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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DA批准放飞转基因蚊子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日
前批准在东南部的佛罗里达州开展转
基因蚊子野外试验。这种转基因蚊子
可帮助控制寨卡病毒病、登革热与基
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的传播。

在考虑了数以千计的公众意见
后，FDA当天发布最终版环境评估报
告说，英国牛津昆虫技术公司在佛罗
里 达 州 基 黑 文 地 区 投 放 代 号 为
OX513A的转基因蚊子，“不会对环境
产生显著影响”。FDA今年3月公布的
初步环境评估报告也认为，这种蚊子
不会显著影响环境。

据牛津昆虫技术公司介绍，他们
利用基因工程技术修改了雄性蚊子的
基因，并将其投放到野外，可导致与其
交配的野外雌蚊产下的幼虫早亡，从
而达到减少蚊子数量的目的。在巴西、
巴拿马及开曼群岛开展的试验显示，
这种转基因蚊子可使试验区的蚊子数
量减少超过90%。

利用转基因技术“以蚊灭蚊”也有
争议，一些专家认为这会对环境产生
未知影响。不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今年3月公布的一份初步研究报告
说，这种转基因蚊子不会对人和环境
产生“显著影响”，“不可能对包括人类
在内的非目标物种产生任何副作用”，
转基因蚊子在野外繁殖或扩散的风险
可“忽略不计”。 （新华社）

日本天皇明仁8日发表全国讲话，暗示已
做好退位准备，称担心自己将来可能因为年龄
原因无法履行日本名义上国家元首的职责。

“想到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逐渐衰
退，我担心可能难以全身心地完成象征国家
元首的公务，”他在讲话中说，自己“开始思
考，当出现难以像以往那样履行繁重公务
时，应该如何安置自身，才是对国家、国民以
及我身后的皇族适当的方式”。

他说，因天皇本人不能触及现行的天皇
制度，他此次讲话仅表达“个人的想法”。

近年来，现年82岁的明仁天皇已经逐渐
缩减公务活动，由56岁的皇太子德仁代行其
职责。他多次提及出席公务活动时出现“小
错误”，坦言已经年迈。

去年8月15日，明仁天皇出席日本战败
70周年相关纪念活动时，还未宣布既定的默
哀仪式即开始宣读自己的声明。

日本媒体报道，大约5年前，明仁天皇在
出现健康问题后便私下和家人谈论退位想
法，称不愿意在职责显著削减或者被代替的
情况下还占据天皇这个名誉位置，他的两个
儿子接受这一想法。不过，日本宫内厅在媒
体披露相关消息后立即予以否认。

明仁天皇于1989年继承皇位。他形象亲
民，广受日本国民尊敬爱戴。他在2002年被
检出罹患前列腺癌，次年进行手术。2012年
又接受了心脏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因为受制于不
能“干政”的宪
法制约，明仁
无法直接表明

“生前退位”，
但通过电视讲
话，他的这一
愿望已经清楚
地表达给了日
本社会。

第一次是
裕仁天皇
在1945年
8月 15日
发表所谓
“玉音放
送”，承认
战败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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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次是
明仁天皇
在2011年
3月16日就
“3·11”大
地震发表
电视讲话
激励民众。

3 此次电视
讲话是第
三次，且
同步发布
英 文 版
本，足见
其分量之
重，决心
之大。

上月14日，日本广播协会（NHK）播出独
家新闻，称明仁天皇有意“生前退位”。这一消
息旋即在日本社会掀起轩然大波。就在这一

“独家新闻”曝出前三天，日本国会参议院选
举结果揭晓，包括执政联盟在内的“修宪派”
势力占据了三分之二以上议席，由于执政党
在众议院的议席也超过三分之二，意味着安
倍政权跨过了在众参两院发起“修宪提议”的
关键门槛。

