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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在日本东京，一名行人走过播放关于日本人质后藤健二被杀害新闻的电视屏幕。 新华社/路透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1月31日
公布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疑似遇害视频。
面对日益猖獗的恐怖主义威胁，各国团
结起来以形成“反恐统一战线”日益紧
迫。然而，也要警惕个别国家打着“反
恐”旗号，攫取政治私利。

此次人质危机的发生，紧随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新年首访脚步。在1月16
日开始的中东之行中，安倍表示，日本将
向深受“伊斯兰国”之害的国家提供两亿
美元人道主义援助。20日，“伊斯兰国”
发布视频，要求日本政府在72小时内支
付两亿美元赎金，否则将杀害被其扣为
人质的日本公民后藤健二和汤川遥菜。

24日，“伊斯兰国”杀害汤川，随后将
释放后藤的条件变为交换在约旦受刑的
女性“圣战者”里沙维。其时，正在约旦访
问的安倍一面表示绝不向恐怖分子低头，
一面将人质危机与改革日本安保法制捆
绑。按照他的理论，本国公民在海外遭遇
危险，日本自卫队却无法充分发挥能力，
正表明改革安保法制的迫切与必要。

安倍政权当前的重要目标是推动国
会通过涉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关安保
法案。《朝日新闻》报道说，安倍政权考虑
通过制定安保法制，扩大自卫队海外活
动范围。“其目的在于针对在日本周边积
极进入海洋的中国，通过在全球范围扩
大对美国支援，进而加强日美同盟。”

显然，此次人质危机成为了安倍寻
求在“向海外派遣自卫队”问题上获得突
破的又一个借口。

美国《时代》周刊注意到，2013年1
月，10名日本公民在阿尔及利亚天然气
田遭极端组织杀害，而日本军事力量对
此无能为力，令就任首相不足一月的“忠
实的民族主义者”安倍痛苦不已，“几乎
无疑促使他制定了比他在选战中表明的
更积极的国防政策”。

安倍在2012年底就职时就曾表示，
要提高军费开支、取消日本军队面临的
长期约束，积极推行海外“积极和平主
义”政策。日本政府连续三年增加防卫
预算，本财年防卫预算额度更是创下历
史新高。令人不解的是，其所强调的强
化“离岛防卫能力”与推行“积极和平主
义”有何关联？

去年7月修改宪法解释、推动解禁集
体自卫权以来，安倍政权在军事道路上衔
枚疾走。如今，安倍政权正在拟定有利于
自卫队海外行动的永久法律，以及简化自
卫队海外行动国会批准程序、放宽自卫队
武器使用标准。此外，安倍政权还积极推
动在东非吉布提扩建自卫队据点，使其成
为日本首个“半永久性海外基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安倍政权借人质
危机发力推动行使集体自卫权之时，正值
国际社会隆重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
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的背景下，这一纪念有着不同寻常的时代
意义。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方可
面向未来。遗憾的是，安倍政权的一些举
动，让爱好和平的人难以看到未来。

记者 李洁（新华社北京2月1日电）

警惕个别国家打着
“反恐”旗号攫取政治私利

2月1日，日本民众走上东京新宿街头，手举标语批评安
倍政权将国民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新华社/法新

2月1日，在日本东京，人质后藤健二的父母在家中
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法新

IS公布杀害另一
日本人质视频

综合新华社东京 2 月 1 日电
（记者刘秀玲 冯武勇）中东时间1月
31日深夜（北京时间2月1日凌晨）
出现在互联网上的一段视频显示，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名武装人员
将日本人质后藤健二砍头杀害。视
频没有提及约旦被俘飞行员马阿
兹·卡萨斯贝的情况。

在这段时长67秒的视频中，后
藤身穿橙色连体衣，跪在一名全身黑
衣的蒙面武装人员旁边。这名说话
带有英国口音的武装人员似乎是“伊
斯兰国”专门的行刑人员，曾经在多
个杀害人质的视频中担任刽子手。

这名手持匕首的武装人员在视
频中表示，由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决定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
这一组织不仅要杀掉后藤，还会继
续杀害日本人。整段视频中，后藤
没有说话。

目前，日本政府正在核实这段
视频的真实性。日本防卫大臣中谷
元2月1日说，根据东京警察部门向
安倍内阁提供的报告，这段视频“具
有很高的可信度”。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公开日本
人质后藤健二遇害视频后，日本政
府对此表示强烈谴责。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随后发表声明说，日本不会
向恐怖主义屈服，今后将进一步扩
大在中东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

安倍政权被批
不顾国民安全

2月1日，日本民众走上东京新

宿街头，批评安倍政权将国民生命
安全置于危险之中。

当天的游行由日本民间团体
“我们不需要安倍创造的未来”
主办。

示威者手持“不要利用汤川
遥菜和后藤健二的死策划推动海
外派兵”“不要树敌，外交才能真
正保护日本人”等标语，抗议安倍
政权将国民生命安全置于危险之
中，呼吁民众“对安倍政权说不”。

