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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日本上万民众在国会、首相
官邸等政治中枢周边举行抗议集会，反
对安倍政府提交国会审议的安保法案。
反对者不仅包括主张维护和平宪法的市
民、学者和在野党，连原本主张修宪的保
守派学者、自民党元老也拍案而起，对安
倍违背立宪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独裁手法
提出批判，要求安倍政府撤回改变日本
和平立国路线的“战争立法”。

安倍“战争立法”引来众怒和普遍
担忧，主要缘于以下原因。

首先，旨在为解禁集体自卫权提供
法律依据的安保法案涉嫌违宪。

根据日本宪法第9条，日本放弃行
使武力和交战权，不得拥有军队。后
来，为了给自卫队的存在“合法性”提供
依据，历届日本政府对宪法第9条的解
释是，日本遭到直接武力攻击时允许行
使最小限度的武力反击。据此，日本形
成了“专守防卫”的安保基本国策。

但是，安倍政府的安保法案颠覆了
“专守防卫”理念，提出日本在没有遭到
攻击时也可通过行使集体自卫权在海
外行使武力乃至参与战争。安保法案
的立法依据来自安倍政府去年7月通过
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而这一
内阁决议得以出台，是因为安倍政府推
翻了历届内阁在集体自卫权问题上的
宪法解释。也就是说，安倍政府绕开必
要的修宪程序，在宪法解释上自说自
话，从而将自己的意志和一己私利凌驾
于作为治国之本的宪法之上。

安倍政府“无法无天”的做法招致绝
大多数宪法学者、法律专家的强烈反弹。
超过200名宪法学者联名发表声明，指出
安保法案违反宪法第9条，要求废案。6
月4日，包括自民党提名的证人在内，3名
宪法学者在国会听证中一致指出安保法
案“违宪”。10日，拥有4万多成员的日本
律师联合会举行集会，要求安倍政府遵守

立宪主义，撤回安保法案。
其次，多数民众对安倍无视民意，强行

推进“战争立法”的政治手法感到忧虑。
近期民调显示，八成日本民众对安

保法案表示无法理解，就连不少自民党
议员也私下承认不是完全理解法案内
容。而在国会审议中，包括首相安倍、防
卫大臣中谷元、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内阁
法制局长官在内，对在野党提出的质询
不断改变说法，有些说法自相矛盾，不仅
暴露法案本身粗糙不堪，更显示安倍政
府对国会这一立法机构的怠慢。

安倍强推安保法案的姿态在自民
党内部和政坛元老中也招致非议。前
自民党政调会长龟井静香指出，在关系
国家未来走向的重大问题上需要征求
国民意见，不能仅凭国会议员来决定，

“日本面临战败以来的最大危机”。
第三，安保法案增加了日本被动卷

入或主动参与战争的风险。

安倍声称，解禁集体自卫权后，日
本自卫队就能执行护航美国军舰等美
军支援行动，通过强化日美同盟提高对
其他国家的遏制力，从而避免战争风
险。但前日本防卫研究所所长柳泽协
二指出自卫队护航美军军舰的另一种
可能后果：日本因此被视为敌对国，从
而招致攻击和战争风险。

政坛元老、前财务大臣藤井裕久对
安倍强化日美军事同盟深表担忧。他指
出，日本战前缔结的日英军事同盟、日德
意三国同盟，结果都使日本深陷战争。
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试图打造“对等”
的日美军事同盟，而军事同盟的特征是
制造假想敌，这是在走一条错误道路。

第四，安倍的对美追随姿态和历史
修正主义，放大了战争法案的危险性。

安倍 5 月初在美国国会演讲中承
诺，安保法案将在今夏日本国会休会前
通过。而这一承诺的背景是，在此之

前，日美政府新修订了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为贯彻指针内容，需要日本修改诸
多安保法律。对此，在野党抨击说，这
是将美国的需要和利益置于日本之上，
是彻头彻尾的对美追随。

日本共产党书记局长山下芳生在
反对安保法案的集会中强调，日本从来
没有反省过越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美
国发起的战争，安保法案将使日本今后
更无法拒绝美国的参战要求。他进一
步指出，安倍连过去的侵略战争都不愿
意承认，由这样的历史修正主义者主导

“战争立法”，显然更具危险性。
1995年发表的“村山谈话”指出，日

本当年因为国策错误，走上了殖民统治和
侵略道路。自民党前干事长山崎拓近期
在多个场合对安倍和自民党提出警告：战
败70年后的今天，日本不能再犯类似“国
策”错误。 记者 冯武勇 刘秀玲

（新华社东京6月14日电）

法案增加了日本被动卷入或主动参与战争的风险

安倍“战争立法”撞上宪法和民意壁垒

据新华社北京6月13日新媒体专
电 韩联社11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已
经批准向韩国出售“宙斯盾”作战系统，
用来武装韩国下一代驱逐舰。美国国
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说，韩国向美国求
购3套“宙斯盾”作战系统，相关装备、
部件以及后勤支持服务，国防部已经批
准这一采购申请，预计销售金额为19.1
亿美元。

