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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总理阿里埃尔·亨利14日乘直升机
视察灾区情况。他当天宣布，海地进入为期
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亨利说：“最重要的是在废墟下尽可能多
地找到幸存者。”他呼吁海地民众团结一致，
不要恐慌。

美国地质调查局说，海地大量人口面临
山体滑坡风险，道路可能受阻。按海地民防
部门说法，地震引发的一场山体滑坡封锁了
连接重灾区莱凯和杰里米镇的一条主干道。

一场热带风暴可能在下周到达，带来暴雨
和大风天气，继而影响救援。另外，受部分地

区帮派活动影响，通往南部地区的道路交通受
阻。亨利14日晚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政府已经
部署警察和军队，确保能够向灾区提供救援。

路透社报道，海地眼下政治动荡，海地总统
若弗内尔·莫伊兹一个多月前遇刺身亡。与此
同时，海地不少地区面临日益严重的饥荒，医疗
系统在新冠疫情下不堪重负。人道主义援助团
体担忧，这场地震会使海地处境雪上加霜。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北部的伊斯帕尼奥拉
岛，人口超过1000万。2010年1月12日，海
地发生7.3级地震，超过30万人遇难。

刘曦（新华社专特稿）

全力救援

海地发生7.2级地震 至少304人死亡
目前没有华侨华人在地震中伤亡

海地西部地区14日

发生7.2级地震

已造成至少304人死亡

1800人受伤

海地当天进入
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据当地华侨介绍
没有华侨华人

在此次地震中伤亡的消息

根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
信息，海地西部尼普斯省当地时间14
日7时29分（北京时间14日20时29
分）发生7.2级地震，震中距海地首都
太子港约150公里，震源深度约10公
里。当地随后发生多起余震。

海地民防部门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说，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304
人。另有至少1800人受伤，不少人下
落不明。超过900所房屋、教堂、酒店
和学校被毁，另有 700 多座建筑受
损。所幸港口、机场和电信基础设施

受损不重。
南部城镇莱凯的许多建筑物倒塌

或严重受损。当地38岁居民让·马里·
西蒙说，地震发生时，他的妻子和两岁
的孩子正在洗澡，赶在房屋倒塌前冲到
街上，随后与其他当地人在一个教堂庭
院避难。他母亲的房子也塌了。

“我看到废墟中有人被拉出来，可
能受伤或死亡。我所经过的地方都有
痛苦的哭声，”他说，“有很多余震，每
次余震时，人们奔跑、喊叫。我的腿还
在抖。”

伤亡惨重

等大量建筑坍塌

制图/张昕

国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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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历史认识上受到亚洲受害国和
国际社会批评，但日本政客对此满不在乎，
还兜售一套美化侵略历史的歪理。

菅义伟在“8·15”致辞中将死于侵略战
争的日军士兵描述为“担忧着祖国的未来、
祈愿着家人的幸福而倒在战场上”的人，宣
称日本现在的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战殁者
宝贵的生命和苦难的历史之上”。

岸信夫在参拜靖国神社后针对可能招
来的中韩等国的批评声称，“对战争英灵表

达尊崇是理所应当的”。
分析人士指出，日本政客一边将“守护

和平”挂在嘴边，一边却把在侵略战争中死
亡的士兵尊崇为“英灵”，这体现了其声称的

“和平理念”的虚伪。
这种虚伪在日本对待核武器的态度

上也很明显。日本政府一直以“原子弹
轰炸唯一受害国”自居，声称要在追求

“无核武世界”方面发挥领导作用，但却
以“安全威胁”为由拒绝签署众多无核国

家参加的《禁止核武器条约》。广岛和长
崎市长在今年的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上
均要求日本政府签署该条约，但菅义伟
拒绝回应。

石田隆至表示，追求“无核武世界”的表
态只有在与民族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战争
诀别后才会有分量。有着被原子弹轰炸的
经历，却对加入《禁止核武器条约》态度消
极，这凸显出日本政府的错乱。

（新华社东京8月15日电 记者 郭丹）

歪理暴露虚伪

观 天下数名内阁成员参拜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

战败76年后，日本离真实历史越来越远

今年8月 15日是
日本战败投降 76 周
年，日本政府像往年一
样在位于东京的日本
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
者追悼仪式”。日本首
相菅义伟在致辞中避
而不谈日本对亚洲各
国实施侵略战争和殖
民统治的历史事实，更
没有提到反省与道
歉。此外，数名内阁成
员还参拜了供奉有二
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
国神社。

分析人士指出，日
本年年不忘纪念战争，
但距离真实的战争历
史却越来越远。政客
喊着“和平”口号却忙
于“拜鬼”，民众因为历
史教育缺失变得无
知。这些都再次折射
出日本社会扭曲的历
史观和政客虚伪丑陋
的嘴脸。

菅义伟当天首次以首相身份在“全国战
殁者追悼仪式”上致辞。他继承了前任安倍
晋三的做法，在致辞中没有提及对亚洲国家
的加害和日本的反省。至此，日本首相已连
续9年未在“8·15”致辞中提及加害和反省。

与此同时，菅义伟内阁不少成员近日忙
于到靖国神社“拜鬼”。日本防卫大臣岸信
夫和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13日参拜
了靖国神社，其中岸信夫的参拜是日本在任
防卫大臣时隔4年8个月再次参拜。“8·15”

当天，又有3名内阁大臣参拜靖国神社，分别
是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环境大臣小泉
进次郎、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其中萩生田
和小泉都是连续两年参拜。

