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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连日来，国际
社会高度关注和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 3日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关于“中
国将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永远不称
霸”等重要宣示。海外各界人士认为，习近
平主席的重要讲话表明了中国将履行负责
任大国责任，致力于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
为开创人类美好未来作出更大贡献。

展现负责任的大国气度
斯里兰卡斯中社会文化合作协会主席

阿贝塞克拉认为，习主席的讲话展现了中

国作为一个大国致力于推进世界和平的气
度、实力和决心。中国隆重纪念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就是为了铭记历史、维护和平，
希望全世界各国能够联合起来抗击任何威
胁安全的暴行；而裁减军队员额 30万，更是
以实际行动践行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的承诺。

哈萨克斯坦人文和法律大学国际关系
研究员阿布拉乌里说，习主席讲话彰显了中
国对和平的热爱，以及维护和平的决心和信
心。今天的中国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
支不可或缺的力量，而裁军决定更说明中国
是一个“言出必行”的负责任的大国。

宣示走和平发展道路决心
南非总统祖马说，作为一个大国，中国

一贯利用其实力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从不
对外侵略。在二战中，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
的牺牲和痛苦，但中国战胜了艰难险阻，成
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并利用其政治影响和
经济力量去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
中国在非洲大陆的解放斗争中发挥了重要
作用，而如今，中国和非洲的关系正处于一
个新的发展时期，双方正在加强合作以推动
非洲的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

墨西哥左翼政党民主革命党参议员本

哈明·罗夫莱斯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年后的今天，中国正走在和平合作、共
同繁荣的发展道路上。习主席讲话反映出
中国人民对浴血奋战换来的和平的珍视，希
望法西斯残酷奴役人民的悲剧永远不再重
演。

休斯敦大学终身教授李坚强说，中国
宣布裁减军队员额 30万是胜利日阅兵式上
的最亮点，它表明，阅兵式上展示的是保卫
领土主权和国家幸福安宁的国防力量，而
不是和平的威胁，中国是在用行动向全世
界宣示追求国际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的
决心。

3 岁叙利亚幼童小艾兰没能到达欧洲，
而在土耳其南部海滩上长睡不醒。这一幕，
刺痛了全世界公众的心。

小艾兰出生前，他的祖国就已陷入内战，
在其短暂的生命中，他可能从未尝过和平的
滋味；小艾兰死后，安葬他的故乡——叙利亚
北方城镇科巴尼，仍在遭受极端武装威胁。

小艾兰的死并非个案。今年 1月至 8月，
已有 30 多万名难民和非法移民经地中海进
入欧洲，其中至少 2600 人命丧地中海。铤而
走险的这 30多万人里，有的是为了生计而背
井离乡，还有很多像小艾兰一样的叙利亚人，
他们逃离战争，向往和平。

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
坚持训练、资助反对派武装。而美国此前推
动伊拉克政权更迭，再采取放任政策，使地区
秩序遭到破坏，国家管控失效，叙利亚及其周
边国家作乱的极端组织也因此坐大。这一切
使得叙利亚危机不断加剧，局势进一步恶化。

这场危机已造成 20 多万叙利亚人死亡，
上千万人颠沛流离，其中有 400 余万人逃出
叙利亚国门，沦为难民。为了生存，很多叙利
亚百姓冒着风险，带着妻子儿女登上简陋的
偷渡船，希望能到达富裕、安定的欧洲。但有
多少人能到达他们希望中的彼岸？即使侥幸
到岸，迎接他们的又是怎样的未来？

在欧洲，为防止像小艾兰和他父母一样的
难民入境，有些国家在其边境筑起高墙拉上铁
丝网。小艾兰悲剧发生后，依然有国家不接受
欧盟提出的分担解决难民去处的方案。

就欧洲处理难民危机的举措，联合国难民
事务高级专员古特雷斯给出评价是“失败”。
欧洲有媒体认为，在难民面前，欧洲人引以为
傲的人道主义和人权价值观已经“失效”。

俄罗斯总统普京更是直言，难民潮是欧洲
国家的西亚北非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而这一
外交政策“实际上就是美国的外交政策”，因为
欧洲国家“盲目地对美国亦步亦趋”。

普京说，这种政策是把自己的标准强加
给别国，而不顾当地的历史、宗教、文化特征
和国情，“这样的政策必然带来恶果”。

小艾兰悲剧给欧洲人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往
政策提供了一个契机，德国和奥地利已宣布临
时开放边境接收难民。然而，这只是欧洲少数
国家的决定，而且能持续多久，还是一个未知数。

