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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15 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5 日在人民大会
堂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
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人民
友好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
础力量，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
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同促
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民间外交要开拓创新，多领域、多
渠道、多层次开展对外友好交流。

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大会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并向珍
视友谊、热爱和平的国际友人，向
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建设、
改革事业的各国朋友们致以崇高
敬意。

习近平指出，人民友好是促进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基础力量，是实

现合作共赢的基本前提。面对复
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突出的
全球性问题，各国人民需要加强友
好交流，携手合作，同舟共济。中
国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
程中，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各国人
民更好实现自己的梦想。中国将继
续全面对外开放，推进同世界各国
的互利合作，推动建设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实现
各国在发展机遇上的共创共享。中
国将大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为推
动人类文明进步作出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历来是
爱好和平的民族，一直追求和传承
和平、和睦、和谐的坚定理念。中
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
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

“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

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
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国
将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同时也将
推动各国共同坚持和平发展。

习近平指出，维护世界和平、
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必须大力加强
文明交流互鉴。民间外交是推进
文明交流互鉴最深厚的力量。我
们要通过推动跨国界、跨时空、跨
文明的交流互鉴活动，促进各国人
民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相互帮助，在世界各国人民心灵中
坚定和平理念，形成防止和反对战
争、推动共同发展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表示，长期以来，中国
人民对外友好协会贯彻中国奉行
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国
际社会和世界各国广交深交朋友，
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 60 年的发展历程，
充分展现出人民友谊在促进世界
和平与发展中的强大力量，充分证
明了民间外交在国家总体外交中
的重要地位。希望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再接再厉，更好推进民间
外交、城市外交、公共外交，不断为
中国民间对外友好工作作出新的
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表示，民间外交要开拓
创新，多领域、多渠道、多层次开展
对外友好交流。要以诚感人、以心
暖人、以情动人，拉近中外人民距
离。要开拓更多交流渠道、创建更
多合作平台，引导国外机构和优秀
人才以各种方式参与中国现代化
建设。要大力开展国际友好城市
工作，促进中外地方交流。要重视
公共外交，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

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
立体、全面的中国。

习近平最后说，有梦想，有追
求，有奋斗，一切都有可能。中国
人民有梦想，世界各国人民有梦
想，这将给世界带来无限生机和美
好前景。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为
我们的梦想而奋斗，共同促进人类
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会议开始前，习近平会见了与
会外国友人代表。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于 1954 年 5 月 3 日，是从事民间外
交事业的全国性人民团体。目前
已设立 46 个中外地区和国别友好
协会，与 157 个国家 500 多个民间
团体和组织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
关系，协调中国与 133 个国家建立
了 2106 对友好省州、城市关系。

据新华社基辅 5 月 14 日电
首次全乌克兰民族团结圆桌会议
14 日在基辅举行。乌克兰政府和
议会领导人、议会各党派代表、两
位前总统、地方代表、欧盟代表和
包括美国大使在内的一些外国使
节出席了会议。

乌克兰代行总统职务的议长
图尔奇诺夫会上表示，乌克兰当局
愿意对话和倾听所有人的声音，但
不会为此而容忍各种非法行为。
对于那些企图对本国开战和企图
把外国的意志强加于人的武装分
子，乌克兰当局将根据宪法和有关
法律采取措施。决不允许在顿涅
茨克州、卢甘斯克州和整个乌克兰
搞恐怖活动和进行讹诈。

乌克兰总理亚采纽克在会议
上说，应通过乌克兰、欧盟、美国和
俄罗斯四方会谈，来达成并确认解
决乌克兰问题的补充协议。乌政

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公民的
安全和打击腐败现象。

顿涅茨克市市长卢基扬琴科
建议中央政府组成工作小组，派遣
其到东部地区实地研究形势并开
始进行对话。他对中央政府迄今
不进行这种尝试表示遗憾。

另据乌克兰媒体 14 日报道，
“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政府”领导
人之一鲁坚科当天宣布，“顿涅茨
克人民共和国”已建立最高立法机
构——最高苏维埃（议会）。报道
说，鲁坚科当天说，“顿涅茨克人民
共和国”已建立由 150 名代表组成
的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首次
会议通过了宪法草案和成立安全
委员会的决定。根据宪法草案，最
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将出任国家
元首，主席由最高苏维埃代表选举
产生。他说，最近几天将研究推举
主席候选人的问题。

新华社首尔 5月 15 日电 据
韩联社 15 日报道，韩国检方将以
杀人罪对韩国“岁月”号失事客轮
船长、一等航海师、二等航海师和
轮机长等 4 名船员提起诉讼。

