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度否认二战
期间日本强征随军“慰安妇”，韩国外
交部 19 日反驳说， 日军强征 “慰安
妇”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安倍 18 日出席国会参议院预算
委员会会议时声称， 根据日本政府掌
握的资料， 没有证据直接表明日本政
府和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强征
“慰安妇”。

在回答 “军方是否牵涉其中”的
提问时，安倍妄称，日军只是参与开设
“慰安所”、管理“慰安所”的卫生和
运送“慰安妇”等工作，并不涉及实际
的征募工作， 后者主要由受军方委托
的民间皮条客负责。

安倍还说， 日本内阁 2007 年就确
认这一政府立场，且迄今没有变化。

安倍当时首次担任日本首相，曾
在国会向“慰安妇”公开道歉，却拒绝
承认“慰安妇”遭日军强征和性奴役
的事实。 2012 年再次执政后，安倍试图
修改日本政府承认强征 “慰安妇”并
道歉的“河野谈话”，还说“慰安妇”
是“人口贩卖”受害者。

针对安倍再次否认强征 “慰安
妇”，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 19 日
在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本军队征募
‘慰安妇’ 的强制性是不可否认的历
史真相，无论如何都是事实”，众多国
际组织的报告、 研究成果以及受害者

的证词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 安倍回答

议员提问时还说， 日本与韩国去年年
底就解决“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并
不意味着承认“慰安妇”问题属于战
争罪行。

有媒体记者问赵俊赫，面对安倍
的言论，韩国政府是否有意废除“慰
安妇”问题协议？ 赵俊赫没有正面回
答， 只是说， 重要的是履行协议事
项。

他说，韩方已经多次向日方表示，
应避免破坏协议履行的氛围或言行，
为协议得到完全落实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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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被拒

奥巴里的律师 20 日说，其当事人 18
日持旅游签证抵达日本成田机场， 此次
出行目的是调查日本捕杀海豚的情况并
在京都旅游，定于下月初回国。 不过，奥
巴里却在机场被日方拒绝入境并遭到扣
留。

扣留期间， 奥巴里遭到日本入境官
员的反复问询。

现年 76 岁的奥巴里是知名海豚保护
者和海豚驯兽师。

2009 年，由奥巴里发起拍摄、展现日

本太地町捕杀海豚血腥场面的美国纪实
影片《海豚湾》上映，无数海豚惨遭杀
害、血染海湾的画面引发全球关注，影片
2010 年获第 82 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
录长片奖。

但影片招来当地渔民的抗议， 他们
认为，捕杀海豚是“传统文化”的一部
分。

近年来，每逢捕杀季，日本警方便会
向太地町增派警员， 以防当地渔民和来
自海洋守护者协会的反捕人士发生冲
突。

曾遭逮捕

事实上， 奥巴里和其他海豚反捕人
士一直是不受日本欢迎之客。

去年 9 月， 奥巴里来到日本准备抗
议即将开始的海豚捕杀季。 日本警方说，
他们接到线报称奥巴里可能酒驾， 而奥
巴里接受酒精测试后， 却因无法拿出护
照遭逮捕。 遭逮捕后的第二晚，奥巴里被
警方释放。

对于此次入境被拒， 奥巴里的律师
和支持者提出质疑。

“奥巴里先生经常在一年中的这个
时间到达日本， 每次的目的都一样，”其
律师说，“（因此） 他这次入境被拒是不
合理的”。

从奥巴里的社交网站上可以看到，
他在 17 日最后一次亲自更新，展示自己
的入境卡，并称：“我又来了……”

日本共同社报道， 奥巴里已对这次
入境被拒提出异议。

日本东京入国管理局称这一事件为
“个案”，表示按照隐私保护制度，暂时
无法作出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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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英国多名警察在执行卧底任务
时猎艳一事，迄今已有 8 名女性赢得相关
诉讼， 已经或即将获得伦敦警察局的赔
偿。

2015 年 11 月， 伦敦警察局发表一份
致歉声明，承认多名警察执行卧底任务时
“假戏真做”，骗取女性被监视人感情，与
对方发生关系甚至生育孩子。

警察马克·肯尼迪曾在多个环保团体
潜伏 8 年，至少与 3 名女性发生关系。英国
女子凯特·威尔逊与肯尼迪交往长达两年，
得知受骗后状告伦敦警察局欺骗、殴打、履
行公职不当、疏忽等多项罪名。

伦敦警察局本月 15 日放弃辩护。 接
下来，威尔逊将获取赔偿金，但具体金额
尚不清楚。 在此之前，已有 7 名类似遭遇
的女子获得伦敦警察局的道歉和高额赔
偿金。

