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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
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手中获得
解放五周年之际，新华社记者再
次探访摩苏尔老城。如今，城市
面貌有了不小改善，但残垣断壁
仍随处可见，民众的生活正缓慢
回归正常。

“生活真的变好了”

周末早上的摩苏尔老城里，
著名的阿塔林市场挤满了为庆祝
宰牲节赶来采购的市民。一家不
到10平方米的肉店里，店主阿勒
万正和兄弟忙个不停。抬头看到
记者，他热情地向我们打招呼。

“生活真的变好了！现在店
里的营业额和去年相比至少翻了
一番，每天来往顾客络绎不绝，家
里人都得过来帮忙。”阿勒万兴奋
地说。

2019 年，因战争破坏废弃多

年的阿塔林市场经过修整后重新
营业。阿勒万说，去年的这个时
候，市场里的商铺只有不到四成在
营业，而现在几乎所有商铺都已重
开，热闹的生活气息又回来了。

家住摩苏尔东部城区的达尔
沙德特意来到西部老城采购。“五
年来摩苏尔人民重建家园，每年
都有新的进步，城市的经济和安
全形势有了很大改善。”

除阿塔林外，其他传统市场
也基本恢复正常，紧邻阿塔林市
场的萨拉伊市场里近九成店铺重
新开张，阿拉伯香料、香甜的椰
枣、新鲜的牛羊肉……商品琳琅
满目，吆喝声不绝于耳。

老城面貌在恢复

7 月的摩苏尔最高气温超过
45 摄氏度，炎炎烈日下，工人们
正对努里清真寺进行修复施工。

5 年前，溃败的“伊斯兰国”武装
分子炸毁了这座拥有800多年历
史的地标建筑。2018 年伊拉克
政府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阿联
酋政府签订协议，重建努里清真
寺。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伊方工
程师奥马尔·塔卡介绍，在教科文
组织“重振摩苏尔精神”倡议支持
下，努里清真寺及其宣礼塔的修
复 工 作 取 得 了 很 大 进 展 。 从
2019年至今，工人们在现场清除
了约 5600吨瓦砾和 11个爆炸装

置。现在，他们正利用清理废墟

时收集的砖块修复宣礼塔，使其

尽可能恢复原貌。修复工作有望

在2023年底前完成。

在摩苏尔老城里，正在进行
中的基础设施项目随处可见。在
老城北部，工头穆罕默德正指挥
工人给马路铺沥青。摩苏尔市市
长阿明·法纳什在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过去3年，摩苏尔所
在 的 尼 尼 微 省 政 府 制 定 了 约
1700 个重建项目，涵盖卫生、水
利、电力、排污、公路、桥梁等基础
设施，目前已完成 1200 多个，剩
余项目将在年底前完工。

回家之路仍艰辛

2016年10月至2017年7月，
在长达9个月的解放摩苏尔战役
中，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对
摩苏尔老城实施无差别轰炸，整
个老城沦为废墟。数据显示，约
13.8 万栋房屋被毁，在摩苏尔西
部，被夷平的房屋超过5.3万栋。

从底格里斯河畔向摩苏尔西
部望去，废墟清理工作远没有结
束。国际移民组织5月发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截至今年3月，在伊
拉克境内仍有超过118万民众流
离失所，其中来自摩苏尔的人数

超过24.6万。
依靠多方援助，市民菲拉斯·

哈立德终于完成自家房屋重建，
然而生活并无多大改善，所在街
区仍到处是断壁残垣。哈立德的
女儿在战火中不幸受伤残疾，不
久前还患上了糖尿病，全家生活
雪上加霜。他无奈地告诉记者，
由于一直没找到工作，一家人只
能靠援助生活。

渔民莱斯·纳吉姆抱怨道，5
年来他所在街区没有一点改善，
政府总以预算不够为由敷衍。

在摩苏尔，随处可见在危房
中恢复营业的商铺。苏莱曼的餐

厅位于摩苏尔老城以西一栋曾遭

轰炸的危房里，二层损毁严重的

屋顶随时有可能坍塌。

“希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在完

好的楼房里经营餐厅。”苏莱曼

说。

（新华社巴格达7月10日电）

7 月 3 日，工人在伊拉克摩苏尔老城参与努里清真寺的修复施工。
新华社发（哈利勒·达伍德摄）

7 月 2 日，摊主在伊拉克摩苏尔老城的阿塔林市场售卖蔬菜。
新华社发（哈利勒·达伍德摄）

在重建中焕发生机
——探访解放五周年的摩苏尔老城

新华社记者 董亚雷 凡帅帅

英国

8人宣布参选
英国保守党加速选出新党首

□ 包雪琳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宣布辞去执政党保守
党党首和首相职务后，保守党正加速选出继任者。
截至9日，共有8名保守党要员宣布加入选战。

