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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據中國
國防部消息，中德第15次國防部工作對話昨日
在北京舉行。國防部外事辦公室主任關友飛在
對話結束後介紹了有關情況。關友飛係海軍少
將。對話中，中德兩軍談及安倍「拜鬼」以及
反省歷史問題。
關友飛介紹，中德雙方在對話中就兩軍交流

與合作、國際和地區形勢等坦誠深入交換意
見，並達成多項共識。
在談及當前地區熱點時，中方表示，德國在二

戰後對法西斯主義進行徹底清算，真誠向受害國
家道歉，贏得了國際社會特別是鄰國的諒解與信
任，也贏得了自身和平發展的機遇。與之形成對
比的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執意參拜供奉有二戰
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不願與對外侵略歷史劃清
界限。同時，安倍政權還加緊擴充軍備，推動修
改和平憲法。日方這些做法必然引起包括鄰國在
內的世界上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的高度警惕和強
烈批評。日本政府只有深刻反省歷史才可能取信
於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

專家：日右翼應去德國補課
德方理解中方立場，表示對德國而言，歷史
教訓是慘痛的，德國經過了深刻的反省並付出
了巨大的努力，從而贏得了國際社會的信任。
此前，國防部記者會上，中國國防部發言人
耿雁生亦就安倍「拜鬼」明確表示，日方必須
承擔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他稱，由於歷史原
因，日本調整軍事安全政策、擴充軍備的任何
舉動，都會引起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的關注和

警惕。中國軍隊對任何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動
向都保持高度戒備，將採取堅決措施捍衛國家
主權安全。
有專家認為，安倍政權應向德國學習，日本
右翼分子更應去德國補補課。對比德國不難發
現，正是由於整個日本社會對戰爭的反省、反
思課上得太少，才導致否認二戰侵略暴行、挑
戰戰後秩序之聲不斷響起；正是缺乏法律的約
束，日本政客才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屢放厥
詞。

中德國防部對話 同促日反省歷史

英老兵函中國大使痛斥日軍暴行
劉曉明接受英媒專訪 批安倍參拜「日本納粹」

香港文匯報訊 一名英國老兵弗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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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
同社報道，美國負責亞太
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
14日在訪問地布魯塞爾舉
行記者會，就惡化的中日
和韓日關係表示：「緊張
和負面情緒高漲至現在的
程度讓人十分遺憾，美國
強烈呼籲各國保持克制和
冷靜的判斷力。」
據中新網報道稱，安倍第

二次就任首相以來，一方面
渲染「中國威脅論」、在釣
魚島問題上示強，另一方面
不遵循「河野談話」處理慰
安婦問題，並悍然參拜靖國
神社，導致日本與中韓關係
惡化。拉塞爾指出，美國和
國際社會強烈希望東北亞地
區的外交關係能得到改善。
此外，拉塞爾在表示美國

將與日中韓各國展開緊密對
話的同時，強調稱：「緩和
緊張局勢、找到認真解決
（慰安婦問題等）上世紀遺
留問題方法的權利在相關的
政府和國民手中，如何找到
前進的道路是面臨的課
題。」

日抹黑華援非 中方：十分可笑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昨日在北
京表示，日方有關中國對非援助僅僅為獲取非洲
市場和資源的說法很不專業，十分可笑。
據新華社報道，在當天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

問，近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非洲期間，稱中
國對非援助僅僅是為獲取非洲的市場和資源，並
宣稱日本對非外援與中國不同，為非洲創造了更
多就業。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既授人以魚又授人以漁
洪磊說，中國對非援助與合作的確與日本不
同。第一，我們對非援助、合作是全方位的，覆
蓋非洲所有國家，涵蓋發展、民生、和平、安全
所有領域。第二，我們不僅授人以魚，而且授人
以漁，既幫助改善非洲民生，更注重提高非洲自
我發展能力。第三，中國是守信譽的國家。我們
承諾了的事情一定會辦到，一定會辦好。
洪磊說，長期以來，中國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本

着互幫互助的精神向非洲提供了無私援助，主要
用於非洲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領域。中方為非洲
援建了大量公路、鐵路、電站等基礎設施，改善

了非洲投資環境。中國在非洲投資建立了汽車裝
配、家電製造、皮革加工等生產性項目，為非洲
創造了大量就業，提高了非洲國家自我發展能
力。
他說，中國向非洲派出了大量農業專家，援建