威尔逊 19 日说， 伦敦警察局放弃辩
护是为了 “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公开警方
卧底行动的相关档案”。

英国当局去年开始调查这起丑闻，不
少人呼吁警方公布相关资料。按照威尔逊
的说法，“还有多少女子牵涉其中？ 还有
多少孩子是这些卧底警察所生？ 显然，警
察不愿意坦白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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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罗马 1 月 19 日电 意大利
南部撒丁岛首府卡利亚里 19 日上午发生
两辆地铁列车相撞事故， 造成至少 70 人
受伤。

据意大利国家电视台报道，事故发生
在市郊一处地铁站附近，当时两辆列车共
载有至少 150 名乘客。

据参与救援的消防员描述，两辆列车
迎头撞上时，时速在 30 公里至 40 公里之
间，其中一辆车在相撞前减速。

一辆车上载有数十名上学途中的学
生。 一名叫劳伦佐的学生说，他当时站在
车里，“撞车后被弹到前面又摔到地上，
腹部把车内扶手撞坏了”。 很多人倒在地
上，有些人摔倒的时候脸部受伤。

据当地媒体报道，监管部门已着手调
查事故原因。

英国《泰晤士报》最新公布的一项调
查结果显示，零售商在英国出售“几乎一
样”的商品时，对女性消费者要价高于男
性。 调查人员在乐购公司、博姿公司、阿尔
戈斯公司和亚马逊公司发现上述现象。 他
们分析数以百计商品后发现， 同样的商品
如果客户群是女性，价格比男性高 37%。例
如在特斯科， 女用剃刀是男用剃刀价格的
两倍。

据新华社微特稿

巴基斯坦西北部地区一所大学 20
日遭到武装人员袭击，21 人在这起恐怖
袭击事件中死亡。

遇袭的帕夏汗大学位于贾尔瑟达
地区， 距离军事重镇白沙瓦大约 50 公
里。 警方说，武装人员当天上午趁着浓
雾翻墙进入校园，然后在学生宿舍等建
筑内开枪射击。

军队、警察和特种部队迅速包围校
园，清剿袭击者。 电视新闻画面显示，大
批军车满载士兵进入校园，直升机在天
空盘旋，救护车在校园外待命，许多家
长在焦急等待。

交火持续大约 3 小时， 现场还多次
传出爆炸声。军方在社交网站上说，军方
狙击手占据校园全部制高点，4 名袭击
者先后被击毙。 法新社援引贾尔瑟达地
区警察主管赛义德·瓦齐尔的话报道，清
剿行动结束，21 人在袭击中死亡， 超过
30 人受伤，包括学生、教职工和保安。 不
清楚死亡人数是否包括 4 名枪手。

巴基斯坦塔利班高级头目奥马尔·
曼苏尔随后宣称发动了这次袭击。

一名受伤学生在医院告诉巴基斯坦
媒体记者，他当时在宿舍里，不少没有
课的学生正在睡觉。 袭击发生后，老师
要求学生们立即疏散， 一些人躲进厕
所。

目睹袭击的学生们说， 袭击者持
AK47 自动步枪。

袭击发生后，一名老师勇敢持枪保

护学生，不幸遇难，成为英雄人物。
学生扎胡尔·艾哈迈德说， 枪声首

次响起后，化学老师要求他们待在原地
不要动， 自己持一把手枪抵抗袭击者。
“然后，我看见他中了一颗子弹。两名枪
手在开枪。 我设法翻后墙逃走。 ”

另一名学生说，3 名枪手向楼梯方
向冲过来，化学老师用一把手枪向枪手
射击，不幸中弹。“我们看见他倒下。 然

后恐怖分子冲进来，我们四散奔逃。 ”
巴基斯坦媒体报道， 这名老师是化

学教授赛义德·哈米德·侯赛因。 总统马
姆努恩·侯赛因在讲话中也证实哈米德
遇难。

总理纳瓦兹·谢里夫发表声明，绝不
向恐怖主义屈服。 “我们将坚定地铲除
我们国家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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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一大学遭恐袭
造成 21 人遇难 塔利班认领袭击事件

安倍又否认强征“慰安妇”

《海豚湾》主演被日本拒绝入境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

纪录长片奖《海豚湾》主
演、美国动物权益保护者
里克·奥巴里近日在日本
机场被拒绝入境，并遭到
日方入境部门的扣留。

意大利地铁相撞
至少 70 人受伤

英国相同商品
男女不同价

卧底警察猎艳
英女子获赔偿

巴基斯坦士兵在校外警戒 新华社发

事故现场

其中一名涉事警察（资料图）

奥巴里（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