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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11 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1 日说，越
南方面纵容少数民众打砸抢烧，造
成中方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至今没有给中方一个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越南方面称，中方派遣了 6 艘
军舰保护中方在争议海域的钻井
平台。这是否会加剧局势紧张？
中方钻井平台的新位置是哪里？
钻探活动将会持续多久？

华春莹说，关于中国“981”钻井
平台作业问题，中方已经多次表明
了立场。中方有关作业是在中国西
沙群岛毗连区进行的正常作业，越
方派出包括大量武装船只在内的船

只对中方的正常作业进行持续强力
非法干扰，这是完全无理的。

“同时，越方还纵容国内少数民
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企业和人
员进行打砸抢烧，造成中方重大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至今没有给中方一
个交代。”华春莹说，“我们要求越方
立即停止在现场的一切干扰和破坏
活动，立即撤走现场所有船只和人
员，立即停止一切形式侵犯中国主
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行为。”

至于中方钻探活动持续时间，
华春莹说，中国企业在有关海域的
勘探活动已进行 10年。这一次作
业是从 5月 2日开始，预计要进行
到 8月中旬。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10 日
电 美国国防部10日说，9日在阿富
汗南部殉职的 5名美军士兵可能是
在一次安全行动中被友军炮火误杀。

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
美 国 国 防 部 正 在 对 此 事 进 行 调
查。柯比说，驻阿富汗国际安全
援助部队也就此发表声明说，美
军士兵伤亡事件发生在美军部队
在阿富汗扎布尔省执行安全任务
时与敌军交火的过程中。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支由
美军士兵与阿富汗军人组成的分

队当时正在执行任务，为将于 14
日举行的阿富汗总统选举第二轮
投票提供安全保障。

报道说，这支分队准备乘直
升机离开时遭到武装分子伏击，
分队呼叫空中支援，结果空袭炮
火不幸误中这支分队，造成 5名美
军士兵死亡。

这是一个多月来国际安全援
助部队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如果
阿富汗方面的说法得到确认，这
将是阿富汗战争爆发 10多年来造
成伤亡最多的“乌龙”袭击之一。

新华社专电 随着乌克兰紧
张局势的持续，美国正重新规划在
东欧地区的军事战略，加快帮助东
欧国家培训特种部队。

美军欧洲司令部向媒体提供
的声明说，从今年 5 月以来，美军
向波兰、斯洛伐克、爱沙尼亚、立
陶宛和拉脱维亚派遣了数百名特
种部队士兵，帮助这些国家的特
种部队进行训练演习。训练科目

包括格斗、巷战、水上突袭、空降
突袭等。

美军官员说，乌克兰危机爆发
后，美军驻欧洲特种部队司令部调
整了军事部署，决定大幅增加在东
欧地区的演习和训练行动，在靠近
俄 罗 斯 的 北 约 成 员 国 长 期 部 署
100名左右的特种部队士兵，向俄
罗斯政府传递美国支持其东欧盟
国的立场。

据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10 日
电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
10 日一读审议通过法案，确定俄
罗斯全国时区将向后推迟一个小
时，莫斯科时间将从比协调世界时

（UTC）快 4 个小时变成快 3 个小
时，与北京时间的时差将从 4个小
时变成 5个小时。

根据这项法案，俄罗斯将取消
自 2011年开始使用的夏令时时间，
转变为“冬季时间”，未来也不再使
用冬夏时制转换。法案规定，俄罗
斯全国时区推后一小时将从莫斯

科时间今年 10月 26日（当月的最
后一个星期天）2时开始。此外，这
项法案还规定，在目前俄罗斯 9个
时区的基础上，再增加 1个时区。

这项法案未来还需要经国家
杜马二读和三读通过，并需通过联
邦委员会（议会上院）投票通过，最
终经总统签字才能生效。

俄罗斯 2011 年 3 月取消冬夏
时制变换，并永久使用夏令时。俄
罗斯全国时区因此提前了一个小
时，同时，俄罗斯由 11个时区减至
9个时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6月
10日说，中方将有关南京大屠杀和
日军强征“慰安妇”的珍贵历史档
案和文献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名
录，目的是牢记历史。