西方国家如此应对，能改变难民的处境
吗？能避免小艾兰悲剧重演吗？

小艾兰的姑妈蒂玛，一位在加拿大的理
发师，和其他痛失亲人的叙利亚人一样，最清
楚问题的答案。“这个世界必须要做一件事，
那就是结束战争。我只想说，结束战争！”

泪水、心酸、同情，都不足以改变众多难
民的命运。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唯有
用实际行动帮助早日熄灭西亚北非一些国家
仍在燃烧的战火，恢复和平，才能从根本上解
决欧洲国家目前面临的难民潮问题，才能护
佑更多像小艾兰一样的幼童。

（据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韩国济州海洋警备安全署 9月 6日说，
“海豚”号钓鱼船当天早晨被发现在济州楸
子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 10人死亡、
多人下落不明，3人获救。

韩联社报道，“海豚”号钓鱼船排水量
9.77 吨，5 日晚 7 时许从楸子岛出发前往全
罗南道海南郡，出发 44分钟后失联。

济州海洋警备安全署负责人李炳铉（音
译）说，暂不清楚事发时船上人员的确切人
数，海警方面正在进一步核实乘船人员信
息。“出航记录显示 22 人登船，但现在确认
其中 13人在船上、4人未登船，其中一名获
救人员不在登记名单中。”

谈及翻船的惊魂一刻，获救人员说，由
于浪头大，船几乎刹那间就翻了过去。“发动
机熄火时我正在睡觉，船长让我们赶紧逃
生，那时船已经开始进水，”这名 38 岁的人
员说，“我是最后一个跑出来的，当时船已经
倾覆。”

这名人员说，有些人起初还和他们在一
起，但由于海浪太大，一些人很快被卷入海
里，消失在视线中。

韩联社援引总统府青瓦台的消息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责成公共安全部长官
尽一切努力搜寻失踪人员，同时要求后者及
时向公众和失踪人员家属提供确切的事件
相关信息。

目前，韩国海警、海军、中央海洋特殊救
援团、渔业管理团和济州道渔业管理办事处
正加大搜救力度，陆续投入 40 余艘舰艇和
40多名潜水员展开联合搜寻。获救的 3人
已被海警直升机送往济州市内医院接受治
疗，除体温低等症状外暂无生命危险。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9 月 6 日，救援人员将船只倾覆事故
遇难者遗体送至韩国海南一所医院。

新华/法新

据新华社东京9月 6日电 追
悼 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中被屠
杀的 700多名中国劳工的集会 6日
在日本东京举行，参加集会的民众
共同追悼遇难劳工，要求日本政府
正视历史事实并进行道歉和赔偿。

遇难劳工遗属、中国驻日本大
使馆代表、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各
界友好人士参加了集会。700 多
名遇难者名牌供奉在会场前方正
中央，参加者集体向遇难者默哀，
祈求逝者安息。

当天的集会通过决议，对安倍
政府歪曲历史的行为进行批判。

决议称 8 月 14 日发表的“安倍谈
话”没有正视日本殖民侵略的历
史，是一份“歪曲明治维新以来的
日本史、美化日俄战争、叫停谢罪”
的宣言。决议要求日本政府查明
历史真相，诚实担负起作为加害国
的责任，并在历史教科书中写明关
东大地震屠杀事实。

1923年 9月 1日，日本发生关
东大地震。地震后，日本以“维护秩
序”为由，组织军人、警察、群众对在
日华工、华商进行屠杀。来自中国
温州、处州（现丽水）两地的 700多
名旅日华工华商因此无辜被害。

日本再次就北方四岛（俄罗斯
称南千岛群岛）归属与俄罗斯发生
口角，俄罗斯驻日本使馆官员 9月
5 日回应，俄方“非常困惑”，俄罗
斯的一贯立场日本难道忘了？

引发此次日俄口水战的是俄
外交部副部长伊戈尔·莫尔古洛夫
3日的表态。莫尔古洛夫说，南千
岛群岛问题已在 70 年前，也就是
1945年解决。俄罗斯不会在这个
问题上再和日本对话。

日本外务省欧洲局局长林肇
随后向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叶夫根
尼·阿法纳西耶夫表示，莫尔古洛
夫的言论“无法认可”。日本外务
大臣岸田文雄也在接受共同社记

者采访时说，日方已就莫尔古洛夫
“有悖事实的非建设性表态”表示
抗议。日本和俄罗斯应展开“建设
性对话”，增强两国关系。

不过，俄罗斯驻日使馆官员 5
日澄清，日本没有提出抗议，而是

“表示了遗憾”。
千岛群岛位于俄远东堪察加

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
部的齿舞、色丹、国后和择捉四岛
被俄称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之
为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
由俄方实际控制。俄罗斯认为日
本要求其归还即在要求重新定义
二战结果。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曼谷9月 6日电 泰
国国家改革委员会 6 日否决了新
宪法草案。当天的新宪法草案投
票中，泰国国家改革委员会 247名
委员中 105人投票赞成，赞成票未
过半数，草案未获通过。按规定，
泰国“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

