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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4月15日电
记者 华义

日本政府日前决定将福岛第一
核电站上百万吨核废水排入大海。
个别日本官员公开表示：“这些水
喝了也没事。”好一个“喝了没
事”，何其自私！

福岛核事故是迄今全球发生的
最严重核事故之一，造成大量放射
性物质泄漏，对海洋环境、食品安
全和人类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日
本政府此次决定排放入海的核废水
不少接触过堆芯熔毁的核燃料，含
有的放射性物质极其复杂，与全球
核电站正常运营中排放的含氚废水
不可相提并论。然而，日方始终混淆
概念，规避问题实质，甚至称排放含
氚废水是全球惯例。在这样一件事
关人类福祉的重要事情上，日方避
实就虚，企图蒙蔽世人，其言不信。

日本在决定排放福岛核废水入
海前，未与各利益攸关国家和相关机
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根据《联合
国海洋法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
约》《核安全公约》等国际法，日本需
承担通知并充分协商环评监测、采取
预防措施确保危险最小化、保障信息
透明等国际义务。《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还规定，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的事
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染，不致扩大到
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由于洋
流、量级、洄游鱼类等因素，日本核废
水排海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跨境影响。
作为公约缔约方，日本所作决定将开
创严重核事故处理后废水向海洋排
放的先例，其行不义。

日方称，决定排污入海的一大
理由是储水罐即将不够用，且福岛

第一核电站厂区内增设储水罐的余
地有限，已无更多空地用于大量建
设储水罐。然而事实是，如今福岛
核电站周围都是无人居住区，要买
地不会买不到，非不能也，实不为
也。日方曾声称，排放核废水入海
是“成本最低、最易操作”的方
案。这是把部分产业、个别企业的
短期利益置于本国民众、周边国家
人民切身利益和国际公共健康安全
之上，其为不仁。

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在核
事故处理方面有着众所周知的诚信
赤字。福岛核事故初期，日本政府
一度宣称“事故影响有限”“善后
进展顺利”，但事实证明绝非如
此。东电公司在事故初期就已知道
堆芯熔毁，却试图隐瞒真相。在事
故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日方对福
岛核泄漏问题要么讳莫如深，要么
闪烁其词，对日本国内外的担忧始
终没有给出一个让人安心的答复。
种种行径显示，其心不诚。

不信、不义、不仁、不诚——
个别日本官员居然还想用一句“喝
了没事”搪塞公众、蒙蔽世人，良
知何在？信誉何在？底线何在？

日方决定将核废水排放入海已
引起国内外严重关切。300 多个环
保团体向日方表示坚决反对。韩国
总统文在寅要求相关部门研究把日
本“排污”一事提交国际法庭。认
真回应国内外的质疑和担忧，以诚
恳的态度担当应尽之责，是日本当
局挽救自身声誉的唯一正确路径。

好一个“喝了没事”！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记者 刘品然 史先涛

美国总统拜登 14 日宣布，驻
阿富汗美军将于今年 9 月 11 日前撤
出，以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
争。同日，北约成员国外交部长和
国防部长举行线上会议，决定从 5
月 1 日起的“几个月内”从阿富汗
撤出全部军队。

分析人士指出，历时近 20 年
的阿富汗战争令美国及其盟友深陷

“帝国的坟墓”，同时也给阿富汗人
民带来深重灾难。直至今日，阿富
汗的政治和安全问题仍未得到真正
解决，而美军却想一走了之，留给
阿富汗的将是一个千疮百孔、危机
四伏的未来。

20年战争有望结束
按计划，美军和北约盟国军队

将于 5 月 1 日开始有序撤离，并于
9 月 11 日前完全撤出。美国官方数
据显示，目前在阿美军部队约有
2500 人。阿境内还有未公开证实
的约 1000 名美特种部队士兵，还
有约 7000 名其他北约国家的军人。

拜登表示，美国今后将不会在
军事上介入阿富汗，但在外交和人
道主义方面的工作仍会继续。美国
将继续支持阿富汗政府，向阿安全
部队提供支持，并支持阿富汗政府
与塔利班之间的和谈。他同时表
示，塔利班若在美国及其盟友撤军
过程中向其发动袭击，美军将采取
一切手段进行自卫。

