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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即将去美国夏威夷慰灵，为什么不去
南京等亚洲各遭受战争伤害的地方慰灵？”“必须将安
倍政府的问题一个一个地揭露……非正义不会永远持
续下去。”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馆长池田
惠理子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 退休后一直收集受害者资料

“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坐落在东京新宿区一
栋居民楼的二楼。这是日本唯一一家以日军强征“慰
安妇”史料为主题的资料馆。除入口处的照片墙上贴
满亚洲各国“慰安妇”受害者照片外，馆内展品还详
细介绍了“慰安妇”制度的史料、受害者证言、日本
士兵证言等资料。

池田曾在日本广播协会 （NHK） 从事 37 年的电
视节目制作工作。上世纪 90 年代后半叶，她参与制
作了8部关于“慰安妇”的节目。2010年，池田退休
后，便担任这个资料馆的馆长，并一直在为“慰安
妇”受害者收集相关资料。

池田告诉记者，资料馆每年都会举办一个以不同
国家地区“慰安妇”受害者为主题的特别展。除展出
一些资料图片和证人证言外，特别展期间还会放映资
料片、举行演讲活动以及相关研讨会。

池田说，这样的资料馆本应由日本政府来设立，
但现在的政府是不会这样做的。非但如此，政府对依
靠民间力量成立的这一资料馆是“欲除之而后快”。
她说，安倍政府一直否认“慰安妇”是日本政府和日
本军队强制征召的，认为日本政府对此没有责任。

● 日政府有意压制历史真相

池田说，他们曾对日本国内有关战争与和平主题
的纪念馆进行过调查，发现没有一家国立纪念馆提及

“慰安妇”问题，一些公立、县立、私立的纪念馆也
只稍有提及。右翼势力认为，承认“慰安妇”问题和
南京大屠杀是“自虐史观”，在右翼势力的压力下，
原本稍有提及“慰安妇”问题的纪念馆也撤下了相关
内容。“政府和地方自治体未能很好地收集保存相关
资料，这非常令人遗憾。”

池田说，安倍政府在教育和报道方面有意压制“慰
安妇”问题。她说，以初中历史教科书为例，1997年版的
教科书中全都有“慰安妇”相关记述，但在右翼势力的
攻击和政府施压下，修订教科书时有关“慰安妇”的表
述被强制删除了。到 2012 年，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章
节便从所有初中历史教科书中消失了。

与此同时，媒体报道也受到来自日本政府的压
力。池田说，1995年至1996年间，她参与制作了8部
关于“慰安妇”的节目，但此后 NHK便再未制作此
类题材的节目。

池田强调，教育和媒体两方受到压制后，日本国
民便渐渐不再了解“慰安妇”问题。她说，亚洲和欧
美的诸多海外媒体都前来采访过这处资料馆以及他们
为“慰安妇”问题所作的努力，但在日本国内却鲜有
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有这么一家资料馆。

这个资料馆的存在也被右翼势力视为眼中钉。池
田说，今年 10 月，他们收到了一张爆炸威胁明信
片，要求他们停止展示。虽然他们事后报警，但警方
并未查出什么结果。此外，2008年曾有过数十名右翼
团体人员前来骚扰，试图强行闯入资料馆，现在也经
常接到右翼人士的骚扰电话和邮件。

● 非正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池田说，安倍对“慰安妇”问题采取否认态度，
因此整个日本社会都出现这种倾向，这体现了对历史
的无知。“安倍晋三即将去美国夏威夷慰灵，为什么
不去亚洲各国‘慰安妇’受害的地方、南京等亚洲遭
受战争伤害的地方慰灵？从世界其他国家角度来看，
日本是一个拥有对历史无知的首相的国家。”

池田说，安倍希望与侵略历史做切割，强调面向
未来，但这完全不可能。“由这样的人来领导日本，
真是令人无比羞愧。”

