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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误杀特战军官
以军渗透加沙失败

以色列军方 7 日声明，以方一支特种部队去年潜入加沙地带执行秘密任务
时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交火，
以方一名军官死亡，
真正原因是遭战友流弹击中。

加沙边境的以色列士兵。视觉中国供图
声明说，以方一支特种部队去年
11月潜入加沙地带收集情报，遭遇巴
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即“哈马斯”
武装团体拦截，以方一名陆军中校向
哈马斯武装人员开枪，另一名陆军中
校遭流弹击中后身亡。
以色列军方一名发言人7日向法
新社澄清，流弹击中特种部队军官系
“误射”
。
2018年11月11日，以色列一支特
种部队乘坐一辆民用汽车潜入巴勒斯
坦加沙地带，
在加沙地带南部城市汗尤
尼斯遭哈马斯成员识破，双方随后交
火。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以军
特种部队当时在执行秘密突袭任务。
以军派遣战机和直升机提供空中
火力掩护，帮助这支小分队逃离。交

火中，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
在汗尤尼斯市的指挥官努尔·丁·巴拉
卡等7名巴方武装人员丧生；一名以
方特种部队军官死亡。
这次交火引发巴以更大规模冲
突。法新社报道，哈马斯方面向以色
列 发 射 大 约 460 枚 火 箭 弹 和 迫 击 炮
弹；以军空袭加沙地带数十个目标。
在埃及主导下，巴方武装派别和以色
列方面同月13日停火。
按照以色列军方声明的说法，内
部调查显示，以军特种部队在执行任
务过程中多次出现差错，
“最终导致身
份暴露”
。
声明没有详细说明小分队犯了哪
些错误、以致哈马斯方面发现以方“破
绽”
，
只说那项任务没有完成、
最终放弃。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在一份声明中说，以色列将吸取教训；
根据军方调查，将落实“多项建议”。
声明没有披露建议的具体内容。
以色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
争中占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和
加沙地带，随后开始兴建犹太人定居
点。2005年，以色列军队和定居点人
员全部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2007
年在与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即“法
塔赫”的武装冲突中夺取加沙地带实
际控制权。
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地带施行全面
封锁，严格控制人员和物资出入，理由
是阻止哈马斯获取武器。多年封锁导
致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严重。
王逸君 据新华社

称白宫“功能失调”“在外交领域笨拙无能”

英国驻美大使密电遭曝光

金·达罗克

狠吐槽

英国媒体 7 日披露，驻美国大
使金·达罗克在多份备忘录和电报
中“差评”美国多项政策，说白宫
“功能失调”
“难以预测”
“在外交领
域笨拙无能”。英国外交部当天晚
些时候声明将对这些外交密件遭
泄露启动调查，同时强调外泄的内
部文件不代表英国官方立场。

“白宫激烈内斗和
混乱大部分属实”

《星期日邮报》当天刊登达罗克 2017 年至今发
给英国政府的多份备忘录和电报，内容充斥对本届
美国政府的负面评价。
达罗克不相信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领导的政
府能变得
“更正常，
少一些功能失调和难以预测性，
少
受派系（利益）驱动，
在外交领域少一些笨拙和无能”
。
在一份日期为今年 6 月 22 日的文件中，
达罗克批
评白宫对伊朗政策
“不一致”
“混乱”
。在他看来，
美军一
架无人驾驶飞机遭伊朗击落后，
特朗普决定不发动空
袭，
理由是空袭可能会造成 150名伊朗平民丧生，
但这
一说法无法令人信服。
“更可能的是，
他从来没有完全
赞同”
对伊朗动武，
担心那会影响2020年竞选连任。
就特朗普 6 月访问英国期间大谈美英“特殊关
系”、要与脱离欧洲联盟后的英国签署“现象级”贸
易协定，达罗克在同一时期发回英国的文件中写
道，这次访问让特朗普及其团队“眼花缭乱”，但是，
美国“依然是美国优先之地”，成功访英不会改变美
国政府的政策优先方向。
更早一些的文件显示，
达罗克认为媒体就白宫
“激
烈内斗和混乱”
所作报道
“大部分属实”
。法新社报道，
达
罗克2016年1月履职，
是英国最有经验的外交官之一。

“我们不会再与他
打交道了”

