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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al verslag
België gelegaliseerd geval Hou Helan geëxplodeerd in de afgelopen jaren, het meest recente
voorbeeld van de Europese publieke opinie opnieuw geactiveerd verhit debat

Is Euthanasie de eerbiediging van het recht om te sterven of misbruik?
Brussel krant gedateerd Xinhua verslaggevers gestationeerd in Europa
Wang Yu diepe België Van den Bleeken de afgelopen jaren heeft een aanranding geweest
Seek euthanasie aanvraag wordt goedgekeurd, oorspronkelijk gepland voor afgelopen maand
2011 uitvoering maar na het nieuws blootstelling veroorzaakt enorme controverse dan in Europa
België Minister van Justitie uiteindelijk besloten op basis van de meest recente beoordeling van de
arts
Van den Bleeken licentie ingetrokken, zei dat hij als gevolg van euthanasie in België
Gebrek aan vermogen om de behandeling van ernstige psychische ziekte zal zijn Van den Bleeken
Overgedragen aan de stad Gent en vervolgens verstuurd naar een psychiatrisch ziekenhuis in
Nederland
Lan behandeling agentschappen
Geschikt voor uiteenlopende
Van den Bleeken's ervaring veroorzaakte een Europese publieke opinie ondersteunt hot
En compromisloze oppositie facties
Voorstanders beweren dat als euthanasie als een medische kant
Ongeacht of de dader België Van den Bleeken segment bevoegde diensten van het positieve
Vaak in antwoord op een verzoek euthanasie pionier België Distelmans
Artsen zeiden ook de naam van de psychiater bij voorbaat voor Van den Bleeken
Diagnostische overeengekomen dat hun toestand in lijn met de standaard euthanasieverzoek
Nederlandse medische ethiek professor Theo Boer nam het tegenovergestelde
Bekijk hij diende voor bijna een decennium van euthanasie gevallen de ombudsman
Hoewel hij lijkt de speciale gevallen van euthanasie, maar subsidie te begrijpen
Zhunbuliken applicatie is een schande tegendeel euthanasie
Patiënten erg dit moet als ongeneeslijk hulpeloosheid worden beschouwd
Kies in plaats van een psychisch zieke gevangenen
In feite is dit niet de eerste keer door de Belgische euthanasie veroorzaakt stelling
Vorig jaar heeft de Belgische parlement door het uitvoeren van euthanasie voor kinderen
voorgesteld
Daad ook oplopen een kritiek
Boer is niet bang dat hij eigenlijk schadelijk voor het wetsvoorstel Nederland
Een jurisprudentie alleen kunnen kinderen presteren welzijn over de leeftijd van
Dood, maar slechts één op de tienduizend jaar van euthanasie gevallen
Gevallen worden kinderen van Belgische euthanasie geval in het proces tegen kinderen
Als de partij is ook heel voorzichtig om me te laten maken is dat deze eerste keer
Symboliek Boer vertelde verslaggevers dat ze last hebben van een aantal onconventionele
Wie opende de deur naar de toekomst zou kunnen worden toegepast op alle soorten mensen, z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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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 愿与金正恩无条件会谈
美韩军演今起如期举行 美朝本周日在新加坡会晤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
日在新年记者会上说 她愿与朝鲜 最 高 领 导
人金正恩无条件举行会谈 从而为朝鲜半岛和
平统一打下基础

呼吁朝方积极回应
朴槿惠在这场于总统府青瓦台举行的记者会
上说 为打开和平统一之路 我愿与任何人会面
她说 朝鲜应改变犹豫不决的态度 积极回
应韩方的对话提议 她希望韩朝举行对话 就离
散家属团聚等议题展开讨论 打开 统一之门
朴槿惠强调 不会为会谈设置任何前提 但
朝鲜应展现诚意并采取措施实现无核化

一嫌犯自称属于

韩朝两国元首先前曾两度会面 首次会晤
于
年 月
日举行 对话方为韩国和朝
年
月
鲜时任领导人金大中和金正 日
韩国时任总统卢武铉步行跨越军事分界线 由
陆路前往朝鲜平壤访问并与金正日会晤
朴槿惠的前任李明博上台后 韩朝关系趋
冷 双方至今没有再举行首脑会晤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日发表电视新年
贺词时说 如果气氛和环境都已具备 北南之间就
没有不举行最高级别会谈的理由 朝方也可恢复
与韩方的高级别对话和其他形式的政府间会谈
记者会上 朴槿惠还提议韩朝在春节前后
举办离散家属团聚活动

