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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专电 韩国国防部
３日宣布，韩国和美国部队当天组
建一个联合师，为２０多年来首次。

双方当天在韩国京畿道议政
府市驻韩美军基地举行了联合师
成立仪式。韩联社报道，联合师由
韩国一个机械化步兵旅和美军第
二步兵师组成，师长由美军第二
步兵师师长出任，副师长由韩国
人担任。

韩联社报道说，韩美组建联
合师目的在于“提升战术级作战
能力以更好地应对朝鲜的威胁”。

韩国国防部说，这是１９９２年
韩美野战军司令部解散以来，双
方首次组建能够执行实际作战任
务的联合部队。联合师组建完毕
后，有助于强化韩美同盟，培养能
够执行联合作战任务的专业人
员。

驻韩美军现有大约２.８万人。
按照驻韩美军基地搬迁计划，联
合师将于明年年底前与美军第二
步兵师一起移驻位于首尔以南约
７０公里的京畿道平泽市。

对于阿基诺三世的这一表
态，当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华春莹连用排比句进行反驳
说：“我注意到有关报道，对菲
方领导人有关荒谬无理言论深
感震惊并表示强烈不满和反
对。只要回顾一下南海争议的
事实经纬就可以看出，上世纪
70年代以来武力非法侵占中国
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是菲律
宾；1999年以来企图以‘坐滩’
形式窃占中国仁爱礁的是菲律
宾；2012年派遣军舰武力袭扰
在中国黄岩岛海域正常作业的
中国渔船、渔民的是菲律宾；
2013年无视中方作为《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应有的权
利、违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和两国间一系列共识，单方面
将有关争议提交所谓国际仲裁

的是菲律宾；近年来出于一己
私利不断勾结域外国家搅浑
水、抹黑攻击中国的还是菲律
宾。”

此外，针对美日等国近期
围绕南海问题向中国发出的警
告，华春莹也用排比句回击称：
近期个别国家在南海问题上不
断提及国际法。如果他们仔细
研究过相关国际法，那么请告
诉我们，哪条国际法禁止中国
在自己拥有主权的岛礁上进行
合理建设？哪条国际法允许一
国舰机对其他国家岛礁进行抵
近侦察？哪条国际法允许一国
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其他国家
主权和正当合法权益？我们反
对对国际法进行随意曲解，这
样做如果不是“双重标准”，只
能是另有所图。

除了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3日所使用的“排比式”
回击，记者梳理发现，自5月
21日以来，除休息日外，中
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几乎
每次会议都要回答一至两
个关于南海的问题，且回应
篇幅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5月21日，针对美国常务
副国务卿布林肯对中国在南
海填海造地等行为的言论，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重申
中方对南海一贯态度后表
示 ：“ 美 方 的 臆 断 站 不 住
脚，有关言论不仅丝毫无
助于有关争议的解决，也
不利于维护地区国家间互
信与南海和平稳定，只会
助长个别国家不断采取新
的挑衅行动。”

自5月2 1日起至6月3
日，在10个工作日内，外交
部新闻发言人已经对12个
有关南海的问题进行了回
应。此外，5月30日星期六，
发言人华春莹还单独就美
国国防部长卡特在香格里拉
对话会上涉南海有关言论回
答记者提问，用九百多字的
篇幅，分六点系统阐述了中
国对于南海问题的立场。

另外，经过梳理发现，
从今年4月底起，中国外交
部明显加大了在南海问题
上的发声强度。有分析认
为，外交部对于南海问题表
述的越发清晰和系统，体现
了中国对于南海问题越发
主动的态度。

本报记者 王昱 整理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当地
时间2日在华盛顿就当前南海
局势表态，借用中国古话“天下
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来形容南
海症结所在。他强调，美国在南
海没有主权声索，南海问题本
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双方要
以建设性的态度管控分歧。

崔天凯当天在中国驻美大
使馆接受记者采访时做上述表

示。美方近期频频就南海问题
表态，指责中方在地区“亮肌
肉”，甚至邀请记者随执行侦察
任务的军机抵近中方南沙有关
岛礁海域。

崔天凯当天说，南海问题
本来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美
国在南海并没有领土声索，可
谓“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
本来没有事情，有人一定要把

它变成事情。
至于到底谁在“显示肌肉，

显示自己块头大”？崔天凯表示
这一点“其实很明显”，中国在
南海岛礁的活动是自己主权范
围内的事情，并不涉及美国的
利益，反而是美国搞这么频繁
的抵近侦察，侵犯了中国利益。

由于目前中美关系受南海
问题影响遭遇“逆风”，有人认

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期
间，美方可能会给中方摆“鸿门
宴”。对于这种说法，崔天凯予
以明确否定。他强调，两国元首
保持经常会晤是两国关系发展
非常重要的保障，不管是中国
领导人访美，还是美国领导人
访华，“都不是谁给谁摆鸿门
宴”。

