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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韓聯社
17日消息：朝鮮17日舉行大型悼念活動，紀念
前領導人金正日逝世一周年，安置其遺體的錦
繡山太陽宮也開放。現任領導人金正恩偕同夫
人李雪主，以及黨政軍的高層領導幹部出席
。李雪主身着黑色韓服，腹部隆起已經非常
明顯。

朝鮮周一下半旗致哀，成千上萬的朝鮮民
眾聚集在錦繡山太陽宮外的廣場上參加悼念儀
式。錦繡山太陽宮前段時間進行了翻修，金正
日的遺體17日稍晚時候會在這裡公開陳列以供
瞻仰。錦繡山太陽宮原名為錦繡山紀念宮殿，
今年2月16日在金正日誕辰70周年時被改名。
金正日與其父金日成的遺體已進行防腐處理，一
起安置在宮內。

在全國默哀期間，數以十萬計軍民一動不

動，站在平壤錦鏽山太陽宮外，全城的汽笛聲
響徹 3 分鐘。群眾身穿厚厚的大衣，冒着嚴冬
的寒意，聆聽官方播放的悼念文章。身穿黑衣
的金正恩與大批黨政軍在露台上觀看全程。

在平壤其中一個主要廣場，民眾在金正日
和金日成的巨型雕像下放上鮮花致敬。國營傳
媒說，16日至少有75萬名哀悼者致敬。

李雪主大肚出席
當天較早時，金正恩在妻子李雪主的陪同

下，領導數百名黨、軍最高層人員，參加錦鏽
山太陽宮內一個正式的悼念儀式，在他父親和
祖父的巨型雕像面前深深地鞠躬。朝鮮最高人
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內閣總理崔
永林，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崔龍海，國防委員
會副委員長張成澤，人民軍總參謀長玄永哲等人

士出席了活動。
官員們身穿黑衣，由正步走的士兵引領着

。這些士兵手持一個大型花牌，花牌上的絲帶
寫着 「偉大的金正日同志和金日成同志與我們
永在」。有份參與上周朝鮮成功發射火箭的一
群科學家，成為最先致敬的其中一批人。電視
上的播報員說： 「這些科學家，為發射我們的
『光明星3號』衛星作出偉大貢獻。」

李雪主當天身穿傳統的黑色韓服。電視畫
面顯示，她的腹部已隆起，似乎印證了較早前
傳出的懷孕消息。

朝鮮官方新聞機構朝中社說： 「來自各個
階層的人民，無限地想念着我們的父親……日
日夜夜都在湧往這個地點。夜開始深，但首都
公寓內的燈火沒有熄滅。首都陷入一股悼念和
悲傷之中。」

金正恩偕妻悼父逝世周年

【本報訊】據韓國《朝鮮日報》17日消
息：韓美情報當局掌握的情資顯示，朝鮮興
建發射長程火箭的平安北道東倉里基地和寧
邊核基地，採用的是韓國重型設備和材料。

《朝鮮日報》周一援引韓國政府消息透
露，韓美情報當局掌握的情報顯示，朝鮮在
東倉里興建的新火箭發射場，採用韓國的起
重機、挖土機、混凝土攪拌卡車等。

韓國政府說，經確認，這些裝備是為了
用於咸鏡南道新浦朝鮮輕水反應爐發電廠建
設和水災復原而送往朝鮮的。

位於朝鮮西海岸的東倉里基地取代了東
海岸咸鏡北道舞水端基地，利用現代化的設
備於2009年竣工。

韓國政府當局說，透過衛星搜集的情
報資料，得知朝鮮在咸鏡南道新浦輕水反

應爐工程現場採用了韓國建設企業的材料
和裝備。

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的輕
水反應爐建設工程的主要簽約方韓國電力公
司，在2006年1月因工程中斷而撤出朝鮮，
留下了屬於韓國的93台重型裝備和190台混
凝土攪拌卡車等車輛，還有 6500 噸鋼筋和
32噸水泥。

報道指出，當時朝鮮不讓韓國運回屬於
韓國的價值高達 455 億韓圜的裝備和材料
，KEDO 為了保護財產，還採取了貼封條
措施。

據悉，韓國已故總統盧武鉉當政期間，
在2006年8月以對朝鮮抗洪救災的名義送給
朝鮮50台挖土機、60台裝載機和100台8噸
的混凝土攪拌卡車。

朝用韓設備建火箭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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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性別平等上得分低
性別平等在135個國家中排名108位

