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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人民日报》11日刊发
《需要切实继承“村山谈话”》一文，
这篇署名为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的
文章表示：20年前，我发表“村山谈
话”，中韩等国都对此表示理解。

文章称，首相作为日本政府的
代表，关于日本过去所做的事，“好
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必须
要充分认清和坦率地承认。尤其是
日本过去的恶行给包括中国在内的
亚洲各国人民带来如此巨大的灾
难，必须要切实进行谢罪。在此基础
上，发誓不再重蹈历史的覆辙，才是
一条构建与邻国信赖关系的道路。

文章称，可以说，“村山谈话”对
历史问题作出了定论。此后，日本历
任首相都表示继承“村山谈话”，就
连安倍晋三第一次出任首相时也不
例外。然而，第二次出任首相后，安
倍虽表示会继承“村山谈话”，但又
声称不会全部继承。他对历史问题
的真实想法和意图引起了全世界的
关注与担忧。安倍需要切实继承“村
山谈话”。如果不使用“侵略”“殖民
地统治”“反省”“道歉”等词语，安倍
发表的谈话将失去意义。

村山富市在文中指出，作为日
本的政府首脑，对安倍来说，最重要
的是尊重国民的意愿，并认真思考
如何满足国民的期待。我坚决反对
安倍滥用权力，去做无视民意的行
为。我会拼上性命去阻止安保法案
通过。

他在文中说，中国爱好和平，不
谋求霸权。今天，中国之所以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全世界瞩目
的大国，也得益于没有战争的和平
环境。中国比任何国家更懂得和平
的重要意义，不希望有战争，也绝对
不会发动战争。今年9月3日，中国将
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只要身
体条件允许，我一定去北京参加纪
念活动。

日中两国语言相似、生活环境
相近，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
文化正是在与中国的相互交流之中
诞生的。两国关系不可分割。在经济
上，日本贸易对中国的依赖在不断
提高，在科学技术方面，日本则存在
一些优势。两国应相互借鉴，取长补
短，加深交流。我坚信日本与中国发
展友好交流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这
是谁都无法阻挡的。

据新华社雅典８月１１日电 希
腊政府消息人士１１日说，经过艰苦
谈判，希腊政府已与债权人就第三
轮救助协议的几乎所有内容达成一
致，但在正式宣布前双方还有一些

“很小的细节”需要确定。协议达成
将使希腊能够立即开始使用第三轮
总额约８６０亿欧元的救助贷款。

在最新一轮２２小时的谈判中，
希腊和债权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欧洲稳定
机制）代表在银行坏账管理、私有化
基金以及能源市场自由化等问题上
都相互作出了让步。

据希腊官方通讯社雅典通讯社
报道，在财政目标方面，双方同意希
腊今年的基本财政赤字可占ＧＤＰ
的０．２５％，而从２０１６年开始的三年
内，基本财政盈余占ＧＤＰ的比例
将分别为０．５％、１．７５％和３．５％。此
外，双方在公共机构管理、社会福利
体制改革、逐步减少提前退休现象、
减少对农民的税收优惠和修改对海
运公司的税收办法等方面也取得了
一致。

希腊政府拟于１３日将协议草案
交付议会表决，以便欧元区财长会
议在１４日批准该协议，接着欧元区
国家议会将在几天内批准协议。按
这一时间表，希腊将在２０日之前获
得第一笔救助贷款，如期偿还当天
到期的约３０亿欧元欧洲央行贷款。

美国民主党总统竞选人
希拉里最近被爆收到一笔１００
万美元“来路不明”的政治捐
款。一些民间团体呼吁她公开
捐款人名单，但希拉里团队拒
绝该提议，转而指出共和党阵
营存在更严重的筹款不透明
现象。希拉里阵营一名人士
说，眼见保守派势力已经砸出

“１０亿美元”支持共和党竞选
人，民主党阵营岂能“单边解
除武装”？

质疑：这笔钱从哪来？

希拉里所获这笔捐款，是
由一个名为“公平分享行动”
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于６月
２９日捐赠给另一个名为“美国
优先行动”的超级政治行动委
员会。后者明确支持希拉里竞
选总统，过去半年来已为她筹

到１５６０万美元资金。至于前
者，目前仅能根据美国联邦选
举委员会资料得知，其捐款全
部来源于“公平分享公司”和

“美国环境公司”两个非营利
组织。

一些民间观察团体长期
呼吁加强选举资金监管，把无
从查找来源的政治捐款称为

“黑钱”。总部位于华盛顿的
“民主二十一”团体负责人沃
特海姆认为，希拉里阵营应
退还这笔款项，并公开其他
捐款人名单，以接受公众监
督。不过，这一提议遭“美国
优先行动”拒绝，其发言人考
夫曼说，他们在筹款过程中

“按规则办事”。

辩解：共和党也这样！

面对美国媒体对希拉里

所获１００万美元捐款的质疑，
希拉里阵营转而把矛头对准
共和党阵营。考夫曼表示，眼
下美国右翼保守势力已经大
手笔“甩出１０亿美元”支持共
和党竞选人，其资金来源隐
晦难查。在这种激烈战况下，
民主党阵营不可能“单边解除
武装”。

据了解，杰布·布什、鲁比
奥等共和党竞选人均获得各
类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
其他非营利组织的资金支持，
例如“保守解决方案”团体截
至６月已为鲁比奥筹款１６００万
美元。不过，沃特海姆并不认
同希拉里阵营的辩解。他说，