美朝仍在尝试接触
对于美方此前拒绝朝鲜有条件停止核试验
的提议 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 朝总联 机关报
朝鲜新报
日作出回击 他们 美国 称我
们以第四次核试验发出威胁 以此责备我们 事
实上第四次核试验根本没有进行 另一方面 他
们继续进行军事活动 这是荒谬的做法
朝鲜新报 说 朝方的提议 表达了朝方营
造朝鲜半岛和平环境的坚定意愿
一名要求匿名的韩国海军官员
日告诉
韩联社记者 韩国与美国为期两天的联合军演
日在朝鲜半岛以东海域开始 以加强双
定于

方的军事协作能力
不过 朝鲜和美国仍在尝试接触 韩联社
日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朝核问题六方会
谈朝方代表团团长李勇浩等朝鲜外交官将于本月
晚些时候在新加坡与前美国政府官员和朝鲜问题
专家会谈 会谈定于
日开始 预计为期两天
美方代表包括前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斯蒂
芬 博斯沃思 前六方会谈代表团副团长约瑟
夫 德拉特尼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东北亚合
作安全项目主任莱昂 西加尔
韩联社分析 虽然美国政府不会直接参与
但这类接触有助于朝美了解对方在如何重启六
方会谈上的立场

与来自 基地 的两兄弟分工合作

法恐袭

与 基地 合谋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报道 法国恐怖袭击嫌
日出现嫌疑人之
疑人遭击毙两天后 互联网
一阿梅迪 库利巴利的一段视频 库利巴利在视
频中说 自己与 沙尔利周刊 袭击者赛义德 库
阿希和谢里夫 库阿希两兄弟 分工合作 以制
造 更大影响 美国国际恐怖组织搜索情报集
团已经证实这段视频真实性

合作说法牵强
与库阿希兄弟先前宣称关联 基地 组织阿
拉伯半岛分支不同 库利巴利自称隶属于极端
组织 伊斯兰国
这引发针对这次袭击幕
后主使的更大范围猜测
在视频中 库利巴利用流利的法语说 他与
库阿希兄弟为发动袭击相互协作 他为后者提
供 数千欧元 资助
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极端化问题国际研
究中心主管彼得 诺伊曼说 这两个对立组织
在海外袭击行动中有意合作的说法牵强 如
果库阿希兄弟和库利巴利的确分属两个组织
他们的合作只能算 草根层面 不能代表两个
组织的合作
英国极端组织研究专家埃曼 塔米米说 三

黑匣子
找到了

名嫌疑人自称效忠不同极端组织可能意在激起
更大恐慌 即 基地 和 伊斯兰国 虽然对立
但可能 为对付共同敌人而相互支持

月
日 在印
尼庞卡兰布翁 印尼
军警在转移打捞上来
的黑匣子
印度尼西亚搜救
日成功打捞
人员
起失事亚航客机的首
个黑匣子
飞行数
据记录器 另一个黑
驾驶舱话音
匣子
记录器也已被定位
将于
日继续打捞
作业
黑匣子是飞机专
用的电子记录设备
共有两个 即记录飞
行高度 速度 航向等
数据的飞行数据记录
器和记录驾驶舱语音
对话的驾驶舱话音记
录器
新华社发

我不是沙尔利
法国 沙尔利周刊 遇袭后掀起一场 我是
沙尔利 活动 但与此同时 另外一场 我不是沙
尔利 的活动也悄然扩散 尽管规模远不如前
者 但凸显出人们的认知差异和不同立场
越来越多的人谈到 在谴责袭击的同时 他
们实在无法支持一家冒犯宗教的杂志社
一名移民法国的摩洛哥人从另一个角度表
达质疑 他认为 有些参加巴黎游行的政要不应
出现 因为他们在本国国内压制言论 这是伪
善行为

