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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德”部分装备在韩部署 警方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
韩 国 国 防 部 26 日 确
认，“萨德” 反导系统部分
装备当天在韩国庆尚北道
星州郡部署。 韩国警方出
动数千名警员封锁道路，并
与当地反“萨德”人士发生
冲突。中国外交部此前曾多
次强调，中方反对美韩在韩
国部署“萨德”的立场是一
贯的，明确的。美韩在韩国
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无助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的目标，
不利于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严重损害包括中国在内的
本地区有关国家的战略安
全利益和地区战略平衡。
部署“萨德”系统核心
部件
据 央 视 26 日 报 道 ， 驻
韩美军在当地时间26日零
时开始， 也就是大半夜的
时候， 持续了4~5个小时，
强行地把大部分“萨德”系

26日，驻韩美军将
“
萨德”反导系统的核心部件搬运
至星州高尔夫球场， 为避免发生冲突， 韩国警 方 动 用
8000名警员

统的核心部件， 包括此前
已经运进来的“萨德”系统
的X波段雷达以及6部发射
车还有拦截导弹等， 从韩
国各地都运进了部署地
点——
—庆尚北道星州高尔
夫球场。 可以说一整套的
“
萨德” 系统目前所需要的
几乎所有配件都已经运抵
星州。距离
“
萨德”系统正式
在韩国启动已经进入倒计
时阶段。此前美军已经通过

直升机空投等方式将很多
相关配件运进星州。目前来
看，
“
萨德”系统的进展基本
已经完成了部署，未来下届
政府对于“萨德”的态度还
有待继续观察。
动用8000名警员封锁
国道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
强行部署“萨德”是为了防

范大选结束后的变数。 据
韩联社消息， 由于离星州
高尔夫球场最近的村庄韶
成里居民一直反对部署
“萨德”， 韩国警方动用了
8000 名 警 员 封 锁 了 500 多
名韶成里居民和通往星州
高尔夫球场的905国道。
此次部署引发了部署
地附近居民与警察的冲
突。 在星州高尔夫球场的
入口处星州郡草田面韶成
里会馆前，警察阻挡了200
余名反对部署的居民。 星
州当地居民告诉记者， 当
地居民及反“萨德”和平人
士与警方发生冲突，6人受
伤并被送往附近医院。 当
地居民提供的现场视频显
示，居民和反“萨德”的和
平人士高举“不要萨德不
要战争”等标语站在路边，
被大量警员组成的人墙死
死挡住。 和平人士试图冲
破人墙，遭到警方阻拦。

韩国防部： 尽快投入
实战运用
韩国国防部26日表示，
驻韩美军当天凌晨将“萨
德”反导系统的部分组件运
入星州高尔夫球场，是为了
尽快将其投入实战运用。韩
美两国一直努力使“
萨德”
系统尽快形成作战能力，将
可用的一部分“萨德”装备
部署于韩国向美军提供的
土地上，旨在优先确保实战
运用能力。
美航母战斗群抵近朝
鲜半岛水域
当地时间25日，包括美
国“
卡尔·文森” 号航母、
“密歇根”号核动力潜艇在
内的美国航母战斗群抵近
朝鲜半岛水域， 将与韩国
军方展开联合军事演习。
在半岛局势持续紧张的情

况下， 美国航母战斗群经
历了此前的“行程乌龙”
后，还是开向了朝鲜半岛。
中方表示严正关切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
爽2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中方已就“萨德”部署
问题向美韩当局表明严正
关切。耿爽说，美韩在韩部
署“萨德”反导系统，将破
坏地区战略平衡， 进一步
刺激半岛局势紧张， 无助
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和
地区和平稳定， 并严重损
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 他
说， 中方强烈敦促美韩停
止加剧地区形势紧张和损
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的行
为，取消部署“萨德”系统，
撤出相关设备。 中方将坚
决采取必要措施， 捍卫自
身利益。
（据新华社报道）