日本媒体援引专家的话猜测，虽然天皇
不能干政，但多年来推崇和平宪法的明仁天
皇或许意在以退位对首相安倍执意修宪的努
力“踩刹车”。

2012 年 4 月，自民党公布“日本国宪法
修正草案”。草案中，至少有两点重大修正
与明仁天皇的一贯信念和价值观相悖。一
是草案删除了现行宪法第九条中“不拥有
武力，不拥有交战权”的说法；二是草案中
将天皇的地位提升到“元首”，这更与明仁
在位 28 年来探索的与国民休戚与共的“象
征天皇”定位背道而驰。

由于修宪必然会涉及“天皇”的地位问

题，实际上明仁天皇借此谈话间接表明了自
己维护宪法的态度。根据宫内厅发表的书面
内容，明仁此次谈话冠名《关于象征履职的天
皇陛下谈话》，特别强调了“象征”两字，这正
是对坚持现行宪法“象征天皇”地位的一种委
婉宣言。

修改《皇室典范》需经国会审议批准，可
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明仁在谈话中提及“再
有两年，就是平成 30 年了”。这大概也在暗
示，他希望在两年后达成“生前退位”的愿望。
而在此期间，安倍政权原本设想的优先推进
修宪的政治日程恐怕会因此生出更多变数。
无论明仁天皇的初衷如何，他已经给安倍的

“修宪野心”出了一道难题。
明仁天皇年轻时的同学、日本皇室事务

专家桥本明（音译）认为，明仁天皇暗示退位
想法，目的或许就是使人们将更多精力转移
至日本皇室的将来，进而拖延任何有关修改
和平宪法的辩论。“（明仁）天皇是一个战略
思想家，所执行的计划往往经过深思熟虑
……在对和平问题的思考上，他（的立场）很
坚决”。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央广

英小学生性犯罪剧增

英国小学生性犯罪案例近四年来
增加了近两倍，从 2011-2012 年度的
719 起 增 至 2014-2015 年 度 的 1955
起，平均每个上学日 10 起。国际人道
主义机构“国际计划”英国分部从英国
各警局获得的统计数字显示，这4 年
来报案的性犯罪案例中，4643起发生
地在学校，近三分之一的犯罪嫌疑人
为小学生，最年幼的仅5岁，最年幼的
受害人仅4岁，15%的犯罪嫌疑人为学
校教职员工。

英国《每日邮报》7 日援引“国际
计划”英国分部的报告报道，这一结果
令人忧心，性教育需要进一步普及。不
过，有些专家认为，性犯罪案例增长迅
速可能源于学校对“任何接触或谈论
过于敏感”，误解了孩子们某些天真幼
稚的言行。 （新华社）

当美国“间谍”
伊朗处决“归国”核科学家

伊朗司法部7日宣布，曾经遭美
国绑架、后又光荣回国的核物理学家
沙赫拉姆·阿米里已被处决，罪名是
向美国泄露“绝密”。

6 年前阿米里“绑架”事件曝光
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
花费超过500万美元从阿米里处得到
涉及伊朗核计划的重要信息。

伊朗司法部发言人埃杰耶当天
在首都德黑兰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
布这一消息。伊朗《平衡报》新闻网援
引他的话报道：“沙赫拉姆·阿米里已
经因向敌人泄露国家最高机密而被
处以绞刑。”

埃杰耶说，阿米里可以接触到伊
朗国家机密，他与“敌视我们的头号
敌人”美国有关系，向美国泄露国家

“绝密”情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
社报道，埃杰耶说，一家法院判处阿
米里死刑，伊朗最高法院对这一判决
予以核准。

美联社说，这是伊朗官方第一次
承认曾被视为国家英雄的阿米里被
关押、审理和定罪。埃杰耶没有解释
执法部门从未宣布阿米里被定罪或
上诉失败，只是说，阿米里可以请辩
护律师。

埃杰耶还说，阿米里没有对罪行
“忏悔”，甚至在监狱里还试图泄露一
些情报。

从媒体报道看，阿米里可能在上
周早些时候被执行绞刑。伊朗本月 2
日宣布处决一批犯罪分子，称其中大
多数人来自库尔德反政府武装。立场
倾向改革派的伊朗《信息报》报道，稍
后，在阿米里的家乡、德黑兰西南方
向大约 500 公里处的克尔曼沙阿市，
一则讣告流传开来，宣布4日为阿米
里举行追思活动。

