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上级有关部门批准，将
对东营市2 0 2 2年普通国道
G340东子线K33+640～K45+
212段进行路面改造施工，施
工期间采用“全幅封闭施工，
择路绕行”的交通组织方案。

G340东子线K33+640～
K45+212(挑河桥西-河口区
职业技术学校)段全幅封闭施
工，计划封闭时间2022年9月
12日-2022年11月30日。

具体封路日期以实际工
期为准。届时请过往车辆择路
绕行。施工期间给您带来的不
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东营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
2022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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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邪教活动主要是“四看”：一看“教
主”是否活着，如果所拜的“教主”是活着的
人，则大体上可以怀疑是邪教；二看所宣扬
的内容，如果所宣扬的内容违背伦理道德，
吹嘘“教主”无所不能，要求信徒对“教主”
绝对服从的，则大体上可以判定为邪教；三
看对现世的态度，邪教对生命的基本态度
是弃绝，污蔑这个世界坏到极点，应当破坏
并尽快离开它到另一个世界；四看活动方
式，邪教采用秘密结社的方式，一般实行单
线联系，使用“暗语”，聚会活动鬼鬼祟祟，

并有人望风。
在现实生活中，简单地讲，让你荒了

田、抛了家、弃了学去相信“神”的是邪教；
宣扬“世界末日”就要到了，只有加入他们
的组织才能得救的是邪教；鼓吹入了“教”
能治病、能消灾避难的是邪教；欺骗、威逼
妇女受“教主”凌辱的是邪教；非法聚会时
鬼鬼祟祟、乱唱乱跳，甚至做出违反人伦行
为的是邪教；把社会、政府、普通老百姓当
成“魔”的是邪教；以“神”的名义煽动成员
对抗政府的是邪教。

识别邪教的基本方法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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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晓莹

子孙后代不太省心

伊丽莎白二世和菲利普亲王有
4个孩子：长子查尔斯王储、女儿安
妮公主、次子安德鲁王子和小儿子
爱德华王子。孙辈中最受关注的当
数查尔斯的两个儿子威廉王子和哈
里王子。

安妮公主在王位继承人排位中
比较靠后，她当年离婚、再婚的故事
闹得沸沸扬扬，一度让女王担心。

1981年，查尔斯王储与戴安娜
王妃的“世纪婚礼”让世界艳羡，但
上世纪90年代他和卡米拉多年的绯
闻被曝光，成了一场“世纪丑闻”。
1996年，查尔斯与戴安娜离婚，他因
此饱受舆论谴责。1997年戴安娜因
车祸去世后，查尔斯和英国王室更
是一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

2005年，查尔斯与卡米拉低调
结婚，但他们依然未能获得公众谅
解。卡米拉当了17年“伴妃”，直到今
年2月6日，女王才宣布待查尔斯王
储将来即位成为国王后，他的妻子
卡米拉将拥有王后头衔。

安德鲁王子曾是女王的骄傲，
他在英国空军服役22年，当过飞行
员，曾是“战斗英雄”。但1996年他与
妻子弗格森离婚，两人公众形象受
损。真正让他被英国民众嫌弃的，是
安德鲁王子近年来因美国富商爱泼
斯坦案而卷入的性丑闻。最终他在
那年退出王室事务。

所幸，伊丽莎白二世的小儿子
爱德华王子为人低调，与原配苏菲

王妃和睦恩爱，两人育有一儿一女，
是最让女王省心的一对。

女王的两个嫡孙中，查尔斯的
长子威廉王子选择了一条中规中矩
的王室之路——— 他接受过军事训
练，然后上大学，认识凯特王妃，两
人2011年结婚，育有乔治王子、夏洛
特公主和路易斯王子三个子女。威
廉王子夫妇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好
于查尔斯王储，威廉和凯特经常代
表王室出席活动，很受民众认可。

威廉王子的弟弟哈里王子近年
来却有点“折腾”。他在2018年与曾
有过婚史的美国演员梅根·马克尔
结婚，但婚后的哈里和梅根越来越
无法适应王室生活。经历了一段时
间的纠结后，他们在2020年3月正式
退出王室，之后远走美国定居，一度
传出与王室不和的新闻。

英联邦或加速解体

近年来，一些英联邦国家开始
向英国君主告别。去年11月30日，加
勒比岛国巴巴多斯改行共和制，成
为共和国，此前担任巴巴多斯总督
的桑德拉·梅森当选该国首任总统，
取代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成为
国家元首，查尔斯出席了相关仪式。
巴巴多斯17世纪初被英国占领，
1966年独立，之后成为英联邦成员。

除了巴巴多斯，牙买加、伯利兹
和巴哈马等加勒比海国家也在考虑
过渡为共和制国家。今年3月，威廉
王子夫妇出访加勒比海地区，接连
遭遇民众抗议，牙买加总理霍尼斯
更是直言：“我们的国家希望独立。”
威廉王子则在演讲中说：“我们支持