分析人士认为，从美国方面看，向韩
国提供“宙斯盾”作战系统，一方面可以
向外界彰显美国有能力向其盟友及友好
国家提供安全与保护，另一方面，美国将
于今年6月在日本横须贺基地部署装备

“宙斯盾”作战系统的“钱瑟勒斯维尔”号
导弹巡洋舰，同意向韩国提供“宙斯盾”
作战系统也是美国力推“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战略举措之一。

美批准向韩国
出售“宙斯盾”

希拉里宣布竞选总统后发表首场演讲

据新华社休斯敦 6月 13日电 （记者张永
兴）一名枪手13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北部城市
达拉斯开枪射击警察总部外的警官并驾车逃
逸。警方表示，在随后的追捕过程中，“相信嫌犯
已经被击毙”。

据当地ABC13电视台报道，达拉斯警方发
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当天零时30分左右，一
名驾驶厢式货车的嫌疑人突然向警方开枪。警方
展开追击，与嫌疑人在距警察总部20多公里处的
一家快餐店外对峙，双方互相开枪射击。

警方透露，嫌疑人指责警方让其失去了对儿
子的监护权。

美国达拉斯发生
警察遭枪击事件

据新华社首尔6月14日电（记者
张青）韩联社14日援引韩军联合参谋本
部消息报道说，朝鲜当天下午向朝鲜半
岛东部海域试射了3枚短程导弹。

韩国军方分析认为，朝鲜此次是为
提高KN－01导弹精确度而进行的试射
行为。韩军联合参谋本部强调，韩国军
方正密切注视朝军动向，并维持警戒态
势，以应对朝鲜可能发起的挑衅。

韩媒称朝鲜试射
3枚短程导弹

印度尼西亚政府12日宣布，正式对中国等
30个国家的游客实施免签证政策。今后，中国大
陆游客无需签证即可在印尼以游客身份停留不超
过30天。印尼内阁秘书处说，新规由总统佐科·
维多多9日签署、10日生效。印尼还对中国香港
和澳门居民免签；对中国大陆游客实施“落地签”，
入境后需缴纳35美元签证费。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印尼对中国游客免签

6月13日，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市中心，
两名塞内加尔人（前）把店铺里的商品搬到大街
上，防止火势蔓延造成进一步损失。

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市中心的彼得森市场
13日因市政拆迁发生警民冲突，引发骚乱。大量
商铺被烧，不少中国商铺也被殃及。 新华社发

塞内加尔首都发生骚乱
不少中国商铺被殃及

伊朗总统鲁哈尼13日在记者会上
说，为了达成完善的伊核最终协议，伊朗
不受核谈期限限制。近期伊朗领导人及
核谈代表等高官多次释放对核谈进展不
满的信号，折射出伊方对于在6月30日
截止日期前达成协议信心不足。

鲁哈尼把核谈进展缓慢的原因归结
于西方过分的要求。他认为，如果西方
不提过分要求，在既定的时间框架内达
成协议并非不可能。“然而西方不断地提
出新要求，导致更多讨价还价，使谈判变
得更漫长。”

伊朗核谈代表阿拉格希则认为，核
谈的瓶颈在于双方缺乏互信。

阿拉格希还表示，各方正商议在草
拟的协议中建立机制，一旦一方认为另
一方违反协议，就可以退回到签署协议
前的状态。

除了西方过分要求和谈判桌上缺乏
互信，伊朗国内反西方的政治力量向伊
朗的核谈团队发难可能也是影响核谈进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5月，伊朗议会曾召
开两次会议，质询外长扎里夫率领的核
谈团队，指责他们向西方服软、超越核谈

红线、未能兑现此前澄清伊美双方对框
架性解决方案的不同解读的承诺。议会
质询现场画面显示，一些议员对扎里夫
进行猛烈批评，双方几乎爆发口角。

据伊朗媒体报道，阿拉格希在接受
议会质询时承认，伊朗核谈团队曾经在
谈判桌上同意核查人员在伊方监管下，
检查伊朗军事设施。但他几天后改口，
表示伊朗核谈团队将遵照伊朗最高领袖
哈梅内伊“决定性的指示”，在核谈中不
再讨论检查军事设施等事项。

5月20日，哈梅内伊表示不会接受

西方的过分要求，即约谈核科学家和检
查军事设施。

5月21日，鲁哈尼积极响应哈梅内
伊的表态，表示伊朗政府将严格遵循哈
梅内伊的指示，核谈团队将严守红线，不
会以牺牲涉及国家安全的军事和科学机
密为代价，换取达成伊核问题最终协议。

从哈梅内伊和鲁哈尼的先后表态来
看，伊朗至少在约谈科学家和检查军
事设施这两点上恐难有退让余地。消
除分歧不仅需要时间，还将考验各方的
智慧。 （据新华社德黑兰6月13日电）