阿米里出生于1977年。按照伊朗
官方6年前的说法，阿米里供职于伊
朗原子能组织，是一名核物理学家。
阿米里称，他与伊朗铀浓缩设施没有
任何关联，只是“普通研究人员”。美
国情报官员则说，阿米里在德黑兰主
管一个辐射探测项目。

2009年6月，阿米里在沙特阿拉
伯朝觐期间失踪，2010 年 7 月 13 日，
他突然现身巴基斯坦驻美国大使馆、
即伊朗在美国的利益代表处，称遭到
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绑架。7月15日，
阿米里回到德黑兰，受到英雄般的欢
迎。媒体当时猜测，阿米里得以回国，
可能因为美方希望用他交换3名遭扣
押的美国人。伊朗外交部则否认“换
人说”。 （新华社）

明仁天皇有意“生前退位”的
消息在日本政界引起担忧。一些保
守势力认为，天皇退位的相关讨论
可能扩展到保守派抵制的女性继
位话题等。

考虑到天皇年事已高且动过

两次大手术，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
“生前退位”意向表示支持理解。共
同社和《朝日新闻》近期进行的民
调中，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应该
修改《皇室典范》，允许生前退位。

但日本学者对“生前退位”态

度谨慎。有意见指出，天皇“生前退
位”与否是高度的政治问题，不应以
天皇的意志为转移，如果生前退位
制度确立，可能伴随天皇因政治压
力被迫退位或天皇自身恣意退位
等风险，主张慎重考虑制度修改。

■学者认为“生前退位”与否不应以天皇的意志为转移
■如开先例，可能伴随天皇因政治压力被迫退位等风险

根据日本宪法，天皇是名义上
的国家元首和“国民团结”象征，但
不具实权，不干涉政治。天皇不能
明确发表可能对其宪法地位带来
影响的言论，因而明仁天皇“担心

无法履行职责”的表述也被普遍视
作其退位意愿的强烈暗示。

共同社报道，过去 200 年来，
在位君王提前退位的情况尚没有
先例。明仁天皇的退位想法如需实

现，必须由国会对相关法律作出修
改，或者通过特别法案予以准许。

日本现行《皇室典范》沿袭《旧
皇室典范》，规定“皇位继承以天皇
驾崩为前提，健在时不能退位”。

■过去200年来，在位君王提前退位的情况尚没有先例
■现行《皇室典范》规定“皇位继承以天皇驾崩为前提”

《皇室典范》规定“皇嗣（皇位第
一顺位继承人）必须是皇子”，如果
生前退位成为现实的话，日本将面
临没有皇太子的新问题。目前日本
皇室，只有男性成员才能继承皇位。
皇太子德仁和妻子雅子只育有一
位公主，皇次子文仁亲王秋筱宫与
妻子育有一名皇孙悠仁，因而现有

皇位继承顺序先后为德仁、文仁及
其子悠仁，公主爱子等女性皇室成
员仍不在继承人之列。

《皇室典范》没有规定“皇太
弟”这一称谓，如果要让现任德仁
皇太子的弟弟秋筱宫亲王成为新
的皇嗣，《皇室典范》也需要修改。

明仁天皇退位后的住所也是

一个新问题。现阶段，天皇夫妇住
在皇居的御所里，德仁皇太子一家
住在赤坂御用地的东宫御所里。明
仁天皇退位之后，该住哪里？如果
德仁皇太子继位，他的生日（2 月
23日）将成为新的法定休息。届时，
现任天皇的生日（12月23日）怎么
调整，还将影响广大日本人。