【“竞选潮”】

继英国前财政大臣里希·苏纳克、议会下院外
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达特等 4 人确认竞选，英
国交通大臣格兰特·沙普斯、新任财政大臣纳齐姆·
扎哈维、前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和前卫生大臣赛
义德·贾维德9日宣布加入角逐。

综合多家国际媒体报道，英国外交大臣伊丽莎
白·特拉斯等更多保守党要员预期加入选战，竞选
人名单或将增至10余人。

英国近期食品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汽油价格破
纪录，民众生活成本不断增加。在通货膨胀高企背
景下，多名竞选人都作出减税承诺。

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报道，亨特和贾维德在宣
布参选的演说中均承诺将企业税从 25%削减至
15%。贾维德还承诺减税或变更税种，包括回调近
期上调的国民保险税率。

沙普斯告诉《星期日泰晤士报》记者，如果他竞
选成功，将排除议会选举的可能。他将在上任 100
天内推出紧急预算案，为最弱势群体减税并为高能
耗企业提供支持。

天空新闻频道援引扎哈维的话报道，扎哈维承
诺为所有英国人提供机会，他的“简单目标”是稳定
局面、稳定经济。

苏纳克 5日辞去财政大臣职务，触发约翰逊政
府“离职潮”。约翰逊当天宣布扎哈维接任财政大
臣。

多名保守党要员宣布参选之际，国防大臣本·
华莱士9日说，经“认真考虑”并与同事和家人讨论
后，他确定不加入选战。他说：“作出这个决定不容
易，我将聚焦我目前的工作，确保国家稳定。”

【定日程】

英国议会下院保守党议员团体“1922 委员会”
定于下周确定选出新党首的具体规则和时间表。
许多议员正推动这一进程“加速”。

保守党选出新党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保守党
议员首先投票锁定两名竞选人，随后由所有保守党
党员投票，胜出者出任新党首及英国新一任首相。

依据2019年数据，保守党有超过16万名党员。
“1922 委员会”财务主管杰弗里·克利夫顿-布

朗说：“我认为，我们将在7月20日议会休会前确定
一个程序，事实上提名两名候选人……我们在10月
举行党代表大会之前应该有答案，或许更早。”

“1922 委员会”由保守党议会下院普通议员组
成，在决定党首及首相人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华社专特稿）

日本

第26届参议院选举
开始投票

新华社东京 7月 10 日电（记者 郭丹）日本第
26 届参议院选举 10 日迎来投票日，共有 545 名候
选人参与争夺125个改选议席。

当天，设在全国的 4.6 万个投票点开始接受投
票。当日晚间将进行实时开票，次日清晨公布最后
计票结果。

日本参议院选举每 3年举行一次，每次改选一
半议席。根据 2018 年日本国会通过的《公职选举
法》修正案，日本参议院的额定议席总数将通过两
次选举增设 6 个，即从原来的 242 个增至 248 个。
2019 年的参议院选举已经增加 3个，此次再增加 3
个至 248 个。加上非改选选区中有 1个席位空缺，
因此共有125个议席参与本次改选。

由日本自民党和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将此次
选举的胜负线定为“争取执政联盟在参议院中的议
席数过半”，由于两党的非改选议席已经有 70 个，
因此仅需争取55个议席即可。

此次参议院选举中，修宪势力能否超过三分之
二议席，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目前，日本自民党、
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及打着“加宪”旗号的公明党均
被视为修宪势力。根据日本宪法，众参两院中的修
宪势力若均超过三分之二议席，即可发起修宪动
议，众议院已经实现这个目标。此次参议院选举，
这四个党派仅需争取 82个议席即可达到三分之二
的目标。

南非

约翰内斯堡枪击事件
致14人死亡9人受伤

新华社开普敦 7月 10 日电（记者 吕天然）南
非警方 10 日说，南非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当天凌
晨发生枪击事件，已有至少14人死亡、9人受伤。

约翰内斯堡所在的豪滕省警察总监马韦拉当天
在案发现场介绍情况时说，多名袭击者零时 30 分
进入约翰内斯堡索韦托一间合法营业的酒馆，随机
向酒馆内顾客开枪，造成 12人当场死亡，还有 1人
送至医院时身亡，1人在医院不治身亡。另有 9名
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其中 3人情况危急。警方还
在调查袭击动机。

