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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发声

安倍拉扯“中国包围网”或被别国孤立

即将在北京出席第三届世界和平
论坛的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 (上图，
资料照片）上周末接受了新华社记者专
访，就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外交政
策、日中关系等阐述看法。 以下是他的
主要观点。

安倍首相日前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
散布“中国威胁论”，宣扬以所谓“价值

观”区分你我，并基于这一出发点讨论
集体自卫权问题，这与其说是“对话”，
不如说是拉帮结派。 把参与对话者分成
自己喜欢的人和讨厌的人， 只跟喜欢的
人谈合作，这就不能称其为“对话”了。
价值观不同的人和国家，如何通过对话
克服价值观差异，找到利益共同之处，这
才是“对话”的真谛。

安倍政府鼓吹 “价值观外交”和
“自由繁荣之弧”，煽动对中国的戒心和
对抗心，试图拉扯“中国包围网”。 这些
举动反而可能导致日本孤立。 国际社会
会质疑， 日本为什么要对其他国家行使
集体自卫权？ 为什么要出口武器？ 为什
么要走上更容易发动战争的道路？ 其他
国家可能反过来觉得日本才是威胁，开
始包围和孤立日本。

■ 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
是狭隘的思维方式

真正的和平主义， 应该是不用武力
去达成和平。 以所谓“价值观”分类，把
不同价值观的国家视为威胁， 觉得应该
一起拿起武器压制对方，这是安倍“积
极和平主义”的思维方式。 大家拿起武

器保卫和平的想法太狭隘了。 如果日本
行使集体自卫权， 就意味着与美国那样
好战的国家一起参与战争，开启了通往
战争的道路，而战争与“和平主义”绝对
水火不相容。

和平主义是日本战后打造的 “品
牌”。 日本战后制定了和平宪法，发誓
不再战争，这种选择应该值得赞赏。拥
有军队的思维方式与面向未来的时代
要求背道而驰。最大的问题就是，安倍
这些人不把“和平主义”当作日本的
宝物。

■ 日本误读美国

对于日美联手压制中国的想法，美
国并不赞成。 安倍反复称日美的纽带很
重要， 以为这样就能讨得美国欢心。 但
他同时做出不少举动，比如参拜靖国神
社，所以美国现在对安倍也有警惕。 安
倍政府应该更正确地去理解美国的意
图。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重要性会越来
越大，美国会越来越重视中国，日本应该
在这种大趋势下考虑如何得到美国的认
可， 进而意识到除了大家一起合作没有
其他出路。

■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信
会议上提出“共同、综合、合作、
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引发共鸣

我对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很感兴
趣，特别是关于亚洲“命运共同体”的提
法。 亚洲应该是一个整体， 为提高亚洲
整体信赖关系，大家应该互相合作。 习
主席呼吁亚洲各国合作为重，日本也应
该表现合作姿态。 现在的日本领导人没
有这种合作的意愿是不行的。

在通往亚洲“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上，首先要克服邻国间的相互嫌恶感，改
善国民感情。 邻国之间感情对立主要是
因为领土纠纷等历史遗留问题， 需要从
历史事实中找出解决方案。特别是日本，
应该有更大勇气去正视历史事实。

■ 日本应正视历史事实

在钓鱼岛问题上， 南京大屠杀问题
上，我一直主张要正视事实，结果招来部
分人的反弹。 日本民众需要更多地了解
历史事实，民众要有正视事实、承认事实
的勇气。 我本着这种想法， 一直在发出

声音，希望中国的朋友们也能知道，日本
也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 很多日本人是
想跟中国搞好关系的。

我觉得领土问题的解决并没有这
么难。最核心的问题不能回避。日本首
相田中角荣和周恩来总理之间提到搁
置争议的事实是存在的， 日方需要更
好地理解两国领导人将争议问题留给
后人解决的政治智慧。 中日两国应该
在教育、经济、环境、文化等各种领域
创造合作机会， 展开从高层对话到民
间交流的各层面交往， 特别是保持两
国年轻人持续交流， 从而逐渐改善两
国关系。

■ 世界和平论坛具建设性思维

作为中国和世界的最高学府， 清华
大学面向世界举办这样一个论坛， 邀请
世界各国领袖人物， 为探讨如何构建亚
洲和世界和平提供舞台， 是非常好的事
情。 从中国发出的和平信号， 对于亚洲
全体的和平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
举办的世界和平论坛通过对话， 存异求
同，是具有建设性思维的论坛。

冯武勇 刘秀玲（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马航失踪百日
马方承诺继续搜索

新华社专电 在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客机
MH370航班失踪 100天之际， 马来西亚政府 16
日承诺不会停止搜索行动，直到找到失踪航班下落。
“MH370 航班已经失踪 100 天了，它在马来

西亚和全世界民众的心中留下了深切的哀愁，”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希沙姆丁·侯赛因在当天发表
的声明中说，“在 MH370 航班被找到之前，我们
不能，也不会停下来。 ”