中方将这些历史档案申报世
界记忆名录的决定使得日本政府
恼羞成怒。日方 11 日提出无理抗
议，要求中方取消申报。

中方：牢记历史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92 年创
建“世界记忆”计划并设立世界记
忆名录。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中
国一直积极参与世界记忆名录的
申报。中方此次申报的南京大屠
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相关历史
档案“真实、珍贵，具有重要历史价
值”，符合有关申报标准。

华春莹说，申报目的是“牢记
历史，珍惜和平，捍卫人类尊严，以
防止此类违人道、侵人权、反人类
的行为在今后重演。”

世界记忆名录以抢救“濒危”
记录、保护无可替代的文献遗产为

目的。迄今，全球已有数百份文献
入选名录，成为永久的人类记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其网站
上写道，作为文化遗产的组成部
分，文献遗产属于全人类，应该得
到充分保护。“世界记忆”计划致力
于推动文献遗产数字化，方便公众
使用。

日方：恼羞成怒

中方将这些历史档案申报世
界记忆名录的决定使得日本政府
恼羞成怒。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
义伟 10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称，日方
正在确认这件事，如果认定中方所
提申请“有政治意图”，日方将提出
抗议并要求中方取消申请。

菅义伟 11 日在记者会上再次
声称，日方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中
方提出抗议并要求中方取消申报。

菅义伟声称，中方“政治利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善意突出
日中关系过去一段时期内的负资
产”，日方“极为遗憾”。

他同时否认南京大屠杀中国

军民遇难人数，称“日方虽然不否
认日军在南京有杀害和掠夺行为，
但是具体（杀害）人数有各种各样
的说法”。

针对日方就有关历史档案申
报世界记忆名录提出的无理交涉，
华春莹 11 日表示，中方不接受，也
不会撤回有关申报。

东京广播公司评述，鉴于韩国
政府也把“慰安妇”史料申请世界
记忆名录，中韩此举可能是在国际
多边机构展开合作，就历史问题向
日本施加压力。

日本民间调查团体推算，二战
期间，日军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慰
安妇”的人数多达 70万。

韩方：请愿施压

韩国一家民间机构 10日说，计
划下周前往瑞士日内瓦向联合国
人权理事会递交请愿，呼吁这一国
际机构尽早解决“慰安妇”问题。

韩联社报道，韩国“慰安妇”委
员会已经收集全球 150 万人签名，
定于下周一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召开第 26次会议期间前往日内瓦，
敦促人权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解
决“慰安妇”问题。

按 照 韩 联 社 的 说 法 ，会 议 期
间，韩国“慰安妇”委员会计划举办
一场展览，揭露日军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的残暴兽行。
过去 30多年来，韩国“慰安妇”

委员会每周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
示威，要求日本政府就强征“慰安
妇”道歉并向受害者赔偿。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巴格达 6月 10日电
伊拉克警方 10 日说，反政府武装
当天占领尼尼微省首府、伊第二大
城市摩苏尔后，当天晚些时候又在
北部基尔库克省攻占 5个城镇。

伊拉克一名警方人士告诉新
华社记者，在首都巴格达以北 250
公里的基尔库克省首府基尔库克市
西部和南部，数百名武装分子袭击
了哈维杰、扎卜、里亚德、阿巴西和
拉沙德 5个城镇。该人士说，武装
分子没有遭到任何抵抗便轻易攻占
这些城镇，伊拉克军队和警察在武
装分子到达前就已从当地撤离。

摩苏尔被反政府武装占领后，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当天宣布在全
国实施最高警戒，同时呼吁议会宣
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恐怖

