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倍弟弟拜鬼
日本外务省副大臣、首相安倍晋

三的弟弟岸信夫 19 日参拜靖国神
社， 是所谓靖国神社秋季大祭期间
“拜鬼”的又一安倍“身边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 18
日就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表达忧
虑，敦促日本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英医生：叙士兵对准孕妇腹部开枪
击中胎儿奖香烟

据英国媒体 10 月 18 日报道，一
名英国外科医生揭露叙利亚内战最
令人作呕的战争游戏，枪手瞄准怀孕
妇女腹部开枪，击中胎儿后可获得香
烟当奖品。

诺特医师近期返回英国， 他说，
叙利亚地方上盛传，这些狙击手是效
忠总统阿萨德政权的佣兵，他们“命
中目标”后还可获得奖励。

当妇女和孩童路过诺特义诊所
在的城市， 狙击手便会朝妇孺开枪，
诺特告诉 《泰晤士报》：“当第一批伤
者上午进入医院，你大概就可以知道
这一整天会面对怎么样的伤患。 ”他
说：“枪手今天可能瞄准鼠蹊部，隔天
可能瞄准左胸腔，第 3 天受伤部位会
全部变成颈部。 ”

他说，“有一天，连续两名孕妇到

他所在的医院就诊， 两人大腹便便，
但腹中的胎儿已被射死。子弹贯穿她
们的子宫，因此枪手势必是瞄准了才
开枪 。 我简直无法形容这有多恐
怖。 ”

诺特说：“平民通常会遭战火波
及，但我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这分
明是故意的，简直是地狱中的地狱。 ”

据《中国日报》消息

印度 32人被毒酒毒死
印度警方说，近日，印度北部

发生假酒集体中毒事件， 目前至
少 32 人因饮用含有毒物质的自
酿酒丧生，死者大多数是劳工。 另
有 50 人感到不适被送医。

印 度 当 局 针 对 此 事 展 开
调 查 ， 并将 8 名政府官员和 4

名警察暂时停职 。
分析称， 印度近年来假酒中

毒事件频发。 为了增加酒的 “烈
度”，没有取得酿酒执照的非法商
家在酒中添加化学物质， 往往损
害人的健康，严重时可致人死亡。

据中新网消息

贝卢斯科尼被判两年内不得任公职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 法院 19

日判处该国涉及税务欺诈案的前
总理贝卢斯科尼两年内不得担任
公职。

今年 8 月 1 日， 意大利最高
法院终审判决贝卢斯科尼 4 年监
禁 。 由于贝卢斯科尼已经 70 多
岁，依据意大利相关法律，应该不
会进监狱服刑， 而是被软禁在家
或者进行社区服务。 不过报道也
提到，想要见到贝卢斯科尼整理超

市货架或清理涂鸦几乎是不可能
的，因为作为前总理，他必须有随
从保镖。

贝 卢 斯 科 尼 被 定 罪 以 后 ，
便失去了参院议席 。 之后 ，贝卢
斯科尼和其政党自由人民联盟
一直希望 通过 行动重获议 席 。
不过 ， 意大利司法部部长已经
表示 ， 不会赦免其税务欺诈罪
名 。

据《潇湘晨报》消息

美火箭升空完成“第八跳”
准确降落到发射台

美国 SpaceX 航天公司发布
消息称， 在 10 月 7 日的测试中，
SpaceX 航天公司研发的“蚱蜢”火
箭完成了 “第八跳 ”，在发射测试
中成功升空 744 米， 随后准确降
落到发射台上。

“蚱蜢”火箭使用了全新的垂
直起飞垂直降落 （VTVL） 概念，
SpaceX 航天公司希望凭借该技术
打造出可重复使用的火箭系统 ，

这样在运载火箭发射后就可以自
动降落在预定场地上， 不需要从
海洋中人工打捞火箭助推器或者
其他部件。 这项技术有助于降低
运载火箭的发射成本， 甚至使火
箭可以完成可重复使用。 SpaceX
航天公司希望将垂直起飞垂直降
落技术安装到下一代的“猎鹰”火
箭上。

据《新快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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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者：世界欠中国的“战争债”
美国 《纽约时报》10 月 18 日刊