“这是彻头彻尾的洗钱行动，
意在向公众隐瞒超级政治行
动委员会的资金究竟是从谁
手里募得”。

虽然超级政治行动委员

会必须公开筹款来源，看似
透明，但以希拉里的１００万美
元资金为例，“美国优先行动”
公开的款项来源是两个非营
利组织，而按照美国法律规
定，非营利组织无需透露捐款
人，于是便再查不下去了。

共和党阵营也有类似例
子。今年上半年，一个名为“原
则立场”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
会已为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克
鲁兹筹款超过２５万美元，而这
些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一家名
为“V3 231 LLC”的公司。至
于这家公司是干什么的、具体
资金从何而来，就不得而知
了。知情人士介绍，要查明这
类公司的资金来源，至少耗时
数周乃至数月，因为公司注册
地址往往只有一个门牌号，而
联系人往往只是一个律师。

据新华社

9月上旬开始商业运转

日本九州电力公司１１日宣
布，川内核电站１号机组当天成
为日本首座被审查符合新安全
标准后重启的反应堆，日本由
此结束了１年１１个月以来的“零
核电”状态。九州电力公司预
计，川内核电站１号机组反应堆
将在１１日晚达到核分裂反应稳
定持续的“临界”状态，９月上旬
开始商业运转，而川内核电站２
号机组预定１０月中旬重启。

２０１１年３月福岛第一核电
站发生事故后，日本国内的核
电站反应堆因定期检查等原
因陆续停止运转。２０１２年５月，
日本全国进入“零核电”状态。
当年７月，为了应对电力短缺
的问题，位于日本中部的关西
电力公司大饭核电站３号和４
号机组暂时重启，但于２０１３年
９月进入定期检查，再次停运。

川内核电站目前共有两个
机组，１号机组在２０１１年５月停
止运转，２号机组同年９月停止
运转。由于１号机组是在长达约
４年３个月的停运后重启，日本
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要求九州电
力公司采取严密安全态势。

另有3个机组获批重启

日本共有约５０座商业核
反应堆。在２０１１年大地震之
前，日本全国始终保持有３０多
座反应堆处于运转状态，全国
电力供应约３０％来自核电。
２０１１年大地震引发福岛核电
站事故，促使日本对核电行业
进行整顿。２０１２年９月成立的
原子能规制委员会是日本新
的核能安全监管机构，该机构
于２０１３年６月正式通过了核电
站新安全标准，新标准吸取福
岛第一核电站事故教训，加强
了应对地震和海啸的措施，于
当年７月８日正式实施。

九州电力公司在２０１３年７
月申请重启川内核电站１号和
２号机组。２０１４年９月，日本原
子能规制委员会宣布川内核
电站１号和２号机组满足了新
的核电站安全标准，符合重启
条件，这是该委员会首次认定
核电站符合新安全标准。除川
内核电站外，原子能规制委员
会根据新安全标准已审查了
１５座核电站的２５座反应堆，关
西电力公司的高滨核电站３号
和４号机组以及四国电力公司
伊方核电站３号机组也已被正
式批准合格重启。

核废料处理成为难题

川内核电站１号机组反应

堆重启当天，数十名抗议者在
首相安倍晋三的办公室外集
会。“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还
没结束。”来自神奈川县的家
庭主妇藤田穗波（音译）说，

“如果再发生像福岛第一核电
站那样的事故，谁负责？”

福岛第一核电站在２０１１年
“３·１１”大地震和海啸中遭受重
创，引发自１９８６年苏联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以来最严重的
辐射泄漏事故。金井治子（音
译）现年６６岁，当年从福岛县浪
江撤离。她对选择“１１日”这个

令人揪心的日子重启核反应堆
表示不满。“我愤怒、悲伤和失
望交加。”她说，“不希望其他人
遭受我所遭遇的不幸。”

与民众普遍关心的核安
全课题相比，日本共同社向政
府提出更为微观的问题，即日
本要怎么处理高放射性核废
料。现阶段，日本约有１.７万吨
核废料分布在各地临时储存
池中，而重启核反应堆无疑将
产生更多废料。按共同社的说
法，部分储存池最早将在３年
内达到承载上限。

安倍政府今年５月推出一
项设想，建造一处位于地下超
过３００米的储藏所，保存核废
料至多１０万年以降低放射值
且对环境无害。只是，选址工
作进展并不顺利。部分城市的
官员拒绝参加相关会议，以免
出席会议被视作有意接受储
藏所选址提议。日本民间核监
督机构“市民核信息中心”联
合主任蕃秀之（音译）说，鉴于
福岛核泄漏事故，在日本寻找
一处核处理所比他国更难。

综合新华社消息

村山富市《人民日报》撰文：

我会拼上性命

阻止“安保法案”

希腊最快20日前

获得首笔救助贷款

美美国国两两党党互互批批““黑黑金金政政治治””
希拉里被爆收100万美元“来路不明”捐款

告告别别““零零核核电电””
时隔近两年，日本重启核电站

经历近两年“零核
电”状态后，日本九州
电力公司11日宣布，重
启位于鹿儿岛县萨摩
川内市的川内核电站１
号机组反应堆，并将于
１４日开始发电和输电。
日本民众在多地集会，
抗议这一举动。当地媒
体也向政府发难：高放
射性核废料要送去哪
儿？

11日，在日本东京，人们参加反对重启核电站的游行。 新华/美联

川内核电站1号机组反应堆和2号机组反应堆。 新华/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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