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参与者
说：“此次人质遇害事件说明，安倍
推行的不是和平外交，而是要拿起
武器进行战争。这是非常难以原
谅的。”

日本政府表示在人质事件中尽
了全力，而日本国内不少意见认为，
安倍访问中东以及其推行的所谓

“积极和平主义政策”直接或间接地
导致了惨剧的发生。

日本承诺加强
海外公民安全保障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1日
表示，日本政府将加强对海外日本
公民的人身安全保障。

菅义伟在当天上午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经相关机构综合
分析，互联网上公开的人质疑似
遇害视频来自“伊斯兰国”的可能
性高，“遇害人质很可能是后藤健
二”。

菅义伟说，日本政府已经指示
日本各驻外机构加强对海外日本公

民的人身安全保障，同时呼吁海外
日本公民注意自身安全。

菅义伟说，人质事件发生至
今，“伊斯兰国”未曾与日本政府直
接接触，日本政府不会向恐怖主义
屈服。他否认安倍政府正在推进
的安保改革与此次人质事件有关，
并否认日本自卫队将为参与空袭

“伊斯兰国”的其他国家部队提供
支援。

潘基文谴责
日本人质遇害事件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公开日本
人质后藤健二疑似遇害视频后，联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地时间1月31
日强烈谴责日本人质遇害事件，并
呼吁“伊斯兰国”等组织无条件释放
所有人质。

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当晚发布
公报说，潘基文以最强烈的言辞谴
责后藤健二遭残忍杀害事件，并向
后藤健二家人、日本人民及政府致
以深切慰问。

潘基文在公报中强调，后藤健
二遇害凸显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许
多人正受制于暴力。他再次呼吁

“伊斯兰国”及其他组织无条件释放
所有人质。

现年47岁的后藤是一名自由撰稿人，
曾在阿富汗和非洲一些地区采访。他去年
前往叙利亚报道当地战事，结识1月24日
被“伊斯兰国”杀害的另一名日本人质汤川
遥菜。汤川去年8月被“伊斯兰国”绑架后，
后藤向家人表示要营救汤川，同年10月返
回叙利亚后失去联系。

1月20日，“伊斯兰国”发布视频，要
求日本在72小时内支付2亿美元赎金，
否则将杀死汤川和后藤。4天后，“伊斯
兰国”相关网站出现照片及音频，显示汤
川已被杀害。

1月27日，“伊斯兰国”公布了后藤手
持约旦被俘飞行员卡萨斯贝照片的图像和
一段音频，要求约旦政府释放在押女囚赛
义达·里沙维，否则将杀害后藤和卡萨斯
贝。28日晚，“伊斯兰国”再次发布后藤的
一段音频，将人质交换期限推迟到29日日
落时分。

然而，在这一期限过去后，再无任何
消息传出。日本媒体1月31日援引日本
副外务大臣中山泰秀的话报道称，与“伊
斯兰国”就人质问题的谈判已陷入僵局。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视频没有提及约旦飞行员的情况

据新华社洛杉矶1月31日电（记者郭爽）美
国航天局31日宣布，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
空军基地成功发射其第一颗地球土壤湿度监测卫
星，标志着美国十多年来首次在一年内完成5个
地球科学观测任务的发射。

美国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当天在一份
声明中说，这些任务将帮助人类更好地理解不断
变化的地球。

美国观测地球的
5只“眼睛”完成发射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家珍藏大量历史文件的
图书馆日前发生火灾，虽然无人死伤，但导致100
多万份文件被毁。由于损失惨重，有人将这次火
灾形容为文化领域的“切尔诺贝利事件”。

媒体报道，发生火灾的图书馆名为“社会科学
科学情报研究所”，创建于1918年，馆藏1000万
份历史文件，一些文件可追溯至16世纪。

火灾于1月30日发生，虽然有200名消防员
参与救火，但直到1月31日晚仍未完全扑灭，过
火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俄罗斯科学院主席福
尔托夫对俄罗斯媒体说，大约15％的馆藏文件被
毁。不仅包括斯拉夫语文件，还有来自英国、意大
利和美国等国的文件。 张伟（新华社微特稿）

俄150多万份珍贵文件
毁于火灾

据新华社麦纳麦1月31日电 （记者王波）
巴林政府1月31日宣布，为维护国家安全稳定
和打击恐怖主义，72名“危害国家利益”者被剥
夺巴林国籍。

72人因危害国家利益
被巴林政府剥夺国籍

波黑国家电视台1月30日夜间报道，俄罗斯
政府向波黑发出警告，要求其勿向乌克兰出售军
火，否则俄将采取制裁措施。

这家电视台报道，俄罗斯向波黑驻俄大使发
出照会称，如果波黑执意向乌克兰出售军火，加
上波黑拖欠俄罗斯高额天然气债务，可能导致波
黑天然气供应被切断。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俄罗斯以“断气”
敲打波黑

