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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员定于 4 日向
市议会提交议案，更改中国钓鱼岛及其附
属岛屿所在地域的名称，把原来的“登野
城”改为“登野城尖阁”。

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告诉记者，无
论日方一些人给钓鱼岛所在地“更名”的动
机如何，都无法改变钓鱼岛归属中国的历
史和现实。

针对有报道称日本石垣市市长拟提案
将钓鱼岛行政区划更名，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耿爽 4日说，无论日方玩弄什么把戏，都
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据日本媒体报道，冲绳县石垣市市长
拟于 12 月 4 日向市议会提交议案，将钓鱼
岛行政区划由“石垣市登野城”更名为“石
垣市登野城尖阁”。

耿爽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表示，钓鱼
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领
土，中方维护领土主权的决心坚定不移。
无论日方玩弄什么把戏，都改变不了钓鱼
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我们敦促日方正视历史和现实，停止
在这一问题上制造事端，避免损害两国关
系改善势头。”他说。

【折腾】
日本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称作“尖

阁诸岛”。日本政府把这些岛屿划归冲绳
县石垣市登野城，但“尖阁”在具体地名中
没有体现。

因地理位置靠近钓鱼岛，石垣市政客
一段时期以来动作频频，包括以各种理由
申请登岛、往钓鱼岛迁户口。

2015年9月，第一个把户籍迁到钓鱼岛
的石垣市民奥茂治向市政府申请更改地名，
要求在“登野城”后加上“尖阁”二字。

今年 9月，石垣市议员仲间均向市议
会强烈建议变更地名，希望“借此彰显石
垣市对尖阁诸岛的行政管控”。石垣市长
中山义隆当时承诺“12 月肯定会提交议
案，争取把‘尖阁’这两个字写进地址”。

日本保守派媒体 《产经新闻》 11 月
30 日援引石垣市内部消息报道，一些议
员定于 12月 4日向市议会提交“更名”议
案，有望在 15日以前获得通过。

依据日本《地方自治法》第 260 条，市
议会批准后，石垣市长须向冲绳县知事
上报“更名”结果，而知事翁长雄志应立

即公示。

【找事】
近年来，日本民众对钓鱼岛的关注度

降低，但石垣市一些人对宣示所谓“日本主
权”乐此不疲。

现任市长中山和过去几任市长以及一
些市议员多次向日本中央政府申请登钓鱼
岛，只是都没有获得许可。

中山是日本极右翼势力代表之一。他
2007 年担任市议员期间不雅照片曝光，招
致批评。

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冲绳贸易界人士
告诉新华社记者，石垣市明年春天将再次
选举市长，不少市民因那起丑闻而反感中
山。

“中山市长明知会招致中国反对还执
意推动（更名），似乎是想借煽动‘中国威
胁论’达到个人政治目的，”这名贸易界人
士推测道，“在日中关系出现好转倾向的当
下，我不了解他们花费这么多时间和成本
做这件事的意义何在。”

【枉然】
按照这位冲绳本地人的说法，“即使改

了名，也不意味着中国会放弃（对钓鱼岛）
主权的主张”。

他的判断，得到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
迪的呼应，认定不论中山“更名”的动机如
何，都不会改变钓鱼岛的归属。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赵宏伟接受采访时
说，石垣市给钓鱼岛所在地“更名”，可以
解读为日本保守势力对中日关系改善的一
种抵抗，“是反华派故意找事”。

赵宏伟分析，“另一个目的是让（冲
绳县）翁长知事难堪”，以便在明年举行
的冲绳县知事选举中‘打倒’翁长。由于
就新建驻日美军基地事宜与冲绳严重对
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政府迫切
希望这名反对基地建设的冲绳现任知事
落选。

安倍政府一直没有就“更名”表态。刘
迪解读，石垣市是地方自治体，中央政府理
论上无权干涉地方自治体的行政权。“安倍
政府不发表看法，正常。估计安倍政府不
会刻意在（中日）两国关系转好的眼下发
声。如果被动回应，也许会影响到中日关
系。”

（新华社专特稿）

日政客又演给钓鱼岛“更名”闹剧
我外交部：无论日方玩弄什么把戏，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事实

【抨击FBI】
美国司法部今年 5 月任命罗伯特·米

勒为特别检察官，调查特朗普竞选团队在
去年总统选举前与俄罗斯政府“串通”嫌
疑。特朗普一直坚称没有“通俄”。

美国媒体 2 日报道，联邦调查局高级
特工彼得·斯特尔佐克 8 月被开除出米勒
的调查团队，原因是斯特尔佐克被发现在
与一名联邦调查局同事的短信交流中多
次诋毁特朗普，意味着他可能无法在调查
中保持中立。斯特尔佐克曾参与调查希
拉里·克林顿使用私人电子邮箱处理公务
事件。

3 日，特朗普针对有关斯特尔佐克的
报道发表数条“推文”，抨击联邦调查局及
他去年竞选总统的对手希拉里。

他写道：“有报道说，反对特朗普的联邦
调查局特工领导了（希拉里·）克林顿邮件
（事件）调查。现在一切都开始说得通了。”

另一条“推文”写道：“经历科米多年
领导及虚假、不实的克林顿（邮件事件）调
查等，联邦调查局已经名声扫地，为历史
上最遭（状态）。”

