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次战争造成很多生命消逝，作为日本领导人的安倍应该道歉。”——小学生格雷丝

美国小学生都懂的道理
安倍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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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10

聚焦“安倍访珍珠港”

2016年12月29日
星期四

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官员透
露，内塔尼亚胡已经下令限制与12个
安理会理事国的外交工作往来，包括
中止与这些国家驻以使馆的往来，内
塔尼亚胡不再接见这些国家的外长，
以外交部不再接待这些国家的大使
等。此外，以色列政府高官前往上述
国家的活动也会受到相当程度限制，
但以色列驻外使馆不受影响。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称，两名以色列高官透露，在内塔尼
亚胡的授令之下，以色列与12个国家

——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日本、
乌克兰、安哥拉、埃及、乌拉圭、西班
牙、塞内加尔和新西兰的外交工作关
系将会暂停。除了美国外，没有受到

“惩罚”的两个安理会成员是与以色
列没有外交关系的马来西亚和委内
瑞拉。

内塔尼亚胡此举被认为是对联合
国安理会通过2334号决议的强烈回
应。以色列政府拒绝接受这一决议，抨
击美国违背对以色列的承诺，并对投
赞成票的国家采取抗议等措施。

以色列暂停与12国外交工作关系
包括中国

因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
在好莱坞经典科幻电影《星球
大战》中饰演反抗军领袖莱娅
公主的美国女演员凯丽·费雪
27日去世，享年60岁。费雪家
族发言人当天代表她的女儿
比丽·洛德发表声明说，“洛德
怀着深切的悲伤证实，她挚爱
的母亲今天上午8时55分与世
长辞”，她感谢大家对母亲的
关爱。

费雪23日从英国伦敦返回
美国洛杉矶，在航班即将抵达
时突发心脏病，经过急救心跳
恢复，降落后被送入加利福尼
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的
重症监护室。她的母亲、著名演
员黛比·雷诺兹25日在网上表
示，费雪“病情稳定”。但据娱乐
新闻网站TMZ报道，费雪昏迷
后就再也没有恢复意识。

“雪崩式的悼念”

费雪在最早上映于1977年
的《星战》系列电影中扮演莱娅
公主。《星战》堪称美国“国民电
影”，是美国流行文化的象征之
一，也是几代美国人的精神图
腾，在世界各地拥有无数粉丝。

“莱娅公主”去世消息传出，社
交网络上出现雪崩式的悼念。

在《星战》中与费雪演对手
戏的影星哈里森·福特说，费雪

“才华横溢，有独创性，为人风
趣，情感上无所畏惧。她勇敢地
活过一生”，“我们都会想念
她。”费雪一个月前接受采访时
披露，自己40年前与这名“千年
隼”号船长汉·索洛的饰演者有
过一段短短3个月的恋情。

在《星战》中饰演莱娅公主
双胞胎哥哥卢克·天行者的马
克·哈米尔在“推特”上发帖说，
他“极为震惊”，“无言以对”。

《星战》导演乔治·卢卡斯说，
“莱娅公主”这个角色比大多数
人想像的难演，而费雪极其聪
明，“她是有天赋的影视演员、
作家和喜剧演员，她的性格十
分多彩，人人都喜欢她”。

《星战》三部曲闻名

费雪1956年10月21日出生
在洛杉矶一个好莱坞演艺之
家，父亲是歌手埃迪·费雪，母
亲雷诺兹曾出演经典歌舞片

《雨中曲》。受父母影响，费雪12
岁便初次登台，1975年就出演
了第一部影片。1977年至1983
年，费雪因在《星战》三部曲中
的精彩演出而在美国家喻户
晓。她在2015年底上映的《星
战7：原力觉醒》和定于明年上
映的《星战8》中饰演老年莱娅
公主。在即将登陆中国银幕的

《星战外传：侠盗一号》中，年
轻的莱娅公主将通过数码技
术亮相。

年少成名后，费雪一度迷
失自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因
吸毒成瘾和躁郁症接受治疗。
她后来撰写畅销书《来自边缘
的明信片》，谈及在吸毒、心理
疾病和复杂家族史中挣扎的心
路历程，成为畅销作家。这部半
自传小说及其他多部作品被改
拍成电影。