新闻回放：日本人质事件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正寻求在今年内分阶段
引入新规。根据新的规定，所有商业航班必须
安装跟踪系统，在飞行途中每15分钟汇报一次
客机所处位置。如果出现飞机转向、偏离航线
等“非正常事件”，汇报位置的频率将增加到每
分钟一次。

紧急情况下，航空公司有义务向当局提供相关
数据。一旦客机失事或发出求救信号，救援人员可
以根据客机发出的信号尽可能缩小搜救范围。

据消息人士披露，新规已经获得国际民航组
织成员一致同意。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商业航班将安装
新追踪系统

相关行动

连续8年
身体力行坚持普法

为什么野生保护动物被端上餐
桌？为什么不见海鸥在天空自由飞
翔？为什么有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
吸毒？为什么违章建筑这么多？为
什么村庄建设不做规划？为什么街
道逢雨必淹？为什么家里要安装防
盗网？为什么妇女儿童屡受伤害？
为什么学校没有足球场……

正因为心里揣着这么多“为什
么”，黄桂提普法的信念越来越坚
定，力度也越来越大。他连续8年
投入巨资、身体力行、孜孜不倦、不
辞劳苦到省机关单位、执法单位、
监狱、看守所、拘留所、戒毒所、乡
镇、农村、学校、部队进行普法宣
讲，并组织普法志愿者到全省走街
串户普法，呼吁所有施暴者放下拳
头、杜绝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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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下午，海南省人大代表黄
桂提普法送法走进银行之首场活动在中
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举行。黄桂提向
全省农行系统全体职工赠送5000份普
法报纸，现场与150多名农行干部、职工
聚首交流普法心得。中国农业银行海南
省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覃国安，海南
省银行业协会宣传部主任黄河珠等人出
席活动。

让法制意识深入每一个角落

黄桂提面对省农行广大干部、职工
展开了热情洋溢的宣讲。“金融业特别是
银行业的发展意义重大，是社会发展的
尺度标杆，银行网点覆盖社会各个角落，
其文明法治化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文
明法治程度，银行注重法治建设是社会
的福音。农业银行为海南的经济发展尤
其是农业发展做出了贡献，为900万海
南百姓提供了良好的金融服务”。黄桂
提说。

他认为：“今天的中国是发展中国
家，金融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
还有一定的差距，我们的金融业特别是
银行业，更要创新、更需加强法治建设，
现代社会需要更多文明守法、有创新精
神、有理想和追求的银行家，新农村的建
设需要农业银行的更多扶持”。

黄桂提在现场宣讲中说：“自己想
说的话都在法制报刊中，别看一份小小
的普法报纸，它的价值无可估量，更多
的是一份责任：孩子的命运就是国家的
命运，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保护妇女儿
童不受伤害、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

公务员带头禁吃野生保护动物；村村镇
镇有规划；让我们的街道不再积水堵车
……这些都和法治有密切关系，期待大
家和自己一起认真思考以上各种社会
问题，并积极行动，共同建设法治中国、
美丽中国、平安中国。”黄桂提说，“把法

制报刊送进银行是一种态度，期待与农
行广大干部、职工携手同行，掀起学法、
用法的热潮，让法制意识深入社会每一
个角落，让所有人重视且积极推进国家
法治建设，伟大的‘中国梦’才能更快实
现！”

普法送法身体力行

当天的活动秩序井然，反响热烈。
农行海南省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覃
国安对省人大代表黄桂提一行的到来表
示热烈欢迎，他赞扬黄桂提长期以来关
心帮助困难群体，倾心普法送法工作，热
心慈善事业。

“黄桂提先后为国内公益教育事业捐
款捐物近3000万元，为慈善事业做出贡
献，用他的话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不让
暴力危害幸福家庭，他的善行义举受到好
评。”覃国安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
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
吹响了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依法
治国的进军号角。对省农行而言，依法治
行是经营之本、立行之本，这就要求每一
位干部员工必须学法懂法、信法守法。”

“在农行提出从严治行，建设法治农
行的大背景下，黄桂提普法进银行，行动
非常及时也非常重要，对我们开展学法普
法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他不仅为我们送
来了精神食粮，更是对我们开展学法普法
活动的一种极大的鼓舞和鼓励，我们一定
把他的关心与支持转化为具体行动，大力
加强法治建设，从我做起，从细节做起，规
范经营、规范管理、规范操作、筑牢根基，
以优异的业绩回报客户、回报社会。”

省人大代表黄桂提普法送法进银行

赠送普法报纸 交流普法心得

农行普法现场。

中国农业银行海南省分行举行普法送法活动。 职工积极参加普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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