针对美方表态，阿富汗总统加
尼表示，阿政府尊重美国政府的决
定，将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继续与
美国及北约保持合作。阿国防与安
全部队完全有能力捍卫自己的国家
和人民。

根据美国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
去年 2 月底签署的协议，美方承诺
在 135 天内把驻阿美军从大约 1.3
万人缩减至 8600 人，剩余的美军
和北约军队将于今年 5 月前撤出。
塔利班则承诺，不允许其成员以及
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其他组织
利用阿富汗国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
安全。

拜登上月曾表示，美国“很难”
在上届政府承诺的 5 月 1 日期限前
全部撤军。塔利班当时警告美国不
要违反承诺，否则将做出反应。

撤军决定引发争议
分析人士指出，阿富汗战争使

美国继越南战争后再次长期深陷战
争泥潭。自小布什总统发动阿富汗
战争以来，在他之后的两任总统都
承诺要结束这场战争，但最终都因
为种种原因始终难以让美军脱身。

对于拜登政府的撤军决定，美
国国内产生了不同的声音。曾在小
布什政府中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副
主席的戴维·戈登表示，美国已身
陷阿富汗战争 20 年，公众早已不
支持这场战争。他认为，美军撤出
会对塔利班有利，但俄罗斯、伊
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将会更积
极地参与阿富汗事务，它们都不希
望塔利班迅速获胜。

但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专家学
者以及媒体也有不少反对声音。参
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说，如此
鲁莽撤出是一个严重错误，这是在
敌人面前的撤退以及对美国领导力
的放弃。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成员、
民主党人珍妮·沙欣称，这将破坏
美国对阿富汗人民、尤其是阿富汗
女性的承诺。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阿提库
拉·阿马尔希勒则认为，美国不会
完全撤离阿富汗，为维护美国在该
地区的利益，美国会继续在阿富汗
保持军事或情报存在。

和平前景依旧渺茫
随着美军及其盟国的部队撤出

阿富汗，阿舆论普遍对国家未来和
平形势表示担忧。阿媒体指出，美国
没有履行对阿富汗的真正责任，没
有真正帮助阿富汗建立强有力的政
府以解决恐怖主义和毒品走私等问
题。在此情况下，美国甩包袱走人的
行为牺牲的是阿富汗人民的利益。

阿富汗国民议会人民院议长拉
赫马尼 14 日表示，美国从阿富汗
撤军的条件还不成熟。美国撤军
后，阿富汗可能会陷入更严重的内
战。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
究员迈克尔·奥汉隆认为，拜登的
撤军计划是一个巨大错误，可能会
使阿富汗面临内战加剧、种族清
洗、国家分裂。

阿富汗舆论普遍认为，美军撤
离后，塔利班不会切断与“基地”
组织等恐怖组织的联系，这些恐怖
组织在阿富汗的活动将更加猖獗，
对阿富汗以及地区安全造成更大威
胁。

拜登宣布驻阿富汗美军将于9月11日前撤出

美国撤军将给阿富汗留下一个烂摊子

这是2003年12月16日，驻阿富汗的美军在阿富汗中部的瓦尔达克省巡逻。阿富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
间最长的海外战争。 （新华社发）

新华社大马士革 4月 14日
电（记者汪健 郑一晗） 叙利亚
外交部 14 日发表声明说，叙方
拒绝接受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禁
化武组织） 日前发布的有关叙西
北部萨拉基卜市化武事件报告的
相关内容，并对此表示强烈谴
责。

声明说，报告包含虚假结

论，调查团队采用不可信消息来
源，且未实地到访声称的事件现
场，也未亲自取样。报告相关结论
是禁化武组织及其调查团队的“又
一丑闻”。

声明强调，叙利亚坚决拒绝任
何一方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使用
化学武器。叙利亚不拥有化武，之
前没有使用过化武，现在也不可能

使用。叙方认为，使用这种武器与
其道德和法律义务不符。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叙境内
的杜马镇、萨拉基卜市等多个地点
据称曾发生化武袭击事件，禁化武
组织就相关事件展开调查后发布了
报告。在 2020 年和本月中旬发布
的报告中，禁化武组织均称，叙政
府军在相关地点使用了化武。

