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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沈红辉）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5
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向供奉有
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献上被称
为“玉串料”的祭祀费。

当天是日本投降 72 周年纪念
日。安倍委托自民党总裁助理柴山
昌彦当天上午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
费。柴山昌彦说，安倍对无法亲自
参拜感到“抱歉”。

这是安倍 2012 年年底就任首
相以来，连续第 5年在日本投降日
当天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

此外，自民党干事长代理萩生
田光一和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次子、
自民党第一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当
天上午参拜了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
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
14 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
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
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
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也导致日本与中韩等亚洲国家关系
紧张。

新华社东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王可佳 沈红辉） 前日本国会众
议院议长河野洋平日前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

政外交政策进行批评，并表示安倍
长期执政是“日本人民的不幸”。

日本神奈川县媒体《神奈川新
闻》 网站 15 日刊载了对河野洋平
的专访。河野洋平认为，安倍强行
通过新安保法等法案，并未得到人
们的充分理解。他在国会选举前打
出“安倍经济学”等经济政策吸引
选票，获得议席之后便为所欲为。
安倍多年来始终重复这样蛮横的执
政方式，这与国民的希望相背离，
安倍政权的长期持续是“日本人民
的不幸”。

就安倍图谋修改日本和平宪
法，河野洋平认为，安倍的修宪企
图不会成功，因为现在执政联盟内
部已经开始慎重考虑安倍的修宪企
图，而安倍支持率的下降也将影响
人们对他提出的修宪草案的态度。

河野洋平还批评了安倍的外交
政策。他认为，日本人民期待日本
与中国和韩国改善关系，日本政府
需要与中国携手合作，应与中国建
立彻底的信赖关系。

他表示，安倍政府通过内阁决
议修改宪法解释，解禁了集体自卫
权，打破了现状。安倍的外交是盲
目跟从美国的外交，这种做法非常
危险。

1993 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的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
调查结果发表谈话，承认日军直接
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

“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
“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
省。“河野谈话”为此后历届日本
政府所继承，是日本政府在“慰安
妇”问题上的正式立场。

2015年8月，安倍发表战后70
周年谈话，仅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
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
和“道歉”，并宣称战后出生的日
本人不应背负“谢罪的宿命”。这
份回避直接道歉、态度暧昧的“安
倍谈话”被视为是较“河野谈话”
的历史倒退，一发表便遭到日本社
会各界及国际社会的强烈批判。

新华社北京 8月 15日电 （记
者闫子敏）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5 日表示，中方赞赏日本国内有
识之士揭露历史真相的勇气，希望
日方认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
正确认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8 月 13 日，日本 NHK 电视
台在日本侵华战争战败 72 年前夕
播放了一期特别节目 《731 部队的
真相》，发掘了日本 731 部队超过

20 个小时的认罪录音，完整还原
了这支部队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滔
天罪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
间，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发动了令
人发指的细菌战，进行了惨无人道
的人体活体试验，犯下了反人类的
滔天罪行。有关史实铁证如山，不
容否认。只有正确对待历史，日本
才有可能卸下历史包袱。

“我们赞赏日本国内有识之士
揭露历史真相的勇气，希望日方认
真倾听国内外的正义呼声，正确认
识和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历
史，切实尊重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
民的感情。”她说。

此外，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 15 日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
向靖国神社献上被称为“玉串料”
的祭祀费。

对此，华春莹表示，靖国神社
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
二战甲级战犯，我们坚决反对日
方的错误做法。今年是卢沟桥事
变和南京大屠杀发生 80 周年，中
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
侵 略 历 史 ， 同 军 国 主 义 划 清 界
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

安倍晋三再次向靖国神社“献祭”
前日本国会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安倍长期执政是“日本人民的不幸”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新华社北京8月15日电
新华社记者 柳 丝

“我们是谁？”10 多年前，带
着盎格鲁－新教文化的认同危机
感，“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者塞缪
尔·亨廷顿对美国人的身份发出了
这样一问。亨廷顿对其他人种和群
体冲击美国文化和“美国信念”的
那种白人心态，似乎一语成谶。

近日，在美国“开国三杰”托
马斯·杰斐逊的家乡——弗吉尼亚
州夏洛茨维尔市，爆发了 10 年来
最大的白人至上主义游行。游行最
终演化成暴力骚乱。当地时间 14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声明，谴
责白人至上主义、三K党、新纳粹
以及其他“仇恨组织”为“罪犯和
暴徒”，“令人厌恶”。

