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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聯盟黨與社民黨組閣談判保密進行
當地時間 12 月 13 日，德國基民盟、
基社盟和社民黨就組閣話題首次展開磋
商，但其會面地點卻不為人知曉。幾大
黨的新聞處也都三緘其口，稱從“最高
層”得到了指示，似乎是不想受到外界
干擾。
據報導，在“牙買加”聯盟(聯盟黨
與自民黨、綠黨組閣)摸底性談判從開始
到破裂全程都有圖片、推文和採訪伴隨
後，聯盟黨與社民黨之間敏感的首次對
話希望盡可能地不受干擾地進行。
參加此次磋商的，除了德國總理、
基民盟主席默克爾，基社盟主席澤霍費
爾(Horst Seehofer)和社民黨主席舒爾茨外
，還包括三個黨派的議會黨團主席考德
爾 (Volker Kauder)、 杜 布 林 德 (Alexander
Dobrindt)和納勒斯(Andrea Nahles)。這六
人就重新結成大聯合政府的可能性進行
談判。
報導認為，如果太早有訊息外流，

比如某人在媒體面前的某句不合時宜的
話、某條表達不細膩的推文，都可能影
響雙方之間本來就不牢固的信任，從而
影響整個談判過程。
其中，壓力最大的是社民黨，其在 9
月大選中的得票率跌至歷史最低點。社
民党曾表示，選民們不認同大聯合政府(
聯盟黨與社民黨兩大黨派組閣)，為什麼
要再來一次呢？這給社民黨帶來的只有
傷害。
然而，在來自社民党的聯邦總統施
泰因邁爾發出呼籲之後，社民黨主席舒
爾茨的態度開始軟化，並擔當起與聯盟
黨談判的任務。不過他表示，談判有一
個前提條件：在“開放性的結果”之下
進行對話。這也意味著，社民黨除了組
建大聯合政府外，也可以探討其他組閣
可能。
據悉，在聯邦德國的歷史上，還從
未有過如此艱難的組閣。默克爾曾一再

強調，希望德國有一個穩定的政府，不
會考慮一個少數派政府。她還表示，基
民盟和基社盟所致力於推動新大聯合政
府，並非是上一屆政府的翻版，而可以
是全新的開始，這完全取決於談判的情
況。
目前，聯盟黨和社民黨在內容上存
在很大分歧：社民黨稱支持引入統一的
公民保險，以代替原來的私人醫保；社
民黨還希望重啟辦理難民的家庭團聚。
這兩點都遭到聯盟黨的拒絕。想要繼續
擔任總理的默克爾則不想過早放棄，而
是繼續致力於她的“第三屆大聯合政府
”使命。
默克爾曾表示“感覺很好”，看到
了與社民黨的“不少交集”。至於社民
黨是否也這麼看，現在恐怕很難得出答
案。

日本政府決定明仁天皇退位日
戰後天皇制迎變化
日本政府本月 8
日召開內閣會議，正
式決定了規定明仁天
皇退位日為 2019 年 4
月 30 日的政令，皇太
子德仁將于翌日即位
成為新天皇，並改用
新年號。由此，承接
“昭和”的“平成”
時代將在第 31 年畫上
句號，日本戰後的
“象徵天皇制”將迎
來重大節點。

流露意向
明仁天皇的舉動
，受到日本社會廣泛
關注。迄今為止，日
本多項調查顯示，絕
大多數日本國民依然
支持維持天皇制。根
據戰後制定的日本現
行憲法，天皇作為日
本國民統合的象徵，但是不得干政，不
得發表政治性言論。
2016 年 8 月初，明仁天皇在一段視
頻講話中表示，由於身體原因，很難履
行自己的職責。這被視為流露出“生前
退位”意向。這是自 1817 年光格天皇退
位後、約 200 年來日本首次有天皇退位
，也是現行日本《憲法》下的首次。此
後，日本政府開始就天皇退位事宜展開
討論。
今年 6 月，實現僅限當今一代天皇
退位的特例法獲得通過。日本政府圍繞
退位日的數個候選方案展開研究，認為
“2019 年 4 月退位、5 月即位”是確保
“平穩環境”的最佳方案。皇室會議也
匯總了相同見解。
據日媒分析稱，時間之所以定在 4
月末，是因為除了 2018 年春天將進行日
本統一地方選舉外，新年度預算的國會
審議也將同期進行。此外，4 月 29 日還
是昭和天皇的誕辰，如果在 4 月 30 日進
行退位儀式，5 月 1 日進行新天皇即位儀
式，則連續三天都是與皇室相關的紀念
日。

新的變化
退位後，當今日本天皇的稱呼將變
為“上皇”，皇后的稱呼將改為“上皇
后”。皇太子德仁將成為新天皇，其與
新皇后雅子及長女愛子將在皇居禦所裝
修之後，從現在居住的東京元赤阪的東
宮禦所移居。退位後的天皇夫婦將在其

