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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道不不道道歉歉，，给给个个准准话话
日媒披露“安倍谈话”草案，明确写入“道歉”等词汇

印印度度22..55万万名名农农民民向向总总统统请请求求自自杀杀
抗议土地被强征17年，至今未获赔偿

本报讯 据印度媒体8月
10日报道，在印度北部城市马
图拉，大约2 . 5万名农民因土
地遭强制征收、抗争求偿17年
未果，竟在9日寻求总统普拉
纳布·慕克吉批准其在8月15
日“独立日”上吊自杀。

这些农民来自马图拉市
的11个村庄，他们名下共700
英亩的土地在1998年印度政
府兴建戈库尔拦河堰时被淹。
17年来，他们一直在寻求政府
补偿。

民族志工组织是印度的

一个印度教民主主义团体，该
组织的分支“印度农民工会”
代理了马图拉农民的诉求,带
领他们向政府寻求补偿。在
2014年11月，情绪激动的农
民险遭当局子弹对待。“印度
农民工会”秘书长孔瓦尔·尼
沙德表示：“今年2月农民进
行绝食静坐抗议时，政府官
员承诺会在一个月内给出解
决方案，但这一承诺至今没
有兑现。相反，一些抗议者还
被扣上掠夺和抢劫的罪名含
冤入狱。”

据评估，印度政府应为
这700英亩（约283公顷）土地
向约2 . 5万名农民补偿80亿
卢比（约合人民币 8亿元）。

“尽管当局曾多次作出保证，
且此事还被提交至国会，但政
府 却 继 续 睁 一 只 眼 闭 一 只
眼。”尼沙德说，由于求偿无
望，这11个村庄的农民9日联
名致信总统慕克吉，请求其准
许他们上吊自杀。

印度媒体称，请求总统慕
克吉赐准自杀俨然成为一股

“新的潮流”，就在马图拉农民

请求自杀几天前，在相隔175
公里外的瓜廖尔市，“马德雅
省专业考试局”舞弊案遭关押
的70名被告请求总统同意他
们自杀。

近年来，印度农民自杀问
题日益严重，平均每40分钟就
有一名农民自杀。今年上半年
气候反常降雨过多，导致印度
十多个邦的数百万公顷土地
受影响，农民自杀率明显上
升。在问题最严重的马哈拉施
特拉邦，今年上半年已有1300
名农民自杀。 据中国日报

加拿大拟立法

禁止“恐怖旅游”

伊拉克要裁撤

副总统职位

据新华社8月10日电 伊拉克
政府９日同意总理海德尔·阿巴迪提
出的一揽子政治改革方案，包括裁
撤副总统和副总理职务。

阿巴迪这一政改旨在打击腐败
和改善施政。方案需提交国民议会审
议通过，甚至可能为此需修改宪法。

阿巴迪先前在网上发布包含７点
内容的改革方案，其中最大刀阔斧的
提议是“立即”裁撤掉伊拉克政府现
有的３名副总统和３名副总理职位。

这些副总统和副总理职位被视
作伊拉克势力平衡的结果。法新社
评述，这些职位享有的特权比承担
的责任要多。其中，３个副总统职位
中，两个由什叶派担任，一个归逊尼
派；３个副总理职位中，什叶派、逊尼
派和库尔德人各占一席。

方案中，阿巴迪呼吁叫停现任
和退休高官的“特别待遇”。尽管他
没有详加说明，但伊拉克高官通常
遭普通民众诟病的是拿高薪、坐专
车、有丰厚的退休金。另外，他还提
议成立一个高级别反腐委员会，重
新调查当前和过去的贪腐案。

就阿巴迪的政改方案，伊拉克
副总统、前副总理努力·马利基表态
支持。他９日发微博说，“我重申我的
支持立场，政治进程需要改革”。另
一名副总统、前议长乌萨马·努杰菲
也说，他“支持并欢迎这些决定”。另
一名副总统、前总理伊亚德·阿拉维
和３名副总理暂时没有作回应。

据新华社8月10日电 加拿大
总理斯蒂芬·哈珀９日说，他将寻求
设立一项新法，禁止加拿大人前往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控制区域，
以防止他们在当地进行“恐怖旅
游”，受训后回国发动袭击。

哈珀当天在渥太华出席一场选
举宣传活动时作出上述表态。加拿
大定于１０月１９日举行议会选举。如
果哈珀领导保守党赢得大选，他将
有望实现第三次连任，成为在位时
间最长的加拿大总理。

哈珀表示，如果自己获得连任，
将推动设立一项新法，阻止加拿大公
民前去“恐怖旅游”。他说，恐怖分子
在所占领区域内实施一系列暴行，同
时招募训练追随者，必须禁止加拿大
公民前往这些区域。哈珀说：“一些人
在那里受训后试图回到加拿大，这将
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不
过，记者、外交官和援助机构工作人
员将不受这项新法限制。

此前，加拿大已有类似法律，规
定公民不得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部
分区域，违者将被判处长达１０年监
禁。

美国出动F-16

帮土耳其打击IS

据新华社8月10日电 美军驻
北约部队９日说，美方向土耳其调派
了６架Ｆ－１６战机，以帮助后者打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美军在一份声明中说，这６架战
机以及大约３００名美军士兵当天从
意大利阿维亚诺空军基地飞抵土南
部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以执行打
击“伊斯兰国”目标的任务。

在西方国家施压下，土耳其上月
底对“伊斯兰国”发动一轮大规模军
事行动，并授权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联
盟使用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以打击
这一极端组织。因吉尔利克空军基地
距离土耳其和叙利亚边界大约１００公
里。相比位于海湾国家的基地，美军
战机从这座基地起飞并空袭叙北部
的“伊斯兰国”目标耗费时间更短。本
月５日，美军无人机从这座基地起飞
对叙境内“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
这也是美军“借道”土耳其军事基地
发动的首次反恐行动。