伊核谈判最终协议恐难按期达成

6月13日，在美国纽约罗斯福岛，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左）亲
吻丈夫比尔·克林顿。

当日，已经宣布竞选总统的美国前国务卿、民主党人希拉里·克林顿在纽约罗
斯福岛发表首场重要演讲。 新华社记者 李木子 摄

斯洛伐克卫生部发言人彼得·布勃拉确认，一例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患者被送
往布拉迪斯拉发大学附属医院进行隔离观察。该疑似病例为欧洲首例中东呼吸综
合征疑似病例。据悉，这名38岁韩国男子是韩国起亚汽车的员工，13日在起亚斯
洛伐克工厂附近的酒店中出现疑似症状。 新华社/法新

欧洲首现中东呼吸综合征疑似病例

6月13日，在位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
心的瑞典王宫，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和
西尔维娅王后出席菲利普王子的婚礼庆典。

当日，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普与索菲娅·赫尔
奎斯特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的王室教堂完婚。

据欧洲媒体报道，这次的主角是瑞典国王唯
一的儿子卡尔·菲利普王子。菲利普是继姐姐维
多利亚公主、外甥女埃斯特尔Estelle之后的王
位第三顺位继承人。

菲利普和未婚妻索菲娅从2009年开始交往，
2014年6月两人宣布订婚。在接受瑞典媒体的
专访中，他们被问到对彼此的印象。菲利普王子
说，他欣赏索菲娅平和善良的性格，和她在一起很
有安全感，并称索菲娅是个脚踏实地的人。索菲
娅则对媒体称，她欣赏菲利普王子的谦虚和富有
爱心的性格。

索菲娅1984年出生在瑞典泰比市一个普通家
庭，曾经是真人秀女星、比基尼泳装模特儿。2004
年，被瑞典男士杂志Slitz评为年度Slitz小姐，拍过
很多性感照片，还参加过真人秀节目《天堂酒店》。

索菲娅婚后的称谓为索菲娅王妃和韦姆兰公
爵夫人，并将代表瑞典王国出席官方活动。

（据新华社电）

瑞典现真实版
“灰姑娘”嫁王子

6 月 13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菲利
普王子与索菲娅王妃在婚礼仪式后向民众挥
手致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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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6月14日电（记者刘
秀玲 冯武勇）约2.5万名日本民众14
日包围日本国会，反对安倍政权通过
的安保法案，强烈要求安倍政府下台。

在抗议者手持的标语中，首相安
倍晋三时而化身纳粹，称要“夺回进
行战争的日本”；时而化身旧日本军
人，脚踩宪法手握刺刀前进。抗议者
们多次齐声呼喊“反对国际战争支援
法”“马上终止战争法案”“阻止安倍
政权暴走”，面朝国会和首相官邸表
达强烈反对和不满。

日本评论家佐高信在集会上指责
安倍“对美谄媚超过此前任何一位首
相”；社民党党首吉田忠智说，在相关法
案尚未在国内通过审议的情况下，安
倍擅自向美国承诺“法案会在今夏通
过”的行为是在“无视国会，无视国民”。

日本记者鸟越俊太郎说：“安倍
想做的与希特勒一样，战后没有一个
政权像安倍政权一样无视宪法和民
意，强行推进独裁政权。”他表示，如
果日本自卫队与美军一起参与世界
各地的战争，会使日本成为极端组织
的攻击对象，日本频繁发生恐怖袭击
的可能性将大大增高。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山口二郎呼吁
在场民众继承55年前包围国会、最终
成功逼迫安倍外祖父岸信介下台的数
十万民众的信念，通过“守护宪法的市
民的力量”阻止日本走上战争道路。

日本政府上月14日通过了与行
使集体自卫权、强化日美军事一体化
相关的一系列安保法案，随后提交国
会审议。但随着审议展开，安保法案
背离宪法理念、涉嫌违宪的问题不断
浮现，法案本身的正当性遭到绝大多
数宪法学者、律师、前政府法制局官
员等法律专家的质疑和批判。

抗议安保法案 要求安倍政府下台

2.5万名日本民众包围国会

6月14日，抗议者在日本东京国会前集会反对安保法案。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约翰内斯堡6月14日电（记者许
林贵 张川石）南非比勒陀利亚高等法院14日签
署临时禁令，限制苏丹总统巴希尔离境。

苏丹总统巴希尔14日出席在南非约翰内斯
堡召开的非洲联盟首脑会议。

南非人权组织“南部非洲诉讼中心”当天向比
勒陀利亚高等法院发出请求，要求法院敦促南非
政府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严格履约，对受国际
刑事法院通缉的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比勒陀利亚
高等法院决定15日审理该人权组织的请求，在此
之前限制巴希尔离境。

巴希尔当天参加了非盟峰会开幕式和领导人
合影等仪式，他本人和苏丹政府尚未公开对南非
法院的临时禁令表态。

国际刑事法院在2009年3月对以战争罪、反
人类罪为由对巴希尔发出通缉令。

南非法院临时限制
苏丹总统巴希尔离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