外賣店請人
誠請熟手接電話一名、女
1/4-1/25
性優先。送外賣人員、
FT/PT均可

他住所臨時居住一段時間後搬到東宮禦
所。
繼承人方面，鑒於皇太子德仁即位
，日本皇太子的弟弟秋筱宮將成為第一
皇位繼承人的“皇嗣”，秋筱宮的長子
悠仁成為第二皇位繼承人。在相應的組
織結構上，日本宮內廳將新設照料上皇
和上皇后的“上皇職”、以及輔佐“秋
筱宮”的“皇嗣職”。
鑒於年號法採用一代天皇一個年號
的“一世一元制”，隨著新天皇即位將
改元，日本政府計畫 2018 年公佈新年號
。據稱，這是為減少對國民生活影響，
將安排足夠的準備時間。
而隨著特例法中寫到的日本《節日
法》部分修訂，節假日“天皇生日”將
改為皇太子德仁的生日 2 月 23 日。但由
於即位日 2019 年 5 月 1 日在 2 月 23 日之後
，新的天皇生日將從 2020 年開始適用。

儀式從簡
為實現順利交接，日本政府明年初
將成立以官房長官菅義偉為首的籌備組
織，正式啟動如何舉行退位儀式等的探
討工作。
據共同社報導，目前，日本政府已
開始就退位儀式盡可能從簡的方向展開
討論。由於日本政府認為，有必要考慮
與禁止天皇干預政治的日本《憲法》第 4
條的關係，因此也有方案提出退位儀式
上不邀請外賓。
此外，向國內外宣告日本新天皇即

明仁天皇生平
明仁天皇生於 1933 年 12 月 23 日，
1989 年 1 月 7 日繼位，是日本第 125 代天
皇，年號平成。他畢業于日本學習院大
學政治經濟學部，且還是一名魚類學家
。1959 年，他與正田美智子結婚，是日
本皇室成員首次與平民結婚，婚後育有
二子一女。
1992 年 10 月 23 日至 28 日，明仁天皇
攜皇后訪華，是日本第一位訪華的天皇
。在 2014 年 12 月 23 日的生日致辭中，明
仁天皇呼籲“日本要作為世界上穩定和
平的健全國家”，呼籲日本要繼續走和
平道路。
2015 年 1 月 1 日，他在新年講話中指
出，日本應以二戰結束 70 周年為契機，
“學習始于‘滿洲事變’(即“九一八”
事變)的戰爭歷史，思考今後走向”。
2015 年 8 月 15 日，明仁天皇在日本
政府主持的“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上
表示“對先前戰爭的深刻反省”。這也
是日本天皇在“全國戰歿者追悼儀式”
上首次用了“深刻反省”的說法。

俄羅斯《觀點報》網站 12 月
20 日刊發文章《普京讓俄羅斯瞄準
世界領導權》稱，普京 12 月 19 日
在全俄人民陣線論壇上的演說成為
了他在正式開鑼的選戰中首個綱領
性講話。儘管時間不長，也沒有公
佈競選綱領，但從普京的“開幕詞
”中已經可以判斷他為何參加選舉
：引領俄羅斯走向世界領導地位。

他說：“蘇聯解體後，我們聽
到了許多甜言蜜語，但沒人真正幫
助我們。是的，我們也沒指望這點
。我們也不需要別人的任何説明。
我們建設了新國家，恢復了俄羅斯
的獨立性。我們學會了堅決捍衛本
國利益，意識到我們共同歷史的強
大和連續性，意識到我們成就的價
值和團結的可靠性。”

培養國家公僕階層而非接班
人

要當鋪路人而非霸權者說教
者

文章稱，普京自薦為總統候選
人並不意味著他忘記了自己一手建
立的全俄人民陣線——正是在該組
織的行動論壇上，總統發表了首個
綱領性演講，解釋了參選原因。
文章稱，最主要的動機——普
京想把他這些年做的事變得不可逆
轉。這首先是鞏固國家和培養新人
。如果說鞏固國家是他 18 年來毫
無疑問的優先課題，那麼培養新人
則從 2012 年起成為他最重要的任務
。第二個進程在普京下一屆總統任
期中會愈發重要，不僅因為這將是
他最後一個總統任期，還因為普京
所做的一切是否不可逆轉，正是由
國家行政管理精英的品質所決定。
文章稱，普京認為自己的重大
使命是培養國家公僕階層，而非接
班人。這個階層應當把為社會、國
家和人民工作當成光榮可敬的事業
，愛國、熱情，兼具高度的職業素
養、道德信念和意志力。普京在人
民陣線的骨幹中看到了這樣的人，
也希望吸引這樣的人在各個層面為
國家服務。

