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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4月15日，外交部发言
人洪磊在回应近日菲律宾总统涉南
海言论时表示，菲方指责毫无道理。
关于中方南沙岛礁建设，这完全是
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影响也不针
对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威胁国际航
运线路和渔业活动安全。

14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称，中
国对南海提出主权声索引发各国恐
惧。中方的填海造地活动威胁国际
航线和渔业活动安全。虽然他认为
中国无意与菲律宾及其他存有领土
主权争议的亚洲国家发生军事冲
突，但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对此，洪磊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菲方指责毫无道理。中国在
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
的。对于有关争议，中方主张应由直
接当事国在尊重历史事实和国际法
的基础上通过谈判协商解决。中方也
将继续致力于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
南海和平稳定。关于中方南沙岛礁建
设，这完全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不
影响也不针对任何国家，更不可能威
胁国际航运线路和渔业活动安全。

洪磊强调，中方敦促菲方切实
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并恪守在中菲
双边政治文件和《南海各方行为宣
言》中所作承诺，回到通过直接谈判
解决争议的正确轨道上来，多做有
利于中菲和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据外交部网站

据新华社电 韩国法务部１４日
取消对日本《产经新闻》前首尔分社
社长加藤达也的出境禁令。因涉嫌
发表不实报道、丑化韩国总统朴槿
惠，加藤受到韩国检方起诉并被禁
止离开韩国。

右翼媒体《产经新闻》去年８月
刊登加藤写的一篇报道，题为《沉船
当日朴槿惠不知去向，究竟与谁见
面》。报道称，韩国“岁月”号客轮同
年４月１６日沉没当天，朴槿惠有７个
小时“行踪不明”，据信在与前秘书
室室长“私会”。

韩国一个团体认定这则报道蓄
意丑化朴槿惠，把加藤告上法庭。韩
国检方随即开始调查这一事件，于去
年８月向加藤下发出境禁令并８次延
长禁令，最后一次禁令本月１５日到期。

检方去年１０月起诉加藤，说他的
文章内容毫无根据，朴槿惠当时在青
瓦台处理公务，报道严重损害朴槿惠
及另一名当事人的名誉。加藤先前拒
绝认罪，称自己只是在沉船事故发生
时报道民众对朴槿惠“缺席”的猜测。

加藤曾驻韩４年，原定去年１０月
１日返回日本。获准回国后，他本月
２０日需要返回韩国继续接受审理。
如果罪名成立，他面临最高７年监
禁。

据新华社电 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妻子李雪主１３日随同丈夫
观看足球比赛，时隔将近４个月再次
出现在朝鲜媒体报道中。

朝鲜中央通讯社１４日报道，金正
恩携夫人李雪主前一天在平壤金日
成体育场观看了“万景台奖”运动会
先锋队与火炬队的男足比赛。朝鲜媒
体发布的照片显示，李雪主坐在金正
恩右侧，露齿而笑，左手似乎戴着结
婚戒指。

法新社说，这是李雪主今年首
度公开露面。她上一次出现在朝鲜
媒体报道中是去年１２月１７日，随同
金正恩参加纪念已故前最高领导人
金正日逝世三周年的活动。李雪主
将近４个月没有出现在朝鲜媒体报
道中，一度引发韩国等外国媒体猜
测。

本报讯 美国总统奥巴马
１４日告知国会，他有意把古巴
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
中去除。舆论认为，此举将清除
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一大
障碍。

奥巴马当天向国会递交报
告说，过去６个月内古巴政府未
向国际恐怖活动提供任何支
持，并已确保今后不支持此类
活动，因此他建议撤销对古巴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定名。
去年１２月１７日，奥巴马和古

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同步宣
布启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奥
巴马同时指示美国国务院审议
古巴“恐怖黑名单问题”。美古自
今年１月以来已就复交和重开大
使馆事宜举行了三轮会谈，但还
未能取得突破。古巴在会谈中一
直要求美国把它从“支持恐怖主
义国家”黑名单中去除。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发表
声明说，在美国情报机构帮助

下，国务院对古巴相关记录加以
仔细审核，同时评估了古方作出
的保证，国务卿克里认定古巴已
满足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黑
名单中去除的条件，并建议总统
按规定向国会提交相关报告。

美国国会须在４５天内审议
奥巴马提交的报告，但无权阻
止总统把古巴从“支持恐怖主
义国家”黑名单中去除。

利用在巴拿马出席第七届
美洲国家组织首脑会议之机，奥
巴马１１日与劳尔·卡斯特罗举行
了会晤，克里也于９日与古巴外
长罗德里格斯举行了会晤。舆论
认为，这些会晤和把古巴从“支
持恐怖主义国家”黑名单中去除
均有助于加快两国关系正常化
进程，尤其是重开大使馆进度。

当前，支恐黑名单中列有
古巴、伊朗、叙利亚和苏丹四个
国家。1982年，古巴被认定为支
恐国家之一。美国方面认为，古
巴向大量参与恐怖活动的流亡

者提供庇护，其中包括西班牙
最大的恐怖组织——— 巴斯克分
离主义武装——— 和其他因政治
暴力事件被美国通缉的逃犯。

但是，这些都是陈年旧事
了。自1991年起，古巴已停止向

拉丁美洲的左翼游击武装提供
军事援助。美国最新的恐怖组
织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没有迹
象表明古巴政府向恐怖组织提
供武器或军事训练。