除了演戏和写作，多才多
艺的费雪还是一名成功的编
剧和制作人，是好莱坞炙手可
热的“剧本医生”，为《胡克船
长》《致命武器3》《修女也疯
狂》《惊声尖叫3》和《星战前
传》等众多卖座电影修改过剧
本。科幻电影《星际迷航》中扮
演詹姆斯·柯克船长的老演员
威廉·沙特纳在“推特”上写道，
他会想念费雪给人们带来的欢
乐。“一个奇才，一盏明灯，就此
熄灭了。” （新华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地时
间 27 日造访美国夏威夷珍珠
港。安倍当天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一同参观了“亚利桑那号”纪念
馆并向遇难者献花圈，随后发表
讲话称不能再次重复战争悲剧，
并强调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但
他绝口不提日本应该为偷袭珍
珠港道歉，也没有就日本在二战
期间的暴行进行反思。

在演讲中，安倍一字未提日
本的战争责任，虽对阵亡的美军
士兵表示哀悼，并感谢美军在战
后给日本带来的一切，但并未道
歉。安倍称，“作为日本首相，我向
那些在这里丧生的人们以及在战
争中丧生的所有勇敢的灵魂，也
向在这场战争中成为无辜受害者
的无数灵魂，致以最真诚的和永
恒的哀悼。我们决不能再次重复
战争的恐怖。”“我以日本首相的
身份，对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
战舰上那些永远安息于此的海军
战士们的灵魂，对美国人民以及
对世界各地的人民，保证我们在
这里许下的坚定不移的誓言。”

尽管安倍极力高唱所谓
“不战”誓言，并称此访为“历史
和解”而来，但其用心已昭然若
揭，而需要利用日本为其战略
服务的美国对此心照不宣，双
方于是合演了一出“双簧”戏。

安倍此行的一个重要考虑，
就是希望在寻求“和解”的同时强
化日美同盟。但无论是所谓的“和
解”，还是巩固日美同盟，动机并
不像他所宣称的那么纯粹和善
意。隐藏在背后的，是安倍的机会
主义目的，是希望借重美国为其
扩张性外交和军事野心服务。

再见！
“莱娅公主”

““一个奇才一个奇才，，一盏一盏
明灯明灯，，就此熄灭了就此熄灭了。”。”
——老演员威廉·沙特纳

“内塔尼亚胡将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英国《卫报》27日援引
以色列专栏作家加斯皮特的话这样评论内塔尼亚胡政府的一系列
做法。

以色列《国土报》称，抵制政策只会使以色列陷入麻烦。文章称，
2015年以出口的一半来自高科技和国防工业，而且欧盟、亚洲以及
美国分别占其出口份额29%、25%、24%。最近几年，内塔尼亚胡一直
鼓励部长访问中国，促进两国的贸易关系。

文章指出，“这种认为全世界都在针对我们的感觉只会给以色
列带来损害，为了一份联合国决议而试图惩罚全世界，其结果可能
比世界一些国家发起的BDS运动（即抵制、撤资、制裁以色列运动）
要糟糕得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袁鹏表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
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次投票显示出中国一贯坚持的原则，即根
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表明立场。他认为，中以关系没有结构性矛
盾，不会受太大影响，伤害最大的是美以关系。

（综合新华社、人民网、参考消息）

15成员国，14票赞成1票弃权
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日本、乌克兰、安哥拉、埃及、乌拉圭、西班牙、塞内
加尔和新西兰（赞成票）
未与以色列建交的马来西亚、委内瑞拉（赞成票）
美国（弃权票）

““内塔尼亚胡将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内塔尼亚胡将成为世界上最孤独的人””
——以色列专栏作家加斯皮特

惩罚英国？
以色列总理将取消在

世界经济论坛上与英国首相
会面

惩罚联合国？
以色列向5个联合国机

构提供的资金削减约800万
美元

惩罚全世界？
以色列与12个安理会

理事国——英国、法国、俄罗
斯、中国、日本、乌克兰、安哥
拉、埃及、乌拉圭、西班牙、塞
内加尔和新西兰的外交工作
关系将暂停

23日，安理会以14票赞成、1票弃
权通过2334号决议，要求“以色列立即
全面停止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巴
勒斯坦被占领土上开展的全部定居点
活动”，裁定以色列定居点行为“无合
法性”。美国是唯一投弃权票的国家。

长期袒护以色列的美国在这次投
票中“罕见”弃权，促成安理会36年来
首次通过了有关定居点的决议。

以色列媒体27日报道，以总理内
塔尼亚胡已向外交部下达指令，暂时
将以色列与安理会涉定居点决议表决
国的外交工作往来降至最低限度。分
析认为，以色列政府对决议作出反应
情有可原，但这种反应的激烈程度和
持久度可谓罕见，其中可能隐藏内塔
尼亚胡掩盖外交不力、借机笼络民意
的意图。