了很多農業示範中心和農業技術推廣站，提高了
非洲國家農業生產水平，為非洲糧食安全作出了
貢獻。中方在非洲修建了大量醫院、學校和體育
場等設施，改善了當地百姓衛生、教育、文化生
活條件。

公平價格購非洲原材料
洪磊說，中國自1963年起向非洲48國派出醫療

隊員共計1.87萬人次，診治非洲患者2億多人次。
中方向非洲國家提供了大量政府獎學金名額，積
極開展對非人力資源培訓，提高了非洲人才素
質。中國還積極參與非洲維和，現仍有1,800多名
維和人員在非洲執行任務。中國是安理會五常中
向非洲派遣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為非洲和平安
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說，至於中國和非洲的能源資源合作，用非

洲朋友的話說，中國通過公平的價格購買非洲原
材料，提高了非洲資源的價值，幫助非洲獲取了
發展資金，提高了非洲自主發展能力和在國際市
場上的議價能力。
「日本首相此次訪非承諾了大額援助，我們對

這些援助的落實情況拭目以待。」洪磊最後表
示。

外交部批日方刻意迴避侵略史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洪磊在昨日的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14日的
記者會上刻意迴避軍國主義侵略
歷史，把「村山談話」和「河野
談話」當作擋箭牌。中方嚴肅敦
促日方端正態度，承認錯誤。

安倍以行動否定「村山談話」
據中新社報道，有記者問，日本

外相岸田文雄14日在記者會上為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狡
辯，希有關國家勿將此理解為政
治、外交問題，岸田迴避記者有關
日本是否發動侵略戰爭的提問，反
覆宣稱安倍內閣繼承迄今歷屆內閣
在歷史問題上的認識，從未否定過
「河野談話」和「村山談話」。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說，我看到了日本外相14

日記者會的有關內容，一個突出
印象就是日本政府刻意迴避軍國
主義侵略歷史，對安倍參拜靖國
神社給受害國人民感情造成的嚴
重傷害視而不見，一味把「村山
談話」和「河野談話」當作擋箭
牌。必須指出，安倍的參拜行徑
本身就是不折不扣的政治、外交
行動，安倍已經以其實際行動否
定了「村山談話」、「河野談
話」的精神，日方在歷史問題上
說一套做一套的虛偽手法欺騙不
了國際社會。我們嚴肅敦促日方
端正態度，承認錯誤，改弦更
張，以實際行動取信於亞洲鄰國
和國際社會。

日共產黨通過批判安倍決議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共產黨15

日在靜岡縣熱海市召開建黨92年
來的第26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一份決議案，批判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參拜靖國神社。
據日本媒體報道，委員長志位

和夫在會上發表一份決議案，就
黨的最新方針和政策綱領，並遞
交大會表決。據悉，日本共產黨
將在今後幾年，以「反對修改憲
法，反對提高消費稅，實行零核
電，與安倍政權實施全面對決」
為工作指針，努力擴大黨的影響
力，吸納更多新的黨員。決議案
還對安倍內閣強行通過特定秘密
保護法和安倍參拜靖國神社，進
行批判。
日本共產黨創建於1922年，目

前有國會議員19名。

民間團體要求安倍下台
此外，日本民間團體憂慮日本回

歸軍國主義，呼籲開展國民運動廢
除保密法，促安倍下台。據共同社
報道，99歲高齡的日本新聞工作
者武野武治、作家落合惠子等人
14日在東京舉行記者會，透露將
開展國民運動，廢除「顛覆戰後民
主主義、把日本拉回戰爭時代」的
《特定秘密保護法》。
共同社前記者原壽雄對「今後

將開展類似戰時的『忠君愛國』
教育」深感憂慮。他指出去年年
底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是
「設想不遠的將來將有人死於戰
爭而進行的參拜」，認為此舉
「非常危險，我擔心日本將重現
昔日的軍國主義社會」。

據新華社報道，英國老兵
塞克於1月3日致函劉曉

明大使，讚賞劉曉明在英國
《每日電訊報》發表的《拒不
反省侵略歷史的日本必將對世
界和平構成嚴重威脅》一文，
並以其二戰期間作為遠東戰俘
的經歷痛斥日本軍國主義殘暴
罪行。

老兵為泰緬鐵路工程倖存者
塞克在信中說，「我的許多朋友在修建泰緬鐵路時被日軍
殺害……我今年98歲，是二戰北大西洋戰隊老兵，也是泰緬
鐵路工程的倖存者。」
塞克表示，「你在文中雄辯有力地批駁了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不思悔改，決意將日本帶上軍國主義道路的錯誤行徑。」
塞克在信中說，1995年至今，他一直積極參與「遠東戰俘協