特朗普执政的试金石

有人说，弗吉尼亚骚乱与特朗
普现象，其背后有一种白人危机的
心态。

为什么会产生如此联想？一个
原因是，特朗普的支持票中，白人
危机感赫然。

对于特朗普的主体支持者，媒
体形象地冠之以“老－白－男”的
称号，而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胜
选则是在某种程度上巧妙利用了白
人对身份衰落的恐惧以及对少数族
裔和移民的不满。

这一结论体现在一些具体数据
中。美国统计局今年早些时候正式
公布了 2016 年总统选举的投票数

据，自 1980 年以来非西裔的黑人
选民比例首次减少。在参加总统选
举投票的选民中，非西裔白人超过
70％，其中近六成投给特朗普；其
他族裔占不到 30％，其中投给特
朗普的比例远远低于投给民主党候
选人希拉里的比例，且差距较大。

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特朗普
本身跟白人至上主义根本不沾边，
其胜选也绝非白人至上主义的胜
利。他对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暴力的
谴责言辞鲜明、强烈。

弗吉尼亚骚乱被广泛认为是特
朗普执政的又一个试金石。然而，
骚乱背后，美国社会、种族意见的
极化加剧与矛盾对立深重，却并不
是总统发话就可以根除的。

是什么催生了白人至
上主义

同样要指出的是，并不是特朗
普当选及执政后才催生了白人至上
主义。

一方面，全球化、科技进步以
及金融危机的三重作用下，衰退的
美国制造业“铁锈地带”集中了大
量的白人蓝领，中产阶级相对收入
下降，于是种族和移民成为一系列
经济问题的发泄出口。如《怨恨政
治》作者、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的
政治学教授凯瑟琳·克雷默所指
出，当今美国社会，经济不平等加
剧，城市和乡村严重分化，对于很
多锈带区的白人蓝领而言，种族主
义倾向和经济焦虑纠缠在一起。

另一方面，白人人口比例多年

来加速下降，且老龄化问题严重，
预计到 2050 年少数族裔将全面赶
超白人数量，非西裔白人身份危机
感上升。这些因素催生了白人至上
主义的迅猛抬头。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白人
至上主义尤为活跃，一些现象在表
明，种族隔阂与极化心态正在从隐
性演进为显性，突出表现为传统白
人、老移民群体，与黑人、拉美裔
和新移民之间的斗争。

无论是白人极端者针对少数族
裔的暴力事件，还是黑人群体频繁
的反种族歧视游行，或是亚裔联合
起来反对招生歧视等等，种族矛盾
近些年来一直在加剧。难怪美国媒
体将“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
列为2016年年度热词。

此外，种族主义长期以来被奉
为“政治正确”的禁忌话题，而今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打破这种

“政治正确”。美利坚大学教授、东
亚研究中心主任赵全胜指出，这一
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美国一些
政策的“矫枉过正”。如为照顾少
数族裔而实施的教育平权，让白人
感到空间受挤压，以至于出现反
弹。此外，如今政府出台的穆斯林
旅行禁令、移民改革等政策，在客
观上放大了白人的这种心态。

骚乱是社会撕裂的高
潮还是预演？

弗吉尼亚骚乱，不是个案，而
是美国“身份政治”矛盾的缩影之
一。

去年 6月，美国加州反移民的
白人至上主义右翼团体在集会时与
反对者发生冲突，导致至少 10 人
受伤。《纽约时报》 今年 2 月统
计，全美已经有超过 900个“仇恨
组织”，这一数字是 1999年的两倍
还多，并且连续两年增加，尤其是
反穆斯林、反黑人、反移民等等极
端组织的数量越来越多。

《纽约客》 网站 13 日文章预
言，弗吉尼亚骚乱，是今后更多同
样悲剧的预演。

赵全胜分析说，首先，骚乱反
映出当下“美国分裂”的一个现
状，分裂的不只是内政问题，如奥
巴马医改，还包括社会、族群的分
化。

第二，骚乱反映出历史遗留下
来的种族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
包括纳粹主义等沉渣泛滥，呈现反
历史潮流的态势。

第三，从更深层次来说，围绕
少数族裔和白人产生的是“身份认
同”问题。从当年“五月花号”到
现在，白人至上主义者坚持认为其
白人传统才是美国建国的底蕴和根
源。

在亨廷顿看来，移民 （尤其
是拉美裔） 的涌入、次国家认同
的强化及多元文化主义的盛行，
对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文化
中核心地位，即白人本土文化构
成挑战。