法律不允许

政治不允许

■目前日本皇室，只有男性成员才能继承皇位
■如果生前退位，日本皇室将面临没有皇太子的问题

继承不允许

给好战的安倍踩脚刹车？

他想
退位

他的
考虑

▲▲““天皇是一个战略天皇是一个战略
思想家思想家，，所执行的计所执行的计
划往往经过深思熟虑划往往经过深思熟虑
……在对和平问题的……在对和平问题的
思考上思考上，，他他（（的立场的立场））
很坚决很坚决””

明仁天皇其人明仁天皇其人

●亲民
●护宪派
●自由恋爱

明仁天皇1933年12
月23日出生，毕业于日
本学习院大学政治经济
学系，1952年11月被立
为皇太子。外界看来，明
仁天皇在继位前后一直
致力于拉近皇室与普通
民众的距离，这一点与
其父亲在位时期有明显
区别。

英国《金融时报》报
道，1991年，日本南部
长崎县云仙岳火山持
续喷发，致使数以千计
民众撤离。明仁天皇探
访紧急避难中心民众
时，被媒体拍到跪在地
上与民众交流，当时引
起舆论哗然。按照先前
的惯例，与天皇对话的
人都不允许与天皇有
眼神交流，更不用提握
手等身体接触。

他2002年曾表示：
“我深信，天皇作为国
家的象征，其重要性在
于了解我们的国家、我
们的国民，了解他们的
感受。”

1992年，明仁天皇
访华，成为首位访华的
日本天皇。

2011年3月，日本发
生大地震并引发海啸灾
害后，明仁发表继位天
皇以来的首次全国电视
讲话，呼吁团结互助，为
日本民众打气。

小学时代的明仁曾
亲历过残酷战争，他在
战后天皇仅是国家象征
的背景下成长起来。

1953年，明仁代表
日本参加了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
仪式，当时他还访问了
14个欧洲国家。随行的
日本记者团对这位年
轻皇太子采取了实况
报道，这在日本国内掀
起了长达半年多的偶
像崇拜。在此之前，天
皇在日本被当成是神
一样的存在，为了保持
神秘性，一举一动都不
被普通人知晓。

明仁的第二个大动
作是以自由恋爱的形式
结婚。年轻的明仁在网
球场上结识了美智子。
1959年，明仁与富商之
女美智子结婚，成为第
一位与平民通婚的日本
皇室继承人。1989年，明
仁在父亲裕仁天皇去世
后继位，成为日本第125
代天皇，年号“平成”。

在日本，天皇虽然
不能公开表达政见，但
他反对极右势力修宪、
反对扭曲历史认知的立
场 几 乎 是“ 公 开 的 秘
密”。日本法政大学教授
赵宏伟说，在历史问题
上，明仁天皇其实一直
在给试图否认侵略历史
的安倍政权默默施加舆
论压力。

“明仁最近几年只
要有发言机会，一定会
讲到历史问题。去年他
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
1931年以来日本的战
争历史不能忘记，正是
在那一年的9月18日，
日本开始侵略中国，”
赵宏伟说，鉴于天皇在
日本社会的威望和影
响力，这些表态都构成
对安倍政权的压力。

日本庆应大学名誉
教授山田辰夫说过：日
本现在其实有两派——
天皇派和安倍派。

8月8日，东京，明仁天皇在视频讲话中暗示将退位

日本天皇罕见讲话暗示退位

现实版
“下不了台”

▲▲自己年事已高自己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健康欠佳，，难以全身心履难以全身心履
行宪法要求的行宪法要求的““象征天皇象征天皇””职责职责
▲▲在位在位2828年来年来，，自己一直在对天皇作为国自己一直在对天皇作为国
家和国民统合象征的意义探索家和国民统合象征的意义探索
▲▲代替天皇视事的代替天皇视事的““摄政摄政””不可行不可行
▲▲天皇衰老病亡对社会和皇室冲击很大天皇衰老病亡对社会和皇室冲击很大，，应应
该尽量减少皇位更替的冲击该尽量减少皇位更替的冲击日本近现

代史上，
天皇直接
向 国 民

“发声”迄
今只出现
过三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