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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这次“退缩”的背
后，更多源自现实政治需要，特别
是来自美国方面的压力，而非基于

“幡然醒悟”的自发忏悔之举。据
日韩媒体报道，美国为了“亚太再
平衡”战略和东北亚安全局势考
虑，反复施压日韩政府、特别是安
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妥协。
美国希望韩日改善关系，不要因此
阻碍美日韩三边安全合作。

同时，韩日间“慰安妇”问题
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日本与邻国之
间的历史问题从此就一劳永逸。
除了“慰安妇”问题，日军强征劳
工、历史记忆“申遗”、靖国神社参
拜等问题，今后仍有可能重新点
燃日本与邻国间的历史争执。

不久前，安倍领导的自民党
成立了一个所谓“学习历史、思考
未来研究会”，号称要检证包括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
杀等近现代历史事件的“真相”。

铭记历史，反省历史，主要
看“心诚”。包括“慰安妇”问题
在内，日本与邻国在历史问题上
能否相向而行，最终仍将取决于
日本当局和社会是不是诚心诚
意正视历史，并采取对历史负责
的行为。 新华社

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
安倍道歉 不“赔偿”只提供10亿日元援助 韩同意“结案”

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28日与到访首尔的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就“慰安妇”历史问题举
行会谈并达成协议。韩国总统朴槿惠随后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安倍向“慰安妇”受害者
表示道歉和反省。根据协议，韩国政府将设立援助基金，由日本政府出资，帮助“慰安妇”受害者
治愈创伤。韩国政府将在日方落实相关措施后，确认“慰安妇”问题得到最终解决。

日本“道歉”但不“赔偿”

据悉，双方当天并没有签署
相关协议，而是通过会谈结束后
举行的联合记者会口头公布了具
体内容。

在记者会上，岸田文雄表示，
由于当时军队的参与，对许多女
性的名誉和尊严造成了损害，为
此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负
有责任。他说，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慰
安妇’受害人表示诚挚道歉和反
省”。

尹炳世表示，双方商定，将由
韩方发起成立“慰安妇”受害人援

助基金，日方将利用财政预算向
该基金提供10亿日元（约合830
万美元）资金。此外，韩日两国政
府将合作开展恢复“慰安妇”受害
人名誉、抚平受害人内心创伤的
各种项目。

尹炳世表示，若日方能切实
履行以上承诺，韩方将确认“慰安
妇”问题终结。

日方则看重一劳永逸地解决
这一问题。岸田在记者会上强
调，当天达成的是“最终且不可
逆”的解决方案，日韩今后应在联
合国及其他国际场合避免就“慰

安妇”问题相互批评、指责。言下
之意，韩国以后不得对日本打“慰
安妇牌”。

双方还表示，今后两国在国
际上将克制就“慰安妇”问题相互
谴责和批评。

会谈结束数小时后，朴槿惠与
安倍通电话。安倍在历时13分钟
的通话中以首相身份对饱受痛苦、
身心创伤难以治愈的所有“慰安
妇”受害者表示由衷道歉和反省。
朴槿惠在通话中表示，希望韩日外
长会谈的成果得到认真落实，推动
韩日关系走向“新起点”。

韩国国内不满就此“结案”

安倍28日晚些时候称，与
韩方达成协议，是为了“子孙后
代今后不再背负谢罪的命运”。
他还呼吁日韩今后合力改善关
系，“开辟新时代”。

韩国媒体指出，这是日方
首次承认在“慰安妇”问题上负
有责任，不过，日方提到的“责
任”究竟是法律上的还是道义上
的并不明确。韩国在野党新政
治民主联合表示，此次会谈的最
大焦点是日本政府是否承认对

“慰安妇”问题负有法律责任，但
从这一点来看，会谈结果令人失
望和遗憾。

当天，在韩日外长举行会谈

的外交部办公大楼前，前来抗议
示威的韩国市民团体络绎不
绝。一些民众批评韩国政府为
强化韩日军事同盟而草率协商

“慰安妇”问题，谴责日本政府在
解决“慰安妇”问题上态度消极，
也有民众要求日本政府除“慰安
妇”问题外，还应就殖民统治朝
鲜半岛期间强征劳工等问题进
行诚挚道歉并拿出切实解决方
案。

今年11月2日，韩国总统朴
槿惠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首
尔举行首脑会谈，双方就加快

“慰安妇”问题谈判进程达成一
致。 综合新华社消息

“慰安妇”问题被视为韩国
和日本关系紧张的主要症结之
一。朴槿惠先前因此一直拒绝
日方提出的两国领导人单独会
晤。目前韩国仅有55名原日军

“慰安妇”在世，平均年龄88岁。
1993年，时任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河野洋平就“慰安妇”问题调
查结果发表谈话，承认日军直接
参与在朝鲜半岛、中国等地设置

“慰安所”及强征当地妇女充当“慰
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

2014 年，安倍政府出台“河

野谈话”调查报告书，声称“河野
谈话”内容和措辞受到当时韩国
政府的插手干预，试图借此弱化

“河野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
可信度。

安倍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
的倒行逆施，激怒了韩国当局和
民众。今年年初，韩国女性家族
部宣布，拟为分布在韩国、中国和
东南亚地区的日军“慰安妇”记录
申遗，进一步让国际社会意识到