先不论亨廷顿带着怎样深深的
“白人文化中心”论调，但这却能
解释如今美国社会的一种深度撕
裂。

弗吉尼亚骚乱背后的“白人心态”

8月14日，“猎鹰9”火箭
搭载“龙”飞船在美国佛罗里
达州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升
空。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
“龙”货运飞船 14日从佛罗里
达州升空飞往国际空间站，这
是该公司最后一次使用全新的
第一代“龙”飞船执行货运任
务。当天发射飞船的“猎鹰
9”火箭又一次成功回收。

（新华社/美联）

“龙”飞船
送货

8月15日，在韩国首尔，韩国民众参加和平游行示威。
数千名韩国民众 15日在首都首尔参加大规模反对萨德、反对韩美

军演的和平游行示威活动。 （新华社发）

韩国民众举行
大规模和平游行示威

新华社加拉加斯8月14日电
（记者徐烨 王瑛） 委内瑞拉总统
马杜罗 14 日宣布，将在 26 日至
27 日举行军民联合军事演习来应
对来自美国的“战争威胁”。

马杜罗说，他已经指示军队
进行军事演习的前期准备，以加
强国家全面武装防御能力，维护
委内瑞拉的主权与和平。

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
威胁对委内瑞拉“动武”，说明
美国对委干涉政策已经陷入“绝
望”阶段。“特朗普政府一直以
来在委内瑞拉国家内部进行的策
反和破坏活动失败了，所以他直
接摘下面具与委内瑞拉公开对
抗。”

马杜罗要求所有人民团结一

致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完整。他还
表示，特朗普对委威胁动武将破
坏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和平，已
遭到了地区多数国家的反对。

特朗普 11日说，美国在“应
对”委内瑞拉目前局势方面有众
多选择，他不会排除对委采取军
事行动的可能性。

7 月 30 日，委内瑞拉举行制
宪大会选举，8月4日委制宪大会
正式成立。委政府希望通过重新
制定宪法，解除反对派占多数的
议会的权力。委国内反对派对此
予以抵制，认为其严重违宪。美
国也拒绝承认制宪大会的合法
性，此前连续宣布制裁参与组织
和支持委制宪大会的委政府官员
或前官员。

委内瑞拉将举行军事演习
应对美国威胁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刘曦）
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发言人伊恩·
麦康瑙希 14 日在一份声明中说，
美军一艘航空母舰一天前在波斯
湾国际海域执行飞行任务时，遭
遇一架伊朗无人机的危险逼近，
两者相距最近时不足300米。

麦康瑙希说，事发 13 日夜，
一架伊朗 QOM－1型无人机“不
安全且不专业地”靠近美国“尼
米兹”号航母。伊方无人机没有
装载武器。

“ （在美军） 数次经由无线
电通信要求 （与无人机进行） 联
络时，QOM－1型无人机的操控
方没有任何回应。这架无人机几
次靠近‘尼米兹’号航母及其护
卫舰，过程中没有开启导航灯，两
者相距最近时不足 1000 英尺（300
米）。”麦康瑙希在声明中说，这种
行为可能造成飞机与军舰碰撞，违
反国际海洋惯例和法规。

按照美军方面的说法，这是
今年以来，美国海军第 14次在海

湾水域遭遇伊方“不安全且不专
业”靠近，也是一周内发生的第
二次类似事件。

本 月 8 日 ， 美 国 海 军 官 员
说，美军一架 F／A－18E 型“超
级大黄蜂”式战机在海湾准备向

“尼米兹”号航空母舰上降落时，
同样遭遇一架伊朗 QOM－1型无
人机危险逼近，两者相距最近时
不足 30米。美军战机经由无线电
通信警告无人机保持距离，但后
者不予理睬，美军战机不得不进
行规避操作，避免相撞。

对于 13 日这次“相遇”，伊
朗军方暂未予以回应，伊朗媒体
也暂未就此事进行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今
年 1 月上任以来，以伊朗坚持试
射弹道导弹为借口对伊朗不断施
压，相继出台了延长制裁期限、
限制伊朗公民入境等措施。美国
认定伊朗弹道导弹威胁美国国家
利益，伊朗则表示发展导弹技术
是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

一周内第二次
美国伊朗海空“斗法”

8月13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参赛选手驾驶着自制飞行器“飞”进
莫斯科河。当天，莫斯科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无动力自制飞行器比
赛，参赛的飞行器造型各异，趣味横生。 （新华社/欧新）

别开生面的别开生面的
飞行器大赛飞行器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