组织威胁。伊拉克议长努杰菲随
后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伊拉克议
会将在 12 日召开会议，讨论是否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伊拉克总统贾拉勒·塔拉巴尼领
导的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官方网站
当天发布消息说，一伙隶属于“伊拉
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极端武装分
子当天占领土耳其驻摩苏尔领事馆，
领事及多名外交人员和保镖遭绑
架。土耳其政府一名消息人士11日
向媒体证实了这一消息。他称，土耳
其方面已经与摩苏尔的武装组织直
接联系，以确保人员的安全。

伊拉克外长霍希亚尔·兹巴里
11日说，伊拉克政府将与库尔德自
治区政府加强合作，联手肃清占领
伊北部摩苏尔的反政府武装。

我外交部就越方纵容打砸抢烧事件表示

越方欠中方一个交代

中俄共同提交“外空条约”新草案

促防止外空军备竞赛“立法”

5名驻阿美军遭友军误杀

美助东欧培训特种部队

俄议会下院一读通过法案

全国时区将推后一小时

我国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文献申报世界记忆名录

让世界牢记二战日军暴行

伊反政府武装攻占北部5城镇
伊总理呼吁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为期两天的美国与伊朗就核
问题进行的双边会谈 6 月 10 日在
瑞士日内瓦结束。直接对话有助
于双方进一步厘清在伊核问题上
的分歧，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
解两国间的紧张和互不信任关系，
但要最终解决伊核问题还需要伊
核问题谈判各方共同努力。

各有所需
有国际媒体强调此次日内瓦

会谈是美伊两国数十年来首次公
开直接对话。分析人士指出，会谈
得以举行源于双方的实际需要。

叙利亚内战已持续三年，乌克
兰危局又突现，外交上乏善可陈的
局面，使得进入第二个任期的美国
总统奥巴马想在伊核问题上取得
积极进展；鲁哈尼担任伊朗总统一
年，也希望通过解决核问题来维护
国家利益，通过改善与西方的关系

来解除西方制裁从而挽救国民经
济，进一步赢得伊朗国内信任。

去年 11 月，伊核问题六国（美
国、英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
国）与伊朗在日内瓦达成一份临时
协议，伊朗就核计划作出一些妥
协，换取西方国家减轻制裁。按计
划，临时协议有效期将于 7月 20日
截止。

从去年 11月以来，多轮伊核问
题谈判进展不大，特别是伊朗与主
导西方国家对伊经济制裁的美国分
歧最大。如今，解决伊核问题的进
程到了美伊两国直接对话的时刻。

美伊双方对此次直接对话低
调异常，不向媒体透露会谈内容
细节，甚至不愿向外界透露会谈
的具体地点。分析认为，这很可
能是因为会谈涉及双方“核心关
切”，只能在完全排除外界干扰的
前提下进行。

“一石二鸟”
美伊此次直接对话有助于双方

进一步了解各自在伊核问题上的立
场，同时对缓解两国多年来的紧张
关系和相互猜疑也有一定作用。

有舆论认为，美伊两国此次对
话是“在高度保密环境下进行的一
场坦率交谈”，将帮助伊朗与六国为
本月 16日开始的新一轮谈判，乃至
今后可能追加的谈判提前做出一定
准备，减少误解和分歧。在会谈中，
美伊已表明各自重点关切，无须在
新一轮谈判中耗费时间阐释立场，
各方有可能在今后谈判中直奔主题
——商谈最终全面协议文本。

外界认为，在伊核问题临时协
议即将到期之际，伊朗与包括美国
在内的伊核问题其他相关方举行
前所未有的密集双边会谈，表明各
方迫切期待在新一轮会谈中取得

实质性进展。
对伊美关系来说，此次直接对

话有可能为未来两国保持直接沟通
打开一扇门。有日内瓦外交界人士
认为，双方举行直接对话也是在试
探国际社会及两国内部保守势力对
双方接触的反应。若此次接触能获
得各方肯定，双方能由此筑起些许
互信，今后可以就更多双方关心的
问题举行直接对话。由于伊朗对叙
利亚、伊拉克等邻国存在影响力，美
伊对话对解决叙利亚危机、缓解伊
拉克安全局势会发挥重要作用。

