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京民众集会抗议
要求安倍下台

约3万名日本民众14日在位于
东京的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抗
议近期日本政府被曝光的多项丑
闻，要求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内阁集
体辞职。

参加集会的人群挤满了国会正
门附近及周边所有道路。据集会组
织方介绍，参加集会人数大约有3万
人。他们手举“弄清真相”“安倍下
台”等标语牌，齐声高呼“绝不允许
公器私用”“彻底追究篡改文件责
任”等口号。

一位抱着幼子的年轻母亲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部门篡改
公文，说明日本已经不能被称为法
治国家。为了孩子的未来，成年人有
责任要求国家保障国民知情权。

近期，日本政府连续曝出多项丑
闻，安倍内阁支持率持续下跌。时事通
讯社13日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内阁
支持率为38.4%，不支持率为42.6%。

3月12日，日本财务省承认篡改
森友学园“地价门”相关审批文件，
包括删除首相夫人安倍昭惠及多位
政治家的名字。4月2日，防卫省突然
宣布找到了曾经声称“不存在”的自
卫队伊拉克行动日志，被怀疑刻意
隐瞒日志的存在。4月13日，农林水
产大臣斋藤健证实找到了一些相关
文件，这些文件增加了安倍为好友

“以权谋私”的嫌疑。 （新华社）

俄罗斯外长：
俄前特工“中毒”案样本
含北约失能性毒剂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4日
在莫斯科说，俄方通过秘密渠道获
得的信息显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禁化武组织）所提取分析的俄前特
工“中毒”案样本含有北约国家使用
的失能性毒剂“毕兹”。

拉夫罗夫在俄非官方社团“外交
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举办的研讨会上
说，英国和禁化武组织以俄前特工斯
克里帕尔“中毒”案样本涉密为由，拒
绝向俄方提供样本详情，但俄方日前
通过秘密渠道得知了样本成分。

据拉夫罗夫介绍，禁化武组织
称其专家在案发现场提取了含有毒
物的样本，该组织随后将这一样本
转交给位于瑞士施皮茨市的“放射、
化学与细菌学研究中心”进行检测。

拉夫罗夫说，这家瑞士研究机
构于3月27日完成检测后向禁化武
组织报告说，“样本中含有残留的失
能性毒剂‘毕兹’及其制作原料。‘毕
兹’属于具有神经麻痹作用的二级
化学武器，它能使人暂时性昏迷。

‘毕兹’在投放30分钟至60分钟后会
毒性发作，所产生的人体中毒效果
会持续4天。这种毒剂的配方由美
国、英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军方掌握，
苏联和俄罗斯没有研制和储存过有
这种功能的毒剂”。

拉夫罗夫说，俄前特工和他的女
儿康复过程符合“毕兹”中毒后的恢
复进展。然而，禁化武组织本月12日
发布的“中毒”案调查结论中对瑞士
专家上报的“毕兹”只字未提。俄方不
明白的是，为何关于“毕兹”的这些具
有颠覆结论性的信息被最终忽略。

禁化武组织12日发布公报称，
该组织已完成英国索尔兹伯里神经
毒剂事件相关样本分析，确认了英
国政府的分析结果。英国政府此前
认定，这一事件中使用的是军用级
别化学毒剂“诺维乔克”。但是，公报
并未指出化学毒剂的名称和结构，
只表示该组织呈交给所有缔约国的
非公开报告中包含相关信息。

（新华社）

FBI前局长科米出书
曝与特朗普矛盾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局长
詹姆斯·科米将于4月17日出新书，
多家美国媒体4月12日拿到样书。书
中，科米大篇幅描述他与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的交往，批评后者作派。

科米新书名为《更高忠诚度：真
相、谎言和领导力》，大约304页。在
科米看来，特朗普对国家的领导“以
自我为中心”，在乎“下属忠诚度”。

美联社披露的新书内容显示，科
米2017年1月第一次参加特朗普当选
后在纽约市特朗普大厦召集的会议。
他对特朗普过渡团队成员的表现大
吃一惊。那次会面中，国家情报总监
等情报机构主管向这名候任总统汇
报与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选举有
关的调查。

科米在书中写道，特朗普团队
没有就今后可能出现的俄罗斯威胁
提问，反而讨论应该采取什么策略
向公众粉饰情报机构的调查。

与此同时，科米在新书中坚称
对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

“没犯错”。
去年5月9日，科米遭特朗普解

除职务，当时他正主持调查特朗普
竞选团队是否与俄罗斯“串通”。按
照白宫的说法，特朗普根据司法部

“明确建议”作出这一决定，理由是
科米对希拉里“公邮私用”调查的处
理犯严重错误。（新华社、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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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
北部的拜尔宰区，一处科研中
心成为14日凌晨美英法军事打
击叙利亚的目标之一。袭击发
生后，记者看到成片的建筑已
沦为废墟，浓烟依旧弥漫，像是
一座正在焚烧的大垃圾场……

