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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万人集会，
韩国总统尹锡悦遭遇新危机
尹锡悦和 MBC 电视台的恩怨，始于今年 9 月。

韩国总统尹锡悦没能过个舒心的周末。从上周五开始，他遭到了一位脚踩拖鞋的 MBC 电视台记者的

当 时 ，尹 锡 悦 在 访 美 时 的 失 礼 发 言 曾 引 发 争 议 ，
MBC 电视台最先对此进行了报道，称尹锡悦的一句疑似

高声质问；上周六，首尔又爆发敦促他下台的大规模集会；而民调结果显示，他的施政支持率只有 29%，差

带有粗话的发言针对的是美国国会和美国总统拜登。

评率则达到 61%。刚刚“顺利结束”了一系列外交活动的尹锡悦，可能要马不停蹄地“收拾”韩国国内的“一地

不过韩国总统府解释称，尹锡悦相关表述针对的是韩国

鸡毛”。

国会，也未提拜登，说的是其他词汇。

据中新社

除此之外，上个月，MBC 电视台《PD 手册》节目对尹
锡悦夫人金建希涉嫌论文抄袭的疑惑进行了报道，节目

首尔爆发大规模集会

“对刚就任 6 个月的总统说‘弹劾’
‘ 下台’，这像话

“国民在死去，这是国家吗”
“ 梨泰院惨案负责人是
尹锡悦”
“尹锡悦下台、对金建希进行特检”……
当地时间 19 日下午 4 时起，
首尔市政府广场至崇礼门
附近一带爆发大规模集会，
韩国民众举着写有抗议标语的
牌子，敦促总统尹锡悦下台。据主办方推算，参加人员多
达25万人。

吗？这是对大选结果不服的表现。”国民力量党紧急对
策委员长郑镇硕说。

中邀请了一位外形与金建希相像的演员来饰演金建
希。总统室就此向 MBC 电视台提出抗议，称其没有提示
节目中出现的人是演员，而不是金建希本人。
MBC 电视台一系列的行为，最终让韩国总统室决
定，不准其跑口记者搭乘总统专机随尹锡悦出访东南

“爆粗口”新闻引发的恩怨

亚。理由是，允许搭乘总统专机是为了给媒体记者报道

尹锡悦面临的危机不只如此。民调机构韩国盖洛
普 11 月 18 日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尹锡悦的施政

有关安全、外交问题提供便利。但鉴于 MBC 电视台近期
反复进行歪曲报道，总统室决定不为其提供该便利。

当晚，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籍议员安敏锡等

好评率跌至 29%，差评率为 61%。除了对梨泰院踩踏事

这一决定不仅遭到 MBC 电视台的反对，也令韩国 5

6 人也参加了集会，并上台演讲，发表批评尹锡悦政府的

故处置不力，不关注经济与民生、禁止 MBC 记者搭乘总

家传媒团体紧急发表声明，称总统室以批评当权者为由

观点。韩联社评价称，在这种集会上，共同民主党议员

统专机等，也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限制某一媒体采访，将其记者排除在乘机名单之外的做

大举登上演讲台尚属首次。

11 月 18 日上午，尹锡悦在龙山总统府举行的简约记

法，是“打压媒体的暴行”，在大韩民国宪政史上绝无仅

他们指出，尹锡悦应该就梨泰院踩踏事故向国民公

者会上，就禁止韩国 MBC 电视台记者搭乘总统专机随行

有。声明要求总统尹锡悦立即取消限制采访的措施，向

开道歉，立即罢免国务总理韩德洙和内政安全部长官李

出访一事表示，
“MBC 用与事实不符的假新闻离间了国

全体国民道歉。然而，尹锡悦对此表示，这是总统为捍

相民；执政党国民力量党也应接受特检；
“现在这里不是

家安全的支柱——韩美同盟关系，行为非常恶劣。”

卫宪法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民主主义的大韩民国，而是检察王国”，并号召尹锡悦政
府下台。
对此，国民力量党方面予以猛烈回击，称共同民主
党的行为已经超出“红线”。

尹锡悦的言论引发了在场的 MBC 电视台记者抗议，

11 月 21 日，尹锡悦每天在上班途中举行的简约记者

一位穿着拖鞋的记者高声问道：
“MBC 恶 意 歪 曲 什 么

会暂告取消。总统发言人室就此表示，如果不就近期发

了？”但尹锡悦并没有回应，而是转身向办公室走去。之

生的不愉快事件制定根本的预防对策，简约记者会将无

后，这位记者还与总统秘书发生了争吵。

法持续。

日本首个登月探测器放弃实施登月任务
据新华社电（记者 钱铮）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22 日宣布，
本