朝鲜：举行最大规模火力演习

名画《呐喊》里那人到底看见了啥？

新华社消息 据朝中社26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
正恩25日在东部前线观看了朝鲜人民军最大规模的多军
种联合打击演习。
报道说，这次演习是朝鲜人民军迄今举行的最大规模
多军种演习，内容包括潜艇向敌舰发动鱼雷攻击、海面低
空飞行飞机向目标投弹， 以及300多门大口径自动火炮同
时向海面目标开火。报道说，当天10时，金正恩抵达东部前
线的一个机场， 检阅了参加演练的人民军并听取相关报
告，下令演习开始。
4月25日是朝鲜人民军建军85周年， 朝鲜当天还举行
了各种庆祝活动。
（程大雨 吴 强）

新华社消息 挪威已故表现主义画家蒙克的名
画《呐喊》（如图）几年前以1.199亿美元拍卖成功，创造
了画作拍卖的最高纪录。画中那个人为何满脸惊慌恐
怖？ 先前不少人认为这与人像背后奇幻的云彩有关，
比较流行的说法是画作以印尼火山喷发为背景创作，
但挪威奥斯陆大学研究人员穆里认为，这片波形云更
像是另一罕见天象——
—珠母云。
穆里24日在欧洲地质学联合会大会上说，火山喷
发无法解释蒙克作品中云彩为何是波形。另外，火山
喷发造成的日落奇观通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
达数年，而根据蒙克日记所述，“天空刹那间变得像鲜
血一样红”，画作中天象没多久就消失了。
穆里说，她在奥斯陆地区居住25年，仅看到过一次珠
母云， 还是在对这一天象熟悉且能预判观测条件的前提
下。而当地首次有记录的珠母云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正好
与《呐喊》创作时间相符。她认为，以100多年前人们对于天
象的了解，蒙克看到珠母云后很可能相当震惊。（王鑫方）

演习现场

饲养专家安妮特·爱德华兹称
“
西蒙”在被放入机舱
时非常健康

名贵巨兔死于途中 美联航再惹麻烦
新华社消息 暴力逐客风波尚未平息，美国联合航空
公司恐怕又要吃上官司了。这次，是因为一只出身不凡的
兔子。
英国《每日电讯报》26日报道，一只名叫“西蒙”的巨兔
由美联航一架客机从英国伦敦希思罗机场运往美国芝加哥
奥黑尔国际机场，途中竟然死了。
“
西蒙”的爸爸
“
大流士”是吉
尼斯世界纪录所认定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兔子。
“
大流士” 体长
约1.3米，体重超过22公斤，每年光
“
伙食费”就要花掉2400英镑
（约合21188元人民币）。在
“
大流士”之前，世界最大兔子的称
号属于
“
西蒙”的奶奶
“
艾丽斯”。如今，10个月大的
“
西蒙”体长
约0.9米，有望超越父亲，接过这一家族荣誉。这些
“
大块头”由
英国人安妮特·爱德华兹一手喂养。 她养的兔子据称一次
“
出场费”高达500英镑（4416元人民币）。
“西蒙”此行原本是去见新主人。爱德华兹告诉记者，
起飞前3小时，“
西蒙” 接受兽医检查，“身体非常健康”。但
在抵达奥黑尔国际机场
后，在客机货舱的“西蒙”

招标公告

公告

广西桂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受内蒙古军区司
令部信息化处的委托， 现就LED显示屏设备采购
项目进行国内公开招标采购。交货地点为内蒙古
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资格要求详见中国采购与招
标 网（http://www.chinabidding.com）网 上 发 布 的
采购公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包诺敏和杨中华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包诺敏
杨中华
电话：15034781604 0471-6580433
广西桂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4月27日

赵普昱，男，身份证号：150103192010180516，
系石头巷小学退休教师。自2012年至今一直联
系不到本人或家属，现予以登报寻找。请赵普
昱本人或家属看到此公告，于即日起15日之内
速来单位说明情况并办理相关事宜。若逾期仍
未来说明情况并办理相关手续，单位将报请上
级部门作相应处理。
呼和浩特市玉泉区石头巷小学
2017年4月25日

被发现死亡。“我往世界各
地运送动物， 以前从未发
生这种事”， 爱德华兹说，
她和“西蒙”的新主人正在
考虑提起诉讼。 美联航发
言人表示，正在就“西蒙”
之死进行调查。
（陈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