希沙姆丁同时承诺，马来西亚“永远不会抛
弃”MH370航班乘客的家属。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拉扎克日前在他的个
人推特账户上说，在MH370航班失踪百日之际，
大家都会想念机上的乘客， 而马来西亚政府则承
诺将继续展开搜索行动。

法新社报道称， 乘客家属们希望能尽快找到
飞机下落， 查清事件真相。 “我们希望飞机被找
到，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一位名叫苏布拉马
尼安·古鲁萨米的乘客家属说。

塔利班威胁袭击
在巴基斯坦外企

新华社专电 巴基斯坦塔利班 16 日警告，
将报复政府军发起清剿行动，包括袭击在巴外资
企业。

“我们警告所有外国投资者、航空公司和跨
国企业，立即停止你们在巴基斯坦的业务、准备
离开巴基斯坦，否则，你们将为损失自行承担责
任，”塔利班在声明中说。

按照塔利班的说法，外企在巴基斯坦的经营
活动为巴政府带来收益，帮助后者获得打击塔利
班武装所需资金。

巴基斯坦塔利班与政府 3 月实现短暂停火，
以便有助和解谈判，但是和谈未取得突破。本月 8
日深夜， 巴最大城市卡拉奇的国际机场遭袭击，
塔利班和一个乌兹别克武装组织均声称发动这
次袭击。 政府军随后在塔利班盘踞的巴西北部北
瓦济里斯坦地区发动打击。

塔利班 16 日威胁， 将报复政府军的打击行
动，“烧掉你们（政府）在伊斯兰堡和拉合尔的宫
殿”。 拉合尔为旁遮普省首府， 也是巴总理纳瓦
兹·谢里夫的故乡。

巴多座城市已经强化戒备，预防塔利班报复。
伊斯兰堡警方发言人告诉法新社记者， 警方已经
投入大约 3000名警察并且增加巡逻，同时获得军
队和准军事部门协助。 卡拉奇进入“红色警戒”，
全部 2.7万名警察取消休假。西北部开伯尔－普什
图省政府宣布全省所有医院进入紧急状态， 准备
接收塔利班可能发动的袭击中出现的伤员。

联合国粮农组织表彰中国
新华社罗马 6 月 16 日电 （记者葛

晨） 联合国粮农组织 16 日举办表彰活
动，表彰中国等国家提前实现了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中减少饥饿人口的指标。

粮农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
达席尔瓦说， 联合国 2000 年千年首脑
会议制定了千年发展目标，其中第一个
目标涵盖从 1990 年至 2015 年间全球
饥饿人口比例减半等子目标。 根据粮农
组织测算， 中国已提前实现了饥饿人口
比例减半的目标。

格拉齐亚诺说， 中国作为大国示范
效应明显，中国的成就必将对其他各国
带来启发和鼓励，为世界抗击饥饿注入
新的活力。

中国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在表彰活

动中发言说， 中国政府始终把发展粮食
和农业生产、 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放在
突出位置， 用不到全世界十分之一的耕
地生产了大约占全球四分之一的粮食，
养活了全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

陈晓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中国
今后要在吃得饱的基础上向吃得好、吃
得安全放心的目标迈进， 同时注重可持
续发展， 并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和
两种资源。陈晓华还说，中国除致力于本
国粮食安全外， 还逐步加大对外援助力
度， 积极支持并参与农业领域的南南合
作，已先后派出数千名农业专家，为其他
国家培训了 3万多名农业人才。

除中国外， 粮农组织当天还表彰了
智利和摩洛哥。

肯尼亚“象王”遭非法猎杀惨死
央视网消息 罪恶的非法象牙贸易威胁着非洲大象的

生存。肯尼亚近日就证实，以拥有一对超长象牙闻名的肯尼亚
“象王”上月底惨遭偷猎者杀害(见右图）。 这头名为“萨陶”
的雄性大象今年大约 45岁，它的象牙极长，几乎触地。 再加
上它巨大的身躯，“萨陶”因而有了肯尼亚“象王”之称。

今年 5 月 30 号，“萨陶”在肯尼亚东察沃国家公园中
毒箭身亡。 当它的尸体被发现时，不仅身体左侧中毒箭，而
且“萨陶”大部分面部，包括象牙和象鼻都已经被残忍地割
下，工作人员耗费了近 10 天才确认了“萨陶”的身份。 令
人唏嘘的是， 有报道说一位电影拍摄者今年年初在肯尼亚
曾见到过“萨陶”，当时“萨陶”看到有人经过，很明显地频
繁低头试图将自己的象牙藏进草丛中。

根据联合国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秘书处
近日发布的报告，2013 年超过 2 万头非洲象惨遭非法猎
杀。 报告说，过去三年中，每年惨遭非法猎杀的非洲象数量
均超过 2万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