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约约旦旦换换俘俘，，没没提提日日本本人人质质

愿换俘保人质安全

约旦一家国营电视台当天援
引政府发言人穆罕默德·穆马尼的
话报道：“如果卡萨斯贝获释且性
命无忧，约旦就会做好准备，释放
赛义达·里沙维。”

里沙维２００５年参与以约旦首都
安曼３家饭店为目标的一系列自杀
式爆炸袭击，致使至少６０人死亡。

穆马尼没有提及另一名遭“伊
斯兰国”绑架的日本人质后藤健
二。

“伊斯兰国”２７日发布一段视
频，给予约旦政府２４小时时限释放
里沙维，否则将处死卡萨斯贝和后
藤中的一人。

穆马尼说：“从最初开始，约旦
的态度一直是确保我们的孩子、飞
行员马阿兹·卡萨斯贝的安全。”

亲友们向政府请愿

卡萨斯贝现年２６岁，上个月２４
日在叙利亚北部“伊斯兰国”大本
营拉卡地区执行空袭任务时，他驾
驶的Ｆ—１６型战斗机坠落。他随后
遭这一极端组织俘获。

包括卡萨斯贝的亲属在内，大
约２００人２７日晚聚集在位于安曼的
约旦首相府前抗议，高呼反政府口
号，敦促政府满足“伊斯兰国”要求。

卡萨斯贝的父亲萨菲请求政
府释放里沙维，以换取儿子获释。
他说：“所有人必须清楚……马阿
兹（·卡萨斯贝）的安全意味着约旦
的稳定，而马阿兹的死亡意味着约
旦将陷入混乱。”

能否成功尚存疑

约旦政府一直在为卡萨斯贝
的获释努力。美联社报道，约旦政
府据信经由多名宗教人物和伊拉
克一些部族长老与“伊斯兰国”间
接交涉。

约旦国民议会阿拉伯国际事
务委员会主席巴萨姆·马纳西尔先
前接受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采访
时说，约旦和日本不会与这一极端
组织直接谈判，不会以释放里沙维
换取后藤单独获释。

不过，一些约旦官员就卡萨斯
贝能否安全获释持怀疑态度。他们
提醒，“伊斯兰国”２７日发布的视频
中，这一极端组织仅提到释放后藤
换取里沙维，但却威胁处死卡萨斯
贝。 据新华社

人人质质危危机机是是安安倍倍““积积极极和和平平””的的代代价价

专家认为，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或利用此次绑架事
件继续推进强势对外政策，
而人质危机也是其所谓“积
极和平”付出的代价。

安倍本月１７日访问中
东期间，承诺为中东地区提
供２亿美元援助，用于打击

“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２０日发布视频，
威胁处决两名日本人质，索
要的赎金也恰好是２亿美
元，并挑明对日本的不满，

指责日本支持打击“伊斯兰
国”愚蠢。

就此，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
室主任唐志超２８日告诉记
者，日本承诺提供２亿美元
援助与日本人质被绑架事
件的发展确有联系。

他说：“日本过去很少
在中东问题上抛头露面，这
次高调介入中东事务，提出
向中东国家提供反恐援助，
让‘伊斯兰国’很不满。”绑

架目的是为警告日本。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

究所教授周永生说，安倍此
次中东之行是“积极和平主
义”的一次实践，而这也是
这次人质事件的直接原因。

他说，当前关于人质如
何被绑架的说法很多，尚无
定论，两名人质可能最近才
遭绑架，也有人称人质去年
就被绑架，这时发布信息威
胁杀人并索要赎金，是故意
给日本难堪。 据新华社

ＭＨ３７０中期报告

将于3月7日公布

俄证实金正恩

将于５月访俄

本报讯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
佩斯科夫２８日证实，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将于今年５月出席在莫斯
科举行的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７０周
年庆典活动。

