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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政府宣布，新加坡29日为建国
总理李光耀举行国葬这一天，为印度的
国家哀悼日。根据印度内政部网站27
日发布的一份声明，届时，印度全国将降
半旗，当天暂停一切官方娱乐活动。

印度政府先前宣布，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将参加李光耀的国葬。

李光耀23日逝世，享年91岁。莫迪
称赞他是“有远见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中
的雄狮”。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一些村
庄挂出海报，村民拉起横幅游行，哀悼李
光耀过世。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李光耀国葬

印度全国哀悼

“我不能说是光耀的好朋友，但
我依然为他的逝世感到哀伤。”27日，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
在博客上写道。这是新加坡建国总
理李光耀逝世将近五天后，马哈蒂尔
首度就这位老对手的去世“开口”。

马哈蒂尔说，他与李光耀多次交
锋，但彼此没有敌意。惺惺相惜，溢于
言表。“无论我们关系多么友好或者不
友好，一位你非常熟悉的人走了，总会
让你难过，”马哈蒂尔在这篇题为《光
耀与我》的博文中写道。

现年89岁的马哈蒂尔回忆说，他
第一次遇见李光耀，是1964年在马来
西亚联邦议会中，两人同为议员。之
前一年的9月，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
并。“我们在辩论中多次交锋，但彼此
没有敌意，我们只是就什么才有利于
这个新生的国家看法不同。”

新马合并不到两年，双方产生巨
大分歧。1965年8月，新加坡脱离马
来西亚联邦，成立共和国，李光耀出任
总理。新马关系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

内充满曲折，而李光耀与马哈蒂尔的
关系同样多次经历不愉快，多次相互
攻击。

马哈蒂尔在博文中提到，李光耀
曾经错把他当做新加坡上世纪60年
代种族骚乱背后的“马来人极端分
子”，“实际上，我从来没有去新加坡煽

动闹事”。
马哈蒂尔还回忆起1981年12月

对新加坡的访问：他与李光耀一致决
定，从次年起把两国的当地时间提前
半小时，采用相同的时间，消除与中
国、菲律宾、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
时差。除此以外，“恐怕我们在其他大

多数议题上达不成共识”。
马哈蒂尔1981年至2003年担任

马来西亚总理，至今影响着马来西亚
政坛。在他的带动下，马来西亚一改
传统农业国一潭死水的形象，发展为
电子仪器制造中心、“亚洲四小虎”之
一。

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关系近年来
更加紧密，两国致力于进一步加强经
济合作。

马哈蒂尔说，尽管他与李光耀大
多数时候意见不合，但如果对方生病
了，彼此都会问候。

不仅如此，与两人同时代的另一
位亚洲政治强人苏哈托病重期间，马
哈蒂尔和李光耀均前往雅加达探视。

马哈蒂尔说，随着苏哈托、李光耀
相继离去，东南亚国家联盟“失去了强
有力的领导人”。这一代人“为各自国
家的独立自主而奋斗，了解独立自主
的价值”。“世间再无李光耀。他的离
世标志着这个时期的结束。”

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东京 3 月 29 日电 （记者刘秀玲）
日本共同社 28 日和 29 日开展的最新民调结
果显示，半数以上日本人认为，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将于二战战后70周年发表的首相谈话中
应包含对“殖民统治和侵略”的“反省和道歉”
等字眼。

安倍晋三此前称，他今年将发表的这一谈
话会总体继承“村山谈话”等历届内阁在历史认
识问题上的观点，但他在是否使用“殖民统治和
侵略”“反省和道歉”等表述上一直态度暧昧。
此次民调结果显示，54.6％的受访者认为这些
字眼不可或缺。

调查还显示，49.8％的受访者反对安倍试图
在本届国会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相关法案。
77.9％的受访者认为，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时
必须事先征得国会同意。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和小泉纯一郎分别在日
本无条件投降50周年和60周年之际发表了对侵
略战争进行反省和道歉的谈话，其中都有“殖民统
治”“侵略”“深刻反省”“谢罪”等措辞。

