北京為防止政變，已在朝鮮

布署為數眾多的特工保護他，一

旦金正恩病故，北京當局將會立

刻扶植人選出來。

他接過去。同時北京政府為了防

止政變，在朝鮮已有幾千名特工

在保護著他，若金正恩病故，北

京將會立刻扶植人選出來。

專家認為金與正或接班

至於人選為何，包括日本讀賣

新聞、英國的 BBC電視臺和衛報

都認為，他的妹妹金與正會是接班

的唯一人選，因為外傳所謂金正恩

的子女，其年紀都還未滿 10歲，

這讓金與正這位金家成年人中唯

一還在檯面上的人物，成了不得不

的選擇。剩下的問題就只有軍方

和北京方面是否能夠接受了。

韓國延世大學分析員奉英植

認為，現年 31歲的金與正在 3月

對韓國批評朝鮮實彈演習一事，竟

口出狂言予以批判，這顯然是得到

金正恩的授權，才會這樣說，並

稱金正恩已經明顯地允許妹妹成

為「第二把手」。英國媒體也指

出，金與正和哥哥金正恩有多處

相似。

朝鮮專家彼得羅夫（Leonid 

Petrov）對此補充表示，金與正

能與金正恩直接接觸，不僅能影

響金正恩，還熟知內情。彼得羅夫

還說，金與正是一名獲受信任的政

治人物，她協助金正恩在面對國際

或韓國時，塑造正面的公眾形象，

這有利於金正恩的外交工作。

早在 2018年的「文金會」，

金與正就已在隨行九人中展現出

她的地位。

專家：如金正恩健康真出現問題    朝鮮大權將落在胞妹金與正之手

別工作的平壤一級保安人員，都被

從邊境撤離，部署在別墅。

CNN：                                  
金正恩身體狀況惡化 
但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21日指出，從一名直接

