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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它需需要要一一切切支支持持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获诺贝尔和平奖

据新华社东京10月11日电
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11日在东
京表示，日本拟签署一份将由联
合国发表的禁止使用核武器共同
声明。

据共同社报道，本月17日，新
西兰等16个国家计划在联大负责
裁军与国际安全事务的第一委员
会上提交有关禁止使用核武器的
共同声明。岸田说，日本是唯一遭
受过核武器攻击的国家，需要为
无核世界做出努力。日本将在共
同声明上签字。

日本媒体披露，日本政府此
前已与新西兰确认，此次发表的
共同声明不具有约束力，因此决
定支持该声明。

据新华社华盛顿１０月１０日
电 日前美国一个天文学会议因
国会立法而禁止６名中国研究人
员参加，引起国际舆论高度关注。
美国航天局局长查尔斯·博尔登
１０日对此表示，他已指示美国航
天局重新评估中国研究人员的与
会申请，一旦他们通过安全审查，
将允许他们参加会议。

博尔登当天在回复国会议员
弗兰克·沃尔夫的信中说，几名中
国研究人员被拒绝参加下月在美
国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举行的
开普勒太空望远镜项目会议，是
一件非常不幸的事。在知道这件
事后，他已指示美国航天局评估
来自中国科学家的与会申请，并
研究在美国政府“停摆”后，能否
立即与他们联系，允许他们再次
进行申请。

在２０１１年度美国财政开支法
案中，担任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
会商业、司法、科学及相关机构小
组委员会主席的沃尔夫，塞进了
一条禁令，具体内容是禁止美中
两国之间任何与美国航天局有关
或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协调的
联合科研活动。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１１日宣
布，将２０１３年诺贝尔和平奖授
予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以表彰
其“为消除化学武器所作的诸
多努力”。

获奖不是因为叙利亚

诺贝尔奖委员会称，禁止
化学武器组织获奖不是因为叙
利亚，而是因为该组织长期不
懈的工作表现。该委员会还表
示，裁减军备是诺贝尔奖创设
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的愿望，
将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也是为了给消灭
化学武器做贡献。

由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郊区 8月份发生了使用沙林
毒气攻击事件，因此该组织
的 使 命 在 今 年 显 得 更 为 重
要。美国指责叙利亚政府军
发动此次攻击，阿萨德政府
则对此予以否认。叙利亚总
统阿萨德最终同意销毁叙利

亚的化学武器，并允许禁止化
学武器组织人员核查。

目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在叙利亚政府的支持配合下，
正在积极开展销毁叙利亚化学
武器的工作。

美俄未能按期销化武

挪威诺委会主席托尔比约
恩·亚格兰当天在奥斯陆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自１９９７年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生效以
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便一直
以检查、销毁及其他手段来执
行这一公约，以实现公约确定
的禁止生产、储存和使用化学
武器的宗旨。

在声明中，挪威诺委会简
要回顾了两次世界大战中使用
化学武器的惨痛历史以及战后
国际社会为消除化学武器所作
的努力，同时特别指出最近发
生在叙利亚的使用化学武器事
件再次凸显了“努力消灭使用

化学武器的必要性。”
这份声明还专门提到美国

和俄罗斯等国未能在２０１２年４
月这一最后期限之前销毁化学
武器。

“意外的惊喜”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
尤祖姆居11日在海牙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说，禁止化学武器
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个

“意外的惊喜”，这对该组织来
说是个伟大的荣誉。

尤祖姆居说，叙利亚化武
问题是一个悲剧，它提醒大
家依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他
强 调 ，“ 在 我 们 组 织 的 历 史
上，我们从来没有要求在一
个正在进行的冲突中，在极
其短暂的时间框架下去检验化
学武器的销毁工作。”

尤祖姆居说，诺贝尔和平奖
的认可将激励他们更加努力。

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消息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
债本月１７日将触及上限。连
日来总统奥巴马亲自督阵，
共和、民主两党连番磋商。最
新进展是，国会共和党人１０
日表示可以接受一个提高国
债上限的“短期”办法，以避
免两党谈崩而引发美国债务
违约。

奥巴马１０日同２０名共和
党籍众议员进行面对面磋商，
与会者包括国会众议院议长
约翰·博纳。会谈时间限定在
９０分钟，会后奥巴马又“转
场”同民主党参议员进行了沟
通。美联社报道，两党的磋商
持续到当天晚上。

当天上午的磋商结束后，
博纳告诉媒体记者：“我们（共
和党）愿意给总统提议一个短
期提高债务上限的方法，帮助

他履行诺言，坐下来与我们探
讨让政府‘开门’以及解决美
国当前急迫问题的办法。”

不过，媒体注意到，博纳
在发言中设置前提，即奥巴
马需要同意与共和党继续
讨论财政预算问题。

敞口依然存在。美联社报
道，奥巴马打算１１日上午再
同共和党参议员会谈，谋求妥
协。白宫１０日在一份声明中
说，先前的磋商没有达成“特
别”决定，但“总统决定继续推
动两党商谈”。