效果待考
随着六国与伊朗全面协议谈

判步入“深水区”，涉及的问题更加
复杂、敏感。在这一背景下，美伊
双边会谈的实际效果有多大？

分析人士指出，接触是积极迹
象，表明双方愿本着灵活务实的态

度寻求更多共识。但也不能排除，
美国是否会向伊朗施加更大压力。

有分析认为，在 7月 20日临时
协议到期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有两
个：一是各方通过艰难会谈弥合分
歧，按照原定计划达成全面协议；
二是各方没能达成一致，全面解决
伊核问题尚需时日，临时协议的有
效期可能被延长，寻找最终解决方
案需要更多时间。

必须指出的是，伊朗和平利用
核能的权利应当得到尊重，对话谈
判是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唯一
正确和有效途径。在解决伊核问
题的进程中，采用对抗施压代替对
话谈判的做法已不为国际社会认
同，各方不能“开倒车”，只应继续
向前，以尽早达成全面协议，进而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同时给予伊
朗人民更多的发展空间。

（据新华社日内瓦6月10日电）

秘密相商“核心关切”“坦率交谈”减少误解

美伊核谈，低调之中有内涵

■视觉新闻

6 月 10 日，在美国洛杉矶 E3 电子娱乐
展上，一名参观者体验电子游戏。当日，一
年一度的 E3 电子娱乐展在洛杉矶会议展
览中心正式开幕。

6 月 11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欧佩
克总部召开第 165 次部长级会议。本次大
会主席、利比亚石油和天然气代理部长奥
马尔·沙克马克（中）出席会议。

6月11日，乘客在法国巴黎东站的月台
上候车。法国铁路系统从 10日 19：00开始
举行预期 24小时的大罢工。三分之一到一
半以上不等的高铁、城际、省际列车停运。

6月 10日，在巴拉圭首都亚松森，当地
居民从家中搬出家具。连日强降雨造成巴
拉圭河和巴拉那河洪水泛滥，巴拉圭首都
亚松森受灾严重。 均为新华社发

6月 11日，民众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参观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照片。 CFP供图

▶6 月 11 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安全人员在检查过往车辆。随
着伊北部多个城镇落入反政府武装之手，巴格达的安全局势也变得日
益紧张。 东方IC供图

据新华社日内瓦 6 月 10 日
电 中国与俄罗斯 10 日在日内瓦
共同向裁军谈判会议（裁谈会）全
体会议提交“防止在外空放置武
器、对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
力条约”的更新草案，提出通过谈
判达成一项新的国际法律文书，防
止外空军备竞赛和外空武器化。

外空军备竞赛问题由来已久，
早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为占领
外空这一新领域，在研制军用卫星、
外空武器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冷

战结束后，美国依旧重视外空，并拒
承诺不在外空部署武器，甚至不支
持谈判禁止太空武器，成为引发全
球新一轮外空军备竞赛的导火索。

2008 年，中俄共同向裁谈会
提交了“防止在外空放置武器、对
外空物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条
约”草案，以作为裁谈会就防止外
空军备竞赛问题谈判国际法律文
书的基础。中俄此次对草案进行
了更新和完善，旨在推动裁谈会向
谈判缔结国际法律文书继续迈进。

据玻利维亚拉巴斯省卫生
局 6 月 10 日证实，该省奥马苏
约斯地区 123 岁土著村民卡梅
洛·弗洛雷斯（左图）9 日晚在
家中去世。如果老人的出生日
期得到确认，他将是全世界最
高龄辞世者。

根 据 吉 尼 斯 世 界 纪 录 官
网 ，世 界 现 最 长 寿 纪 录 保 持
者 是 一 位 法 国 女 性 ，名 叫 让
娜·卡 尔 芒 ，她 1997 年 去 世 ，
活了 122 岁零 164 天。

弗洛雷斯有 3 个孩子，目
前只有一个儿子健在。他还有
孙辈 16人，重孙辈 39人。老人
生前饮食以藜麦和蘑菇等素食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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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利维亚123岁人瑞去世
或是全球最高龄辞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