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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图-154客机坠毁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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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年度成语：君舟民水

2016年韩国年度成语24日揭晓：
君舟民水。

当天，韩国民众第9次举行“倒朴”
集会；在青瓦台总统府内，遭弹劾停职
的朴槿惠与亲信们低调共度平安夜。调
查“亲信干政”案的独立检察组25日说，
可能将以公开方式进入青瓦台搜查。

韩国《教授新闻》周刊 24 日发布
的调查结果显示，“君舟民水”被推选
为韩国 2016 年度四字成语。这一成
语意即“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出自中
国古籍《荀子·王制》和《荀子·哀公》，
原文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
则载舟，水则覆舟。”

《教授新闻》12月20日至22日对
全国 611 名教授进行问卷调查，其中
198名教授认为“君舟民水”最能总结
2016年的时局，占全部调查对象的近
三分之一。

韩联社报道，推荐该成语的中央大
学历史学教授陆荣洙说，朴槿惠掌舵不
当，将“大韩民国”号拖入惊涛骇浪的沉
船危局。排在榜单第二、三的成语依次
为“逆天者亡”和“露积成海”，分别获得
28.8%和18.5%的支持。 （新华社）

发生在25日的俄罗斯图-154飞
机坠毁事件，导致机上所有人员遇难、
无人生还，其中乘客大多来自俄罗斯
久负盛名的红旗歌舞团。然而据国外
媒体报道，红旗歌舞团有一名成员原
本计划和其他人一起搭乘该飞机前往
叙利亚，但却由于护照过期而被拦下，
因此躲过一劫。

报道称，这名幸运儿就是现年29
岁的罗曼·瓦鲁特。他虽然在该失事飞
机的乘客名单之列，但却因为护照过
期而没有登机。

他说，“我正在办理出境手续时，那
位女性工作人员问我说，‘你在开玩笑
吗？你的护照早在7月份就过期了。’”

“我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她让我等一
等。我站在那里担心是否允许我搭乘飞
机，然而几分钟后我被告知：‘你不能出
境。’”罗曼说道，“因为护照上的错误我
很紧张，但我还是只有先回家了。”

“我大概3点30分的时候到家，而后
人们纷纷开始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还
活着。我查看了新闻才知道出事了，而我
就在死者名单上。”罗曼称，他控制不住
哭泣，其朋友和亲戚们都被惊到了。

独奏演员瓦蒂姆·阿纳尼耶夫的妻
子刚刚生完孩子，因此请求他留在家中
照顾。而答应妻子要求的他，也因此躲
过了一劫。他们夫妇有三个幼儿需要照
看。瓦蒂姆说，“我感觉自己像是被当头
一棒，我至今仍不敢相信。他们都说，我
是含着银汤勺出生的，天生有福。”

但红旗歌舞团的其他部分成员就
没那么幸运了。22岁的瑞丽那和她的
未婚夫米哈伊尔都是红旗歌舞团的成
员，均在此事故中遇难。他们去年已经
订婚，原本很快将举行婚礼。

另外一名3岁男孩也因此成为孤
儿，他的父母奥莱格和叶卡捷琳娜均
是红旗歌舞团的舞蹈演员，在本次事
故中不幸双双遇难。

俄罗斯官员26日说，目前线索显
示，导致俄国防部飞机坠毁的原因应该
是飞行员人为因素或机械故障，恐怖袭
击并不在调查组主要考虑范围内。

不过，曾在航空领域工作47年的
俄资深空管官员维塔利·安德烈耶夫
对此有不同意见。安德烈耶夫认为，飞
机起飞后立即坠入黑海可能是因为机
上出现紧急情况，因此机组人员无法
立刻向地面发出求救信号。据他个人
推测，飞机可能被劫持。（综合新华社）

在宣布访问珍珠港之初，日本媒体援引
政府说法将安倍此次访问冠名为“现职首
次”，但随后被证实，在安倍之前，已有3位日
本首相访问过珍珠港，其中包括安倍的外祖
父岸信介。《日刊现代》杂志称，所谓珍珠港
之行，不过是安倍对外祖父的又一次“模
仿”，就连安倍即将首次访问的亚利桑那纪
念馆，日本立法权之长——前众议院议长河
野洋平也曾经在2008年12月访问过。

“从媒体几乎没什么报道来看，这次
会谈真是没有什么实际内容。恐怕就像街
头巷尾流传的那样，安倍是想要弥补之前

破例约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过失，才
安排了这次珍珠港访问，”原外交官天木
直人告诉《日刊现代》，“首脑会谈要拿什
么做主题？奥巴马政权与下任特朗普政权
在核武器问题上想法是截然相反的，最终
结果会跟北方领土一样。所谓安倍外交，
就是一直在走死胡同。”