民调显示

多数日本人认为
“安倍谈话”应提“反省”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29日说，韩方希望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下月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时继承
正确历史观。如果错失这一机会，安倍的领导能
力恐受到“严重影响”。

尹炳世当天在韩国KBS电视台播出的一档
时事节目中说，韩国没有把视线锁定在阻止安倍
前往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上。不过，韩国不是唯一
一个关注日本对待历史态度的国家。

“国际社会达成一个共识，即日本应当像德
国领导人过去所做的那样，就历史问题表明清
晰立场，”他说，“日本应当把握这一机会，清楚
阐明它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向韩国和世界其
他国家展现它新的一面。我真诚希望日本利用
这个黄金机遇，来证明它能够为亚洲以及世界
做出贡献。”

谈及韩日两国是否有可能举行首脑峰会时，
尹炳世说，两国领导人不应“只为会面而会面”。

“我认为，峰会应该使两国（在双边关系层
面）更进一步，”他说，“借助不同渠道，我们正
尝试在推动解决历史问题等紧迫议题方面取
得进展。日本政府可能对我方立场略有所知，
我认为，日方能够在关键节点给出适当提议和
建议。”

尹炳世强调，重要的是，日本不应在历史认知
问题上有所倒退。

闫洁（新华社特稿）

韩国再促安倍
继承正确历史观

超过百万人悼念

新加坡媒体报道，过去一周，超过
100万人前往新加坡多处哀悼场所，悼

念李光耀。
29日，许多商店和商业中心歇业一

天，以示对李光耀的敬意。
李光耀 1959 年至 1990 年担任

新加坡总理。卸任总理后，他先后

留任国务资政和内阁资政。 2011
年 5 月，李光耀宣布不再担任内阁
职位。截至去世时，他仍是国会议
员。

李良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狮城数万民众雨中送别李光耀
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出席李光耀国葬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的国葬仪式29日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
数万民众冒着大雨，涌上街头，最后送别“国父”。约2200名社会各界人士和各国政要出席国葬仪式。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撰博文哀悼老对手

“世间再无李光耀”

海陆空三军送行

由新加坡海陆空三军组成的移灵队
和送葬队伍于新加坡时间中午12时30
分动身，安放在一个玻璃罩内、覆盖着新
加坡红白色国旗的深棕色灵柩被放置在
一个拖曳炮架上，由一辆仪式用的敞篷
车拖行，离开国会大厦，前往新加坡国立
大学文化中心。车队沿途经过新加坡多
处与李光耀有关的标志性地方,包括旧

国会大厦、政府大厦、滨海湾、新加坡中
央商业区以及李光耀担任国会议员近
60年的丹戎巴葛选区，。

其间，李光耀受到21响礼炮待遇的
“送行”。新加坡空军飞行表演队“黑色
骑士”的4架F－16战机也从空中列队
飞过，其中一架飞机飞离编队，象征着李
光耀的离去。另外，新加坡海军两艘舰
只驶过马里纳湾大坝，后者是李光耀主
政时的一大水土保持工程。当灵柩经过
滨海大桥时，两艘海军巡逻舰长鸣3次

笛声，向李光耀致以最后的敬意。
不少民众当天天刚亮就赶到李光耀

灵柩会经过的街道旁，等待送别李光耀。
许多人身着黑白色的哀悼色服饰，挥舞着
新加坡国旗。车队经过时，人们抛洒鲜
花，高呼李光耀的名字，不少人失声痛哭。

现年35岁的教师乔尔·林说：“我们
今天来这里见证这一历史时刻。作为新
加坡人，我们可能有分歧，但关键时刻，
我们站在一起。这就是新加坡和李光耀
遗产的真谛所在。”

全国默哀一分钟

车队经过 15.4 公里行程，抵达新
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14 时，国
葬仪式正式开始，约 2200 名社会各
界人士和各国政要出席。李显龙、
新加坡总统陈庆炎、荣誉国务资政
吴作栋等 10名代表先后在仪式上宣
读悼词。