草案措辞

还在调整

据日本NHK电视台8月10
日报道，预定在本周发表的“安
倍谈话”草案近日公开，根据目
前公开的内容，草案中明确地
写入了“村山谈话”的一系列关
键词汇，其中包括“侵略”“道
歉”等中韩等国关注的词汇。

NHK称，“安倍谈话”将在
8月14日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
表明对过去那场战争“痛彻的
反省”，并重申不战誓言。同时，
谈话明确表示，安倍政权将继
承历届内阁的基本立场。据报
道，此前，安倍向自民党干事长
谷垣祯一以及联合执政的公明
党党首山口那津男传达了谈话
的意向，同时向他们公开了谈
话的草案，以期达成政权内部
的共识。

根据相关人士透露的内
容，草案继承了1995年“村山谈
话”和2005年“小泉谈话”的关
键词，除了明确写入“痛彻的反
省”、“殖民地统治”外，还明确
写入了“道歉”和“侵略”这两个
受中韩等国关注的措辞。

NHK报道称，据读过“安
倍谈话”草案的日本执政党干
部评价：“可能细小的地方会有
一些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内容
整体上能够符合大多数国民的
看法。”据报道，为了使这份草
案最终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发
表，部分措辞还在进行最终调
整。

近几天，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
周年谈话中是否会道
歉的消息引发中韩舆
论界的关注。日本共同
社8月7日曾透露，安倍
不打算在新谈话中加
入”道歉”的表态。然
而，8月10日，日本NHK
电视台等媒体却报道，
目前已明确安倍将会
在谈话中加入“道歉”
的表态。安倍到底道不
道歉？从日本媒体前后
矛盾的表态中不难看
出，日本政府在最后时
刻还在权衡着其中的
利弊。

本报记者 王昱

安倍自己有看法

不过，对于这份由其顾
问拟好的草案，安倍的观点
耐人寻味。日本共同社8月7
日曾透露，据安倍亲信透
露，安倍不打算在新谈话中
加入”道歉”的表态。此消息
曾一度引发中韩舆论的不
满。此次内部公布的草案虽
然可以平息这一猜测，但
NHK在报道中也提到，安倍
表示：“要不要使用重复的
措辞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
键要从‘安倍政权如何考

虑’这个观点出发来展现谈
话。”可见，相比于继承历届
内阁的表态，安倍显然更希
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事实上，日本《读卖新闻》
8日透露，安倍原打算以无需
经过内阁决议的“个人”谈话
方式发表战后70年谈话，如果
这样做，该谈话将免受“村山
谈话”、“小泉谈话”的措辞束
缚，甚至可能删去安倍本人不
认可的“道歉”、“侵略”等表
态。然而，联合执政的公明党

此后表态称：“安倍谈话”应继
承以往日本政府立场，有必要
以内阁决议方式发表。可能正
是由于受到执政盟友的这一
束缚，动过“单飞”心思的安倍
才不得不改弦易辙。

不过，NHK分析称，虽
然目前公布的草案加入“村
山谈话”的关键词，但安倍
的本意想引导听众避开“谈
话是否逐字逐句继承（村山
谈话）”的讨论，而是通过谈
话展现自己的观点。

警惕措辞“玩暧昧”

如NHK的报道属实，14
日以内阁决议形式发表的

“安倍谈话”，似乎已经确定
将加入“道歉”“侵略”等关
键词。表面上看，安倍在对
战争罪责定性这一敏感问
题上，似乎已经没有更多辗
转腾挪的空间，但根据日媒
报道的暗示，利用日文言辞
的“暧昧性”，安倍也可能通
过对个别言辞的微调，来表
达自己的“真意”。以“道歉”
的措辞为例，安倍亲信曾透
露，首相对于“村山谈话”中

“由衷道歉”（こころからお
詫び，含有谢罪意味的道歉
用词）的说法有微词。考虑
到日文中轻重不同的道歉
用词种类繁多，意思也有微

妙的差别，安倍此次谈话中
到底使用何种词汇，无疑将
成为窥知其真实态度的一
大看点。

值得注意的是，据共同
社报道，10日，日本官房长
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就安
倍晋三将于14日发表的战
后70周年谈话表示，内阁正
在考虑在英语之外还发布
汉语和韩语译本。在此之
前，战后50周年村山富市首
相谈话发布了英语、汉语和
韩语译文，战后60周年小泉
纯一郎首相谈话则发表了
英汉译文。另外，针对安倍
正在就是否在战后70周年谈
话中加入“道歉”与“侵略”
的措辞的问题，菅义伟在记

者会上仅表示：“将由首相
决定，对此不予置评。”

考虑到日文措辞的微
妙，提供中韩译文，有助于
避免因翻译失误而引起不
必要的外交纠纷，这可以
被认为是日本对中韩两国
示好的举动，不过也可能
会 方 便 安 倍 政 府 玩 小 技
巧——— 日文中多种“道歉”
在 中 文 中 都 只 有 一 种 翻
译，如果安倍在措辞上降
低道歉的位格，则即能满
足 日 本 国 内 右 翼 的 支 持
者，又能在中韩译文文本
中给人留下一个继承“村山
谈话”的印象。这可能正是
安倍目前仍在斟酌谈话用
词的原因所在。

8月6日，旨在为战后70周年“安倍谈话”提供建议的“21世纪构想恳谈会”向安倍晋三提交
报告书。报告书写入了“侵略”和“殖民统治”，但未涉及是否应该“道歉”。 新华/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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