登文章称， 中国在表达渴求亚洲和
平之际， 也坚定地对东海和南海海
域声索主权。 对许多观察家(以及那
些惴惴不安的中国邻国)而言，这种
矛盾给人以压抑感， 原因在于中国
在世界上与日俱增的重要性。

其实， 另一个很少被记起的因
素也在起作用， 即中国挥之不去的
愤懑情绪： 中国在二战期间对同盟
国抗日战争的贡献不但从未被全面
承认， 也未转化为中国在本地区的
政治资本。

中国抵抗日本侵略是未被讲述
的二战伟大故事之一。 尽管中国是
首个与轴心国交战的同盟国， 与美
国、英国甚或到 1945 年 8 月才对日
宣战的苏联相比， 中国在太平洋战
局中的作用远未得到承认。 战后，中
国的贡献被置于一旁， 在纯意识形
态竞争的冷战期间， 成为不宜提及
的一段历史。

中日战争在 1937 年全面爆发。
尽管远比强大的美国或大英帝国弱
小、贫穷，但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发挥
了主要作用。1944 年，约 4 万名中国

士兵在缅甸与美英军队并肩作战，
确保史迪威公路安全通畅。 在中国
境内， 他们牵制约 80 万日本兵力。
中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 日本则犯
下诸多暴行。 这些暴行使当时疲弱
和孤立的中国承受巨大压力。 战争
胜利后， 中国因其贡献而拥有一个
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
仅此而已。1949 年国共内战结束后，
对西方而言， 中国仅在数年间就从
盟友变为具有威胁的共产主义大
国。

如今， 与这段历史密切相关的

一个主要后果是，同 1945 年后形成
北约和欧盟的北大西洋地区不同 ，
昔日的亚洲敌对国家从未达成类似
多边机制。 美国在其主导的战后秩
序中让中国靠边站， 意味着中国和
日本从未签署合适的和平条约，许
多西方历史学家也将中国在二战中
的作用视作一个插曲。

中国内部近期新出现的政治开
明景象已允许呈现不同的战争年代
画面。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已去世很
久，而中国政府也在尝试提醒世界，
过去与西方的合作曾让全世界受

益。 中国希望借此寻求更大的国际
角色。 北京还对蒋的遗产采取更认
可的态度。 如今，无论是电视剧还是
学术文章， 制片商和学者都能更自
由地讨论国民党的抗日贡献。

这种历史修正对当今东亚和东
南亚具有重要意义 。 倘若美国在
1945 年击败日本的领导作用能继续
成为美国如今在太平洋周边存在的
正当理由， 那么中国领导人也会认
为， 为何中国对同一目标的贡献不
能为中国赢得某些影响力？

据《环球时报》消息

“拜鬼”不止
岸信夫 19 日称， 他以众议院议

员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他向日本共同社记者确认，自己

事先没有和安倍商量参拜一事，声称
他的参拜不会影响日本与其他国家
的关系。

前一天，日本总务大臣新藤义孝
以及约 160 名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
社。 政治分析师认为，随日本政坛保
守势力增强，今年以来“拜鬼”日本议
员数量明显上升。

“贼心”不死
安倍 19 日声称，“非常遗憾”无

法参拜。
共同社援引安倍的话报道：“我

过去曾说，非常遗憾在先前（任首相）
期间不能去参拜靖国神社，我（现在）
仍然有这种感觉。 ”

安倍先前曾多次表示要成立国
防军 、修改宪法 、允许自卫队行使
集体自卫权 。 在历史问题上 ，他曾
扬言有意修改反省历史的 “村山谈
话”。

“老大”不安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萨基 18 日

敦促日本就历史问题缓和邻国的忧
虑。

一些分析师认为，日本政坛近来
右倾化趋势让美国政界不少人不安，
华盛顿一方面就一些事务偏向日本，
一方面担心日本成为东亚地区不稳
定因素，损害美国在亚太地区整体利
益。

同时， 亚洲多个国家就日本政客
“拜鬼”一事表示谴责。 据新华社电

10月 18 日，
日本总务大臣
和部分国会议
员参拜靖国神
社。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