會」的工作，並隨信寄來根據其親身經歷撰寫的《永遠不能
忘記》一書。
劉曉明認真閱讀了塞克的來信和著作，並於13日回函，對
塞克二戰期間的苦難經歷深表同情，對其表現出的巨大勇氣
和人道主義精神表示欽佩。
劉曉明在回信中說，日本侵華戰爭造成3,500多萬中國人傷

亡，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亞洲以及英美等國人民犯下的滔
天罪行罄竹難書。為防止日本軍國主義的惡魔捲土重來，必
須記錄真實的歷史並正確認識歷史。

日本領導人「要繼承戰犯衣缽」
劉曉明說，安倍不久前悍然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牌位

的靖國神社。日本領導人參拜這些手上沾滿中國人民、亞洲
人民和英國人民鮮血的甲級戰犯，說明他們要繼承戰犯的衣
缽，他們就是這些戰犯的繼承人。
劉曉明說，「中、英同為二戰盟友和戰爭受害者，兩國應

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承擔維護戰後國際秩序的責任。明年

將迎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希望人們牢記日本軍
國主義的侵略歷史，希望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堅決制止日本
軍國主義復辟，為維護世界永久和平與穩定作出積極貢
獻。」

盼英民眾理解中國人民感受
另據人民網報道，劉曉明於14日在英國天空新聞台演播室

接受該台著名訪談節目《傑夫．蘭德直播間》主持人傑夫．
蘭德直播電視專訪。在談到中日關係時，主持人問，中日在
釣魚島等問題上存在爭議，外界認為中國在展示軍事實力、
清算舊賬，這一說法是否屬實？
劉大使表示，這種說法不對。事實是，日本首相悍然參拜

供奉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甲級戰犯就是日本的納粹。試
想如果德國領導人參拜希特勒或其他納粹戰犯，英國人民將
作何感想？將心比心，就能更好地理解中國人民的感受。
英國天空電視台是僅次於英國廣播公司的第二大電視台，

也是英最大的付費商業電視台，受眾人數達100多萬。

中國首個空間站
航天員可停駐180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茜婷 北京報道）在昨日的北京市政協小
組討論會上，北京市政協委員、前中國航天員科研訓練中心主任陳
善廣在發言中指出，中國以21年11次發射完成了載人航天基本體
系的建立和關鍵技術的建立。2018年，中國將發射建立空間站的關
鍵部分——核心艙，並計劃在2020年組建中國第一個空間站。
陳善廣說：「當前，我們的載人航天任務已由中短期太空飛行
轉為長期空間駐留。之前，中國的太空最長駐留時間是去年發射
的神舟十號，航天員在太空駐留了15天，到天宮二號我們計劃航
天員要在太空中待30天，到2020年空間站建立起來以後，我們的
目標是半年以上，180天以上。」陳善廣指出，不要小看這些數字
的變化，每一步挑戰都很大。未來面臨的困難一點都不亞於之
前，不僅有非常多技術問題需要突破，長期駐留還對宇航員自身
的身體素質以及飛行器等的要求很高。

駱家輝建言繼任者：多到中國鄉村走走
香港文匯報訊 卸任在即的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昨日在成都

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對新一任美國駐華大使給出了自己的
建議：「我鼓勵鮑卡斯多到中國各個地方看看，尤其是到中國
的鄉村走走。」
作為第一位擔任此職的華裔美國人，駱家輝將擔任美國駐

華大使看作自己一生的榮耀。自兩年多前就任以來，駱家輝
始終致力於加強美中兩國間的交流合作，而「縮短赴美簽證
的等待時間」則成為他最為主要的工作內容之一。
駱家輝透露，他將於3月1日清晨搭乘飛機飛離北京，回到

美國。對於卸任後的打算，駱家輝不願多談，但他強調，無
論以後的工作崗位是什麼，自己和妻子將始終致力於加強美
中關係。
目前，美國總統奧巴馬已經提名年過七旬的馬克斯．鮑卡斯
出任新一任駐華大使。對此，駱家輝表示，他建議馬克斯．鮑
卡斯能夠盡可能地多到中國的各地看看，「北京不能代表中
國，城市也不能代表中國，因此他還要更多地到鄉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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