由韩国警方和检方组成的“岁
月”号事故联合调查本部当天召开
新闻发布会表示，将对“岁月”号船
长李俊锡等 15 名船员提起拘留起
诉，李俊锡、一等航海师、二等航海
师和轮机长面临杀人、杀人未遂、
疏忽职守、违反海难救助法等多项

指控，其余 11 名船员则将被控遗
弃致人死亡、受伤和违反海难救助
法。

载有 476 人的“岁月”号客轮
上月 16 日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
屏风岛以北海域意外进水并最终
沉没，仅有 172 人获救。迄今，事
故已造成包括 4 名中国乘客在内
的 281 人遇难，仍有 23 人下落不
明。失事客轮船长等主要船员率
先弃船逃生的行为在韩国社会引
发公愤。

新华社专电 索尼影像娱乐
公司 5 月 14 日宣布，已经获得英国

《卫报》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所著
新书的版权，将按书中描述的美国
国家安全局承包商前雇员爱德华·
斯诺登拍摄一部电影。

电影剧本将基于格林沃尔德的
新书《无处可藏：爱德华·斯诺登、国
家安全局和美国监控国度》，由制作

“007”系列电影的迈克尔·威尔逊和
芭芭拉·布罗科利担任制作人。

按制作方的说法，这将是一部

政治题材的影片，能够引起观影者
的共鸣。

格林沃尔德是最早采访斯诺
登的记者之一。他和一些同行去
年夏天依据斯诺登提供的美国国
安局文件，揭露大规模秘密监听项
目，在美国国内外引发轩然大波。
格林沃尔德眼下正在推销自己的
新书。他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采访时披露，更多“爆料”有望
在近期公布，内容涉及美国国内的
具体监控对象。

据新华社曼谷 5月 15 日电
泰国陆军司令巴育 15 日谴责当
天发生在首都曼谷的暴力事件，
称如果国内局势升级，军方或将
被迫动用武力终止暴力，恢复和
平和秩序。同日，泰国选举委员
会委员颂猜说，如果动荡局面持
续，原定 7 月举行的国会下议院
选举可能被迫推迟。

当日凌晨，不明身份武装人
员驾车行经曼谷民主纪念碑附近
一处反政府集会地点时，向示威
民众投掷手榴弹，并开枪扫射，造
成两人死亡、22 人受伤。

事发后，巴育在一份措辞强硬
的声明中要求立即停止暴力。如
果暴力持续，军方或将需要出面恢
复和平与秩序。

当天，选委会委员颂猜表示，
局势持续动荡可能导致选举准备
工作无法按部就班推进，因此原
定于 7 月 20 日举行的国会下议院
选举或被迫推迟至 8 月。

右图 5 月 15 日，人们聚集
在泰国首都曼谷民主纪念碑旁的
袭击现场。 新华/法新

过去几年，泰国政坛和街面
上时不时出些“岔子”：暴力冲突、
强占机构、法院判决、军队调动、
总理更迭、议会弹劾以及选了又
废、废了再选的选举，各种动态新
闻让泰国政局变得“动荡”；但纵
观泰国民选政府的历史，政坛从
来就是革新和保守两大派交替占
据和斗争的舞台。

“大戏未开始”
最新的政治动态是法院“判”

走看守总理英拉·西那瓦。判决
后，反对政府的“黄派”和支持政
府的“红派”分别搭台，新一轮唇
舌大战迫近。但在泰国政治分析
师他农·坎通看来，“真正的大戏
还没开始”。

“黄派”领导人素贴的目标是
再次召集到“数百万”支持者，而
后实现 3 个目标：一是推动上议

院弹劾整个政府，由上议院指派
产生过渡总理；二是向选举委员
会施压，废止现定于 7 月 20 日的
国会下议院选举；三是推动组建
修宪班子，修改 2007 版宪法，永
久性边缘化前总理他信·西那瓦
的政治势力。

但“红派”也在造势。坎通说，
红派指望推动 7 月 20 日的选举。
因为红派很清楚，只要选举，英拉
也好，他信集团的其他人也罢，仍
有很大的胜算能够再次胜出。

“困在漩涡中”
街头政治持续，这就回到泰

国过去几年一直没有能够走出的
漩涡中。这个漩涡的两极，可以
分别诠释为“宪法说了算”和“民
意说了算”。

按“黄派”的说法，如果按宪
法选举，他信势力怎么选都占优，

因为他信集团“收买”了占泰国人
口大多数的草根阶层，所以必须
不停地搞街头人民运动，用“民
意”来抵制“宪法的缺陷”，修改不
能表达民意的 2007 版宪法。

但在“红派”看来，按宪法选
举就是民意的表现，而且，2007 版
宪法是 2006 年推翻他信的政变
集团为削弱他信势力而专门出台
的宪法，其中包括诸多对他信集
团不利的条款。