德市政厅遭袭
另据报道 德国柏林警方
日说 柏林新
日晚遭到数十名身份不明
克尔恩区市政厅
人员的攻击 没有人员伤亡 警方逮捕了 名可
疑人员
警方推测 这起事件可能与数天前莱比锡
市一所警察局遭攻击有关联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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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视线

希腊选举 新的不安
吴正龙
希腊定于
日举行议会选举 根据民调 最大
在野党激进左翼联盟可能上台执政 希腊危机爆发
之前 激进左翼联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党
然而自从执行紧缩政策以来 人气蹿升 不到三四
年时间就坐上希腊第一大党的交椅 居然挑战危难
之中施救的欧盟 激进左翼联盟底气何来
希腊危机爆发后 欧盟和其他国际债权人向
亿欧元救助贷款 作为条
希腊总共提供了
件 欧盟向希腊提出严厉的财政紧缩要求 如大幅
削减公务员福利待遇 冻结工资增长 确定退休金
每年补贴封顶额度 提高增值税率 调高对燃油
烟酒等产品的税率等等
尽管希腊财政赤字减少了 国民经济竞争力
增强了 但是经济萧条 民生凋敝 希腊经济相比
年萎缩了
万家企业倒闭 失业率高
约一半年轻人没有工作 四分之一的家庭
达
生活在贫困线之下 民众叫苦不迭 人心思变
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 激进左翼联盟乘着民
意的东风 把竞选纲领直接聚焦老百姓深恶痛绝
的财政紧缩政策和不堪重负的债务包袱
激进左翼联盟提出 上台第一天就要终止紧缩
政策 并公布了增加公共开支 改善民生 刺激经济
的增长措施 同时要求与欧盟就救助协议相关条款
重开谈判 此外 激进左翼联盟还提出要就希腊国
债问题进行债务重组谈判 日前 希腊债务高达
亿欧元 希望通过债务重组谈判免去一半
而对于外界猜测和担心的激进左翼联盟获胜后
希腊可能退出欧元区 激进左翼联盟领导人 日明
确表示 如果他们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并上
台执政 希腊会留在欧元区 但对于终止财政紧缩政
策的承诺 激进左翼联盟依然咬定不放
目前欧元区经济仍持续低迷 且增长低迷态
势已经从外围国家蔓延至核心国家 最困扰欧元区
的高失业率问题并未得到缓解 失业率仍在
以
上 并有可能延续数年之久 许多欧元区国家已经
对财政紧缩政策失去耐心 不过 一些媒体报道 如
果选举后新组建的希腊政府终止紧缩政策 德国准
备将希腊 踢出 欧元区 多数专家并不认为最终会
出现这种情况 但如果成真 希腊可能无力偿还之
前所获得的援助贷款 从而导致债务违约
几年前 希腊危机点燃了欧债危机 至今尚
未平息 希腊激进左翼联盟能否如愿以偿 通过几轮
谈判 让希腊经济从此走上复苏的康庄大道 抑或事
与愿违 引发连锁反应 造成包括希腊和欧元区在内
的更大困局 不管哪种结果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日的选举将会给希腊和欧元区带来新的不安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高级研
究员 前驻克罗地亚大使

专题报道

合法化后荷兰与比利时近年案例暴增 最新案例再次引发欧洲舆论热议

安乐死

韩媒向中国游客 呼喊

是对死亡权的尊重还是滥用

本报布鲁塞尔 月
日电
驻欧记者
王钰深 比利时一名性侵犯布里肯近年来一直
寻求 安乐死 申请去年获批 原定于本月
日执行 但消息曝光后在欧洲引起巨大争议 比
利时司法部长根据医生的最新评估 最终决定
撤销布里肯安乐死的许可 他表示 由于比利时
缺乏治疗严重精神病患的能力 布里肯将会被
转移到根特市的一家精神病医院 随后送往荷
兰的治疗机构

适用对象莫衷一是
布里肯的经历引起了欧洲舆论热议 支持
和反对两派各执一词
支持者认为 如果将安乐死作为一种医疗手
段 无论布里肯是否罪犯 比利时相关部门都该正
常回应请求 比利时安乐死先驱人物迪斯特曼斯