佩斯科夫当日向俄罗斯国际文
传电讯社证实，包括金正恩在内的
约２０国领导人已确认参加５月在莫
斯科举行的纪念二战胜利暨俄卫国
战争胜利７０周年庆典。佩斯科夫表
示，俄方已做好迎接各国元首的准
备，但最终出席庆典活动的领导人
名单尚未确定，俄总统新闻局将在
庆典临近时公布进一步消息。

此次为俄方首次正式确认金正
恩将访俄的消息。如果届时金正恩
如期访俄，而此前也没有安排其他
出访行程，这将是其担任朝鲜最高
领导人后第一次出访。

而印尼将于4月24日在万隆举
行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活动，万隆
市长利德宛26日表示，包括金正恩
在内等各国领导人将会出席。利德
宛表示，由于金正恩就任朝鲜领导
人后就将首度造访万隆，这会让万
隆在历史上再留下一笔。目前，朝鲜
官方尚未对金正恩是否出席亚非会
议纪念活动发布消息。

据新华社、中新社

综合新华社消息 马来西亚交
通部副部长阿齐兹·卡普拉维２８日
说，马来西亚民航局将于３月７日公
布有关马航ＭＨ３７０失踪航班的中
期调查报告。

阿齐兹对路透社记者说，按照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要求，马来西
亚将在ＭＨ３７０航班出事一周年之
际公布一份中期调查报告。

当被问及马政府是否会在报告发
布后对飞机的状态作出最后结论，卡
普拉维说，如果政府将对飞机状态下
结论，那么到时候会宣布。他说：“一旦
宣布飞机的状态，给机上乘客和机组
人员家属的赔偿也将被宣布。”

马航ＭＨ３７０客机在２０１４年３月
８日由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失联，机
上共载有２３９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包
括１５４名中国乘客。马来西亚、中国、
澳大利亚等多国展开大规模搜寻，
但飞机迄今下落不明。２０１４年３月２４
日，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宣布，
ＭＨ３７０客机“终结”于南印度洋。

虽然随着时间流逝，有关马航
ＭＨ３７０的新闻不再成为关注焦点，
但目前，搜寻工作仍在南印度洋海
域继续进行。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主导马航
ＭＨ３７０航班搜寻的澳大利亚运输
安全局说，位于南印度洋的水下搜
索行动在中断４个月后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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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炸青瓦台

韩官二代被捕

据新华社消息 韩国警方２７日
说，先前扬言爆破青瓦台的男子已
于当天从法国返回韩国，当场被捕。
这名男子将以恐吓和妨碍公务罪名
遭起诉。

这名男子姓姜，现年２２岁，是韩
国国会议长郑义和的前助理姜相旭

（音译）之子。姜相旭曾是郑义和身
边的“四号人物”，自去年６月起一直
负责议员室对外活动日程协调工
作。

姜相旭因这起事件接到警方联
络后，立即提交辞呈，启程前往法国
带回儿子。在韩国仁川机场，他为儿
子的行为表示歉意。他对在场媒体
记者说：“我将确保我儿子诚实面对
调查人员。”

根据国会和警方提供的信息，
姜某现居住在法国，有精神病史。服
兵役期间，他曾因患有抑郁症转为
公益勤务兵，目前无业。警方推断，
姜某“极有可能”并无实际袭击计
划。因为警方并未在青瓦台以及朴
槿惠等人住宅发现爆炸装置。

美国驻韩国大使再次强调美方立场：

安安倍倍应应重重申申““村村山山谈谈话话””

据新华社消息 《韩国时
报》日报２８日报道，美国驻韩
国大使马克·利珀特近日重申
美方立场，希望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重申“村山谈话”和“河野

谈话”，为过去的战争暴行和
侵略行为道歉和反省。

利珀特２７日在位于首尔的
官邸接受采访时说：“美国继续
对‘河野谈话’和‘村山谈话’表
示支持，而且继续认为它们是
确定这一事件的重要谈话。”

