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川遥菜原名汤川正行，
2000年左右开设了一家军事用品
公司。公司3~4年后欠债倒闭，他
曾露宿公园一个月。最后他的父
亲不得不卖掉房子还债。2008
年，走投无路的汤川企图以“自宫”
的方式自杀，被妻子所救。他的妻
子两年后却因肺癌病逝。汤川期
望叙利亚之行能找到商机。2014
年 4月，汤川和后藤在叙利亚相
识，希望后藤能带他去伊拉克，两
人后于6月同行进入伊拉克。汤
川遥菜去年8月在叙利亚阿勒颇
城外遭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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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付赎金 无法出兵解救

安倍晋三深陷“人质危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1日说，日本政府正在“与时间赛跑”，将尽全力解救被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绑架的两名日本人质。不过，一些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安倍政府手中
的选项非常有限：迫于美国施压、不能支付赎金，同时受限于宪法约束、无法出兵营救。

提前结束中东访问回国
的安倍21日说，他已经要求
政府动用所有可能的外交途
径，确保两名人质获释；他已
经求助于巴勒斯坦国总统马
哈茂德·阿巴斯、埃及总统阿
卜杜勒-法塔赫·塞西、约旦国
王阿卜杜拉二世和土耳其总
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

“这场与时间的赛跑非常
困难，但政府会尽全力。”安倍
说。

共同社援引日本外交消
息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眼

下把希望放在安倍本次中东
之行曾访问的约旦。约旦国
王阿卜杜拉二世承诺“有消息
会通知日方、并帮助解救人
质”。日本方面已经派出陪同
安倍访问的副外务大臣中山
泰秀前往约旦。

“伊斯兰国”20日发布一
段视频，威胁处决两名日本人
质，向日本方面索要2亿美元
赎金。遭绑人质分别是自称
日本民间军事公司经营者的
汤川遥菜和自由撰稿人后藤
健二。

安倍四处求助 约旦国王愿帮助

只有英国、美国有能力解救两名人质

日本首相官邸消息人士向
共同社承认，日本政府解救远在
中东地区的人质“无比困难”。
按共同社的说法，在72小时期
限的剩余时间内，日本政府可以
采取的手段十分有限。

路透社评述，根据日本现
行宪法，即使可行，日本也不能
派出自卫队尝试解救人质；如
果交付赎金，则与盟友美国不
付赎金的原则相悖。美国国务
院21日明确表示，支付赎金将
助长恐怖组织的气焰，“日本明
白美国这一长期方针”。

“放眼全球，只有英国和
美国具备从恐怖分子据点成
功解救人质的能力。但近期
英美两国从‘伊斯兰国’手中
解救本国人质的努力都以失
败告终。”日本问题专家迈克
尔·奥斯林说，“如果美国做不
到，日本更不可能做得到。”

2011年，日本自卫队在东
非国家吉布提设立反海盗基
地，但并没有能力执行人质解
救行动，退一步讲，即使有能
力的话，日本自卫队也无权在
外国领土上展开军事行动。

民众责怪安倍政策

路透社说，一个疑问在于，
为什么安倍明知“伊斯兰国”手
上有日本人质，依然专门提出向
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提
供援助。

安倍第二次出任首相以
来，推行所谓更积极的外交和
安保政策，宣称这些政策会使
日本国民更加安全，但这次人
质事件将让日本民众了解安
倍政策可能带来的风险。

另外，对于安倍解禁集体
自卫权并打算修改日本的和平
宪法，日本国内存在完全不同
的观点，这次人质事件可能使
双方观点更加对立。

“批评者可能会说，‘看，
这就是你插手别人战争的下
场。’”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
授中野晃一说，“更保守的人可
能会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
更积极地参与反恐战争。”

新华社、中国日报

安倍17日在埃及开罗访
问期间宣布，日本将向参与打
击“伊斯兰国”的中东国家提供
2亿美元援助。“伊斯兰国”提出
的赎金金额也是2亿美元。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21日强调日本承诺的援助属
于“非军事”性质。共同社认
为，通过强调援助的人道主义
目的，日本政府试图缓和武装
人员的情绪、进而打开僵局。

菅义伟在21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没有直接回应是否支

付赎金，只是说日方正在通过
多个外交渠道试图与绑架者
建立联系。

日本广播协会说，已经与
一名自称“伊斯兰国”宣传部门
负责人的武装人员联系，后者
声称这一极端组织“不缺钱”。

“‘伊斯兰国’一天的开支
超过2亿美元。这不是一场经
济战，而是一场精神上的战
争。”这名负责人说。按他的
说法，“伊斯兰国”相信日本政
府会支付赎金。

“伊斯兰国”：相信日本会支付赎金

这张 2014 年 3
月4日拍摄的照片显
示，后藤健二在日本
东京举行的一场有
关中东形势的公共
活动上演讲，47岁的
自由撰稿人后藤健
二为两名被绑架人
质之一。后藤从事
多年战乱地区报道，
向日本广播协会等
媒体供稿，在日本媒
体圈小有名气。路
透社 22 日报道，后
藤健二去年7月已返
回日本，听闻日本民
间军事公司经营者
汤川遥菜遭绑消息
后决意搭救，不料自
己也被绑架。