致悼词结束后，整个新加坡响起民
防警报声，全国默哀一分钟。最终，葬礼
在国歌声中结束。

之后，新加坡万礼火化场将举行家
庭私人送别仪式，李光耀的遗体随后被
火化。

中国特使出席葬礼

3月29日下午，习近平主席特使、国
家副主席李源潮专程赴新加坡出席葬礼。

李源潮代表习近平主席，以中国政
府和中国人民名义，对李光耀先生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并向新方转达了习近平
主席的口信。

习近平在致李显龙的口信中对李光
耀先生逝世表示深感悲痛。他说，李光
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
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他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我十分敬重
的智者和长者。作为中新关系的奠基
人、开拓者、推动者，李光耀先生同中国
老一辈领导人共同确立了中新关系的发
展方向，为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开拓两国

合作作出了卓越贡献。当前，中新关系
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高度重视发展中
新友好合作，中方愿同新方一道，坚持和
发展两国传统友谊，以今年中新建交25
周年为契机，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
作，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在新期间，李源潮前往国会大厦吊
唁李光耀并瞻仰遗容，会见了新加坡总
统陈庆炎、副总理张志贤。

3月29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的国葬仪式上向李光耀
遗像鞠躬。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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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
灵柩抵达国立大学文化中心举行的国葬
仪式现场。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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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官员29日说，印尼爪哇岛28日晚突发
泥石流，已造成6人死亡，4人失踪。印尼应灾机
构发言人苏托波·普沃·努格罗霍说，事发爪哇岛
西部苏加武眉地区，“下大雨期间，突然发生山体
滑坡。峭壁坍塌，砸中一处定居点”，11座房屋被
掩埋。他说，迄今已有6人遇难，另有4人失踪，

“搜救正在进行中”。法新社报道，印尼在雨季因
暴雨和洪灾导致地质灾害频发。根据印尼应灾机
构估计，全国约有半数居民生活在易于发生山体
滑坡的地区。

李良勇（新华社微特稿)

印尼泥石流
致多人死伤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日出席参议院预算委
员会会议，提到自己饱受花粉症困扰，并想出对
策：砍掉全国的杉树，代之以其他树种。日本共同
社报道，安倍同与会者商议如何根除花粉症，透露

“从下一（财政）年度起，将砍伐引发花粉症的杉
树，同时帮助种植花粉较少的树苗，从而（把杉树
林）转换成花粉量较少的树木”。安倍强调，日本
大约三成民众患有花粉症，花粉症“在社会和经济
方面都造成了很大影响，是应该集政府之力应对
的大问题”。安倍表示，哪怕是说到杉树的花粉，

“眼睛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发痒”，这番话引来全场
大笑。维新党议员小野次郎说，日本过去一周的
花粉症症状“特别严重……只有日本存在杉树引
发的花粉症，这既是人祸又是一种公害”，敦促政
府采取措施。

杨舒怡（新华社微特稿)

安倍花粉过敏
欲砍全国杉树

印度总理莫迪呼吁印度富人主动放弃燃气
补贴，从而使国家有钱补助穷人。印度政府补
贴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大。包括燃气补贴在
内，上届政府补贴开支达430亿美元，相当于国
内生产总值的2％。另一方面，在这个贫富差距
显著的国家，大量穷人用不起燃气，只能以木
头、干草乃至牛粪为燃料，而这类燃料产生的烟
易引发呼吸道疾病，特别是在儿童当中。莫迪
27日在新德里一次能源会议上说：“我呼吁所
有能够承受燃气市价的人，请放弃你们的燃气
补贴。你们帮着省下来的钱将用于穷人，以便
他们也能用得起清洁燃料。”他表示，28万人已
经自愿放弃燃气补助，从而为政府节省了1600
万美元财政资金。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总理“求”富济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