去年大选前，联邦调查局两度调查希
拉里邮件事件，以希拉里及其团队成员未
受指控告终。希拉里方面认为，这场调查
对她的选情造成了负面影响。

【再度否认】
特朗普已多次表示，他不曾要求科米

停止调查弗林。他 3日不忘在“推特”上再
度强调这一点：“我从未要求科米停止调
查弗林。不过是有关科米另一个谎言的
又一些假新闻。”

弗林曾在特朗普竞选团队中担任顾
问。今年 1月，特朗普就任总统，弗林成为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2 月，弗林辞去
职务。他在辞呈中解释缘由说，就去年 12
月他与时任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
利亚克的接触，他“出于无心”向副总统迈
克·彭斯等人提供了“不完整信息”。

本月 1 日，弗林与米勒调查团队达成
认罪协议。弗林承认今年 1月接受联邦调
查局有关他与基斯利亚克接触的问话时，
作了伪证。同时，依照认罪协议，他承诺
配合后续调查。

今年 5 月，特朗普解除时任联邦调查

局局长科米的职务。这以前，科米领导联
邦调查局的“通俄”调查。6 月，科米在向
美国国会参议院提交的书面证词中说，今
年 2月特朗普在一次与他的“一对一”谈话
时，劝他别再调查弗林。

【律师“背锅”？】
特朗普 2日在“推特”上回应弗林认罪

一事时写道：“我不得不开除弗林，因为他
对副总统和联邦调查局说谎。可惜了，因
为他在（新老总统）过渡阶段做的事情符
合法律。原本没有什么需要隐瞒。”

特朗普先前只说弗林辞职是因为他对
副总统说谎，没有提过弗林对联邦调查局
说谎。而依照 2 日“推文”字面理解，特朗
普 似 乎 早 就 知 道 弗 林 对 联 邦 调 查 局 说
谎。美国一些法律专家和政治人士因而
提出，如果特朗普在知道弗林向联邦调查
局说谎的情况下，要求科米停止调查弗
林，可能构成妨碍司法。

对于特朗普 2 日那条“推文”，特朗普
的律师约翰·多德 3 日接受路透社采访时
说，他草拟了那条“推文”而且犯了错。

（据新华社特稿）

“通俄”调查再掀波澜
特朗普老生常谈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12月 4
日电 据俄罗斯媒体 3日报道，俄罗斯已
经暂停研制新一代铁路导弹作战系统

“巴尔古津”导弹列车的计划。
《俄罗斯报》援引俄军工综合体高

层人士的话报道说，新一代“巴尔古津”
导弹列车的研制计划已经暂停，在可预
见的未来这一计划不会重启。

铁路导弹作战系统在冷战时代曾
被称为“幽灵列车”。美国和苏联当年
曾投入大量科研力量和资金进行开发
研制。美国直到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才
放弃这一计划。苏联战略导弹部队从
1987 年开始，陆续装备了 12 列共配备
36 枚洲际弹道导弹的导弹列车。冷战
结束后，根据俄美两国削减核战略武器
条约，俄罗斯有 10列导弹列车作战系统
被销毁，只保留了两列。

俄罗斯暂停研制
新一代导弹列车计划

英国最新民调显示，半数英国人支持
再次公投，以决定是否退出欧洲联盟；大
多数人同时认为，英国需支付的“脱欧”

“分手费”要价过高。
英国瑟韦申调查公司于 11月 30日至

12 月 1 日进行了这一线上调查，采访了
1003 名英国成年人。50％调查对象支持
就“脱欧”协议的最终条款再次公投表决，
34％反对再次公投，16％表示不确定。

英国《星期日邮报》发布了上述结果
并说，这是上周媒体报道英国将向欧盟支
付约 500 亿英镑（约合 4453 亿元人民币）

“分手费”之后的首个大型民意调查。
多家英国媒体 11 月 29 日报道，英国

与欧盟已在“分手费”问题的谈判中取得
较大进展。据估计，英国可能将向欧盟支
付大约 500 亿英镑。这被分析人士视为

“脱欧”谈判正式启动以来英欧双方取得
的首个实质性进展。

英国大选分析人士、前自由民主党成
员迈克·史密森在推特上说，此次民调是
首次显示民众支持二次公投的民调。

调查结果还显示，仅 11％的调查对象
认为英国应为“脱欧”支付 500 亿英镑，
31％认为英国无需支付任何费用。35％
的人士认为，英国“脱欧”后自身经济状况
会更糟糕。 （据新华社特稿）

“分手费”太贵
英民众对“脱欧”反悔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3日在社交网站推特上发布数条“推文”，
再度抨击联邦调查局（FBI），并且重申自己不曾要求时任联邦调查局
局长詹姆斯·科米停止调查他的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

12 月 3 日，在美国旧金山，“新视
野数学奖”获得者恽之玮（左）、张
伟出席红毯仪式。

2018 年“科学突破奖”颁奖仪
式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晚在旧金山湾
区的美国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
举行。共有 12 名科学家获得 2018
年“生命科学突破奖”“基础物理学
突 破 奖 ”和“ 数 学 突 破 奖 ”，分 享
2100 万美元的奖金。除上述奖项
外，包括恽之玮、张伟两名中国籍
学者在内的 7 人获得面向年轻学者
的“新视野物理学奖”和“新视野数
学奖”，以表彰他们在科研生涯早
期取得的成就。菲律宾科学高中
学生希拉里·黛安娜·安代尔斯获
得“科学突破新锐挑战奖”。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