综合新华社、澎湃新闻报道

喜喜马马拉拉雅雅跑跑火火车车？？早早着着呢呢
外媒热炒中国欲建“喜马拉雅山铁路”，工程院院士辟谣

这几天，一则
“中国有意修建一
条穿越喜马拉雅山
的铁路，连接尼泊
尔边境”的消息被
西方媒体炒得沸沸
扬扬。从法新社到
路透社，从英国《卫
报》到《独立报》，光
看标题和关键词就
足 以 让 人 脑 洞 大
开。乍看去，难免心
头一震：青藏铁路
已经是世界屋脊上
的 人 类 工 程 奇 迹
了，难道中国铁路
如今这么“逆天”，
真要凿穿喜马拉雅
山吗？

如今世界最长的铁路隧道
戈特哈德隧道位于瑞士中部阿
尔卑斯地区，全长５７公里，历时
１１年建成。那么，计划中的喜马
拉雅山隧道能有多长？得修多
久，造价多少？

王梦恕说，现阶段一切都
是设想，根本没到决策层面，所
以做精准估算很难。不过，先前
的经验是，在地质条件极其恶
劣地区修建铁路，成本基本上
是“一公里一个亿，就这样施工
单位还不想干呢。”王梦恕说。

至于喜马拉雅山隧道，算上
引线工程和打隧道本身，至少需
要１００亿人民币，“这还是少说

了”，他说。至于工期，受制于外
部条件，大概需要１０年。

不过，王梦恕认为，这一计
划短期内不太可能获得批准，
因为眼下中国不少在建铁路项
目都缺钱，更别提斥巨资搞这
样的大工程了。

此外，对于外媒渲染的那
些所谓中国铁路背后的“地缘
政治野心”，王梦恕觉得事实胜
于雄辩，中国是真心还是假意，
尼泊尔人最有发言权。如今尼
泊尔主动交好中国，正是期待
借助构建便利的陆上交通网，
充分利用中国机遇，实现自身
发展。 据新华社特稿

一公里，一个亿

美美国国不不再再““拉拉黑黑””古古巴巴？？
奥巴马表示有意把古巴从“支恐名单”中去除

外交部驳菲总统言论

扩建岛礁属主权

“诽谤”朴槿惠

日记者获准回国

朝“第一夫人”

今年首露面

细读各家媒体报道，发现其
中引用了同一消息源：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铁路隧道专家王梦
恕。除了转引专家的话，西方媒
体字里行间不可避免地流露出
某种酸涩和阴沉，大肆渲染中国
欲修建这条铁路背后的所谓“经
济和地缘政治野心”。

这究竟是一条啥线路？按照
西方媒体的说法，这条线路是青
藏铁路的延长线，将连接西藏第
二大城市日喀则和中国靠近尼
泊尔边境的吉隆口岸，全长５４０
公里，工程预计２０２０年竣工。

不过，王梦恕告诉记者，这条
铁路线尚处在可行性研究阶段，
工程建设根本没提到日程上来，
也没得到政府批准，所谓“２０２０年
竣工”就更不可能实现了。

记者调查中发现，“中国欲
修建从日喀则通往吉隆的青藏
铁路延长线”其实是一则旧闻，
早在去年８月青藏铁路首条延长
线拉日线（拉萨到日喀则）正式
通车时，中国媒体就报道过这一
设想，称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２０年的“十
三五”规划期间，包括日喀则－
吉隆在内的多条青藏铁路延长
线“有望开工”。

“有望开工”成了“２０２０年竣
工”，为了博眼球，一些西方媒体
可能根本顾不上核实事实了吧。

旧新闻 新炒作

技术可行，实际困难
那么，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铁

路隧道到底能不能建？技术上可
行吗？王梦恕分析，喜马拉雅山隧
道技术可行，但面临实际困难。

修建高山隧道，先要确定选
址和海拔高度。是要“穿越”还是
要“翻越”？王梦恕说，如果在喜马
拉雅山海拔７０００米以上的高度修
建隧道可以缩短长度，但考虑到
空气稀薄，温度过低，冰封地冻，
不适宜人车通行，所以隧道高度
最好降至５０００米以下，４０００米左
右比较合适。

王梦恕告诉记者，为了缩短
隧道长度，还要尽量寻找喜马拉
雅山体最薄的地方作业，从类似
山口的一端“沟里”打入，再从另
一端的“沟里”打出。先前各方经
过实地勘测，初步确定一些备选
地址，但都停留在可行性研究阶
段，没动真格。

困难众多，仍是愿景
高寒地带工程作业的一个

主要困难是缺氧。根据修建青
藏铁路的经验，海拔４８００米以
上地区空气含氧量不足平原一
半，必须人工供氧。王梦恕说，
如果修建喜马拉雅山隧道，必
须在施工隧道内使用制氧机供
氧。只有氧气含量达到正常水
平，才能维持正常施工。

当然，要修铁路，还得先修
公路运送设备和物资，这又牵
扯到高海拔公路运输的危险
性。

王梦恕说，当年修建青藏
铁路，海拔抬升到４５００米时，１４
万人参与施工，没有出现任何
高寒缺氧致死案例，却因为汽
车爆胎死了１００多人。高海拔条
件下，汽车轮胎内外压差过大，
经常爆胎。所以，为修建铁路隧
道运输各种设备物资时，必须
确保公路运输安全。

“尽管有各种困难，但都有
办法解决。总的来说，修建喜马
拉雅山隧道技术上是可行的，但
现在依然是个愿景。”王梦恕说。

被外媒热炒的“喜马拉雅山铁路”被认为处于青藏铁路的延长线上。

4月11日，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
第七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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