《日刊现代》认为，在特朗普看到安倍
为奥巴马政权的华丽落幕甘做“绿叶”时，
他可能向日本提出更过分的要求。安倍的
这种“想一出是一出外交”只会损害日本的
国家利益。

“外交走死胡同”又一次模仿

当地时间23日，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
《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以下简称反宣传
法）。根据该法，美国国防部将在2017年获得
额外预算，专门建立一个反宣传中心，对抗外
国对美国的宣传。

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最具争议的话
题之一就是俄罗斯是否采用黑客和谣言等方
式干预了美国选举。提案发起者波特曼就称，
提案的目的是提升美国和盟国的整体防卫战
略，反制来自其他国家的宣传与谣言。

将在东欧建新闻机构

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波特曼于23日在其
国会个人页面上发布新闻称，奥巴马总统已经
签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该“反宣传
法”的目的是帮助美国和盟国反制来自外国政
府的政治宣传。该法案是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

法的配套法案。波特曼是共和党籍参议员，而
墨菲是民主党籍参议员，因此这个法案可以看
做是两党在此事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这份法案是两位参议员在今年3月提出
的，法案提议在国防部五角大楼内成立一个
跨部门的情报机关，在联邦政府各个部门反
制政治宣传。这项法案也将为诸多非政府组
织（NGO）、智库和学术机构提供资金来进行
与反宣传相关的工作。他们认为这个法案可
以加强目前的反宣传能力，并且防止海外盟
国变成其他国家的傀儡。

波特曼说：“我们的敌人正在使用政治宣

传和谣言来打击我国和我国的盟友，而目前
美国政府却对此在装睡。但是今天，我们决定
迈出关键一步来反制这些行为。”

墨菲则说道：“使用政治宣传的手段来降
低公信力已经创造了新的下限。但现在我们
终于决定起身反抗这些谎言带来的威胁。我
们将在东欧等地创建独立和客观的新闻机
构。我们将通过曝光谣言和加强当地社会团
结的方式来反击谣言。”

反宣传中心直属国务院

据悉，“反宣传法”将在两方面推动所谓
的反宣传计划：

第一，定制一个全联邦政府的反政治宣
传和谣言战略。这个法案将提升美国全球作
战中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中心将由美国国
务院领导，但是来自国防部、国际开发署
（USAID）、广播理事会、情报机关和相关部门
的高级官员也将参与中心的领导。该中心将
发展和整合全联邦政府的资源，对外国政治
宣传和谣言进行反制和曝光。

第二，该法案力图和非政府专业人士与
团体合作，创造更具可行性的美国战略选择。
该法案将建立一个基金，帮助培训各地记者，
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
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合同。让
这些机构或个人具有更强的能力来识别和分
析其他国家最新的宣传与信息造假技术。

（参考消息、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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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照过期
他躲过一劫

“有选择地悼念
美国牺牲者却无
视亚洲牺牲者的
行为，是否不可
原谅?”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6日
从东京出发赴夏威夷访问珍
珠港，他将与即将到期卸任的
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最后一
次首脑会谈，并在亚利桑那纪
念馆举行一场“没有道歉”的
慰灵活动。

日本外务省官员曾称这是
“日本在任首相首次访问珍珠
港”。而等到安倍成行，日媒又
强力淡化，称其只是“首次去亚
利桑那纪念馆举行慰灵活动的
在任首相”。

分析称，安倍想以此行提
醒候任总统特朗普“谁才是美
国的真正朋友”，但这种和解姿
态无疑是表面和肤浅的。

“不道歉，只慰灵”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 75 年之际，安倍

26日晚开始“慰灵”之访，而3年前的12月
26 日，安倍曾参拜靖国神社。据日本外务
省公布的信息，安倍当地时间 27 日将和
奥巴马会谈。《产经新闻》报道称，日美两
国首脑共同举行慰灵仪式后，安倍将发表
感言，表明不再战的决心。《时事通信》称，
安倍还会与珍珠港事件中幸存的美军老
兵交流。

安倍27日将向夏威夷太平洋国家纪念
公墓以及“爱媛丸”号事件中死难者慰灵碑
鲜花。2001 年2月9日，美核动力潜艇操作

失误，在夏威夷海域撞沉爱媛县立宇和岛
水产高校实习船，导致船上7人丧生。此外，
安倍还计划举办与日裔居民的晚餐会。

对安倍珍珠港之行，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已通过记者会明确表示“是
慰灵，并非谢罪”。外相岸田文雄、防卫
相稻田朋美将一同出访。岸田文雄强调
的 是“ 表 明 决 不 会 重 现 战 祸 的 强 烈 意
志 ，并 展 现 日 美 和 解 ”。稻 田 朋 美 则 认
为，“这是加固日美同盟，确保亚太地区
和平安定的良好机会”。不过“不道歉，
只慰灵”的定调遭到多方诟病。