媒体认为，利珀特这番表
态显然针对安倍政权试图改变

“村山谈话”关键措辞的举动。
１９９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无

条件投降５０周年之际，时任日
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著名
的“村山谈话”，反省侵略战争
历史，为殖民统治和侵略历史
谢罪，誓言日本走和平道路，
永不再战。此后历届日本政府
均表示继承“村山谈话”。

然而，安倍本月２５日在日
本广播协会电视节目中说，战
后７０周年计划发表的“安倍谈
话”不会原封不动地沿用“村山
谈话”中“殖民统治”、“侵略”等
关键措辞，而将另起炉灶，体现
安倍政权对战后历史和日本未
来发展的思考。日本部分舆论
对安倍这一表态表示忧虑。

“河野谈话”则专门涉及
“慰安妇”问题。１９９３年８月４
日，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
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就“慰安
妇”问题调查结果发表谈话，
承认战时日本当局和军队直
接参与设置“慰安所”和掳掠

“慰安妇”，并对此表示道歉和
反省。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

上，河野明确表示，强征“慰安
妇”的事实存在。

去年６月，安倍政府公布
“河野谈话”出台经过的调查报
告，称“河野谈话”出台过程和
措辞等受到韩国政府影响。安
倍政府对“河野谈话”进行所谓
调查，被认为是试图弱化“河野
谈话”所体现的官方立场，招致
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近来，安倍政权在历史问题
上大开倒车，政要频频发表否
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谬论，导
致日本与韩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在接受采访时，利珀特承
认，需要改善韩国和日本之间
的紧张关系，并且加强美日韩
三方合作。

““伊伊斯斯兰兰国国””欲欲分分化化美美国国同同盟盟
作为中东地区与日本

关系最为紧密的国家之一，
约旦难以对日本方面的要
求置之不理。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不久前访问约旦期间，
称赞约旦“站在（与‘伊斯兰
国’）作战的第一线”，他同
时宣布向约旦提供１亿美元
贷款。

约旦国民议会阿拉伯国
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巴萨姆·
马纳西尔和日本－约旦议会
友好协会主席阿里·巴尼·阿
塔先后向日本媒体披露，约
旦当局有意“以一换二”，用
里沙维换回日本人质后藤和
被俘约旦飞行员卡萨斯贝。

日本《读卖新闻》分析，
“以二换二”是另一个可能
性，即用里沙维再加上另外
一名武装人员囚犯，换回两
名人质。日本副外务大臣中
山泰秀２７日说，确保约旦飞
行员获释已经成为“日本的
问题”。

《读卖新闻》认为，潜在
风险是，“伊斯兰国”可能提
出更高要求。

另外，约旦是美国主导
的反“伊斯兰国”联盟成员，
日本是美国盟友，两国难以
在未获美国同意或默许的情
况下与“伊斯兰国”达成协
议。一些分析师和媒体认为，

“伊斯兰国”提议以日本人质
交换一名关押在约旦的恐怖
分子，试图以此在美国盟友
中制造分歧，削弱美国主导
的反“伊斯兰国”联盟。

坦普尔大学日本校区亚
洲研究所主任罗伯特·迪雅
里克说，在说服约旦同意换
俘上，日本政府并没有完全
的自主权，“也取决于美国的
立场”。

美国方面表示，换俘与
支付赎金都属于向恐怖分子
妥协。“我们不向恐怖分子妥
协，现在仍然是这样，”美国
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本
周说。

约旦政府２８日说，如果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释放约
旦飞行员马阿兹·卡萨斯贝，
政府愿意释放这一极端组织
先前“点名”的恐怖囚犯，但
没有提及同样遭“伊斯兰国”
绑架的日本人质后藤健二。

分析

美驻韩大使马克·利珀特

这张1月27日公布的视频图像的截图显
示，后藤健二手持被俘约旦空军飞行员照片。
画面中的阿拉伯语字幕意为“我的时间仅有
24小时了”。 新华/美联

被约旦关押的恐怖分子里沙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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