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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有这么一种人，对他人叽叽喳喳，
对自己不哼不哈。在核问题上，日本的做派
正是如此。

日本共同社日前报道承认，日本已“囤
积”大量核材料。之前，在涉及其他国家和
地区核问题上闹得挺凶的日本政府，此次对
自身“核”问题却好像又集体失声了。如此
反差更令国际社会疑虑和不解。

报道称，美国在冷战时期交给日本 300
多公斤武器级钚，足以制造 40 至 50 件核武
器。在美国持续施压下，日本虽答应归还，
但一直拖拖拉拉，至今未与美国敲定归还协
议。另有消息称，日本还囤积了超过 1.2 吨
高浓缩铀及约 44吨分离钚。

日本如此“痴迷”占有核材料，给东亚和
国际社会造成不安。

首先，这有悖于日本的“无核化”国际承
诺，会引发国际社会对核扩散的担忧。核材
料的扩散是核武器扩散链条中最危险的环
节，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自
称坚持“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
不运进核武器”，但其占有大量武器级核材
料的做法不仅与相关国际规定不符，更与其
无核承诺南辕北辙。

其次，日本核材料供需严重失衡也引发
核安全忧虑。

目前，日本储存的核材料远远超过了其
实际需要，这不能不引起担忧。

与其他放射性元素相比，日本大量存储
的钚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材料，一旦变成气溶
胶被人体吸收，就会造成严重危害。专家表
示，1 克钚变成气溶胶可致死 1 万至 10 万

人。一旦发生核安全事故，其危害不仅仅是
日本的“家事”，而可能演变成祸及他国的国
际事件。

第三，日本“囤积”核材料是否打着民用
的幌子实则意在核武，最令国际社会担心。

安倍政权上任一年多来，不断以朝核等
问题渲染邻国威胁，为自己扩充军备制造借
口。日本右翼势力叫嚣发展核武的噪音也
时有耳闻，军国主义幽灵若隐若现。

《日本时报》网站去年曾报道称，前东京
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已故前财务大臣中川昭
一等极右翼政治家都公开认为，日本应拥有
核武器。安倍的外祖父岸信介以及池田勇
人、佐藤荣作、麻生太郎等日本前首相，也都
曾表示过赞成日本进行核武装的观点。日
本政府 2006年还曾就“国内生产核武器的可

能性”编写内部报告。日本《军事研究》月刊
曾刊登原陆上自卫队少将矢野义昭的文章
称，日本应发展核武器，增强核威慑。

矢野义昭表示，如果获得必要数量的武
器级核材料，采用计算机模拟方式，日本即
使不经过核试验，也可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拥有核武器。他甚至声称，日本已经掌握了
相关的爆轰技术，也拥有很高的固体火箭推
进和制导技术。这些表态似乎暗示，从技术
说，日本距离核武装只差“捅破一层窗户
纸”。这不能不令国际社会更加忧心。

反对核武器扩散是世界潮流，日本切不
可逆流而动。为东亚安宁，日本应尽快将核
材料物归原主。赖着不还只能让邻居疑虑，
让国际社会担忧。

（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对他人叽叽喳喳 对自己不哼不哈

日本“囤积”核材料别有用心
据新华社维也纳 2 月 18 日

电 伊朗核问题六国（美国、英国、
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与伊朗
18 日在维也纳展开新一轮对话。
这是六国与伊朗自伊核谈判去年
底有所进展后的再次对话。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保东在
会议开幕前对媒体说，本轮对话会
是一个重要阶段，事关为期半年的
日内瓦第一阶段协议到期后，伊核
问题下一阶段怎么办的问题。

李保东说，各方必须在第一阶
段协议基础上继续向前迈进。这

就要求各方站在对和平和安全负
责任的历史高度上，拿出政治意愿
和勇气，在平等尊重的基础上通过
对话，展现灵活务实的态度，为妥
善全面合理公正地解决伊核问题
取得积极成果，中方将为此继续发
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去年 11 月，六国与伊朗在瑞
士日内瓦已就第一阶段协议达成
一致。今年 1 月 20 日，第一阶段协
议正式生效，标志着解决伊核问题
实现了限制伊核计划、缓解对伊制
裁的良性循环。

新一轮伊核谈判开启

新华社东京 2月 18 日电 日
本贸易振兴机构 18 日发布数据
称，2013 年中日贸易额比上一年
下降 6.5％，为连续两年出现下滑。

数据显示，2013 年中日贸易
额折算成美元为 3119.9518 亿美
元。其中，日本对华出口贸易额为
1298.8328 亿美元，比上一年减少
10.2％；日本从中国进口贸易额为
1821.1190 亿美元，减少 3.7％。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分析认为，
2013年中日贸易额下降原因包括：
日元贬值导致以美元计价的贸易额