一名军方人士告诉新华社
记者，这处研究中心之所以会
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美国等
国声称这里储存着叙利亚军队
的化学武器。

“假如真有化学武器，我们
怎么可能还站在这里？”站在废
墟旁，该科研中心制药和化学
工业发展部主任赛义德发出这
样的质问。

赛义德对记者说，化学武
器在爆炸后会释放到空气中，
并很快传播开来，产生长时间
的杀伤力。而他和同事们在袭
击发生后的凌晨5时就来到现
场，并没发现任何有毒气体，看
到的也只有曾经共同生活和工
作的家园毁于一旦。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曾多
次在这所研究中心进行取样调
查，最终发布的报告确认这里
并没有化学武器。”赛义德气愤
地说，美国竟罔顾事实，悍然将
罪恶的导弹射向了这里。

叙利亚军方发表声明说，
美国等国对首都大马士革及其
以外地区的多个目标实施的导
弹袭击，造成包括这处科研中
心在内的建筑受损，3名平民受
伤。“好好的教学楼和实验室都
被炸没了。”现场有人感慨道，
比物质损失更大的是无价的科
研成果化为乌有。

叙利亚政府和俄罗斯军方
曾多次强调，叙利亚政府所有
库存化学武器早在2014年就被
销毁，此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也确认叙利亚所有化武已被销
毁。然而，美国等国多次指责叙
政府军在冲突中使用了化学武
器，造成平民死伤。本月7日，大
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据称发
生“化学武器袭击”事件。美国
总统特朗普随后多次威胁要对
叙政府动武。

袭击过后，义愤的叙利亚
民众聚集到大马士革的广场、
街道，他们挥舞国旗，高唱国
歌，表达对美英法三国军事行
动的不满。

“反对侵略！叙利亚万岁！”
在市中心的倭马亚广场，23岁
的理发师穆罕默德在人群中振
臂呼喊。

假如真有化武，
我们怎么可能
还站在这里？

来自叙利亚人的追问

“任务完成！”
特朗普这话听着耳熟……

美国：做好再次打击叙利亚准备 叙利亚军方宣布全面收复东古塔地区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美国东部时间14日上午在社交媒体留言，美英法对叙利亚的联合打击“任务完成”。美国
副总统彭斯14日在秘鲁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好再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备，并将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采
取的报复行动。

14日，联合国安理会未能通过由俄罗斯起草的旨在谴责对叙利亚进行军事打击的决议草案。草案的内容包括“谴责美
国及其盟国违反国际法及《联合国宪章》，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进行侵略的行径”，以及要求美国及其盟国“立即停止对阿
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侵略，避免今后再次发生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使用武力的行为”。在投票前安理会召开的叙
利亚局势紧急会议上，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瓦西里·涅边贾指责这次军事行动是“国际舞台上的流氓行为”。他说，这次
军事行动将使叙利亚人道主义局势进一步恶化。此外，叙利亚军方发表声明，宣布全面收复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

叙利亚军方宣布全面收复东古塔地区

叙利亚军方14日发表声明，
宣布全面收复大马士革东郊东古
塔地区。声明说，随着最后一批反
政府武装撤离东古塔地区杜马
镇，政府军现已全面解放东古塔。

声明还说，在叙利亚军队及
其盟友在东古塔地区的军事行动
取得重大进展之际，美国、法国、
英国向叙利亚“发动侵略”，叙防
空系统进行了回击。

根据叙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
“伊斯兰军”达成的协议，“伊斯兰
军”承诺从其据点杜马撤离，前往
叙北部阿勒颇省的杰拉布卢斯，
同时释放扣押人员。

东古塔地区曾是叙反政府武

装在首都大马士革周边的最后要
塞。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东郊东
古塔地区日前据称发生“化学武
器袭击”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事件发生后多次威胁要对叙政府
动武。美国东部时间13日晚，特朗
普宣布，已下令美军联合英国、法
国对叙利亚军事设施进行“精准
打击”。

而叙利亚一些反对派组织和
反政府武装高层14日抱怨，西方国
家当天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不到
位”，无法影响叙利亚内战走势。

叙利亚军方同一天说，西方
空袭不会阻挡政府军清剿反政府
武装残余势力。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
美国东部时间14日上午在社交媒
体留言，美英法对叙利亚的联合
打击“任务完成”。美国国防部发
言人当天说，联合打击“成功击中
每一个目标”。

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所选用
“任务完成”一语令人联想2003年
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的一个标语。
2003年5月，时任美国总统乔治·
W·布什登上“亚伯拉罕·林肯”号
航空母舰并发表讲话，身后航母指
挥塔上挂有一块写有“任务完成”
的大横幅。只是那以后，美军陷入
伊战泥沼多年，人员伤亡惨重。