“慰安妇”问题的严重性，防止此
类悲剧的再次发生。 新华社

2011年，原慰安妇支援团体在首尔日本大使馆前设置了象征慰安妇受害经历的少女铜像。有关日方担心日本驻韩国大
使馆前的少女铜像有碍使馆威严和安全一事，韩方表示，韩国政府将同相关团体进行协商，妥善解决此事。

反省历史
主要看“心诚”

韩日“慰安妇”问题链接

尼泊尔政府决定，给予赴
尼泊尔旅游的中国公民免签
证费待遇。媒体援引尼泊尔
政府发言人谢尔丹·拉伊的话
报道，尼泊尔内阁25日晚在
一次会议上作出这一决定，并
立即生效。

尼泊尔旅游部门主管萨
拉德·普拉丹 27 日说，这是

“以示友好，感谢中国最近对
我们的帮助”。他同时提及，
中国也已解除了赴尼泊尔旅

游的安全提示，“中国游客是
尼泊尔的主要外国游客来源，
预计这（免签证费）将鼓励更
多中国游客来尼泊尔”。

25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宣布，中国领事服务网已解除
因今年4月25日尼泊尔地震
而发布的中国公民赴尼泊尔
旅游安全提示。德新社报道，
现阶段，尼泊尔对外国游客收
取的签证费用为 30 美元。

新华社

日本防卫省官员12月27
日说，包括三菱重工公司在内
的多家日本企业正合作研发
首架国产隐形战斗机，首架原
型 机“ 先 进 技 术 实 证 机 ”
（ATD）预计将于明年2月试
飞。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企业
研发的这款隐形战斗机采用
与美国F-35隐形战斗机类似
的技术，整个项目已投入数亿
美元。共同社27日援引一名
防卫省消息人士的话说，这款
战斗机机身全长 14.2 米、宽
9.1米、高4.5米。为提高隐形
性能，飞机配备有先进的国产
发动机，机身则采用不易被雷
达捕捉的碳纤维电波吸收材
料，可谓融合了日本本土企业
的最新技术。

按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
“先进技术实证机”原定于今
年3月底前交付防卫省，但因

需要进一步测试飞机发动机
性能，交货期延后至明年3月
底。

法新社报道，作为美国在
亚洲的安全盟友，日本长期以
来都依赖美国制造商获得军
事装备，但日本政府希望扩大
自身的军事影响力。

日本防卫省航空系统发
展部门负责人吉冈秀之（音
译）当时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
说，这一项目于2009年启动，
进展顺利。

他透露，日本原希望购买
美国最先进的F-22“猛禽”战
机，但因美国国会禁止出口，

“我们意识到发展本国能力的
重要性”。不过，吉冈表示，研
发原型机的目的在于测试先
进技术，即便试飞成功也不意
味着这款隐形战机会立即开
始生产。

新华社

欲摆脱对美国军火商依赖
日本明年试飞国产隐形战机

为感谢中国最近的帮助
尼泊尔免中国游客签证费

美国贝恩公司最新报告
显示，全球钻石零售额2015
年预期最多增长2%。这一数
字在2014年为4%。

报告认为，多重因素致使
钻石市场景气不足，包括奢侈
品市场整体疲软、消费者观念
改变以及中国市场需求减弱。

报告写道，“2014年下半
年和2015年上半年，钻石行
业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
性”，其中，中国市场需求减少
是主要原因。

据南非德比尔斯钻石公
司数据，2014年，中国是增速
仅次于美国的钻石市场。日
本市场现在位列美国、中国和
印度之后。

据贝恩公司数据，中国大
型钻石珠宝零售商今年前9
个月销售额同比下降9%。

与中国市场相比，美国钻
石市场可谓一抹亮色。不过，
贝恩认为，即使美国钻石市场
也面临长期挑战，原因之一是

“奢侈品在发达市场失去了彰
显欲望和身份的吸引力”。使

用钻石等物品炫富在美国已
经过时。另外一个原因是，美
国新一代消费者的口味尚不
确定。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
频道（CNBC）电视台27日援
引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8%的美国新娘接受非宝石级
别的戒指作为订婚戒指。这
一数字在2013年为6%。

不过，84%的美国新人仍
把钻石视为最受欢迎的宝
石。上述调查显示，新郎购买
订婚戒指的支出达到历史最
高，即人均5978美元。

美国彭博新闻社今年6
月报道，日本人正在快速变卖
多余珠宝。报道说，随着日本
人口老龄化和经济低迷，上世
纪80年代至90年代风靡的
珠宝镶嵌类戒指和耳环正黯
然失色。日本财务省数据显
示，日本今年前4个月旧钻石
出口同比增加77%，至3.8万
克拉，为 2007 年以来最多。
十年前，日本是世界第二大钻
石进口国。 新华社

用来炫富已经过时
全球钻石销售呈颓势

快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