保守派熱門人選 60歲
新國家黨

▶軍事獨裁強人朴正熙的女
兒，民族保守主義的代表
▶她母親於1974年被殺後，
她充當代理第一夫人角色；
1979年父親被暗殺後離開總
統府
▶承諾對朝實行雙重政策，
既擴大與朝鮮交流又保持
「強有力的威懾」

反對派自由派候選人 59歲
民主統合黨

▶曾經當過律師，民主活動
活躍分子，上世紀70年代因
反對朴正熙的統治而被囚
▶在 2003 年至 2008 年盧武
鉉執政期間，擔任高級副官
，是盧武鉉密友
▶傾向於和朝鮮建立密切的
關係，希望和金正恩舉行
「定期峰會」

朴槿惠 文在寅

朴正熙女兒 vs 盧武鉉密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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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反對派總統候選人文在寅17日在首爾拉票 法新社

▲朴槿惠成為上周美國
《時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互聯網

▲朴槿惠的支持者17日在首爾出席競選活動 美聯社

▲韓國新國家黨總統候選人朴槿惠 路透社

隨着韓國經濟發展和民主開放，女大學畢
業生、女醫生、女律師甚至女外交官都不斷湧
現，但是長期以來男性對政治和經濟的主宰局
面並沒有因此被打破，韓國仍是一個非常保守
的國家。婦女只佔國會15%席位，而在1500家
大型企業中，婦女所佔管理層職位僅為12%，
婦女收入比男性少40%。

韓男女平等排108位
今年初，世界經濟論壇對男女平等進行調

查，顯示韓國在135個國家中排名居第108位，
低於阿聯酋，高於科威特。在婦女參與經濟活
動方面，韓國表現尤其差，排名居第116位。

在這種男女差異極大的背景下，朴槿惠宣
稱如果當選總統，將會為婦女普遍贏得更多權
益鋪平道路，包括獎勵僱用婦女的公司，要求
政黨把40%的選舉候選人提名預留給女性。

朴槿惠向婦女領袖們說： 「大家都在談論
變化和改革，但選出國家一位女總統才是我們
從未達到的最大變化和政治改革。」

32歲的宋喜珉（音譯）說， 「我們國家到
處都是男性為主導。政治對女性來所尤為困難
，我為她的努力喝彩。」

60歲的朴槿惠是已故強人總統朴正熙的女
兒，在很多韓國人眼中是一個有爭議人物。

她獲老一代保守派選民青睞，認為她擁有
父親的領導能力，並把她視為一個命途多舛的
公主。女性領導韓國的前景，也為她贏得年輕
支持者。新國家黨把她捧為 「準備就緒的女總
統」 ，見諸所有競選海報和演說。

其父評價成政治包袱
批評者指責她獨斷、傲慢，認為其政治影

響力全部來自父親，而人們對朴正熙的兩極評
價也成為政治包袱。她本人豪奢貴氣形象也遭
到反對者的批評。

16日正式宣布退出大選的韓國統合進步黨
候選人李正姬說，朴槿惠是 「舊時代封建式領
導人的典型。我們需要一位女總統，但不需要
女王。」

朴槿惠希望改變自己和黨與大集團、既得
權力階層親近的形象，宣稱當選後將不顧部分
保守階層的阻力，實施改革。

但並非所有人都相信朴槿惠是韓國2400萬
婦女的楷模。像韓國首位女司法部長康錦實等
著名女性，都質疑朴槿惠突然打婦女牌是否太
投機取巧，因為朴槿惠十餘年來基本上都對婦
女問題保持沉默。

延世大學分析員德魯里表示，朴槿惠迄今
單身未育，難以讓韓國女性找到身份認同感，
「她並不了解如何維持家庭和履行責任，特別
是在賢妻良母責任尤其繁重的韓國，同時還兼
顧事業成功。」

執政黨成員頻失言
朴槿惠所屬政黨的男性成員在性別方面頻

頻失言。該黨重量級人物李在五說，婦女不適
合管理政府，因為她們沒有像男性一樣服兵役
。2010年，該黨另一名議員稱女主播應以美色
來換取升職被開除黨籍。

朴槿惠與對手文在寅在民調中依然膠着。
因此，朴槿惠是否當選韓國首位女總統，開啟
嶄新的時代，不僅韓國民眾關注，全世界也都
在看。德成女子大學女性研究退休教授韓正姿
（譯音）說， 「像戴卓爾夫人一樣，朴槿惠需
要在男性為傳統主導的領域證明自己。」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韓聯社17日消息：韓國19日舉行
總統大選，因為執政新國家黨女候選人朴槿惠的存在，本次選舉很可能
見證韓國歷史上重要的轉捩點。如果當選，朴槿惠將成為韓國歷史上首
位女總統，執掌韓國這個以男性為主導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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