池田说，现在，必须将安倍政府的问题一个一个
地揭露，对此我绝不会放弃。“只要坚持向下一代传
递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真实历史，人们总有一
天会明白，非正义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据新华社东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华义、严
蕾、马峥）

安倍为何不去南京慰灵
——访日本“女性战争与和平资料馆”馆长池田惠理子

日前，民法总则草案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三审，并提请明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
会议审议。民法总则草案的审议，无疑将成为明年
两会的一大热点。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编纂民法典重大立法
任务。民法总则是规定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
性规则，在民法典中起统率性、纲领性作用，对调
整民事关系、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
和经济秩序意义重大，可谓公民社会生活的“总规
矩”。在草案的 3 次审议中，多处内容的修改和完
善都涉及公民的切身利益。

■ 撑起个人信息安全保护伞

“先生，最近您还考虑买房吗？”“女士，为您
家的宝宝买一份保险吧。”……日常生活中，民众
都或多或少接到过这样莫名其妙的电话。许多人不
仅饱受推销电话和垃圾短信的困扰，还时刻为信息
泄露可能带来的经济损失、人身安全威胁而担惊受
怕。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日前发布的一组调查数据
显示，95.9％的受调查者表示曾遇到过手机信息安
全事件，其中有26.4％的用户因信息泄露影响正常
生活，而造成账户资金丢失等直接经济损失的占
8.9％。

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中国刑法中设有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等罪名，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中也
有所规定，在民法通则中却没有相应的条款。在民

法总则草案二审稿中，首次明确了公民个人信息受
法律保护，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利
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提供、公开或
出售个人信息。

专家认为，草案确立了保护自然人个人信息的
一般规则，为未来制定单行法或通过其他方式进一
步细化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民法、刑法和其
他部门法规从不同角度，借助不同方式，更全面地
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 让见义勇为者摆脱尴尬

见义勇为者“救人未果反被追责”的现象，近年
来屡有发生，导致人们不敢见义勇为。针对这种尴尬
局面，要求立法避免此类事件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稿中，为鼓励见义勇为，
规定见义勇为者的损失可得到适当补偿。而在草案
三审稿中，又进一步增加规定：实施紧急救助行为
造成受助人损害的，除有重大过失外，救助人不承
担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对于“救人未果反被追
责”如何处理，终于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有专家认为，民法总则草案的这一规定，借鉴
了其他国家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即在紧急状态
下免除无偿施救者对被救助者造成的损害责任。

“好撒玛利亚人法”，在许多国家不仅要求保护救助
者的合法权益，更强调公民有义务帮助遭遇困难的
人，除非这样做会伤害到自身。但民法总则草案对
紧急救助的免责事由只是作出一个原则性规定，怎

样界定紧急救助、什么样的行为才属于紧急救助等
问题，还有待于将来借助医疗卫生行政法及其他法
律法规来明确。

■ 民政部门为监护“兜底”

“你不愿意和你亲生妈妈一起生活？”“嗯。”
“那你以后想和谁一起生活呢？”“和张妈妈。”去年
2月，中国首例民政部门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案在
江苏徐州宣判。

11岁的小玲遭受父亲邵某长期虐待，而母亲王
某拒绝履行抚养义务。好心人张妈妈暂时收留了小
玲，但由于相关法律的“盲点”，张妈妈不能成为
她的新监护人。法院判决撤销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父
母法定监护权，并指定当地民政局为监护人。

实际上，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治理能力
的提高，不少人认为，应当强化国家监护职能，在
监护人缺位时，由政府民政部门及时补位。

监护制度是民法总则制定中颇受关注的问题。
尽管现行民法通则已有撤销失职监护人的条款，但
表述较为笼统。民法总则草案一审稿中对申请撤销
监护资格、条件等作了具体规定。草案二审稿明
确，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应安排必要的临
时监护措施，并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依法
指定新监护人。草案三审稿则进一步规定：无具有
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人由民政部门担任，也可以
由具备条件的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
委员会担任。