菅义伟本人虽未参拜，但以“自民党总
裁”名义送去了“玉串料”（祭祀费）。此外，
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大家都来参拜靖国神
社国会议员之会”会长尾辻秀久、外务副大
臣鹫尾英一郎、前总务大臣高市早苗、前防
卫大臣稻田朋美等一些政客也都参拜了靖

国神社。
中韩等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已多

次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表达不满和抗
议。中国国防部13日就岸信夫参拜靖国神
社表示，此事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侵略历史
的错误态度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险恶用
心，中方要求日方认真反省侵略历史，时刻牢
记历史教训，采取措施纠正错误，以实际行动
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政客忙于“拜鬼”

不仅日本政客公然淡化、美化侵略历
史，许多日本民众也严重缺乏对真实战争历
史的认知，形成了扭曲的历史观。

今年8月6日和9日，日本广岛市和长
崎市分别举行了原子弹轰炸纪念仪式。德
国驻日使馆9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在对原
子弹轰炸的死者表示哀悼的同时，指出日本
遭到原子弹轰炸的“源头是德国和日本的民
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所引发的战争”。

此文一出立刻引起日本网民围攻。“怎

么能把日本和德国纳粹相提并论？”“日本是
被迫进行自卫战。”“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是
美国对日本的经济封锁。”留言区的种种奇
谈怪论令人咋舌。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和平研究所研
究员石田隆至表示，日本一直以来正当化
和美化侵略战争，蔑视和歧视被侵略国家，
这反映的是日本未能承认错误、未能惩罚
侵略战争责任人、未能进行全社会的真正
反省。

石田指出，日本的学校教育也没有在形
成正确史观上发挥作用。中小学历史课本
对日本的侵略战争没有明确定性，关于加害
历史的描述越来越少，学校还因授课时长限
制几乎不教授近代史，通过学校教育学到的
战争史除了“被空袭、被原子弹轰炸”的“被
害”历史之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像洪水一样
泛滥的历史修正主义和蔑视亚洲国家的言
论乘虚而入，对网络世代的年轻人产生了巨
大影响。

民众史观扭曲

8月14日，人们在法国尼斯的海边休闲。 新华社发

欧洲南部遭热浪袭击之际，西
班牙南部小城蒙托罗的气温14日
一度高达47.2摄氏度。

美联社援引西班牙气象部门
数据报道，位于南部科尔多瓦省
的蒙托罗当天下午5时10分录得
气温47.2摄氏度，若核实无误将
创下西班牙最高温新纪录。目前

确认的该国最高温纪录2017年7
月在蒙托罗附近录得，为46.9摄
氏度。

欧洲南部多地目前正遭热浪
袭击。世界气象组织说，地中海地
区目前测得气温高出寻常8月的
数据，为“极端”天气。

袁原（新华社专特稿）

热浪袭欧洲 西班牙气温达47.2摄氏度

英国卫生大臣赛义德·贾维德
15日宣布，英格兰地区将在8月
23日前向全部16、17岁人群提供
首剂新冠疫苗。

贾维德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
已要求英格兰国民保健署“在8月
23日前，确保向全部16、17岁人
群提供首剂新冠疫苗”。这一目标

意在让这一人群下月返校前有机
会获得“至关重要的”免疫保护。

英国卫生部说，英格兰国民保
健署已设立新的在线查找接种点
平台，帮助16、17岁人群定位距离
最近的疫苗接种点，更多接种点今
后数天或数周将在线上显示。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将向全部16、17岁人群提供首剂新冠疫苗

这是8月15日在黎巴嫩阿卡尔拍摄的油罐车爆炸现场。
一辆油罐车15日凌晨在黎巴嫩北部爆炸，造成至少22人死亡、近

80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黎巴嫩一油罐车爆炸致22人死亡

新华社马尼拉8月15日电（记
者刘锴 闫洁）菲律宾卫生部15日
宣布，该国发现首例感染新冠变异
病毒拉姆达毒株确诊病例。

卫生部当天发布声明说，患者
是一名35岁女性，为无症状感染
者，经过10天隔离后已经康复。
医疗卫生人员正着手开展病例溯
源和流行病学调查。

拉姆达毒株最早在秘鲁发现，
是世界卫生组织所列“需要留意”的
新冠变异病毒之一。一些研究人员
认为，这种毒株可能具有更高传染
性和更强的抵御中和抗体能力。

菲律宾连续多日新增确诊病
例超过1万例。菲律宾政府自8月
6日起在包括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
个高风险地区实施“封城”措施。

菲律宾发现首例拉姆达毒株确诊病例

美国感染新冠病毒住院的儿童
14日超过1900人，创疫情暴发以来
新高。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正
在该国未接种疫苗人群中迅速蔓延。

路透社援引美国卫生与公共
服务部数据报道，美国儿童新冠住
院病例14日增至1902例，占全国
现有新冠住院病例总数的约
2.4%。12岁以下儿童暂不符合新
冠疫苗接种条件，更容易感染传染
性强的德尔塔毒株。

美国儿科学会前会长萨莉·戈
扎当天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德尔塔毒株“不是去年的冠状病
毒”，它更糟糕，儿童将是受其影响
最严重的群体。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
据显示，美国本周18至29岁、30
至39岁以及40至49岁人群新增
新冠住院病例同样创新高。南部
多地医院已超负荷运转。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儿童新冠住院病例创新高

88 月月 1414 日日，，在海地在海地
莱凯莱凯，，人们在因地震倒塌人们在因地震倒塌
的建筑外搜寻幸存者的建筑外搜寻幸存者。。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