减少；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日本企业
在华生产增加，日企竞争对手扩大
在华市场份额等。该机构称，中日
关系紧张对 2013 年两国贸易影响

“有限”，并预计随着中国经济企稳，
2014年中日贸易有望“小幅增加”。

根据该机构的统计口径，2013
年日本对华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
的 18.1％，仅次于对美国出口。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经济团体
联合会和贸易协会等众多研究机
构和行业组织，专门为政府和企业
建言献策。

贸易机构发布数据称

中日贸易额连续两年下滑

重夺办公地
德新社报道，手持盾牌、警棍和催泪瓦斯

的防暴警察当天被派往数个反政府集会地，包
括位于曼谷北部的泰国国家石油全球化工公
司总部，位于市中心的总理府，曼谷北部另一
处政府办公区和内政部。

泰国政府上月 22 日开始在首都曼谷和周
边省份实施紧急状态法，为期 60 天。根据紧
急状态法，安全部队获得更大权力，包括在没
有正式指控的情况下实施扣押。

主管安全事务的副总理差林·裕班伦 18
日告诉媒体记者，政府打算在 19 日前夺回对
总理府的控制权，让英拉回来上班。

《曼谷邮报》报道，18 日上午，警方成功控
制了国家石油全球化工公司总部以及能源部
办公地的局势。

冲突致死伤
《曼谷邮报》网站 18日刊登的照片显示，在

通向总理府的道路上，一些示威者戴防毒面
具，站在堆砌好的沙袋后面，以阻碍警方行动。

隶属于政府的11频道电视台从当地时间上
午8时开始直播在总理府附近的情况，当地时间
11时，警方和示威者仍在僵持，但开始推搡。

待到中午，路透社报道，在总理府周围，有
人发射催泪瓦斯。电视画面显示，防暴警察与
示威者发生冲突。但泰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
席帕拉通·巴达纳塔布向路透社记者证实，警
方没有使用催泪瓦斯，“是示威者向安全部队
扔催泪瓦斯”。

泰国警察总长阿伦·森星乔向路透社记者
证实，在 18 日的冲突中，一名警察头部中弹，在
送往医院过程中死亡，另有3人死亡，64人受伤。

多人遭逮捕
反政府示威领导人之一拉维·马察马顿告

诉美联社记者，当天上午，警方在能源部办公
地外围逮捕大约 100 名示威者，将他们用卡车
运抵至北郊一处警局。

新闻公司 Tnews 上传的视频画面显示，整
个过程中，示威者没有反抗。

当天下午，政府应急控制中心发言人吉萨
那·帕塔那加伦证实，警方一共逮捕两名反政
府示威领导人以及 144 名示威者。

在能源部办公地外围，反政府示威领导人
拉维·玛马顿和多索顿·乔提潘遭逮捕。当地
广播电台报道，另外一名领导人颂革·鹏柏本
遭警方短暂拘押，随后获支持者解救。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驱逐行动现死伤 月底又要遭传唤

英拉下步要去哪儿？
泰国政府 2月 18日动用 2.5万警力，在首都曼谷对包括

总理府在内的多个反政府集会地点实施代号为“曼谷和平”的
行动，驱逐示威者。同日，泰国反贪污委员会决定，将于本月
底传唤看守总理英拉接受有关大米项目渎职案的指控询问。

据新华社莫斯科 2 月 18 日
电 据俄罗斯《独立报》18 日报
道，俄罗斯年内可能在北极地区建
立新的军事指挥机构——北方舰
队联合战略指挥部，用以保护俄在
北极地区的国家利益。这一指挥
机构如果成立，将获得与俄现有四
大军区同等地位。

俄塔社援引俄罗斯武装力量
总司令部消息人士的话说，成立这

一指挥部的目的在于保护俄罗斯
在北极地区的军舰、民船及自然资
源的安全，包括俄在北冰洋大陆架
上自然资源产地的安全。俄北方
舰队将从西部军区分离出来，成为
这一联合战略指挥部所辖军事力
量的主要组成部分，部署在北极区
域新地岛、新西伯利亚岛和法兰士
约瑟夫地群岛上的各兵种部队均
将归属这一指挥部管辖。

俄拟在北极设军事指挥机构
与现有四大军区地位同等

施援助
去年 11 月底，乌克兰政府宣布暂停

与欧盟签署相当于“准成员国”的联系国
协定，引发反对者多次在基辅集会示威。
示威者一度与警方爆发流血冲突。

俄罗斯去年 12 月承诺向乌克兰提供
150 亿美元紧急财政援助，已发放首批 30
亿美元。但在乌克兰政治危机升级后，普
京宣布援助将在乌克兰组建新政府后发
放。