（维和委员会）将在一个月内重新
任命一个新的制宪委员会，在 180
天内重新拟定一份新宪法草案。

被否决的这份宪法草案最核
心的内容包括设立“国家改革及和
解战略委员会”、允许非内阁成员
成为总理、参议员大多由任命而非
选举产生。其中最具争议的是设
立“国家改革及和解战略委员会”

相关内容。相关条款规定，将设立
为期五年的过渡期，若在过渡期内
泰国出现政治僵局或动乱，该委员
会将替换民选政府执政。

支持者认为，设立该委员会的
目的是确保泰国不再出现政治僵
局，未来的新宪法不再被撕毁；反
对者则表示，该委员会具有超越立
法行政司法的至高权力，与民主制
度相违。

按照原定计划，如果新宪法草
案在 9月通过，泰国有望于 2016年
初对宪法草案进行全民公投，并于
2016年 8月举行大选，之后成立新
内阁。如今草案未获通过，期待中
的大选仍遥遥无期。

新华社德黑兰9月 5日电 伊
朗总统鲁哈尼 5日表示，伊朗希望
成为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员国。

据伊通社报道，鲁哈尼是在会
见到访的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
巴耶夫时做上述表示的。鲁哈尼
说，伊朗的加入将同时有利于伊朗
和上合组织。

阿坦巴耶夫表示，吉尔吉斯斯
坦支持伊朗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
员国，他确信伊朗的加入将提升上
合组织的经济辐射力和基础设施
建设。

鲁哈尼和阿坦巴耶夫还探讨

了两国在旅游、文化、科技及反恐
领域的合作。鲁哈尼说，两国将开
通直达航线。

上合组织于 2001年成立，目前
正式成员国有中国、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
乌兹别克斯坦，并已启动接收印度
和巴基斯坦加入的程序。2005年 7
月，上合组织决定给予伊朗观察员
地位。2008年 3月，伊朗向上合组
织秘书处提交了加入申请。今年 7
月 14日伊核协议达成，伊朗迎来与
西方国家关系和解契机，也意味着
伊朗有望更深融入国际社会。

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网站 9 月 5
日报道，美国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 4
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及美国是否计划安置更
多来自叙利亚等国的难民时说：“在这一问
题上，我没有可宣布的消息。”

联合国难民署最新公布的数字显示，
今年 1至 8月，已有 30多万名难民和非法移
民经地中海进入欧洲，超过去年总和，其中

80％来自叙利亚。相比之下，美国过去 5年
时间内仅接收了 1541名叙利亚难民。

国际救援委员会主席戴维·米利班德 3
日再次向美国政府发出呼吁，要求美国在
2016年底前安置 6.5万名叙利亚难民。欧内
斯特的这番表态似乎正是在回应这一呼吁。

欧内斯特辩解说，虽然美国没有“认
领”更多难民的打算，但也为此提供“重要

帮助”。其中一项是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提供经费，另一项则是由美
国海岸警卫队专家向欧洲国家传授应对偷
渡难民的方法。

他说：“我们的欧洲伙伴正面临难题，美
国可以提供这方面的技术经验。美国海岸警
卫队在这一领域颇有经验，可以和欧盟地区
的盟友和伙伴们分享。”（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履行大国责任 坚持和平发展
——国际社会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

结束战争，才能避免悲剧重演

美白宫发言人谈及难民问题

同情遭遇 但请别来

韩国一钓鱼船倾覆致10人死亡
韩总统责成相关部门尽全力搜救

环球时讯
GLOBAL PRESS

中日各界追悼关东大地震被害中国劳工

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赔偿

俄罗斯斥日本：

岛屿归属没争议！

泰新宪法草案未获通过
期待中的大选仍遥遥无期

伊朗希望成为
上合组织正式成员国

9 月 5 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斯特拉斯莫尔音乐厅，华盛顿华人儿童
合唱团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70周年音乐会上合唱《卖报歌》。

新华社发

▶9 月 5 日，在德国南部慕尼黑，一名
难民在抵达火车站时手持德国总理默克尔
的照片。 均为新华社发

为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美国华人举办音乐会

▲8 月 31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西站，
一名婴儿坐在站台上。由于列车上难民已满，
他和妈妈只能等待下一班开往慕尼黑的火车。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