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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 11日电
当地时间 11 日上午，“安全环境”
竞赛在俄罗斯三防学院举行了最
后的第四阶段比赛，中国防化兵夺
得了“道路侦察”项目冠军，并获得
了团体第二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第三次在“2015国际军事比赛”
的赛场响起。

“安全环境”竞赛是国际军事
比赛中的防化兵专业竞赛，共分为
特种驾驶、综合追赶、侦察组射击
和道路侦察四个课目，综合检验防
化兵种的基础技能和专业素养，分
别计分并总计产生团体奖。

代表中国军队参赛的北京卫戍
区防化团，以现役勇士防化侦察车

对阵轮式装甲车，出色发挥了训练
水平和装备极限性能，收获“侦察组
射击”和“道路侦察”两枚金牌。

10 日，参加“侦察尖兵”竞赛
的陆军第 39 集团军某特战团，获
得了“完成任务进入集结地域”阶
段的金牌。这是中国军团收获的
第二枚金牌。

截 至 当 地 时 间 11 日 15 时 ，
“2015国际军事比赛”已有“开阔水
域”“防空能手”“炮兵射击能手”“航
空飞镖”“苏沃洛夫突击”“空降排”
和“安全环境”7个项目结束了全部
比赛，我军除“航空飞镖”取得团体
第三名、“防空能手”位列团体第五
名外，其余项目均取得团体第二名。

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11 日电
日本九州电力公司 11 日宣布，川
内核电站 1 号机组当日成为日本
全国首座被审查符合新安全标准
后重启的反应堆，日本由此结束了
1年 11个月以来的“零核电”状态。

位于鹿儿岛县萨摩川内市的
川内核电站 1 号机组反应堆于当
地时间 11日 10时 30分（北京时间
9时 30分）正式重启，并将于 14日
开始发电和输电。

九州电力公司预计，反应堆将
在 11日晚达到核分裂反应稳定持
续的“临界”状态，9月上旬开始商
业运转，而川内核电站 2号机组预
定 10月中旬重启。

2011 年 3 月福岛第一核电站

发生事故后，日本国内的核电站反
应堆因定期检查等原因陆续停止
运转。2012年 5月，日本全国进入

“零核电”状态。当年 7月，为了应
对电力短缺的问题，位于日本中部
的关西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 3 号
和 4号机组暂时重启，但于 2013年
9月进入定期检查，再次停运。

日本共有约 50座商业核反应
堆。在 2011 年大地震之前，日本
全国始终保持有 30多座反应堆处
于 运 转 状 态 ，全 国 电 力 供 应 约
30％来自核电。

不过，日本国内反对重启核电
站的声音依然很大，电力公司还面
临着如何处理核电站产生的核废
料等重大课题。

据新华社莫斯科8月 10日电
俄罗斯联邦统计局10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受国际油价下跌等因素影响，
今年第二季度俄罗斯经济同比萎缩
4.6％，衰退程度重于前一季度。

数据显示，第二季度俄罗斯国
内生产总值降幅为 6年来最大，大
幅高于前一季度的萎缩 2.2％，也
高于官方预期的萎缩 4.4％。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国际油价
重回下跌轨道，俄卢布近期再现大
幅贬值，这给俄罗斯经济走出衰退
增加了不确定性，而西方国家对俄
制裁将继续加大俄经济下行压力。

复兴资本银行分析师奥列格·

库兹明说：“我们希望俄罗斯经济能
在第二季度见底，下半年的数据可
能有所改善。”他预测，在油价每桶
60美元情况下，今年全年俄罗斯经
济将萎缩 3.6％。如果油价维持现
有水平，俄经济全年将萎缩约4％。

世界银行 6月份预测，今年俄
罗 斯 经 济 将 萎 缩 2.7％ ，并 将 于
2016年实现 0.7％的微弱增长。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算，西方制裁
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损失将达到
其国内生产总值的 9％。

为了应对经济颓势，俄央行今
年以来已五度下调基准利率，将基
准利率从 17％降至 11％。

据新华社雅典 8 月 11 日电
希腊政府消息人士 11 日说，经过
艰苦谈判，希腊政府已经与债权人
就第三轮救助协议的几乎所有内
容达成一致，但在正式宣布前双方
还有一些“很小的细节”需要确
定。协议达成将使希腊能够立即
开始使用第三轮总额约 860 亿欧
元的救助贷款。

政府消息人士说，在最新一轮
22 小时的谈判中，希腊和债权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
欧洲中央银行和欧洲稳定机制）代
表在银行坏账管理、私有化基金以
及能源市场自由化等问题上都相