17 日，俄罗斯财政部长安东·西卢安
诺夫宣布，俄罗斯打算本周末前解冻部分
对乌援助，购买乌克兰 20 亿美元的欧洲
债券。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乌克兰政府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这笔钱有望 19日到账。

寻制裁
乌克兰两名主要反对派领导人 17 日

抵达德国首都柏林，与德国总理默克尔及
德国外交部长会面。双方举行闭门会谈
大约 1 个小时。

会后，反对派领导人、前拳王维塔利·
克利奇科和另外一名反对派领导人、前议
长阿尔谢尼·亚采纽克要求欧盟银行冻结
与乌克兰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及其亲
信以及“支持现政权的寡头政治家们”相
关的账户。

默克尔的发言人施特凡·赛巴特说，默
克尔保证，德国和欧盟将为积极化解乌克
兰危机而竭尽全力。（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俄金援“加筹码” 德调解作承诺

乌克兰“左右逢源”力解危机

据新华社基辅 2月 18日电 乌克兰
示威者 18 日在首都基辅议会大楼附近与
警方发生冲突，一些示威者还冲击乌克
兰执政党总部，遭到警方驱逐。这是 17
日乌克兰大赦法生效后示威者与警方重
新发生冲突。

当 天 上 午 ，数 千 名 示 威 者 从 市 中
心 独 立 广 场 向 议 会 大 楼 前 进 ，举 行 号
称“和平进军”的活动。在到达议会大
楼 附 近 时 ，一 些 示 威 者 开 始 冲 击 警 戒
线，用石块和燃烧瓶袭警，并放火点燃

作为路障的两辆卡车。警方用非致命
性装备还击。示威者向警方投掷石块
和 燃 烧 瓶 ，警 方 用 声 光 弹 和 催 泪 弹 还
击。

乌克兰内务部发布的消息说，警方
有 3 人在冲突中受伤。

乌克兰议会计划在 18 日审议恢复
2004 年宪法，即恢复议会总统制。示威
者企图在此问题上向议会施压，迫使议
会通过决议，恢复目前仍有很大争议的
2004 年宪法。

俄罗斯政府2月17日宣
布本周向乌克兰政府注入20
亿美元的财政援助，以支持
正遭受衰退的乌克兰经济。

同一天，德国总理安格
拉·默克尔会见两名乌克兰
反对派领导人，表示将为积
极化解乌克兰政坛危机全力
以赴。

乌克兰作为俄欧之间的
缓冲地带，地缘战略意义非
常重要，长期以来是俄欧极
力争取的对象。

大赦虽生效 冲突未平息
▶▶相关新闻

韩联社 2 月 18 日公布的这张照片显示，救援人员在韩国庆州礼堂
坍塌事故现场工作，事故已造成 10人死亡。据中国驻釜山总领馆官员
18日确认，事故中没有中国学生伤亡。 新华/法新

右图 2 月 18 日，在乌克兰首都基
辅，示威者在议会大楼附近投掷石块。

新华/法新

2月 18日，在泰国首都曼谷，防暴警察向示威者发射橡皮子弹。 新华/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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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 2月 18 日电 韩国
外交部东北亚局长李相德 18 日在
首都首尔会见日本外务省亚洲太
平洋局长伊原纯一。这是自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去年底参拜靖国神
社以来两国首次局长级会晤。

前一天，就改善两国关系的方
式等事宜，韩国驻日大使李丙琪同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斋木昭隆进
行工作会谈。先前，美国国务卿约
翰·克里表态，希望韩日关系在美
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访问两国前
得到改善。

韩国外交部没有公开李相德
与伊原会晤的内容，包括议程，只

是说，这是两国外交部门间“例行
交流”。

韩国外交部还说，作为朝鲜半
岛核问题六方会谈日方代表团团
长，伊原 18日早些时候与外交部半
岛和平交涉本部长、六方会谈韩方
团长赵太庸会晤，讨论了朝核问题。

韩日恢复外交接触前，美国国
务卿克里 7 日会见到访的日本外
务大臣岸田文雄，要求日方在奥巴
马今年 4 月访问日韩前设法改善
日韩关系；13 日在韩国访问时，克
里告诉韩国外交部长官尹炳世，希
望韩国克服与日本的历史问题，改
善双边关系。

韩日恢复外交接触

2月 17日，在黎巴嫩南部马家永地区，叙利亚难民儿童在帐篷前玩
耍。联合国难民署 17日宣布，迄今逃到黎巴嫩寻求难民身份的叙利亚
人超过 92.76万，比上周增加 1.5万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