设计 / 吴薇

校对 / 方丽丽

4028万日元
安倍去年收入
位列党首之首
日 本 8 日 公 开 国 会 议 员 2018 年 收 入 ，
698 名议员人均收入 2657 万日元（约合 169
万元人民币），比前一年增加 245 万日元（16
万元人民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收入
在朝野党首中排名第一，是 2012 年再次执掌
政权以来首次。
日本众议院、参议院 8 日分别公开 457
名众议员、241 名参议员 2018 年收入。执政
党自由民主党籍众议员鸠山二郎以 17.45 亿
日元（1.1 亿元人民币）居榜首，收入大部分由
出售非上市企业股份所获。鸠山二郎是已故
前总务大臣鸠山邦夫的次子。
安倍 2018 年收入 4028 万日元（256 万元
人民币），比 2017 年增加 128 万日元（8 万元
人民币），在各党党首中排名第一，是 2012 年
就任首相以来第一次。过去 6 年，收入最高
的党首一直是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自由党
4 月正式并入国民民主党，小泽不再担任党
首，因而排除在外。除安倍，其他政党党首去
年收入低于议员平均值。
按照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日本众参两
院议员每年必须公布过去一年的收入。
国会 7 个政党中，自民党议员 2018 年人
均 收 入 增 加 至 3016 万 日 元（192 万 元 人 民
币），连续两年排名第一，与在野党议员收入
差距拉大。其次是国民民主党，人均收入
2200 万日元（140 万元人民币）。最大在野党
立宪民主党排名第三。
在 97 名女性议员中，自民党众议员野田
圣子收入最高，为 3047 万日元（194 万元人
民币），在所有议员中排名 50。
接近 700 名公开收入的国会议员中，116
人去年获得“演讲费”。金额多数在数万日元
至数十万日元，少数超过百万。自民党参议
员、前记者青山繁晴去年收入演讲费、稿费、
版税、演出费共计 5929 万日元（377 万元人
民币）。
前自民党干事长石破茂、众议员野田圣
子、前外务大臣岸田文雄、立宪民主党党首枝
野幸男、国民民主党党首玉木雄一郎等都有
演讲收入，少则 100 多万日元，多则接近 500
万日元。
刘秀玲 据新华社

年仅30岁
南非
“准宇航员”
出车祸丧生
特朗普

回
“差评”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我不
认识这位大使，但是，他在美国并未受到好评，我们
不会再与他打交道了。”
路透社报道，
特朗普 7 日向媒体记者回应达罗克
的“差评”，显现不屑一顾。特朗普认为，达罗克“没
有为英国服务好”，
“我们不是那个人的铁杆粉丝”，
“我可以评价他几句，
但是我不愿费那个工夫”
。
英国外交部 7 日就《星期日邮报》报道作回应时
没有否认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外交大臣杰里米·亨
特正在角逐执政党保守党党首职位，强调那些文件
不代表英国官方立场，
也不代表他本人立场。
英国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英方驻美使团“与
白宫保持的牢固关系无疑将承受住这种恶作剧行
为”的考验。他同时为达罗克作辩护，说公众期待
大使“向内阁就驻在国政治局势提供诚实、不加修
饰的评估”“
，我们付钱让他们直言不讳”
。
英国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宣布对泄密事件启
动正式调查。法新社报道，文件可能由英国政府公
务员泄露给《星期日邮报》。就泄密事件，英国政界
不少人认为更应追究大量披露内部文件的泄密人
责任。
海洋 据新华社 视觉中国供图

南非男子曼德拉·马塞科原本有机会成
为第一名进入太空的非洲黑人，上周末遭遇
车祸身亡，年仅 30 岁。马塞科 6 日骑摩托车
时遭一辆小汽车撞击，伤重不治。他的家人
7 日经由媒体发布讣告。
马塞科出生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
附近小镇沙桑谷维，是南非空军候补军官，还
是一名业余音乐打碟师(DJ)。2013 年，他在
美国肯尼迪航天学院举办的比赛中获胜，
有机
会进入太空，
获称
“非洲太空人”
。参赛者来自
75 个国家和地区，
人数超过百万，
马塞科是 23
名优胜者之一。南非当时有三人参赛，
只有马
塞科入选。他是三人中唯一的黑人。
马塞科随后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
航天学院接受为期一周航天训练。他在那里
与 1969 年美国阿波罗 11 号登月项目中第二
名登上月球的宇航员巴兹·奥尔德林合影。
马塞科在比赛中获胜的消息轰动南非，
让他成为全国民众的骄傲。他的母亲说：
“在我怀着曼德拉时，我就知道我将生下一
个明星。”
马塞科原定 2015 年乘坐“山猫 2”号亚轨
道飞船进入太空，在距地面 103 公里的外空
作一小时亚轨道飞行，成为首名进入太空的
南非黑人甚至非洲黑人。只是，按照法新社
的说法，那次太空之旅直到马塞科去世前还
没有发布具体计划。
首名进入太空的南非人是白人企业家马
克·沙特尔沃思，2002 年以太空游客身份乘
坐俄罗斯“联盟 TM—34”号飞船进入国际空
间站。
郑彦驰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