英国《卫报》称，以色列已经展开
了一系列外交报复。内塔尼亚胡25日
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将取消在世界经
济论坛上与英国首相梅会面。梅是欧
洲最亲以色列的领导人之一，日前她
还称赞以色列是“了不起的国家”。
对此，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表示遗
憾。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会议上还称，
以将在一个月内重新评估其与联合
国的关系，他下令将以色列向5个联
合国机构提供的资金削减3000万新
谢克尔（约合800万美元）。以外交部
25日还召见10个投赞成票的国家驻
以大使表示抗议。随后，内塔尼亚胡
亲自召见美国驻以大使，要求他澄清
美国立场。

《纽约时报》26日称，以色列政府当
天宣布于28日批准东耶路撒冷600套犹
太人定居点住房项目，而这不过是“一
期5600套”的一小部分。以色列还警告
各国“不要采取更多行动”。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称，以色列
官员26日宣布取消了原定本周抵达
的乌克兰总理格罗伊斯曼对以色列
的访问。《华尔街日报》称，这次受以
色列“惩罚”最重的是新西兰和塞内
加尔。以色列宣布召回驻新西兰和塞
内加尔的大使——这两国是安理会
第2334号决议的提出者。不过报道
称，以色列官员称内塔尼亚胡仅建议
限制本国官员前往投赞成票国家旅
行，并非是官方决定。

新闻背景

限制多方外交往来

美国罕见弃权,安理会裁定以色列不合法

热点
透视

谁更受伤害？
*2015年，以色列出口的一半来自高科技和国防工业
*欧盟、亚洲以及美国分别占其出口份额29%、25%、24%

取消与英国首相会面

“安倍此次前往珍珠港‘慰灵’并
无实质意义，日本更应考虑为其在二
战期间犯下的罪行道歉。”在旧金山
城市学院执教40多年的罗杰·斯科特
教授曾经在中国和日本都工作过。他
认为，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日
本在二战期间对亚洲邻国犯下了毫
无人性的战争罪行，日本应该为此真
诚道歉。

旧金山高等法院退休法官、“慰
安妇”正义联盟共同主席邓孟诗指
出，如果安倍真的对二战期间的战争
罪行有悔意，应该到中国南京向全中
国人民道歉，到上海全中国第一个

“慰安所”向全亚洲妇女道歉。她说，
其实安倍去珍珠港是想借此提醒日
本也曾遭到美国原子弹轰炸，让日本

扮演二战受害者，掩盖日本的战争罪
行。安倍这次外交表演“带有非常危
险的性质”。

“针对其所犯人类战争罪，日本亏
欠美国人民、中国人民及其他亚洲人
民一个真诚的道歉，”休斯敦大学终身
教授、国际问题专家李坚强认为，“除
非安倍承认日本所犯的战争罪，否则
他对珍珠港的访问就毫无意义。除非
日本一劳永逸地对其可耻的军国主义
及侵略历史予以谴责，否则安倍有关
和平与稳定的谈话无疑是空谈。”

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小学生格雷
丝·桑多瓦尔也对珍珠港事件有自己
的看法。她说，那次战争造成很多生
命消逝，作为日本领导人的安倍应该
道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志愿
援华航空队“飞虎队”老兵易岳汉27
日接受记者采访，斥责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访问美国夏威夷珍珠港时的讲
话纯属“荒谬”。

易岳汉指出，安倍的讲话根本没
有就75年前的珍珠港事件向美国道
歉的意思。日本领导人对历史遮遮掩
掩，从不直接谢罪甚至不会说句“对
不起”，却要别人理解他已经道歉，这
种做法本就非常荒谬。

“日本这种打哑谜的游戏还要玩
多久？”易岳汉说，“安倍不过扔了些

面包屑，却要人们屈膝膜拜，这实在
是太荒谬了。”

“他们甚至不能为偷袭珍珠港而
杀死的2500多名美国人道歉，更何况
数以百万计遭到杀害的中国妇女、儿
童、老人和手无寸铁的人？安倍能够
反思的东西仅仅只是‘战争的恐怖’
吗？”易岳汉说，“他们制造、定义和实
施了‘战争的恐怖’，如今甚至不能说

‘对不起’，这实在是太可悲了。”易岳
汉还引用西班牙裔美籍作家乔治·桑
塔亚纳的话说：“遗忘历史教训者，必
将重蹈覆辙。”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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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日，安理会通过决议裁定以色列定居点无合法性

27日，珍珠港，安倍与奥巴马在“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发表讲话

美国女演员凯丽·费雪(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