并尊重你们关于未来的决定。”
最近完成总理更迭的澳大利

亚，也在考虑和英国王室说再见。澳
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是共和制的支
持者，上任后任命了澳首位共和国
事务助理部长，这被认为是澳大利
亚向共和制的又一次靠拢。

澳大利亚总督赫尔利在英国接
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民众给予
伊丽莎白二世很多“情感支持”，但
女王之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我
认为，现在人们都在关注女王，但等
她离开后，继任者出现，澳大利亚将
对此展开新的讨论。”

加拿大媒体今年4月援引一份
民调报道称，虽然近三分之二的加
拿大人仍对伊丽莎白二世持有好
感，但有51%的受访者反对继续保
持君主立宪制。

即使在英国国内，君主立宪制
的支持率也不容乐观。英国民调机
构“舆观”2021年5月发布的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18至24岁的英国（不含
北爱尔兰地区）受访者中，支持选举
产生国家元首的比例为41%，超过
希望维持君主的31%。

伊丽莎白二世之后，英国王室
将去向何方？英国《独立报》认为，英
国君主和王室的未来似乎应该“规
模更小、花费更少、更民主、少些浮
华”“更能反映当代英国和英联邦多
元文化、多元社区的特色”。同时，王
室还要在外交、贸易、慈善等可以着
力的领域更加努力。报道指出：“英
国君主政体持续1000多年的秘诀，
是拥有适应时代变化的能力，按照
民众和政治家的意志行事。查尔斯
没理由做不到。”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8日在
苏格兰巴尔莫勒尔堡去世，她的长
子、王储查尔斯继承王位。据英国媒
体9日报道，英国将于当地时间10日
举行仪式，届时查尔斯三世将正式

登基。
据介绍，一般情况下，英国君主

去世后24小时内加冕委员会会在伦
敦的圣詹姆斯宫召开会议，枢密院
所有成员都会参加。会议由枢密院

议长主持，分两部分进行。
在会议的第一部分，枢密院的

顾问们会聚集在一起以宣布新君
主，会议开始时会宣布君主去世，随
后宣读加冕宣言，其内容包括查尔

斯三世的国王头衔，以及其他事项。
在会议的第二部分，查尔斯三

世会来到会议现场，召开首次加冕
委员会会议，随后就女王去世发表
个人声明、宣誓等。 （综合）

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今日正式登基

英
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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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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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晓莹

作为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
家元首，伊丽莎白二世的人生就是一部历
史。其实，她原来未必有成为女王的机会，
1926年她出生时，其父阿尔伯特是时任英
国国王乔治五世的次子，本来没有机会继
承王位。但在1936年，伊丽莎白的伯父爱德
华八世上演了一出“不爱江山爱美人”，他
坚持与离过两次婚的辛普森夫人结婚，最
终逊位。就这样，伊丽莎白的父亲阿尔伯
特继承王位，成为乔治六世，而作为长女
的伊丽莎白成为王位继承人。

二战期间，伊丽莎白说服父亲，参与
支援战争。在上世纪50年代初乔治六世
身体每况愈下后，伊丽莎白开始代替父
亲出席各种公开活动。1952年2月，乔治
六世在睡梦中去世，身在肯尼亚的伊丽
莎白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当时她正在
一个树上旅馆，有人将这段经历描述为

“上树时是公主，下树时是女王”。
1952年6月2日，伊丽莎白的加冕典

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她由此
成为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女王的经历就像一本历史书，见证了
英国、英联邦乃至世界的重大历史事件。

伊丽莎白二世登基时，英国首相还是
丘吉尔。70年来，她与15位英国首相、14位
美国总统、30位日本首相、9位法国总统打
过交道，很多英国人为此倍感自豪。

女王凭借自己“超长待机”创造了多
个“第一”：她的在位时间超过其4位前任
国王在位时间的总和；2015年9月9日，她
以在位23226天的“成就”打破了其高祖
母维多利亚女王的纪录，成为英国在位
时间最长的国王；截至当时，她访问过
132个国家和地区，访问国内各地2 . 5万
多次，主持国宴逾百次，收到过350万封
信件，授予近40万个荣誉头衔和奖项，接
待过116位国家元首，有139幅肖像；她主
持了62场英国议会开幕仪式，总计耗费
10小时发表演说。

从那以后，伊丽莎白二世每年都在
刷新自己创造的纪录。根据英国国家统
计办公室的数据，1952年女王的父亲乔
治六世去世时，英国有1200万居民，约占
英国现在人口的20%，不那么确切地说，
女王“超长待机”让80%的英国人这辈子
迄今为止都只见过这一位君主。

“超长待机”的女王

本身就是一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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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23日，查尔斯（右）和妻子卡米拉在英国伦敦。资料片。 新华社发

伊丽莎白
二世的离世，
让人们不禁要
问一个问题：
英国王室将何
去何从？

英国女王
是英国国家元
首，也是英联
邦国家元首。
伊丽莎白二世
深得英国民众
尊敬，虽然查
尔 斯 继 承 王
位，但查尔斯
夫妇在民众心
中的形象无法
与伊丽莎白二
世比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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