“先有鸡先有蛋？”
至于如何打破这个“漩涡”，

“黄派”认为，只有修宪，才能达到
永久边缘化他信集团的最终目
的。“黄派”考虑过几种方案：

一是靠军队介入，实施政变，
建立临时当局，组织修宪，整改选
举法，而后再恢复选举。但这一
传统套路并非一劳永逸，在 2006

年军事政变后，泰国总计有 5 位
总理先后登场，除第一位系军方
指派的总理外，另外 4 位总理中
有 3 位 仍 是 他 信 集 团 的 人 。 而
且，军事政变易产生后遗症，上一
次政变就曾导致不少国家对泰国
施加军事制裁与合作制裁。

二是靠上议院介入。由上议
院指派总理，产生负责修宪的过
渡政府。但是现阶段上议院介入
缺少法律基础。

“红派”同样认为有必要修
宪，但必须在现有宪法的框架内
组织修宪班子，启动修宪程序。

如此这般，双方在修宪方式
上无法达成一致，也就无法对政
府产生一致的认同，因为政府基
于宪法产生。政治分析师迈克
尔·康纳斯称这种分歧好比是关
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争论，
难有结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私设政
策咨询小组“安全保障法制基础
再构筑恳谈会”（简称“安保法制
恳”），15 日下午向安倍提交了建
议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报告书。以
报告书展示的路线图为依据，安
倍当天晚些时候表明了修改宪法
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府“基
本方向”。

由安倍“钦点”成员组成的
“安保法制恳”所提交的报告书的
最主要特征是，颠覆日本政府数
十年沿袭的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
的宪法解释，绕开修宪门槛松绑
日本军力，这为日本复活军事大
国扫清法理障碍，为地区稳定埋
下了巨大祸根。

根据这份报告书和安倍政府
“基本方向”提出的路线图，随着
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日本
自卫队今后无论从组织性质、法
律地位、活动范围、赋予任务都将
无异于“普通军队”。由此，日本
战后基于侵略战争反省而自我约
束的“放弃战争”、“专守防卫”、

“最小限度必要武力”等和平理念
基石将荡然无存。日本长期以来
作为“和平国家”的形象将出现
180度“变脸”。

安倍绕开正常修宪程序，无
视主流民意和立法府（国会），以
区区一介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
目的无非有三：一是急于解除对
自卫队海外行使武力的束缚，为
实现“积极和平主义”掩盖下的军
事和政治大国梦扫除障碍；二是

急于埋葬和平宪法第九条，满足
其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野心；
三是顺势强化自卫队实力和军事
部署，增加日本在日美军事同盟
中的权重，加大对抗邻国的军事
赌注。

报告书罗列出“行使集体自
卫权 6 条件”，第一条就是与日本

“关系密切国”遭攻击。“关系密切
国”范围显然不限于“盟国”，甚至
印度、澳大利亚等美国的盟国也
在日本集体自卫权覆盖范围内。
通俗点说，日本找个借口就能参
与“群殴”。

这份得到安倍授意的报告书
还刻意渲染地区紧张和邻国威胁
论，针对中日岛争想象和设计出
种种所谓“灰色事态”和应对之
策，为在冲绳等地强化日美军事

部署提供口实。根据“灰色事态”
设计之一，日本海上自卫队或将
被赋予取缔外国公船的权限，这
摆明是准备择机主动升级事态。
在美国总统奥巴马访日期间释放
出姑息日本的错误信号后，安倍
加大油门“暴走”的几率进一步提
高。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日本战
败后接受远东国际军事审判结
果，解除武装后得以获允回归国
际社会。如果日本要扩大自卫
队作用，必须比以往更明确地反
省历史，消除亚洲邻国疑虑。但
安倍政权的做法正好相反，在历
史认识倒退同时解禁集体自卫
权，只会让周边国家对日本更加
警惕。

（据新华社东京5月15日电）

习近平出席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 60 周年纪念活动时强调

中国不接受“国强必霸”逻辑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5月 14
日电 距足球世界杯开幕已不足
一个月，巴西基础设施建设的进度
依旧可以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在
与世界杯相关的体育场、城市交通
设施、机场及港口的建设方面，巴
西承诺的基础工程项目目前仅仅
完工 45％。