互作出了让步。
据报道，在财政目标方面，双

方同意希腊今年的基本财政赤字
可 以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GDP）的
0.25％，而从 2016 年开始的三年
内，基本财政盈余占 GDP 的比例
将分别为 0.5％、1.75％和 3.5％。

希腊政府拟于 13日将协议草
案交付议会表决，以便欧元区财长
会议在 14 日批准该协议，接着欧
元区国家议会将在几天内批准协
议。按照这一时间表，希腊将在
20 日之前获得第一笔救助贷款，
如期偿还当天到期的约 30亿欧元
欧洲央行贷款。

美国环境保护署施工不当，导
致科罗拉多州一座废弃矿山的废
水外泄，阿尼马斯河、圣胡安河等
多条河流变成色泽诡异的“毒河”。

科罗拉多州 8 月 10 日宣布进
入“灾害紧急状态”，邻近多州也面
临居民饮用水和农业灌溉用水告
急的状况。跨越多个州的纳瓦霍
印第安部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
誓言向联邦政府追究责任。

不少人惊恐地发现，美国西南
部阿尼马斯河在短短几天内变成
鲜艳异常的“姜黄色”。

原来，美国环保署 5日在科罗
拉多州锡尔弗顿一座废弃矿山处
理 废 水 时 操 作 失 误 ，导 致 超 过
1130 万升废水泄漏到附近河流，
其中包含高浓度的砷、铁、汞、铅以
及其他重金属元素。

截至 9 日，污水仍以每分钟
1900 升水量的速度排放，使得污

染范围迅速扩大至其他州。除科
罗拉多州外，犹他州、新墨西哥州
等地多条河流面临污染。

更糟糕的是，受污染河流与犹
他州鲍威尔湖相通，而这一湖泊是
美国西南部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源
之一。目前，已有多名下游居民报
告说，从自家水井打上来的水“颜
色异常”。科罗拉多州等地政府随
即通知民众不要饮用或使用井水。

面对公众声讨，美国环保署急
忙出来“灭火”。按照美国环保署
的说法，由于受污染河流的水流速
度较快，污染物会较快被稀释和扩
散，预计不会对人体造成急性的健
康威胁。

尽管如此，多名美国国会议
员、州政府官员和居民提出质疑，
认为美国环保署没能就这起污染
事件的长期影响给出令人信服的
答案。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美国弗格森8月10日电 美国
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行政长官史蒂夫·斯
滕格 10日宣布弗格森市实行紧急状态。

斯滕格当天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说，鉴
于弗格森市前一晚发生的暴力和骚乱以及
对居民生命财产构成的潜在威胁，该市“立
即进入紧急状态”。斯滕格表示，对于一个
正在努力重建的社区来说，最新的暴力行
为让人不能容忍。

弗格森市 9 日举行弗格森事件一周
年纪念活动，当地警察与抗议者在当晚发
生冲突，双方还爆发枪战，枪战持续约 20
分钟。

圣路易斯县警察局长乔恩·贝尔马尔
在随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一名抗议
者被警察击中受伤，目前伤势严重，正在医
院接受救治。贝尔马尔目前已接手弗格森
市的所有警察力量和安保工作。

2014 年 8 月 9 日，18 岁的黑人青年迈
克尔·布朗在没有携带武器的情况下，在弗
格森市遭到一名白人警察拦截搜查并被枪
杀。此事在当地及美国其他一些地区引发
大规模游行抗议，一些地方演变为骚乱。

新华社专电 弗格森案一周年之际，
美国《华盛顿邮报》梳理今年以来倒在警察
枪口下的死者身份后发现，手无寸铁的黑
人被射杀的概率竟是白人的 7倍之多！

《华盛顿邮报》9日报道，今年以来，24
名手无寸铁的美国黑人遭警方射杀，相当
于每 9天就有一人倒在警察枪口下。

按这家媒体的说法，截至 7日晚，美国
今年以来共有 585 人遭警方射杀，其中 60
人遭射杀时没有携带武器。虽然 24 起黑
人死亡案例只占这 585 人中的一小部分，
但如果细分就会发现，这 24人在手无寸铁
的 60 人中所占比例高达 40％。《华盛顿邮
报》由此得出结论，在没有携带武器的同等
情况下，黑人遭警方射杀率是白人同胞的
7倍。

据新华社洛杉矶 8月 10日电 美国
航天局 10日公布的视频图像显示，正在国
际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美国和日本宇航员品
尝了在太空种植的紫叶生菜，标志该空间
站蔬菜培育试验取得阶段性成功。