从两党议员最新透出的
消息看，对共和党所提在６周
期限内临时调高债务上限的
建议，奥巴马政府没有回绝，
给两党提供了回旋空间。

只是问题的实质没有解
决，民主党资深众议员克里
斯·范霍伦说，好消息是共和
党人同意在债务上限问题上
不附加任何条件的原则，坏消
息就是他们仅仅给调高债务
上限６周的余地。

美联社说，奥巴马和民
主、共和两党现阶段的谈判在
于避免债务违约，如何全面解
决财政和债务问题则“没有明
确方向”。

禁化武组织成立于1997

年5月，有189个成员国，总部
设在荷兰海牙。如该组织总
干事尤祖姆居所说：“我们是
一个小小的组织，在过去的16

年里，远离国际公众的关注，
但是一直肩负并且承担着和
平重任，守卫着1997年生效的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大多数时间里，禁化武

组织所做的工作费力不讨
好。近期伴随着叙利亚化武
事件发酵，它的名字才为人
熟知。目前禁化武组织正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明年
年中前，确认并销毁叙利亚
所有的化武项目。诺奖委员
会显然知道，禁化武组织需
要一切它能获得的支持。

而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
机构或组织，从1901年以来已
有20多次。诺贝尔和平奖2012

年就颁给了欧盟。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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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间里，禁化武组织所做的工作费力不讨好。诺奖委员会显然知道，
禁化武组织需要一切它能获得的支持。

可可以以谈谈
债务上限问题共和党让步

11日拍摄的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总部大楼。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国
防部“二号人物”、常务副部长
阿什顿·卡特１０日宣布，他将于
１２月辞职，“是时候离开了”。国
防部长查克·哈格尔说，他“不
情愿地接受”这份辞呈。

卡特在联邦政府因财政
预算国会党争而“关门”之际
宣布辞职，有些出人意料。一
些媒体说，他曾是国防部长
职位的热门人选，因而与哈
格尔存在心结。

卡特说，他早就打算１２
月底前辞职，这一想法一直
没变，先前秘而不宣，缘由是

“围绕财政状况的动荡”。这
显然指联邦政府非核心部门
自本月１日以来“停摆”和其
他形式的国防开支削减。之
所以决定本周宣布，是因为

“这种情况可能会持续好一
段时间”，他希望给哈格尔足
够时间以“顺利过渡”。

卡特为民主党政府效力
多年。１９９３年、即克林顿担任
总统时，他出任国防部分管
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部长。
２００９年，他加入以奥巴马为总
统的民主党政府，成为国防部
分管采购、技术和后勤的副部
长，在美国军事承包商中和国

防工业领域有较大影响力。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时任防长

利昂·帕内塔宣布将在奥巴
马首个任期结束时辞职，同
时任命卡特为常务副部长。
一些媒体报道，作为五角大
楼“二把手”，卡特享有比多
名前任更大的裁量权。一些
人当时预计，帕内塔卸任后，
他有望“转正”。只是，奥巴马
最终选择自己在参议院时的
同事哈格尔“空降”。

《华尔街日报》网络版
说，奥巴马最终提名哈格尔
而非卡特，令五角大楼内部
产生某种氛围，显得卡特与
哈格尔之间存在摩擦。但一
些国防部现任官员否认两人
存在严重心结。其中一名不
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诉记
者：“没有什么冲突。”

不不愿愿留留
五角大楼“二把手”递辞呈

登录手机应用平台，免费下载并使
用“云拍”，拍摄图片观看视频。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总干事艾哈迈德·尤祖
姆居。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专电 国际文传
电讯社１１日报道，在俄罗斯避难
的“棱镜”秘密情报监视项目曝
光者爱德华·斯诺登已经与父亲
会面，父子俩“情绪激动”。

这家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
的话报道，斯诺登的父亲朗·斯
诺登１０日从美国前往俄罗斯首
都莫斯科，随后与斯诺登会面。
这名消息人士没有透露会面的
具体时间和地点，但说父子俩

“已经见过面，都非常激动”。
斯诺登的俄罗斯律师阿纳

托利·库切列纳没有就这一消息
回应媒体记者。不过他先前说，
将对斯诺登父子团聚的日期和
地点保密。

１０日晚，一向支持斯诺登的
“维基揭秘”网站经由微博客网
站“推特”账户上传一张照片，显
示斯诺登与网站代表莎拉·哈里
森以及３名原美国安全和情报部
门官员会面。哈里森向斯诺登颁
发一座奖杯，以表彰他揭露美国
政府秘密监视的行为。

按法新社的说法，这是斯诺
登离开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
正式开始在俄避难后，第一张被
公开的可信照片。

斯诺登（右三）和原美国情报
官员等人见面。 据中国日报

阿什顿·卡特 约翰·博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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