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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A16

加倍
“催债”，
炮轰德国

特朗普北约峰会
“开火”

7 月 12 日，在日本冈山县仓敷市，
士兵开展搜救。新华社发

30 年来灾情最重

日本暴雨遇难人数
升至 200 人
据日本警察厅 12 日发布的最新信息，
日本西部地区暴雨灾害遇难人数已升至 200 人。这
次灾害是自 1982 年长崎县水灾造成 299 人死亡或失踪以来，
日本由降雨引发的最严重灾难。
另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12 日的消息，
目前暂无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灾害”
“灾害发生之后，主要铁路、公路干道
一时间全部中断，这里成了名副其实的‘陆
上孤岛’。”家住日本广岛县吴市的居民山
本 11 日告诉记者。
吴市是日本本次暴雨洪灾受灾最严重
的地区之一。连日暴雨导致当地发生山
洪、泥石流，致使 17 人死亡、数人下落不
明。现在渡轮是这里通往外界的唯一畅通
手段，物资十分紧缺，救援进程缓慢。
吴市位于广岛县南部，在吴市，受灾最
为严重的是天应西条地区。这里南面临
海，东西北三面环山，大量住宅依山而建。
记者在当地看到，地势高处有多间民宅已
被泥沙彻底冲毁，房屋残片散落四处。地
势低处的房屋土地被一人高以上的沙土掩

埋，不少车辆只能露出车顶。沿途残枝断
木及碎石随处可见，
场面触目惊心。
很多年迈的居民告诉记者，这是他们
有生以来遇到的最严重灾害。一名居民
说，6 日晚这里同时遭遇山洪及山体滑坡的
双重打击，泥石流和洪水一起席卷了沿途
的房屋和道路，导致整个地区被泥沙掩埋，
多人不幸遇难。目前仍有五六人下落不
明。
由消防员、警察、自卫队员等组成的救
援力量正在紧急搜索失踪人员。但灾区房
屋损毁严重并被泥沙掩埋，再加上连日持
续 30℃以上的高温，非常不利于搜救。救
援人员只得在可能发现失踪人员的地点用
铲子挖掘，
进度十分缓慢。

高官喝酒聚会遭指责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计，截至 12 日上
午，受此次暴雨影响，日本共有 31 个道府
县的 519 处发生沙土灾害，其中 382 处为
山体垮塌，119 处为泥石流，18 处为滑坡。
其中，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广岛县发生沙土
灾害达 70 处。
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数据显示，截至 12
日 5 时半总计约 6700 人被疏散，以冈山、
广岛为中心的 16 个府县已有 5600 人进入
政府指定的避难所避难。
随着灾情日益扩大，日本政府前期应

对不力问题凸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自
由民主党高层在降暴雨时喝酒聚会，更是
给民众不满火上浇油。
面对各方指责，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说，
“ 只要把该做的事情做了”，聚会就没有
问题。防卫大臣小野寺作出类似表态，
说参
加酒会
“对一系列应对举措没什么影响”
。
安倍晋三 12 日在
“非常灾害对策本部”
会议上表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 7.1 万套临
时住宅；拟对地方政府的灾害废弃物处理
和受灾的处理设施复原提供财政援助。

给灾区寄千纸鹤遭抵制
面对灾情，日本自卫队紧锣密鼓地给
灾区送上物资，依然无法解决灾区物资匮
乏的现状。
与此同时，为表达对灾区的祝福，日本
各地人民使出“洪荒之力”叠出的千纸鹤成
群结队“飞”赴灾区。虽然缺水缺电缺食
物，千纸鹤在灾区却多得过分，简直泛滥成
灾，堆积如山。
尽管有零星网民支持给灾区寄千纸鹤
表达祝福，日本网上舆论还是一边倒地呼
吁：
“ 别寄了！”
“ 请停止给灾区寄千纸鹤！”
“不要再寄垃圾啦！”
“谁寄谁是自我满足的

伪善家！”
比起感情用事的评论，也有网友分析
说，现阶段灾区交通状况不好，物资尚且无
法送达，不因邮寄千纸鹤而占用公共资源
就是对灾区最好的支持。
有网友提出“千纸鹤替代方案”：以“转
发 1000 次应援广告大赛”为题，提前征集
愿意赞助的企业，在幼儿园、中小学以班级
为单位，用赞助企业的商品拍摄 15 秒的灾
区应援广告，发表在社交媒体上，每转发
1000 次，
企业就给灾区捐出 10 万日元。
综合新华社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首脑会议 12 日进入第二
天，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
会场内外持续施压北约成员国增加防务支出，不仅
要求“立即实现”占国内生产总值（GDP）2%目标，
更提出
“最终目标是 4%”
。
除向盟友催要更多
“份子钱”
，
特朗普两天来瞄准
德国
“火力全开”
，
指责德国不但军费增长没达标，
还
花大钱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
成为俄罗斯的
“俘虏”
。

自行“涨价”被批“不是买卖”
北约成员国 2014 年同意，10 年内将各自防务
支出增加到 GDP 占比 2%水平。
据北约最新估计，29 个成员国中有 15 国将在
2024 年年底前达到 2%支出目标。
特朗普 11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写道，北约
成员国“必须马上”实现 2%目标，而不是等到 2025
年。媒体报道，他开会时告诉北约盟友，他的理想
目标是 4%。
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证实：
“出席北约峰会
期间，总统提及北约成员国的军费支出不仅要达到
占 GDP2%的目标，
还要增加至 4%。
”
美国自身尚未达到这个水平。美国去年防务
支出占 GDP3.57%。
保加利亚总统鲁门·拉德夫告诉媒体记者，特
朗普确实提出 4%的目标。拉德夫说：
“北约不是做
（军事）安全买卖的证券交易所，北约是靠战略目标
和共同价值观团结在一起的主权国家联盟。
”
北约 11 日发布的峰会公报重申了成员国军费
开支占 GDP2%的目标，
没有提及 4%的说法。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记者会上说，2%
是北约成员国一致承诺的目标，北约正在朝着实现
目标而努力。

痛批德国 转移视线
德国因为军费增长“不达标”，屡遭特朗普批
评。这次峰会上，特朗普不仅指责德国少交北约
“份子钱”
，
更把火引至德俄关系。
特朗普 11 日当着媒体记者的面说：
“我们本应
提防俄罗斯，德国却把每年数十亿美元资金付给俄
罗斯。我们保护德国，保护法国，保护所有这些国
家，有些国家却与俄罗斯达成天然气输送协议……
我认为那非常不合适。
”
当天早些时候与斯托尔滕贝格举行早餐会时，
特朗普指认“德国近 70%的天然气市场被俄罗斯控
制”。他作出评断：德国已被俄罗斯“俘虏”，默克尔
政府
“完全被俄方控制”
。
他 12 日继续借社交媒体“推特”批判德国同意
推进在波罗的海铺设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输往欧
盟国家的“北溪 2 号”项目，
“ 为了满足自己的能源
需求开始向俄支付数十亿美元……不可接受！”
默克尔政府强调
“北溪 2 号”
仅是商业项目。针
对特朗普批评，
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告诉媒体记
者：
“我们既不是俄罗斯的、
也不是美国的囚徒。
”
美联社和路透社的报道都提到，特朗普攻击德
俄关系似乎意在转移外界对他自己与俄罗斯总统
关系的关注。特朗普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定
于 16 日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正式会晤。
新华社特稿

7 月 11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比利时布鲁塞尔
北约总部出席北约峰会。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