据中新社

拿拿纳纳粹粹比比中中国国？？
排排比比句句批批死死你你！！
菲总统访日放厥词，我外交部以罕见口吻回击

排比句这样直抒胸臆
的句式，在很多人印象中是
琼瑶阿姨的专利。然而，6月
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以罕见强硬的口气，使
用排比句反击菲律宾总统
阿基诺三世的谬论。当天，
正在日本进行国事访问的
阿基诺三世在演讲时大放
厥词，将中国比作纳粹德
国，暗示并呼吁美日等国不
能再对华“姑息”下去。

本报记者 王昱 整理

“业余历史爱好者”打比方

阿基诺三世6月3日上午在
《日本经济新闻》和日本经济研
究中心联办的第21届国际交流
会议“亚洲的未来”特别研讨会
上发表演讲。

当被问及中国崛起与美国
的应对时，阿基诺三世回答称：

“如果出现真空地带，如果美国
作为超级大国说‘我们不感兴
趣’，也许其他国家的野心就得
不到遏制。”

紧接着，阿基诺表示：“我
是业余历史爱好者，我记得德
国当时试探其他欧洲列强，后
者回答说，如果法国退让，他们
就退让。”“直到捷克斯洛伐克
的苏台德区，乃至捷克斯洛伐

克整个国家都被吞并，都没有
人制止。”“如果当时有人及时
对希特勒或德国喊停，我们本
可以避免二战。”

纳粹德国吞并苏台德区，
是二战前英法对德绥靖政策的
高峰，对纳粹发动二战起到了
关键性的刺激作用。

日经新闻报道称，关于中
国在南海地区的领土和主权主
张，阿基诺称“不仅日本和美
国，欧盟和其他国家也都表示
担忧”，要求中国遵守国际法。
阿基诺称，美军的存在不可或
缺，菲律宾、日本以及美国通过
国防合作支持地域的安定非常
重要。

中方连用排比句反驳
谈南海成发言人“保留节目”
自5月下旬起“每会必谈南海”，篇幅不断增加

卡特访印度

登上隐身舰秀亲密

韩美组建联合师

20多年来首次

驻美大使崔天凯回应南海局势：

天天下下本本无无事事，，庸庸人人自自扰扰之之

3日下午，阿基诺三世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发表演讲。

我国海军驻守南沙群岛赤瓜礁(资料图片)。 CFP供图

韩试射弹道导弹

可覆盖半岛全境

据新华社首尔６月３日电 韩
国３日成功试射射程可覆盖朝鲜
半岛全境的弹道导弹。韩国总统
朴槿惠观看试射过程。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政府消
息人士透露，当天，韩国国防科学
研究所在位于忠清南道泰安郡的
安兴综合试验场成功试射了射程
在５００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和地
对空制导武器“铁鹰－ＩＩ”改良
版。预计该型导弹将从今年年底
起部署在陆军导弹司令部下属基
地，成为韩国集探测、识别、决策、
打击于一体的攻击系统———“杀
伤链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改良
型“铁鹰－ＩＩ”将成为韩国导弹
防御系统的核心战力。

根据韩国与美国２０１２年１０月
修订的导弹协议，双方同意韩国
将弹道导弹射程增至８００公里，且
在发射导弹射程不足８００公里时
可增加弹头最高重量至１．５吨。此
后，韩国自主研发并成功试射射
程在５００公里以上的弹道导弹。目
前韩国还在研发射程８００公里的
弹道导弹。

本报讯 据《印度斯坦时
报》6月3日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阿
什顿·卡特2日开启了为期三天的
印度之行，行程的首站是位于威
扎吉的印度东部海军司令部，该
司令部负责指挥印海军在孟加
拉湾的行动。与此同时，华盛顿
正紧盯中国在这片“陌生海域”
不断增强的行动能力。

美印海军将于年内在孟加
拉湾举行“马拉巴尔”联合海上
演 习 。中 国 此 前 曾 对 其 他 国
家——— 尤其是日本——— 参与该
演习表示抗议。

美国驻印度大使表示，卡特
此行是其推行“美国亚洲再平
衡”战略行动的一部分。专家普
遍认为，“再平衡”是奥巴马政府
外交政策的优先目标，旨在抗衡
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

卡特在访印伊始便登上印
度海军的“萨亚德里”号隐身护
卫舰，该舰自服役以来一直处于
印度技术保密之下，核心区域很
少对外界展示。

卡特计划在访问新德里时同
印度总理莫迪、防长帕里卡尔和外
长斯瓦拉杰会晤。届时，帕里卡尔
将与卡特签署《美印2015防务框架
协议》，推动在多个安全相关领
域的防务合作。 据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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