“这是个人的一小口，却是人类的一片
大叶子”，美国航天局在官网上略带调侃地
评论说，“这让我们距离飞向火星又近了一
步”。

在太空种植蔬菜需要一系列特殊技
术，不少科研机构、太空技术公司都曾进行
相关探索。如利用发光二极管温室照明技
术，不仅可以节省能源，还能用可变光来满
足某些植物在特定生长阶段的需求。

美国航天局称，放眼火星或小行星探
测任务，太空农业将变得更为重要。在执
行载人深空探索任务时，航天器内的植物
将成为生命保障系统的一部分。未来，太
空农业技术仍需取得重要突破，这类创新
技术将惠及地球农业。

另外，让人感兴趣的一个“画外音”是美
国媒体在报道这一“尝鲜”活动时指出，目前
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的宇航员已成为首批品
尝太空作物的人。但俄新社、网络媒体连塔
网等俄罗斯主要媒体在报道这一事件时，均
以“美国宇航员首次品尝太空蔬菜”或“太空
蔬菜首次端上国际空间站餐桌”进行表述，
并未称其为“人类历史首次”。

1996年至 1999年，俄罗斯宇航员曾在
本国的和平号空间站内成功种植小麦、白
菜和油菜，但宇航员当时是否在站内品尝
过这些农作物暂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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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0日，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市，警察逮捕抗议者。 新华社发

8月 10日，NASA公布图片，生活在国际空间站内的宇航员们日前首次品尝了他们在太空种植出来的蔬菜。 东方IC供图

8月 10日，在泰国首都曼谷，一名顾客在展销会上选购
手工布艺商品。8 月 8 日至 16 日，2015 年泰国 OTOP 手工
业展销会吸引了来自泰国各地的小微手工业者参展。

8 月 10 日，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津巴布韦民众参
加英雄日纪念活动。英雄日是为了纪念摆脱殖民统治取
得民族独立而献身的先驱们。 均为新华社发

8月 10日，在希腊科斯岛难民聚集的警察局外，一名警
察在维持秩序。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抵达
希腊的移民数量已经超过10.9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难民。

今年是日本战败投降 70 周年。70 年
前，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宣读停战诏书，宣
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作为裕仁之子的明仁
天皇（左图）在今年这一特殊的年份做了些
什么、说了些什么。

公布停战诏书原版录音
日本宫内厅 8月 1日首次公开裕仁天皇

宣读停战诏书的原版录音。外界普遍解读
是明仁天皇下令宫内厅在战后 70周年纪念
日前夕公开此录音。

对于明仁为何这么做，日本前资深外交
官天木直人说，他是在向日本民众尤其是年
轻人和安倍政府传递一个消息，那就是日本
应该记住和反省日本发动的战争给本国和
其他国家所带来的灾难。

美国前驻日外交官斯蒂芬·哈纳在《福布
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明仁传递的意

思是让日本民众和安倍政府重新学习领会停
战诏书的精神，而不是修改和平宪法。

哈纳在文章中说，明仁显然对安倍政府
对待历史的态度感到失望，但他的身份限制
了其在公开场合的言论，有理由认为他是通
过公开父亲的停战诏书原版录音传递自己
的警告。

哈纳说，尽管明仁的言行并不明显和直
接，但可以看出，他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让
我们停止关注历史”、“让日本再次成为一个

‘正常国家’”的态度并不一样。

两番言论反思战争
今年6月，明仁在东京会见菲律宾领导人

时表示对日本在二战期间的行为感到“痛悔”。
根据宫内厅提供的官方版本，明仁在会

见中说：“有些事我们日本人必须以深深痛
悔之心长期牢记……特别是，今年正值二战

结束 70 周年纪念，我向当时所有失去生命
的人表示最深的哀悼。”

长期报道日本皇室事务的资深记者桥
本章说，明仁借会见之机表达了他的观点，
即日本应当彻底承认它过去的错误行径。

桥本章认为，明仁努力想让他的观点被
听到，相对于日本和其他国家民众，他相信
明仁是更想让安倍获悉他的观点。

明仁今年 1 月 1 日发表新年感言时曾
说，日本应该借二战结束 70 周年之际反思
战争历史，思考今后走向。

明仁在由宫内厅发表的新年感言中说，
2015年是战争结束 70周年。当下极其重要
的是，日本要借这一时机研究学习始于“满
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的战争历史。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明仁的新年感言是
对日本国内历史修正主义者“不十分明显”
的斥责。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反思战争历史 牢记战争罪责

日本明仁天皇与安倍“唱反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