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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莫斯科6月11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表示，俄

南部重要城市伏尔加格勒的城市
名称是否恢复为“斯大林格勒”应
由当地民众投票决定。近几年来，
每次讨论伏尔加格勒是否更名都
会在俄引发激烈争议。普京此言
一出，再次引发俄罗斯国内的讨
论热潮。

普京6日在法国参加诺曼底
登陆70周年纪念活动，并接见一
些俄罗斯二战老兵。一名老兵向普
京建议把伏尔加格勒复名为“斯大
林格勒”。普京说，根据俄罗斯法
律，这是地区自己的事情，应该由
伏尔加格勒当地居民自行投票决
定，“人们怎么说，就怎么做”。

随后有媒体将普京此言解读
为他支持恢复“斯大林格勒”的名
称。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9

日特意澄清说，普京并未表明自
己的个人喜好，他只是说这件事
情应该由当地民众自行决定。

俄罗斯权威民调机构列瓦达
中心近10年来的民调证明，大多
数俄罗斯人反对将伏尔加格勒更
名，而且认可斯大林的民众在逐
年减少，这部分民众主要来自退
休阶层和农村。

本报讯 西班牙议会11日不
顾反对君主制人士的抗议，批准
76岁的国王胡安·卡洛斯退位。此
举为费利佩亲王继位进一步铺平
了道路。

会议召开当天，反对君主制
的人士一直在会场外抗议。此前，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就预测，大多
数国会议员都会对国王退位投赞
成票。

6月2日，西班牙国王卡洛斯
一世在电视上发表讲话，证实自
己退位，并将王位交给费利佩王
子。他在讲话中解释，退位的决定
是希望给西班牙王室注入新的活
力。他还指出，经济危机之后国家
需要改革，应该让勇于改革和创
新的年轻人掌管国家。 (中新)

澳澳洲洲铁铁了了心心，，要要搭搭日日本本船船
日澳发表联合声明，以罕见严厉措辞影射中国

本报记者 王昱

对华无端放狠话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澳
此次2+2会谈于11日晚间在东
京的饭仓会馆举行，日本外务
大臣岸田文雄、防卫大臣小野
寺五典和澳大利亚外长毕晓
普、国防部长大卫·约翰斯顿共
同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据悉，日本与澳大利亚之
间的2+2会议，最早是由安倍
晋三在2007年第一次组阁时
倡导的。第一次会议也是在
2007年的安倍第一次内阁期
间举行，至今已经举行了五
次。据日媒早前报道，由于一
贯奉行所谓“价值观外交”的
理念，安倍向来对与澳大利
亚发展关系十分热情。今年4
月，安倍借与澳大利亚总理
阿博特举行会谈之机，极力推
动并最终促成了本次会议召
开。而为筹备该会议，日方近期
与澳大利亚政府保持了密集联
系，小野寺等人多次访澳，力求
在本次会议中能与这个“准盟
友”取得更多共识。

而从会后的联合声明看，
日方的苦心的确没白花，澳大

利亚不仅在涉及东海南海问题
上使用了“强烈反对”一词，还
与日本一道呼吁“关系各国采
取自制的行动防止擦枪走火事
件”的发生，并要求“纷争应遵
循国际法的原则来解决”。由于
这些用词是日方先前影射中国
的惯用语，本次联合声明被不
少日媒解读为“日澳两国共同
牵制中国”。

除了替日本帮腔外，澳方
在会谈中还表示将与日本一
道“密切关注中国强化与太
平洋岛国关系的动向”，并提
高两国对这些太平洋岛国“支
援”的力度。

与日共造新潜艇

日澳此次联合声明确认了
日本向澳大利亚提供潜艇制造
技术，共同推进潜艇船体流体
力学研究。而据日媒猜测，日澳
两国今后可能会通过共同研制
新潜艇的方式，加强在军工方
面的合作。

据日本媒体早前透露，澳
大利亚计划在2030年以前逐步
替换掉目前配备的6艘柯林斯
级潜艇，并考虑引进排水量更
大且具有更高性能的大型常规
动力潜艇。而安倍内阁不久前

通过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取代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因
此为日本的军工技术出口海
外，与海外国家联合研制武器
装备打开了缺口，这无疑与澳
大利亚一拍即合。

早前曾有媒体猜测，澳大
利亚对日本自卫队现役最新锐
的大型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苍龙级”潜艇显示出了高度兴
趣，可能会直接向日本购入这
一级潜艇。而在11日的双边大
臣会谈中，日本政府和澳大利
亚政府达成了共同打造潜艇的
基本协议，日澳合作开发潜艇
的决定无疑比简单的军火买卖
更进一步。日本外务大臣岸田
文雄表示，希望这一次会议能
够成为日澳两国强化安全保障
合作的重要里程碑。

邀美同筑“铁三角”

此外，日澳此次联合声明
还强调将进一步提升两国在军
事上的合作关系，而在军事合
作问题上，日澳两国显然十分
注重共同盟友美国的存在感，
声称：要扩大日澳与美国的三
国联合军演，并加深在海洋安
全保障领域和国际维和行动方
面的合作。

早前有分析认为，由于澳
大利亚和日本、美国的地理位
置构成了盘踞太平洋的三角
形，因此日本政府在强化日美
军事同盟关系的同时，积极发
展与澳大利亚的军事合作，其
意图便是形成控制亚太地区的