美国副总统彭斯14日在秘鲁
首都利马说，美国政府已经做好
再次军事打击叙利亚的准备，并

将应对叙利亚及其盟国可能采取
的报复行动。

正在利马出席第八届美洲国
家首脑会议的彭斯对记者说，美法
英三国联合进行的对叙利亚的军
事打击取得了“极大成功”，打击了
叙利亚进行化武攻击的能力。

当被问及为何美国不等有关叙
利亚化武事件调查开启就采取军事
打击，彭斯说，“美国确信叙利亚政
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他说，叙
利亚巴沙尔政府如果再次使用化学
武器，将为此付出“极大代价”。

此外，美国军方14日说，策划
军事打击叙利亚的方案时，美方
考虑了尽量减小对驻叙利亚俄罗
斯军队的威胁。

俄罗斯军方当天证实，美英

法打击叙叙利亚境内目标过程
中，俄罗斯在叙防空系统没有启
用，分处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俄军
防空部队在周边覆盖范围没有发
现导弹。

目前，叙利亚政府是否展开
了化武袭击，仍然不得而知。总部
位于荷兰海牙的禁止化学武器组
织说，以安全得以保障为前提，调
查人员定于当地时间14日晚些时
候前往叙利亚疑似化学武器袭击
的事发地。

而美英法三国在被要求拿出
化武袭击的证据时“支支吾吾”。
在谈到西方国家指责叙利亚政府
发动化武袭击的确凿证据，美国
国防部长马蒂斯12日的用词为

“正在找”。英国则坚持做起了“有
罪推断”。英国首相办公室12日发
表声明称，“内阁成员一致认为巴
沙尔·阿萨德政府此前曾多次使
用化学武器，上周六的化武袭击
极有可能也是他们所为”。“极有
可能”，这样的用词特雷莎·梅去
年4月也曾用过。

在美国和英国都没有确凿证
据的情况下，法国总统12日宣称，
拿到了所谓“叙利亚政府发动化
武袭击”的证据。不过马克龙所说
的证据究竟是什么？他并没有详
细说明。而法国外交部长让-伊
夫·勒德里昂14日在军事行动后
说，根据法方可靠情报和一些已
知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叙政府军
必定使用了氯气。

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对叙利
亚实施联合军事打击后，联合国
秘书长古特雷斯14日呼吁各方按
照《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行事。

古特雷斯重申对近日叙利亚
境内化武袭击传言进行公正、独
立、专业调查的必要性，表示支持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对叙首都大马
士革东古塔地区杜马发生化武袭

击的传言进行调查。
古特雷斯表示，叙利亚问题

不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只能通
过政治途径解决。他说，他已要求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特使德
米斯图拉尽快返回纽约，就如何
加快叙利亚政治进程进行磋商。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14
日说，美国主导的对叙利亚军事打

击说明西方在叙利亚的图谋失败。
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在美英

法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之后，伊
朗总统鲁哈尼14日致电巴沙尔，双
方就空袭事件交换了看法。

巴沙尔在通话中表示，当“殖
民部队意识到已丧失对局面的控
制，在本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失去
信誉”以后，他们就发动了袭击。

巴沙尔说：“恐怖分子一旦溃
败，他们的靠山也就无法实现其
图谋了。”他强调说：“这种侵略不
会动摇叙利亚进一步消灭全境的
恐怖分子的坚定信念。”

报道说，鲁哈尼表达了对军
事打击的强烈谴责，同时强调了
伊朗一贯支持叙利亚政府和人民
的立场。

叙利亚政府进行了化学武器袭击

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不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

中方：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一出路
14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马朝旭在投票前安理会召开的叙
利亚局势紧急会议上，表达了政治
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强烈要求，他
强调政治解决是叙利亚问题的唯
一出路。他表示，中方一贯坚持和

平解决争端，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
用武力，主张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
统一和领土完整。任何绕开安理会
采取的单边军事行动，都有悖《联合
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反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将给叙利亚

问题的解决增添新的复杂因素。
马朝旭表示，中方敦促有关

各方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
进一步升级的举动，回到国际法
框架内，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马朝旭表示，中方认为应对

叙利亚疑似化武袭击事件进行全
面、公正、客观的调查，得出经得起
历史检验的可靠结论。在此之前，
各方不能预判结果，政治解决是叙
利亚问题唯一出路。（本组稿件综
合新华社、央视、法制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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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民众在美国华盛
顿白宫外集会，抗议对叙利亚
进行军事打击 新华社发

4月14日，在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郊东古塔地区的杜马镇，当地人
展开一面巨型国旗 新华社发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