印尼 5.6 级地震
已致 268 人死亡

月16日搭乘美国新一代登月火箭
“太空发射系统”
升空的日本首个登月探
测器
“好客”
因未能与地面建立通信，
所以放弃实施本次登月探测任务。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当天凌晨在其社交媒体账户上发文
说，该机构在日本当地时间 21 日 22 时许至 22 日 2 时进行地面站操作
时仍无法与“好客”探测器建立通信，因此判断它无法实施登月任务。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表示，虽然无法实现着陆月球表面的
目标，该机构仍将继续尝试恢复操作，争取“好客”探测器能在飞行过
程中实施测定地球磁层外辐射环境等技术验证任务。
“好客”是日本首个计划在月球表面着陆的超小型探测器，其任务
包括验证超小型探测器在月表半硬着陆的可能性等。探测器仅重
12.6 千克，由负责飞行至绕月轨道的轨道器、接近月面时用于减速的
火箭发动机和在月表着陆的表面探测器三部分组成。
“好客”探测器 16 日与火箭分离后，由于其搭载的太阳能电池未能
调整至朝向太阳的方向并启动充电功能，进而无法完成与地面通信、
修正轨道等步骤。不排除探测器今后恢复充电的可能性，但届时它已
错过进入月球着陆轨道的窗口期。

当地时间 21 日，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发

名居民，超过 13000 人的房屋在强震中遭到破

生 5.6 级地震，截至昨日晚间，已造成 268 人死

坏，被迫离家避难。展玉地区官员表示，还有

亡。这次地震的震中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东

许多灾民被困在倒塌的房屋内，随着搜救工

南约 75 公里处的西爪哇省展玉地区。印尼当

作的进展，死伤人数还将增加。

地电视台直播画面显示，地处山区乡镇的震

当地医院因伤员过多不堪重负。急救人

中地区房屋密集，许多房屋、树木倒塌，多处

员在医院外的担架和毯子上、在空地以及停

山体滑坡阻断了震区道路。

车场上救治伤者。数百人聚集在医院大楼外

西爪哇省省长表示，遇难者中大多是儿
童。有不少人是公立学校的学生，地震发生
时他们已经结束了当天的课程，正在学校补
习。印尼国家减灾署(BNPB)称，有多达 700 人
受伤。

等待治疗。
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记
录了至少 25 次余震。
在印尼首都工作的居民也感受到了地
震，
“ 震感非常强烈。我和同事们当时决定走

一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的建筑工人表

消防楼梯离开位于 9 楼的办公室。”地震发生

示，地震“非常强烈”。他说，
“ 我看到我的朋

时，许多印尼首都的居民跑到街上，或躲在办

友们跑出大楼，但我来不及出去，被砸到了。”

公桌下。

“建筑物完全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时，

据介绍，由于所处地理位置原因，拥有超

萨尔马迪在附近地区工作，他回忆道，
“ 当时

过 2.7 亿人口的印尼经常遭受地震、火山爆发

我在办公楼里上班，大楼没有受损，但震感非

和海啸的袭击。2021 年 1 月，印尼西苏拉威西

常强烈，很多东西掉下来了，我的腿被重重地

省曾发生 6.2 级地震，造成数百人伤亡。2004

砸到了。”由于诊所人满为患，他不得不在医

年的印度洋海啸导致十几个国家近 23 万人丧

院外的帐篷内等候治疗。

生或失踪，其中大部分发生在印度尼西亚。

据美联社介绍，这一地区大约有 175000

据中新社

哥伦比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重启和谈
据新华社电（记者 徐烨 王瑛） 哥伦比亚政府和反政府武装“哥伦
比亚民族解放军”21 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重启自 2019 年中断
至今的和谈。

哥伦比亚和平事务高级专员达尼洛·鲁埃达当天表示，双方都有

意愿在尊重人民生命的基础上弥合彼此分歧，解决政治原因导致的长
期武装冲突。他感谢参与斡旋的古巴、委内瑞拉、挪威及联合国为推
动哥和平进程所做的努力。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首席谈判代表巴勃罗·贝尔特兰表示，美

国在哥和平进程中的作用是破坏性的。希望美国尊重哥人民渴望和
平的意愿。尽管此次和谈没有美国的参与，但希望美国采取积极和支
持的态度。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21 日晚在电视讲话中表示，欢迎哥政府与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恢复和谈，这将为整个拉美地区带来和平与希
望，委政府及人民将尽全力支持。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与政府军处于交战状
态，现为哥仅存的反政府武装。
2017 年 2 月，哥政府与“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在厄瓜多尔首都基
多正式开始和平谈判。同年 9 月，双方签署临时停火协议。2018 年 1
月，哥政府宣布暂停与该武装的和谈。同年 5 月，哥政府与该武装在古
巴首都哈瓦那恢复谈判。2019 年 1 月，谈判再次陷入停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