医生也表示 名精神病专家
年对布里肯进
行诊断 一致认为其病情符合安乐死请求标准
荷兰医疗伦理学教授西奥 波尔则持相反
观点 他担任了近十年的安乐死案例监察员 在
他看来 虽能理解特殊病例中使用安乐死 但批
准布里肯的申请是一种耻辱 违背了安乐死的
初衷 这应该被视作疑难杂症的病人无奈之
选 而不是一个患精神疾病的犯人
其实 这并非比利时首次因安乐死引发争
议 去年 比利时议会通过为儿童执行安乐死的
法案 同样招致一片批评声
波尔并不担心该法案的实际危害 他以荷兰
岁以上的儿童执行安乐
为例 法律只允许对
死 但在
年内
万起安乐死案例中 仅有一
岁儿童 比利时在对儿童安乐死案例审
例是
批时也十分谨慎 让我担忧的是 这些 首次 的

象征意义 波尔告诉记者 它们向一些非常规患
者开启大门 未来也许会应用于各类人群 譬如
自闭症患者 精神失常患者或痴呆患者等

滥用或阻医疗努力
目前 世界上立法允许安乐死的国家和地
区有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瑞士和美国的俄勒
冈州 华盛顿州和蒙大拿州等地
法国总统奥朗德在
年当选前承诺通
过新的死亡权利法案 但立法进展缓慢 议会将
于今年初就法律草案进行辩论 在英国 协助自
杀是违法行为 但民意调查显示 公众希望看到
法律改变 使绝症患者可以选择安乐死 但多次
立法申请均被议会驳回
比利时于
年将安乐死合法化 比邻国
荷兰晚一年 当荷兰政府通过安乐死法案后 波

莫把邮筒错当垃圾桶

尔一度认为这将更好地规范安乐死 使之区别
于正常的医疗手段 同时增加其透明度和可控
性 但波尔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荷兰施行安乐
死法律的前五年 选择安乐死的患者人数基本
年开始 这
保持稳定 甚至有所下降 但从
一数字猛增
随后几年一路攀升
年
例 比利时的情况也极其相似
预计高达
从
年的
例到
年的
例
波尔向正在考虑将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提
出建议 等待荷兰 比利时等国家找出安乐死
如果急于立
案例暴增原因并进行有效控制
法 一定要加以严格限制和监督 除了病人必须
能够自主决定 还要确认其所患病症是目前医
疗水平无法改善的 另外 安乐死病人应获得相
应专家的临终关怀 滥用安乐死这一选项可能
会阻碍我们寻找更好的医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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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编辑室 沙县小吃
档案 目击危机 系列 印度
孟买恐怖连环袭击 上 下
东方电影频道
热播剧场 独狼
黄金强档 虎口拔牙
东方放映室
环球影院 玩命快递
美
央视一套
今日说法
电视剧 锋刃
撒贝宁时间
央视三套
文化正午
动物传奇
综艺盛典
央视五套
直播
常规
赛 火箭 篮网
年男子足球亚洲杯小
组赛 科威特队 韩国队
年男子足球亚洲杯小
组赛 阿曼队 澳大利亚队
直播
年国际女足邀请
赛 韩国队 中国队
央视六套
故事片 武状元苏乞儿
译制片 地铁惊魂 韩国
译制片 夺命手机 印度
央视八套
连续剧 天生要完美
连续剧 复仇
美国
央视十一套
黄梅戏 王老虎抢亲
影视剧场 宝莲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海事局航行通告
杭州湾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新建舾装码头工程施工
沪海航
号
作业日期
年 月
日至 月
日
作业水域 杭州湾临港外高桥造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出运码头西侧下列
四点依次连线水域范围内
作业方式 由中交一航局第一工程有限公司负责施工 工程内容包括水上
沉桩 现浇横梁 墩台和预 制 构 件 安 装 等 沉 桩 作 业 时 打 桩 船 浙 桩 号 船
米 船宽
米 在作业水域内垂岸布置 艏艉向海侧和岸侧各抛八
长
字开锚 前后两锚间距约
米 左右两锚间距约
米 吊装作业时 起重船
待定
在作业水域内类似布置 前后两锚间距约
米 左右两锚间距约
米 运输船 腾 峰 号 腾 峰
在作业水域辅助施工 其它作业船舶按需
进场施工
注意事项
作业船在明显处悬挂规定的作业信号 锚缆入水方向白天
显示明显标志 夜间灯光照射 保持
正常开启
作业船加强值班
望和
频道守听 主动联络
航行船舶从作业水域外 缓速 通 过 谨 慎 驾 驶
风力大于 级或能见度小于
米时 作业暂停
年 月
日