文章稱，普京指出了國家面臨
的三大挑戰：“我們應有尊嚴地應
對攸關命運的歷史性挑戰。都有哪
些挑戰？我國人民的儲蓄和繁衍，
建立新經濟並發展北極、遠東、西
伯利亞以及我們遼闊國家的所有地
區。最後還有未來的挑戰——在包
括醫療和教育在內的領域實現真正
的科技革命。從相關國際趨勢中退
出或僅僅追隨他人，不是也不可能
是我們的選擇。”
文章稱，普京無疑將在競選期
間展開論述這三項主張，但其大致
輪廓現在已經清楚。人民的儲蓄和
繁衍不光是提高俄羅斯人口數量和
人均壽命，還要提升品質。對普京
而言，沒有比這更重要的。
文章稱，通過開發各地區，尤
其是北極、遠東和西伯利亞來建立
新經濟。這其實是普京幾年前宣佈
的向東轉政策，即面向亞太和連接
歐亞的北極航道。這條航道蘊含巨
大發展潛力以及大量經濟和基礎設
施建設機遇。
文章稱，已有人將普京講話與
他十年前在慕尼克的講話相提並論
。只不過，當時他說單極世界不可
接受，多極世界必將到來，如今則
似乎打算建立兩極世界，因為俄羅
斯覬覦世界領導地位。但實際上，
俄羅斯想要成為的領導者，不是獨
裁者、霸權者或說教者，而是鋪路
人。俄羅斯對這一使命的回歸是它
生存和繼續生存的意義。正如普京
所言：“我們都需要強大的、面向
未來的俄羅斯，一切也僅僅取決於
我們！”

自力更生而非依靠“西方文
明”
文章稱，普京強調，與這種自
力更生形成對比的是，上世紀 90
年代初掌權的後蘇聯“精英”天真
而糊塗地相信“外國會幫助我們”
。這種信念和期望是基於昔日部分
“優秀人士”患上的妄自菲薄綜合
征——認為愚蠢落後的俄羅斯將不
再威脅西方，因此“先進文明”會
教我們正確的生活方式。

Japanese Sushi
Restaurant for
1/4-1/25
Sale

913-634-5158 636-675-1019

Executive Assistant
Provide high-level administrative support to the Chief
12/14-1/4
Executive
Office (CEO) in Lenexa, Kansas. Requires
Bachelor’s degree. Must be bilingual in Chinese and
English. Mail résumé to Hill Chia, KC Granite &
Cabinetry LLC, 10045 Lackman Rd, Lenexa, KS 66219.
EOE

快速通過聯邦按摩考試

不需要英文基礎，聯邦考試培訓， 不耽誤工作，政府承認。專業
考題（2016年 下半年 已陸續更新的最新試題），100%通過，可
用於31個州。代辦各州執照及學時證書。
12/21 - 1/11

贈送教學配套光碟

培訓只限於堪薩斯州堪城地區及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其他地區可
提供試題和光碟
請聯繫

位的“即位之禮”時，日本政府將邀請
眾多外賓，故也有意見認為“在那之前
進行的退位儀式上無此必要”。
而在從“昭和”改為“平成”的
1990 年 11 月即位之禮時，日本政府共邀
請了包括各國元首在內國內外兩千多人
出席。此次將如何安排，仍待討論。

普京發佈競選“開幕詞”
俄想重當世界領導者

626-863-9025 （Kevin）

314-991-3747

913-850-0781
堅旺裝修
承接餐館、住宅裝修，精通水
電土木工、安裝抽油煙機、大
11/9-2/1 P
小工程一條龍服務，二十年經
驗，免費估價，請電陳師傅

816-787-5098

餐館出售

30年老店，房租$1500，觀光區
，靠近West Port跟Plaze，對
面是音樂劇院Uptown
1/4 - 1/25 Theater，
一週3-4次演唱會，價格可商議。

816-531-2272
913-962-1832

退休 小外賣店轉讓，18年店無外送，獨棟有取餐窗
口，坐北朝南十字路邊，午餐不開，星期日及
任何假日均休，晚餐營業額夏天1萬6冬天1萬9，時間回復後
12/28 - 1/18
月可達3萬（原有生意額）潛力巨大，售4萬5千，月租1200
或1500二選一，條件不同，接手即可營業。

1-913-526-5657張先生

1101 S Commercial St. Harrisonville, MO

外賣餐館出售
OVERLAND PARK

不設堂吃，生意二萬四仟
11/30-1/18
，價錢面議。查詢電話：

913-940-9102

餐館請人

誠請炒鍋或幫炒、打
12/14-1/4
雜各一名，Part Time
送外賣

913-951-66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