知情者處獲悉，金正恩在手術後

身體正處於嚴重危險中。美方目前

正密切關注此情事，且商討應變計

畫；中國外交部則聲稱不知此消息

從何而來；韓國青瓦臺高層也說，

並無跡象顯示出金正恩健康有恙。

金正恩從去年 8月開始備受

心血管疾病困擾，再加上他因吸

菸、肥胖及過勞等問題，導致健

康狀況不佳，他還有脂肪肝、腎

衰竭等疾病。報導指出，金正恩

去年底登上革命聖地白頭山（長

白山），是導致此次身體狀況急劇

惡化的主因之一。他去年 10月中

騎白馬上白頭山視察工地，12月

初疑似為宣傳效果，攜妻子李雪

主再次上山，引起各界矚目。但

他的呼吸道狀況本就不佳，登上

山地對他來說難免勉強，導致健

康狀況大幅惡化。

正當在金正恩病危的消息瘋

傳之際，朝鮮官煤《朝中社》在 21

日簡短報導金正恩的信息，宣稱

金正恩向金日成勛章的授勛者李

信子，以及金正日獎獲獎者的李

時洽送上 80歲壽筵，但並沒有指

出具體時間，亦不見送上賀禮照

片，更未提出任何能夠證明他狀

況正常的證據。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有商

界消息人士表示，從多個管道獲

知目前金正恩無恙。但為了確保

他的健康狀況，中國有一個醫療

團隊已經隨時待命，如果病情真

的有危險，中國將會派遣飛機把

金與正（左二）在2018年4月27日的「文金會」上，就已隨侍金正恩身旁，展現出她的接班地位。（AFP）

【看中國記者理翱綜合報

導】加拿大新斯科舍省（Nova 

Scotia,Canada）19日發生恐

怖槍擊案，造成至少16人喪生，

其中包括一名女警，這是該國歷

史上最致命的襲擊。

據 BBC 報導，行凶的男

子是 51歲的沃特曼（Gabriel 

Wortman），從 18日開始，他

開車在新斯科舍省不同地點先

後向路人開火，持續時間長達

10小時。他行凶期間一度穿上

加拿大皇家騎警的制服。警方又

指他一開始開著警車，之後換成

一輛被他裝飾成類似警車的休

閒旅行車。

加拿大國家警察聯合會工

會主席布萊恩．索維表示，在遇

難者中，至少有一名警察死亡，

另有一名受傷。死者被確認為警

員海蒂．史蒂文森（Heidi St-

evenson），她是兩個孩子的母

親，一位在警界工作了 23年的

老兵。

至於凶手沃特曼的下場，

調查人員早先的說法是他已在

新斯科舍省恩菲爾德的一個加

油站被逮捕，但隨後又宣稱他

在與警方對峙過程中死亡，但

未說明死因等具體細節。警方

表示，凶手的動機尚不清楚，

許多受害者也都不認識他。

據美聯社報導，根據新斯科

舍省牙醫協會網站上的紀錄，

沃特曼是新斯科舍省達特茅斯

（Dartmouth）的一名牙醫。

加拿大史上最大槍擊恐襲案 
包括一名警察共十餘人喪生

寰宇新聞

◆北約領導人警告說，中國

可能趁歐洲深受中共病毒（又稱武

漢病毒、新冠病毒）打擊的機會

掠奪基礎設施和關鍵工業資源。

針對記者直接提到中國一直在歐

洲購買具有軍事和戰略意義的基

礎設施和關鍵廠商時，北約秘書

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這場大流

行病對地緣政治的影響可能會很

大。一些人可能會利用經濟下滑

作為攻入口，尋求投資我們關鍵

的工業和基礎設施，這會影響我

們的長遠安全和下一場危機到來

時我們的應對能力，許多盟國也

表達了這項憂慮。

◆阿根廷可能成為這波疫情

下第一個「倒閉」的國家。該國

的經濟部長古茲曼已對國際債權

人直接表明稱，目前阿根廷並無

能力還債，希望能夠全面債務重

整，以大幅減少債務，甚至在未

來 3年內，僅還利息不還本金。

截至 2019年底為止，阿根廷的

國家債務總額高達 3230億美元，

該國開始與貝萊德（BlackRock）

和富達（Fidelity）等重量級債

權人進行談判，希望能夠減免

400億美元的債務，其中包括本

金減免 36億美元及利息支付減免

379億美元。

◆塞內加爾總統 17日稱讚

20國集團暫停非洲最窮國債務

一年的決定，但他呼籲各國應走

得更遠，做出更有勇氣的決定，

直至取消壓在非洲頭上沉重的債

務。世界銀行日前也表示，取消

非洲最窮國的債務勢在必行。針

對 G20的決定，有多達 76個國家

符合暫停償還債務的條件，其中

包括 40個撒哈拉南部非洲國家，

涉及償還款項高達 200億美元。

非洲大陸債務總共 3650億美元，

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國，占 40%，

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提供了大量

貸款，讓這些非洲國家陷入龐大

的債務危機，而疫情威脅更讓他

們雪上加霜。根據聯合國非洲經

濟委員會的報告指出，在無任何

抗疫措施介入的最壞情形之下，

非洲的肺炎死亡數可能多達 330

萬人，及有 12億人遭到感染。

