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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9岁即被寄予厚望

日本厨师藤本健二10月
10日在东京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凭他长期在朝鲜第一家

庭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与金正

恩的直接接触，认为他虽年

轻却比他哥哥金正哲更适合

继承金正日的权力，担任朝鲜
下一代领导人。金正恩不仅相
貌体格神似其祖父，而且从小

显示出较强的分析、观察、组织

和行动力。藤本说，以他观察，

实际上早在金正恩9岁时，金

正日就对其充满了期待感，

有意要培养他为继承人。

藤本回忆，早在1992年1

月8日，金正日在元山招待所

为金正恩举办了一个特别的
9岁生日宴会，其特别之处在

于每个人的餐席上都放着一
张歌曲单，其歌名为《步伐》。

席间大家在乐队伴奏下学唱
了这首歌曲，最后还一起进

行合唱。这首歌是金正日特

意赠送给金正恩的特殊礼

物。之所以在9岁生日时公开

赠予金正恩，是因为“9”被金

正日视为最吉祥的数字。这

首赞美金正恩的歌曲《步
伐》，现在朝鲜党政军内已广

泛传唱，足以证明金正日其
实在那时就对三子金正恩寄

予了厚望。

5小时详谈印象深刻

谈到金正恩，藤本表示：

“我几乎是看着他长大并与

他甚为亲密，金正恩曾赠送

一张其幼年照片并叮嘱绝对

不能对外公开。”

藤本说，金正哲、金正恩

兄弟不去外面学校上课，而

是就学于专门的家庭老师。

两兄弟的性格相貌迥异，正

哲长得像其母亲高英姬，秀

气柔和，比较老实忠厚，故一直

被金正日指“太女孩子气了”。

正恩则像父亲金正日，从小不

认输，性格外柔内刚，较有决
断力，也喜欢领导别人。

金正恩特别喜欢打篮

球，经常在家里组织藤本等

人进行篮球赛，然后进行评
判。藤本说，小小年纪的正恩

当时就展露出很强的判断力

与组织能力，这或许就是金

正日从小就偏爱金正恩的原

因之一。

金正恩应该是在1996年

赴瑞士伯尔尼国际学院留学
的。在2000年8月金正恩曾与

他在从元山招待所返回平壤
的专列上进行了长达5小时的

交谈，令他至今难忘：当时17

岁的金正恩可能已受到父亲
金正日的重托，开始认真思考

朝鲜国家的现状与前途了。金

正恩对藤本说：“我国与亚洲

其他国家相比，工业基础非常

落后，连我们招待所也会经常

停电，电力不足是一件大事。”

金正恩还说：中国是我们重要
的邻国，听说他们在各方面发
展得不错，中国光解决13亿人

的温饱问题就非常不容易，

中国有许多地方我们非得学
习不可。（宗禾）

据新华社电 英国伦敦

中央刑事法庭陪审团19日

裁定，沙特阿拉伯王子沙特·

本·阿卜杜勒-阿齐兹·本·

纳赛尔·沙特在伦敦一家酒
店杀害一名随行人员，谋杀

和重伤害罪名成立。

次日，法庭宣布量刑，判

处沙特王子终身监禁，最少

服刑20年。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
道，现年34岁的沙特王子今

年2月14日与随从班达尔·

阿卜杜勒-阿齐兹“共度”情
人节之夜，班达尔的尸体2

月15日在伦敦兰德马克酒
店房间内被发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报道，32岁的班达尔

死前遭“暴打”，头部挫伤肿

大，肋骨和颈椎骨折，面部、

耳部和手臂上有咬痕。

法庭获知，沙特王子先
前多次殴打班达尔，致使后

者眼睛浮肿，耳朵因多次挨

打变成“开花耳”。

2月15日行凶前，沙特

王子曾饮用香槟和鸡尾酒并
在酒店电梯里殴打班达尔。

班达尔死前并未与沙特王子

发生争斗。

英国检方认为，沙特王

子与班达尔关系暧昧。检察
官乔纳森·莱德劳先前在开

庭陈词时说，班达尔所受咬
伤并非致死原因，但存在“一
种明显的性暗示”。

不过，沙特王子的辩护

律师约翰·凯尔西—弗莱伊
否认当事人与被害者存在主

仆或恋爱关系，称两人关系
是“真诚的友谊”。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
电 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
20日宣布：应越南总理阮