另据南非警方发表的声明，袭击者使用的是步
枪和9毫米口径手枪。

马韦拉当天早些时候在电视台直播采访中说，
遇害者主要是青年人，估计年龄在19岁至35岁。

他还说，豪滕省近期受到类似随机枪击事件困
扰，袭击者在街头游荡随机选择攻击目标。本月 9
日，豪滕省发生一起随机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
1人受伤。

加拿大政府 7 月 9 日宣布，加
拿大将归还德国西门子公司送修
的“北溪-1”天然气管道部件，并
将扩大针对俄罗斯的制裁。

加拿大自然资源部长乔纳森·
威尔金森 9日在一份声明中说，加
方将给予西门子加拿大子公司一
项有时间限制且可撤销的豁免，允
许企业把“北溪-1”部件交还德
国。交还上述部件将有助于欧洲
获得可靠且负担得起的能源。

威尔金森说，一旦缺乏必要天
然气供应，德国经济将遭受重创；
随着冬季临近，德国人将面临无法
取暖的风险。

加拿大政府知情人士本周早
些时候告诉路透社记者，上述部件
将先送回德国，而后由德方交给俄
罗 斯 天 然 气 工 业 股 份 公 司（俄
气）。

德国政府和西门子公司暂未
就加方最新说法作出回应。德国

政府发言人 8日证实，德方希望加
拿大放行“北溪-1”部件，已得到
加方“积极”回应。

“北溪-1”天然气管道东起俄
罗斯维堡，经由波罗的海海底通往
德国，是俄罗斯向欧洲输气的主要
管道。俄气 6月中旬说，因西门子
公司未及时向俄方交付送修的气
体压缩机组等因素，俄气被迫减少

“北溪-1”输气量。按西门子说
法，部件被送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维

修，受加拿大对俄制裁影响无法交
还。俄方本月 8日说，如果送修部
件能够交还，俄方将增加对欧洲供
气量。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9日发表声
明说，加方将把针对俄罗斯石油、
天然气和化学品的现有制裁措施
扩大至工业制造业。新制裁措施
将适用于陆路和管道运输、金属制
造以及交通、计算机、电子电器设
备和机械设备方面的生产。

加拿大全球事务部说，制裁生
效后，加拿大企业将有 60 天时间
完成所涉及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合
同。

俄罗斯 2 月 24 日对乌克兰发
起特别军事行动后，加拿大追随美
国制裁俄罗斯。俄罗斯 6 月下旬
决定无限期禁止 43名加拿大公民
入境，以回应加拿大政府 5月对俄
企业领导层及其家庭成员施加新
一轮制裁。 （新华社专特稿）

加拿大将归还“北溪-1”天然气管道部件
□ 李彦南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
斯基 7月 9日签署政令，解除乌克
兰驻德国大使安德里·梅利尼克等
5名驻外大使的职务。

根据上述政令，除梅利尼克，
乌克兰驻挪威、捷克、匈牙利和印
度大使也遭解职。政令没有给出
原因，也没有说明几人是否会被分
配新的职位。

“今天，我签署政令，解除乌克

兰一些大使的职务，”泽连斯基 9
日晚些时候说，“这种轮换是外交
惯例的正常部分。”

他说，乌克兰外交部正在为这
些空缺职位准备新的人选。

梅利尼克现年46岁，2015年 1
月起担任驻德大使。梅利尼克经
常在社交媒体上直言不讳，近几个
月，他的一些言论引发争议。

梅利尼克近日接受采访时，一再

为一名民族主义者辩护，招致批评。
此外，俄罗斯2月 24日对乌克

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以来，梅利尼
克等乌方官员对德国不愿支援重
型武器失望不已，不止一次对德国
政府和总理奥拉夫·朔尔茨冷嘲热
讽。乌克兰 4 月中旬拒绝德国总
统访问首都基辅。作为回应，朔尔
茨 5 月没有立即接受泽连斯基邀
请访乌，梅利尼克继而对朔尔茨发

出侮辱性言论。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梅

利尼克一再坚称“这不需要道歉”，
但他 6月底承认，对于针对朔尔茨
的冒犯性言论“感到后悔”。

梅利尼克当时告诉德国《明
镜》周刊：“当然了，我后来对这一
言论感到后悔。我将亲自向朔尔
茨道歉。”

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驻德国

使馆尚未对梅利尼克遭解职一事
发表评论。

德国《图片报》本周早些时候报
道了梅利尼克即将被解职的消息，
并称他可能会在乌克兰外交部担
任新职务，甚至可能成为副外长。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乌克兰政
府官员告诉《图片报》：“安德里·梅
利尼克的工作在基辅很受赞赏。”

（新华社专特稿）

乌克兰总统解职驻德国大使
□ 刘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