“军事铁三角”关系。而澳大利
亚方面，由于其四面环海的地
缘特点和近年来在其国内流行
的“中等强权”理念，也存在相
当的呼声要求政府与日美联
合，“共同维护太平洋安全”。此
次2+2会谈，日澳两国将这一

“共同梦想”已经明确地摆在了
桌面上。

事实上，联合声明中所提
出的这一目标，日澳两国已经
开始实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本月6日，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大
型运输舰“国东”号搭载美日澳
三国军队抵达越南中部的港口
城市岘港，参加由美国海军主
导的联合演习。在南海局势紧
张的当下，美日澳的这一动作
不禁引人联想。而尤其耐人寻
味的是，与数量庞大的美日参
演人员相比，澳军参演人员只
有10人，有外媒评论认为，澳大
利亚参演的“表态”意味其实大
于实际价值，其意是要在这一
区域宣誓自己的存在感。

西班牙议会批准

卡洛斯国王退位

“斯大林格勒”

复名争执再起

据日本多家媒体11日
报道，当天晚间，日本与澳
大利亚两国政府间的外交、
国防部长会议(2+2会议)结
束，并在会后发表了共同声
明。在声明中，日澳两国以
中国为影射对象，使用了罕
见的严厉措辞，妄称：“日澳
两国强烈反对为了单方面
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而使
用武力的行为。”其对华指
责的强度，甚至远远超过了
美日不久前发表的联合声
明。

外交部发言人：

越越方方至至今今没没给给中中方方一一个个交交代代
新华社北京6月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1日说，
越南方面纵容少数民众打砸抢
烧，造成中方重大人员伤亡和
财产损失，至今没有给中方一
个交代。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
者问，越南方面称，中方派遣了
6艘军舰保护中方在争议海域
的钻井平台。这是否会加剧局
势紧张？中方钻井平台的新位

置是哪里？钻探活动将会持续
多久？

华春莹说，中国“981”钻井
平台的作业是民事活动，由于
越方持续强力非法干扰，中方
派出了政府公务船在现场进行
安全保障。

她说，关于中国“981”钻井
平台作业问题，中方已经多次
表明了立场。中方有关作业是
在中国西沙群岛毗连区进行的

正常作业，越方派出包括大量
武装船只在内的船只对中方的
正常作业进行持续强力的非法
干扰，这是完全无理的。

“同时，越方还纵容国内少
数民众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
企业和人员进行打砸抢烧，造
成中方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至今没有给中方一个交
代。”华春莹说，“我们要求越方
立即停止在现场的一切干扰和

破坏活动，立即撤走现场所有
船只和人员，立即停止一切形
式侵犯中国主权、主权权利和
管辖权的行为。”

她说，至于中方钻探活动
持续时间，中方有关部门发布
的公告说得已经非常清楚了。
中国企业在有关海域的勘探活
动已进行10年。这一次作业是
从5月2日开始，预计要进行到8
月中旬。

外交部批越南口气越来越硬
过去一个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涉及越南问题的频率居于

各事之首。同时，在涉及越南问题时，外交部常用四字词语，用词也
发生变化，从上月15日的“严正交涉”、“严厉谴责”，到随后提及“非
常荒唐”、“说三道四”以及“倒打一耙”等词，这些用词更加确切地表
达出愤慨情绪和中方强硬的态度。

越南对外资企
业打砸抢烧
回应：切实负
责 彻底调查

严正交涉

5月15日

越南对外资企
业打砸抢烧
回应：严厉谴
责 严正抗议

5月16日

越菲呼吁谴责
中国
回应：歪曲事
实 混淆视听

5月22日

9 8 1 钻井平台
作业相关文件
提交联合国
回应：澄清事
实 还原真相

6月10日

越南介绍所谓“历
史法理依据”
回应：荒唐可笑
背信弃义

5月26日

日本评越南渔船
冲撞中国渔船
回应：别有用心
唯恐天下不乱

5月27日

越南干扰中方981

钻井平台作业
回应：毫不收敛
变本加厉

6月5日

越方公开中方撞
沉越方渔船视频
回应：倒打一耙

6月6日

越菲军队南子
岛体育比赛
回应：搞小动
作 拙劣闹剧

6月9日

据法制晚报

本报讯 据日本共同社报
道，日本青森县三泽市根据东北
防卫局提供的信息10日公布称，
临时部署在该市美军三泽基地的
两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已于7

日启用。防卫局称该侦察机在亚
太地区每周进行两次左右侦查活
动。

据日本《朝日新闻》此前报
道，5月24日第一架“全球鹰”从美
军关岛基地启程抵达三泽基地，5

月28日第二架抵达。“全球鹰”起
降时由搬入三泽基地的设备操
纵，上升到一定高度后由美国加
利福尼亚的空军基地实施远程控
制。

“全球鹰”机身长14 . 5米，翼
展长约40米，可在1 . 5万米以上高
空执行侦察任务。该机可以连续
飞行30小时以上，续航距离较长，
也可在东海展开活动。据悉，收集
到的情报也将由日美共享并用于
分析。

共同社称，有分析认为，美军
在日本部署“全球鹰”意在制约中
国和朝鲜。而日本新闻网在报道
时则说，部署该机“主要是对中
国、俄罗斯、朝鲜等国进行监控侦
察”。 (国际)

驻日美军“全球鹰”

开始收集中俄情报

6月11日，日本东京，澳
大利亚外长毕晓普（中）、防长
大卫·约翰斯顿（左）访问日本，
受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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