新华/法新

亚航客机失事前警报器“尖叫”
初步调查报告不公开

综合外媒1月21日报道，亚航QZ8501航班驾驶舱语音
记录器显示，飞机失事前数个警报器曾发出巨大声响。

飞机警报器发出巨大声响

印尼国家运输安全委员
会的调查人员21日告诉法新
社，亚航 QZ8501 航班失事
前，机上警报器不断发出巨大
声响，警告持续了“一段时
间”。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调
查人员告诉媒体记者，根据客
机“黑匣子”的记录，在客机坠
毁前，驾驶舱内噪声很大，多
项仪表发出警报，其中有声音
表明飞机正在失速。

法新社援引这名调查人
员的话报道：“这些报警声尖
叫着，这种背景下，飞行员及
其副手正忙着让飞机恢复正
常。”

这位匿名调查人员称，机

上警报器响起的时候，飞行员
正努力稳定住飞机。印尼交
通部长伊格纳休斯·约南20
日在国会听证会上指出，雷达
数据显示，这架客机在失事前
曾以每分钟约6000英尺（合
1828.8米）的速度爬升，随后
就熄火了。“这种爬升是不正
常的，对商用飞机来说很罕
见，只有战机才能这样爬升。
商用飞机一般每分钟爬升
1000到2000英尺（约合305
米到610米）。”他说。

据报道，在接连不断的警
报声中，其中一个是警告飞机
即将熄火。不过由于警报器声
音太大，飞行员的声音都被淹
没了。

目前，调查人员通过初步
分析，已经排除了失事客机遭
遇恐怖袭击的可能性，转而重
点调查是否存在人为操作失
误或机械故障。

印尼交通部长伊格纳休
斯·约南20日告诉媒体记者：

“在（坠毁前）最后几分钟，客
机以非正常的速度向上攀
升。”

一些航空专家分析，这种
极速攀升的情形可能与2009
年法航空难相似。

2009年 5月31日，法国
航空公司447航班从巴西城
市里约热内卢飞往法国首都
巴黎，途中遭遇恶劣天气，6月
1日凌晨在大西洋上空神秘失
踪，此后确认失事，无人生还。

根据法航空难的最终调
查报告，机械故障和人为因素

共同导致悲剧发生。报告认
定悲剧始于客机的空速管失
灵，导致速度读数无法正确显
示。正在当班的第一副驾驶
由于缺乏应对经验，拉起机
头，结果却导致飞机加剧失
速，最终酿成悲剧。

中国香港航空咨询机构
Aspire Aviation 创始人丹
尼尔·曾认为，亚航客机失事
前的情形可能与法航447航
班相似，两起空难的“相似之
处非常显著”。

他还指出，两起空难均发
生在赤道附近，处于南风和北
风交汇处，常见雷暴天气。

但印尼独立航空分析师
苏亚特曼认为，尽管两起空难
存在相似之处，但对于亚航客
机的失事原因，仍不能过早下
定论。据新华社、中国日报

与法航失事情形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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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央行推万亿欧元量化宽松
欧洲股市普遍上涨 欧元兑美元汇率下跌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1月
22日电 欧洲央行行长德拉
吉22日宣布欧元区逾1万亿
欧元规模资产购买计划（量化
宽松），以应对区域内持续的
通缩压力并促进经济复苏。

德拉吉在当日欧洲央行
议息会议后说，在已有的资
产支持证券和担保债券购买
外，欧洲央行决定扩大债券
购买范围，计划自今年3月
起每月购买600亿欧元政府
与私人债券，预计将持续至
2016年9月底。

德拉吉同时表示，欧洲央
行会确保购买计划持续至区
域内中期通胀回升到接近2%
的目标水平，这意味着实际执
行期限可能长于现有计划。

当前欧元区通胀率已连

续多月处于历史低位，2014
年 12 月通胀率初值为负
0.2%，陷入技术性通缩。

德拉吉说，欧洲央行将
与各国央行共同购买欧元区
各国政府、机构以及欧洲机
构债券。

德拉吉强调，包括国债
购买计划在内的央行货币政
策仅能为经济发展奠定基
础，欧元区各国需要继续推
进结构改革与财政整固才能
重获增长动力。

受欧洲央行量化宽松政
策刺激，欧洲当日股市普遍
上涨，欧元兑美元汇率下
跌。另外，欧洲央行还决定
维持欧元区主要再融资利
率、隔夜存款利率和隔夜贷
款利率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