◆非洲國家乍得（Chad）

一架蘇愷戰機 25戰機，在法軍駐

點不遠處的 Adji Kossei基地移

動之時，突然意外發射了一枚俄

制的 S-24火箭彈，其越過前方的

油罐車之後，還險些擊中法國空

軍的 C-130H運輸機，但最後卻

射入一棟官邸，導致總統衛隊副

司令及其眷屬，2位女子與 2名小

孩死亡。不久前該機隊才在乍得

湖地區，針對「博科聖地」伊斯蘭

國極端組織進行反擊。而博科聖

地於 3月曾發起恐怖襲擊，造成

98位軍人喪生。

之一，19日單日內新增 410死亡

病例，累計死亡人數超過2萬人。

累計確診病例近 20萬。西班牙政

府已宣布延長緊急狀態令兩週，

但兒童可以從 4月 27日起外出。

與此同時，意大利首相朱塞

佩．孔戴（Giuseppe Conte）也

將在歐盟峰會上呼籲發行 1.5萬億

歐元的聯合政府債券，即所謂的

歐洲債券。他警告說，意大利的經

濟衰退正在影響其他國家。如果

一個國家有問題，將造成多米諾骨

牌效應，歐盟應該避免這種情況。

目前西班牙執政黨走的是一

條親共路線。現首相桑切斯是該國

工人社會黨（社工黨）總書記，該

黨信奉共產主義。桑切斯上臺 4個

月後，和北京政府簽署聲明，確定

「戰略夥伴關係」，參與「一帶一

路」的一些具體項目，並積極促進

西班牙和中國企業間的經濟合作。

4月13日，西班牙國家電視臺

據荷蘭《電訊報》4月 20日報

導，西班牙政府計畫向其他歐盟

國家提議設立 1.5萬億歐元的疫

情支持基金。一份內部文件稱，西

班牙總理佩德羅．桑切斯（Pedro 

S nchez）將在歐盟峰會上正式公

布該提案。該報稱，西班牙政府

提議的基金，是由歐盟發行的永

久性債券以提供資金，而這些由

不同國家提供的資金將被視為轉

賬，而不是債務。

西班牙為歐洲疫情嚴重國家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

導】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接受媒體

採訪時表達了他對中國處理中共

病毒（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

毒）疫情的懷疑，認為中國處

理疫情存在「灰色地帶」，西方

不要過分「幼稚」。

他指出：「不可能把信息

自由的國家與信息不自由的國

家拿來比較。」他說，他尊重

中國，但也不要幼稚地以為中

國很厲害，處理疫情處理得更

好，「因為我們並不知道」。

愛麗舍宮當晚對馬克龍的

上述訪談做了更詳盡的說明：

在民主國家，「疫情處理以及

管控危機都是透明的，要進行

公開辯論」，「這不是控制言論

自由的政體的情形」。因此，

「指說民主國家處理危機比較差

是錯誤的，恰恰相反，因為透

明、信息自由是保障更有效率

的王牌」。

很明顯的，馬克龍清晰的

態度，與稍早時候倫敦以及華

盛頓相關的立場關聯起來。

英國當局的相關表達相較

下更是直言不諱，認為「中英

關係不可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

那樣照舊繼續」。

英國外交大臣 4月 16日

於新聞發布會上公開警告北京

政府：「毫無疑問，一切都不可

能像甚麼都沒有發生過那樣繼

續，我們將向中國提出一些困

難的問題，這裡涉及的是病毒

是怎麼出現的，以及為甚麼沒

有得到及時制止？」

美國則是嚴重懷疑武漢病

毒研究所。法廣引述《華盛頓郵

報》報導稱，美國駐華大使兩年

前就武漢 P4病毒研究室安全措

施存在嚴重問題向華盛頓發出

警訊；福克斯新聞則指，目前

全球大流行的病毒是從這一病

毒研究室泄漏而來。

（TVE）的採訪節目中，西班牙

VOX的黨派發言人奧洛納發表了

評論稱：「我們的民主正處在危險

邊緣，我們的民主正在流血，問題

並不在於病毒，而是這個社會主義

共產政府：西班牙社工黨（Psoe）

和『我們能黨』（Podemos）組成

的政府。因為中國（中共）為我

們帶來了兩樣東西：一是 21世紀

大瘟疫，二是滋生共產主義的細菌

培養液。在我們的國家強制推行

共產主義，我們的大多數民眾並

沒有投票給共產黨。」

奧洛納還說：「這是我們正在

經歷的厄運，但是問題實質並不

在於疫情本身。」

4月 17日，西班牙反對黨民

聲黨（Vox）在歐洲議會提出議

案，要求對病毒進行獨立的國際調

查，調查病毒起源以及世衛與北

京政府的關係，並針對全球大爆

發的疫情向北京政府追究責任。

西班牙提議歐盟設萬億基金 法總統提醒西方不要幼稚

【看中國記者鄭清綜合報導】中

共病毒（又稱武漢病毒、新冠病

毒）疫情的蔓延雖在歐洲已出現

暫緩趨勢，但對各國經濟已經造

成嚴重衝擊。西班牙計畫提議歐

盟設立規模達1.5萬億歐元的基金
支持聯盟內國家；此外，西班牙

反對黨提案要對北京政府究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