叙利亚拒绝接受禁化武组织报告

据新华社维也纳 4月 14日电
（记者于涛）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格罗西 14 日在接受中国媒体采
访时表示，日本向太平洋排放的核
废水不应对环境造成损害。

格罗西认为回应国际社会关切

的方法是增强“透明度”。他说，国际
原子能机构将以“准确和透明”的方
式与日本合作，在日本处理过的核
废水排放到海洋之前、期间和之后，
专业地开展监督和监测工作，确保
废水排放不对环境造成损害。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称

日本核废水排海不应危害环境

新华社德黑兰 4月 15日电
（记者高文成） 伊朗总统鲁哈尼
15 日表示，伊朗将浓缩铀丰度
提高到 60%，并不是在寻求发展
核武器。

据伊通社报道，鲁哈尼当天
在一石化项目线上开工仪式上
说，有人认为伊朗生产丰度为
60%的浓缩铀是为达到 90%武器
级丰度做准备，这种观点是错误
的。

谈及就美伊恢复履约问题在

维也纳举行的会谈，他说，美国现
在应重回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并
取消对伊制裁。

位于伊朗中部的纳坦兹核设施
电力系统 11 日发生故障，伊朗政
府随后指责以色列发动了这次“破
坏活动”。鲁哈尼 14 日在内阁会议
上说，伊朗将把浓缩铀丰度提高到
60% ， 并 启 动 更 多 IR- 6 型 离 心
机，“这是对邪恶行径的回应”。

2015 年 7 月，伊朗与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达

成伊核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
限制其核计划，浓缩铀丰度不得超
过 3.67%，以换取国际社会解除对
伊制裁。

2018 年 5 月，美国政府单方面
退出伊核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一
系列对伊制裁。2019 年 5 月以来，
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
款，但承诺所采取措施“可逆”。
今年 4 月 6 日，伊核协议相关方代
表开始在维也纳就美伊恢复履约问
题举行会谈。

伊朗总统：

提高浓缩铀丰度并非寻求发展核武器

【上接第1版②】

衍生文旅产品提升
城市文化影响力

在历史传承中融入时代元
素，激发城乡发展新活力。

围绕考古遗址和出土文物开
发周边产品，是第一步。这几年，
慈溪将越窑青瓷元素植入农业、
音乐、影视、旅游等，做大做强“青
瓷+”产业，成效明显。慈溪市越
窑青瓷有限公司创建人孙迈华就
是越窑青瓷“回归”的见证者，他
说：“依托上林湖越窑遗址丰厚的
历史文化资源，慈溪发掘青瓷遗
产，普及青瓷文化，加快申遗步

伐，将有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响
越窑青瓷品牌。”

从上林湖越窑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上林湖越窑博物馆、上林湖青瓷
文化传承园到鸣鹤古镇，一路绵延
近 30 公里，成为国内唯一的秘色瓷
文旅线路。

临近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芦山
寺村浪墅桥自然村，去年投入 3000
万元打造“茭美古渡”美丽乡村示范
线的一个核心景区，包括农耕文化
印象馆、非遗馆、越瓷坊、古法榨油
坊、钱家大院等景点，不断吸引游客
前来探寻乡间风情。“我们充分利用
河姆渡遗址景区的客流，开辟文旅
融合发展之路，把‘美丽资源’转化
为‘美丽经济’。”芦山寺村党总支书

记向国灿说，村里采取补贴、培训等
方式，鼓励村民开设民宿和餐饮店，
把浪墅桥自然村建成一个体现河姆
渡元素的特色村。

“河姆渡遗址、句章故城、上林
湖越窑遗址、永丰库遗址、井头山遗
址等一批重要考古发现，有力推动
了宁波探索地域文明、挖掘‘海丝’古
港内涵、打造文旅融合范例，也极大
丰富了宁波的历史文化内涵，为宁波
赢得了广泛的文化认同。接下来。我
们将把传承优秀文化、保持历史记忆
作为城乡建设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基
本原则，积极探索和推进文化遗产保
护与美丽城乡建设的有机结合，助推
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建设。”市文化广
电旅游局有关负责人说。

【紧接第1版①】实现了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
产党领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
业是正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
动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

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正
确的，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扎根中国大
地、吸纳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独立自
主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是正确的，
必须长期坚持、永不动摇。

文章强调，今天，我们比历史上
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
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完
全可以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