欢 迎 刊 登 分 类 面 积 广 告
厘米
厘米
厘米
厘米

刊登热线

元
元
元
元

品 牌推广
生

商 品 促 销

师声明

各类招商
公 告

清算公告

动拆迁公告等

启 事

招
律

合并公告

广告效应佳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张欣 继找不到公厕之后
中国游客出国旅游又遇到找不到垃圾桶的尴尬 韩
日呼喊 救救邮筒 抱怨中国游客
国 朝鲜日报
习惯性地往韩国邮筒里扔垃圾
报道说 首尔明洞和东大门的邮筒因为中国游
客扔的垃圾肮脏不堪 乐天百货店前的邮筒每周能
升垃圾 东大门平和市场入口处的邮筒每周
清出
能清出 至 升垃圾
韩国邮筒被误当成垃圾桶的原因可能是 一来韩
国街头没有垃圾桶 二来语言不通导致游客误解 据了
年代中期就取消了街头垃圾桶
解 韩国从上世纪
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清楚这点 韩国人逛街时有垃
圾了 要么交给购物地点的商贩 要么自己想法子带走
处理 而中国人不明情况 有的就错把邮筒当垃圾桶
其实 街头没有垃圾桶的不光是韩国 日本的街
头 公园等公共场合都没有垃圾桶 而且实行严格的垃
圾分类 市民出行也都自觉地把消费垃圾分好类 或者
带回家 或者送到有垃圾站的商店和餐厅等地方

Patiënten met autisme of psychische stoornissen zoals dementie
Misbruik of het blokkeren van medische inspanningen
Euthanasie is momenteel wetgeving in de wereld maakt de staat en lokale
Area Nederland België, Luxemburg en Zwitserland en de Verenigde Staten Oregon
Oregon State, Washington en Montana en andere plaatsen
De Franse president Francois Hollande beloofd voordat hij door werd verkozen
Het nieuwe wetsvoorstel van de rechten was overleden, maar de vooruitgang is traag wetgevende
raad geweest zal
Eerder dit jaar, het debat over het wetsontwerp in het Verenigd Koninkrijk sinds hulp
Het is illegaal om te doden, maar peilingen tonen het publiek wil zien
Wet veranderd, zodat terminaal zieke patiënten kunnen kiezen voor euthanasie, maar veel
Parlement verwierp wetgeving van toepassing was
De legalisering van euthanasie in België dan in de buurlanden
Nederland een jaar later, toen de regering van Nederland euthanasie wetsvoorstel wave
Seoul ooit dacht dat het beter zou zijn om het verschil tussen euthanasie specificatie maken
In normale medische behandeling terwijl het verhogen van de transparantie en beheersbaarheid
Seks, maar al snel bleek dat hij verkeerd was Boer Nederlandse implementatie vrede
De eerste vijf jaar van het aantal patiënten kiezen euthanasiewet in principe dood
Stabiel gebleven of zelfs gedaald, maar begin dit jaar
Een cijfer steeg helemaal naar boven in de komende jaren
Verwachte gevallen tot gevallen zijn zeer vergelijkbaar in België
Van jaar tot jaar in het geval van patiënten
Boer natie overweegt om euthanasie vermelding legaliseren
Nederland en België en andere landen wordt aangeraden om te wachten om uit te vinden
euthanasie
Zaak explosie oorzaken en effectieve controle als popelen om op te staan
Wet strikt beperkt en gecontroleerd naast de patiënt moet
Zorg er ook voor dat ze in staat zijn om zelfstandig te bepalen van de huidige prevalentie van de
ziekte is de medische
Een andere patiënt de behandeling niveau euthanasie mag niet worden verbeterd om de fase te
verkrijgen
Hospice misbruik expert euthanasie moet deze optie kan
Zal ons belemmeren om betere medische programma's te vind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