草案三审已趋成熟 提请明年人代会审议

民法总则 为公众生活“立规矩”
本报记者 孙 懿

12 月 26 日 ， 湖 南 长
（沙） 株 （洲）（湘） 潭城
际铁路全线建成通车。

长株潭城际铁路，是
由中国铁建二十二局集团
四公司建设的国家重点工
程，全长95.5公里，设计时
速为200公里，共设车站21
座。通车之后，从长沙到
株洲和湘潭只需25分钟。

图为首批乘客高兴地
展示手中的车票。

武新才 武 蓝
摄影报道

长株潭
城际铁路
正式运营

长株潭
城际铁路
正式运营

12 月 26 日，跨年巨献“丝路之魂 敦煌艺术大展暨天府之国
与丝绸之路文物特展”，在四川成都博物馆新馆拉开帷幕。

图为展览现场。 本报记者 王明峰摄

2016世界华裔小姐大赛东北赛区颁奖盛典日前在辽宁
沈阳举办。

图为部分获奖者。 刘宝成摄 （人民视觉）

华裔小姐大赛东北赛区颁奖

敦煌艺术大展亮相成都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记者喻京英）“敬佑生命·2016
荣耀医者”公益评选颁奖典礼
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当代心
脏病学主要奠基人之一、中国
工程院院士陈灏珠获得“生命
之尊”奖。全国人大常委会副
委员长兼秘书长王晨、人民日
报总编辑李宝善先后致辞，并
向获奖者颁奖。

据介绍，本届荣耀医者公

益评选共评选出“年度荣耀医
者奖”“金牌团队”“中华医药
贡献奖”“金柳叶刀”等 10 个
奖项，100名医者及团队获奖。

当日，《生命时报》 与伙
伴医生共同发起的“荣耀医
者公益基金”宣布启动。该
基金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
公益平台，通过捐赠形式实
现基础医疗救助、基层医院
帮扶。

荣耀医者公益评选揭晓

本报北京 12 月 26 日电
（马海涛） 由人民日报社《民生
周刊》 杂志、中国残疾人福利
基金会、中华社会救助基金
会、民政部 SOS 儿童村协会、
中国国际公益慈善论坛组委会
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十届国际
公益慈善论坛日前在北京举
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周铁农、全国政协原副主席
李金华出席活动，人民日报社
副社长张建星致辞。

本届论坛以“扶贫脱贫改
善民生”为主题，各界人士
就公益扶贫中的重点、难点
进行了深度研讨，并分享了
来自扶贫第一线的经验。

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举行国际公益慈善论坛举行

据新华社北京 12月 26日
电（记者杨依军、侯丽军） 中
国与圣多美和普林西比26日发
表联合公报，宣布即日起恢复
中断近 20 年的大使级外交关
系。

当日，外交部长王毅与圣
普外长博特略在北京举行会
谈，并签署两国关于恢复外交

关系的联合公报。
公报说，圣多美和普林西

比政府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
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
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
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圣普政府承诺不同台湾发
生任何官方关系，不进行任何
官方往来。

中国与圣普恢复外交关系

▲ 图为12月19日，池田惠理子在东京接受
媒体采访。 新华社记者 严 蕾摄

▲ 图为12月19日，池田惠理子在东京接受
媒体采访。 新华社记者 严 蕾摄

本报北京12月 26日电 （记者贺勇） 设计时速达 160
公里的北京地铁新机场线一期 26 日全面开工建设，2019
年与新机场同步建成投入运行。届时从新机场 30 分钟左
右即可抵达位于市中心的金融街。

新机场线是一条连接中心城与新机场的轨道交通线
路，采用新型市域 A 型动车组列车，南起大兴区礼贤镇附
近，北至玉泉营桥东南侧的草桥附近。线路全长 41.36 公
里，途经大兴、丰台两区，共设3座车站。

北京地铁新机场线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