奇怪的定调

“为何不去中国？”
53名日美学者25日联名发表公开信，

在安倍访问珍珠港前夜，就历史认识问题向
其发问。这53名学者中包括美国电影导演奥
利弗·斯通、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
法尔克、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立命馆大
学名誉教授安斋育郎等。

公开信指出“珍珠港并不是日本攻击过
的唯一场所”，它提及安倍2013年在国会答
辩时“侵略没有明确定义”的发言，质问安
倍：“是否不承认日本对反法西斯联盟国、对
太平洋各国以及对华战争是侵略战争？”

公开信结合安倍访问珍珠港一事发问
安倍：“你是否有计划去中国、朝鲜半岛、其
他太平洋各国和其他反法西斯联盟国，对多

达数千万的战争牺牲者进行慰灵？”公开信
还对安倍在“侵略行为”与“殖民地支配”上
的历史认识进行了“敲打”。

日本“村山首相谈话继承会”25日指责
安倍访问珍珠港是打着“慰灵”旗号进行的

“历史歪曲”，批判“有选择地悼念美国牺牲
者却无视亚洲牺牲者的行为不可原谅”，要
求安倍去“南京、哈尔滨、韩国、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地对战争受害者进行追悼”。

“在我眼中，这就是一场博人气的作
秀。我那些战死的伙伴应该是不会高兴
的。”一名曾经参与过偷袭珍珠港行动
的日本老兵日前接受《每日新闻》采访
时说。

狠狠的拍砖

热热点透视点透视

安倍算盘
▶希望在世界舞台上发
挥关键作用
▶告诉特朗普“日本是美
国的真正朋友”
▶强化紧密同盟关系
以“牵制中俄”

路透社 24 日称，安倍近来“超
级活跃”，珍珠港之访绝对不只是
寻求“治愈时刻”，日本国内的鹰派
还是希望日本在世界舞台上发挥
关键作用。日本富士电视台表示，
无论是即将失去美国主导的 TPP，
还是前景黯淡的日俄谈判，日本都
面临多种结果可能，但从安倍内阁
的角度看，牵制亚太对手仍是外交
任务的主线。

加拿大《环球邮报》专栏作家
康拉德·雅卡布斯基 24 日撰文称，
安倍和奥巴马将把珍珠港会晤视
为两国最终和解的时刻，尽管二战
期间日美曾是相互痛恨的敌人。康
拉德认为，安倍想以此提醒指责

“日本在防务事务上搭美国便车”
的特朗普“谁才是美国的真正朋
友”，但包括特朗普在内，全世界都
不会听到来自安倍的道歉，因为这
对在民族主义羽翼下崛起的安倍
来说，仍是“过分要求”，毕竟这个
国家与德国不同。他提到安倍 2013
年 12 月 26 日参拜靖国神社不仅激
起中韩等国强烈愤慨，也让华盛顿
正式表达“失望”。

日本评论家长谷川幸洋认为，安
倍此访是牵制中俄的“绝妙一招”。安
倍选择此时访问珍珠港是考虑到战
略上有必要强化紧密同盟关系。共同
社 25 日报道，针对中国有舆论认为
安倍也应访问南京的问题，专家认
为，与日美不同，日中之间“（和解的）
条件还不具备”，为时尚早。安倍前往
珍珠港不会道歉，只是表明日美和解
的价值。

综合新华社、法制晚报、参考消息

二战期间日美曾是相互痛恨的敌人
安倍和奥巴马把珍珠港会晤视为最终和解时刻
但但，，中国中国、、朝朝鲜半岛鲜半岛、、其他太平洋各国呢其他太平洋各国呢

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赴美国访问珍珠港

三问安倍三问安倍
访珍珠港访珍珠港

“是否不承认日
本对反法西斯
联盟国、对太平
洋各国以及对
华战争是侵略
战争？”

“是否有计划去
中国、朝鲜半
岛、其他太平洋
各国和其他反
法西斯联盟国，
对多达数千万
的战争牺牲者
进行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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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瓦鲁特因护照过期幸存

瑞丽那和未婚夫双双遇难

不知名的遇难舞蹈演员

安倍将与奥巴马举行最后一次首脑会谈，并在亚利桑那纪念馆举行“慰灵活动”（合成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