最新监测报告显示，包括世界
杯决赛地里约热内卢耗资 15 亿雷
亚尔的快速公交通道、福塔莱萨的
轻轨和萨尔瓦多球场附近道路在
内的多个项目将肯定无法在世界
杯开赛前完工。

其中，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圣
保罗科林蒂安球场交付的一再推
延最为引人注目。据球场工程方
内部人士确认，6 月 12 日揭幕战时
基本上没有可能一切准备就绪，一
些内部未能完工的工程部分在赛
事期间应该会用一些临时性的装
饰物隐藏起来。

库里蒂巴的球场情况也不乐

观。球场至今尚有部分座椅没有
安装。

该调查负责人罗德里格·布拉
达表示，缺乏规范、尤其是低下的
执行效率让巴西丧失了一次解决
12 个举办城市历史积攒的严重基
建问题的绝佳机会。联邦议员阿
尔瓦罗也担忧地说，相比于国际足
联给予巴西的 7 年时间，45％的完
工进度给全世界展现了巴西低效
和无法胜任的印象。

但是，巴西体育部执行秘书路
易斯·费尔南德斯表示，政府对世
界杯期间提供的服务十分有信心，
部分领域的延期交工绝对不会影
响世界杯的正常举办。

他甚至表示，基础设施的某些
工程本来就不是为世界杯建设的，
而是联邦、州、市三级政府意识到
这是一次加快巴西基建投资的历
史机会，只不过同时可以为世界杯
服务罢了，但这并不是必须的，甚
至也不是国际足联明文要求的。

■视觉新闻 示威人群遭袭 动荡局势升级

泰军方威胁武力平暴

一方说民意 一方要护宪

泰国“红黄战” 谁说都不算
▶▶分析

颠覆宪法解释 松绑日本军力

安倍露野心 东亚埋祸根
■国际时评

5月14日，韩国首个自主研发的
商用磁悬浮列车投入试运营，并将在7
月中旬正式载客运行。该列车为完全
无人驾驶，最高时速可达110公里。

5 月 14 日，在危地马拉首都危
地马拉城，一名“微笑工厂”的志愿
者与一名老人跳舞。他们常年组
织志愿者打扮成小丑模样走访危
地马拉，为弱势群体送去欢笑。

5 月 14 日，游客在巴西里约热
内卢参观“联合巴迪熊”展览。此次
展出的每只“巴迪熊”都代表一个联
合国承认的国家。均为新华社发

乌举行首次民族团结会议

韩国严厉问责“岁月”号涉事人员

4名船员将被控杀人罪

斯诺登传奇故事将拍电影

世界杯在即

巴西基建进度不到一半

新华社北京5月 15日电 近
日，在越南发生了针对外国投资者
和企业的打砸抢烧严重暴力事件，
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在内的一些
中国企业和人员以及新加坡、韩国
等企业遭到不同程度的冲击，造成
生命和财产损失。据初步核实，已
有 1名中国公民死亡，上百人受伤。

对此，15 日晚，外交部长王毅
同越南副总理兼外长范平明紧急
通电话，代表中国政府向越方表示
强烈谴责，提出严正抗议。

王毅表示，越方对不法分子暴
力袭击中方企业和人员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中方郑重要求越方
立即采取坚决有效措施，制止一切
暴力行为，确保所有在越中国企业
和人员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立即妥
善安置受到袭击的中方企业和人

员并全力救助伤员；立即对有关暴
力事件展开调查，依法严惩所有犯
罪分子，赔偿中国企业和个人的一
切损失。

范平明说，越方对当前事态高
度重视，已抓捕 1000 多名嫌犯，并
将依法严惩犯罪分子。越方将采
取一切措施，保护在越中国人员和
机构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目前事
态已趋于稳定。

当天下午，外交部副部长刘振
民奉命紧急召见越南驻华大使阮
文诗，提出严正交涉，要求越方立
即采取切实有力措施，坚决制止并
严惩违法犯罪行为，确保在越中国
公民的安全和权利。

同日，中国政府紧急派出以外
交部部长助理刘建超率领的跨部
门工作组赶赴越南开展工作。

我在越企业遭受严重暴力袭击

中方提出严正抗议

环球时讯
GLOBAL PRESS

5月14日，一名工作人员在“9·11”
国家纪念博物馆内经过一段在“9·11”
恐怖袭击中被严重损毁的大楼钢梁。
当天该博物馆举行媒体预展。从5月
21日起，它将正式对公众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