晋勇的邀请，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将于10月28日至30

日出席在越南河内举行的

第十三次中国-东盟领导

人会议、第十三次东盟与

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和第五
届东亚峰会。其间，温家

宝还将出席中日韩领导人

会议。

据新华社电 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卡利帕特里亚

一所州立监狱19日上午发

生100多名囚犯参与的骚

乱。警方开枪打伤两人，另

有十多人受伤。目前情况已
得到控制。

据加州管教和感化部
介绍，骚乱发生在上午10

时38分，许多犯人大打出

手，造成多人受伤。看守警
察用辣椒喷剂维持秩序无
效，被迫开枪打伤两人，其
中一人伤势严重，另有至少
12人在骚乱中受伤。目前

伤者已被送到附近医院救
治，事态已得到控制，监狱

仍处于戒备状态。

监狱当局说没有看守

在事件中受伤，并拒绝透露

事件的起因。

这座占地497公顷的

州立监狱位于加州南部城

市圣迭戈东北192公里处，

是一所关押普通犯人的监

狱，在押人数为4000人。

据新华社电 墨西哥

一名20岁女生18日就任一
座美墨边境镇警长，面对暴

力事件频发等挑战。

德新社报道，玛丽索

尔·巴列斯·加西娅主修犯

罪学，是这一警长职位唯一
候选人。

她管辖的镇位于华雷斯

市以东大约80公里，靠近美

国边境，居民大约1万人。

这个镇时任镇长赫苏

斯·曼努埃尔·拉腊接到死

亡威胁后，6月19日在他位

于华雷斯的住所内遇害。

华雷斯贩毒活动猖獗，

暴力频发。过去两年，贩毒

集团之间暴力活动致使大
约5000人丧生。

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

尔德龙自2006年加大打击

贩毒力度，派遣军队参与清

剿毒贩。

加西娅说，她将努力在

社区和学校推广预防吸毒

项目。

本报讯 据美国媒体

报道，美国东部时间10月19

日清晨，位于弗吉尼亚州阿

灵顿波托马克河畔的美国

国防部所在地五角大楼遭

到枪击，子弹击中大楼窗
户，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警方初步认定这是一起“孤

立事件”，但并不排除背后

有更大阴谋的可能。

据负责调查枪击事件

的五角大楼保卫局局长史

蒂文·卡尔韦里介绍，多名

值班人员报告说，他们清晨
4时55分在大楼南侧的停车
场附近听到5至7声枪响，

保卫局随即封锁了大楼及

周围道路。

经过搜查，调查人员发

现，大楼三层与四层办公室

窗户的防弹玻璃均被击中，

玻璃未被击穿，但有子弹碎

片嵌在其中。据悉，被子弹

击中的办公室正在装修，枪

击事件发生时里面无人。

卡尔韦里表示，他尚不
清楚枪手使用的是何种武

器，但估计是高射速步枪。

警方也没有逮捕任何嫌疑
人。

卡尔韦里还说，目前他

们正在和美国联邦调查局
以及各级警方一道展开调

查，必要时将研究监控录像
或问询当事人。比如，调查
人员已经询问了一些当时

在场的建筑工人，并推断枪

手很可能是站在附近一处
建筑物的屋顶射击的。

这是五角大楼自今年3

月以来发生的又一起枪击

事件。3月初，36岁的约翰·

帕特里克·比德尔在五角大
楼一个安检处开枪打伤两

名警察，警察还击将他击

毙。警方没有查清比德尔的

作案动机，但认为他可能对

军方心怀不满。

警方表示，迄今搜集到

的证据显示，此次枪击案应

该是一起“孤立事件”，但随

着调查的不断深入，不排除
背后还有更大阴谋的可能。

卡尔韦里同时指出，尚不清

楚此次袭击是否与本月17

日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国家

博物馆窗户上发现的弹孔

有关。

海军陆战队国家博物

馆位于弗吉尼亚州匡恩提

科海军基地，在五角大楼以
南30英里(约合48公里)处。

一些清洁人员17日发现博
物馆窗户上有弹孔，并随即

报警。馆方发言人亚当斯

说，调查人员推测枪手共发

了至少10枚子弹，其中5枚

击中了玻璃，另外5枚则在

建筑物的金属挡板上留下
了痕迹。博物馆事先并未接

到任何形式的威胁或情报

信息。

据《中国日报》

藤本健二于1982年
到朝鲜“安由阁”饭店做
日本寿司，由此受到喜
欢吃寿司的金正日的赏
识。随后1987年金正日
以每月50万日元(约合
4 . 1万元人民币)的高薪
将藤本收为家庭厨师，

替朝鲜第一家庭制作日
式料理。为了让藤本安
心服务，金正日要求藤
本休了原配并为其在朝
鲜找了一位年轻貌美的
歌手为妻。同时还给藤
本配备了奔驰车，发给
他更名为“朴恩”的党中
央秘书局工作证。

1996年，藤本因与
他同赴日本进货的朝鲜
人使用假护照受牵连而

被日本警方逮捕。

其后虽然金正日又
找他回平壤，但藤本
发现家中电话已遭窃
听，看来朝鲜怀疑他
可 能 已 成 为 日 本 间
谍。于是， 2001年趁
金正日允其赴海外购
货之际逃离了朝鲜返回
日本。不久前，藤本在日
本出版了《金正日的料
理人》一书，披露了朝鲜
最高权力者及其家人的
生活情况。

家庭厨师详说金正恩
他17岁时就思考朝鲜现状与前途

朝鲜终于向世界揭开了其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接班

人的神秘面纱。他就是在9月28日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
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金正恩。曾为朝鲜领导人金
正日当家庭厨师的料理师藤本健二说，凭在平壤第一

家庭的长期所见所闻以及与金正恩的接触，他认为金
正恩从小就显示出较强的观察、分析、组织及行动的能
力，更适合继承父亲金正日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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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正恩（右）观看《阿里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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