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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阿帕集团老板、极右分子元谷外志雄最近因发
表反犹言论，遭到北美犹太人团体的强烈抵制和谴责。
元谷迅速“认怂”，不仅马上撤走刊物，还忙不迭地发表
声明“表示遗憾”，并一再辩称这是“误会”，自己其实
是“亲犹派”。

而在不久前，元谷及其阿帕集团在歪曲南京大屠杀
和“慰安妇”问题上，却是一副“不怕开水烫”的模
样，日本极右势力的嚣张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
今，元谷好像换了一副嘴脸，“风格”大变，是何缘由？

据报道，新出版的阿帕酒店官方刊物 2 月号中刊登
了元谷外志雄主持的对谈栏目“大话”。元谷在文中称，

“犹太人控制着美国的信息、金融和法律，他们从全球化
中获益颇丰，因为他们将巨额利润转移到了避税天堂，
不用缴纳任何税款”。

这期刊物被摆放在加拿大和美国至少 6 家阿帕酒店
的客房，此事引起北美犹太人团体强烈反弹。在加拿大

“大温哥华犹太人联盟”向阿帕集团提出抗议后，阿帕北
美酒店迅速撤下了这一期刊物，元谷外志雄还在对方网
站登出了一则声明，表示“极为遗憾”。

14日媒体曝光此事后，阿帕集团官网也撤下了这期

刊物的电子版，并贴出一份声明称，元谷外志雄是“犹
太人的老朋友”，其相关言论是想对犹太人在信息、金融
等领域展现出来的才能表示佩服和尊敬。

然而，这份声明居然在文末声称，此次涉犹言论风
波与此前南京大屠杀、“慰安妇”问题“不相干”，强调
涉及后者的相关书籍和刊物不会从阿帕酒店撤出。

元谷在历史真相和正义问题上前倨后恭的表演，充
分暴露了日本右翼的真实嘴脸：他们的“历史是非观”

“言论自由观”不是不会改变，而是因对象而异，他们也
不是不会“认怂”，或倨傲不逊或卑躬屈膝也因对象而
异。

这并不是日本右翼分子第一次遭犹太人团体打脸后
认怂。1995年1月，日本右翼刊物《马可·波罗》刊登了
自称医生的西冈昌纪的一篇文章，文中宣称纳粹毒气室

“并不存在”、犹太人大屠杀“纯属虚构”。这期刊物一上
市，影响力甚大的犹太人维权团体西蒙·维森塔尔中心第
一时间向刊物发行人文艺春秋社提出强烈抗议。

《马可·波罗》 编辑部和文艺春秋社一开始还想狡
辩，但在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呼吁包括日本在内的全球企
业抵制文艺春秋及其旗下所有刊物的广告后，日本企业

由于担心失去欧美市场而不敢在文艺春秋社投放广告，
文艺春秋社很快陷入经营困境。

两周后，文艺春秋社公开谢罪，并宣布 《马可·波
罗》停刊，解除时任杂志总编的职务。不久，时任文艺
春秋社社长也宣布引咎辞职。

无疑，元谷这次在反犹言论风波中迅速认怂，显然
与日本右翼遭受的“历史教训”密切相关。而元谷及其
所象征的日本右翼势力对犹太人群体的“敬畏”和胆怯
也给人启示：对于日本右翼否定侵略历史的种种挑衅，
要及时揭露，也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坚决反击，打到
痛处，才能让右翼改变嘴脸。

多事之秋挑战多

德国电视一台14日报道称，慕尼黑
安全会议负责人伊申格尔在报告前言中
称，“二战结束以来，国际安全从未像
现在这样如此脆弱”。

同时，《2017 年慕尼黑安全报告》
也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着三大挑战：首
先是西方世界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主义
盛行；其次是西方世界秩序出现裂痕；
最后是后西方甚至后秩序时代的形成。
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核心是跨大西洋关
系，所以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和欧美之间
的关系好坏是分不开的。

美国进入特朗普时代之后，欧美关
系便进入多事之秋。不久前，特朗普把
矛头指向欧洲，宣扬“北约过时论”、
德国难民政策是“灾难性的错误”、英
国脱欧是件“伟大的事情”。对于特朗
普的发难，欧洲领导人也不甘示弱，比
利时首相声言欧洲不再是美国的“玩
具”；欧洲理事会主席强调将美国总统
列为“欧盟面临的全球威胁之一”。

欧美之间的信任慢慢地开始动摇。
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 报道，默克尔表
示，欧洲正面对“数十年来最大的挑
战”，要依赖其他国家来解决自己的问
题是太天真了。她说，在跨大西洋关系
方面，没人可以保证会跟欧洲永久紧密
合作。此番话语，暗示了欧盟与美国的

关系没有“永恒的保障”。

多元因素减“引力”

法国总统奥朗德曾表示，美国与欧
盟间“长期而坚固的”关系始终建立在
价值观基础之上，并将其“自由、人
权、民主、法治”等价值观的推广作为
全球战略目标。

特朗普上任后，美国开始奉行的是
重返亚太、重返美国的理念，“美国优
先”成为特朗普政府行事的第一法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欧美价值观的冲
突，使得欧美在认知上很难达到一致，
无论是之前的难民问题、民粹主义问题
还是全球一体化问题上，欧美立足的中
心点相距越来越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欧洲国
际关系室主任赵晨指出，欧美之间目前
暴露出的严重分歧是冷战结束以来前所
未见的，这些分歧的根源在于特朗普的
理念与欧洲主流政治大相径庭。首先，
特朗普带有民粹色彩，反对全球化和欧
洲一体化；其次，特朗普不支持国际制
度和全球治理，主张“美国优先”。

“欧美关系，最近几年确实有些变
化。欧美都处在相对变化的时期，内部
变化会影响到相互关系。以前，冷战的
结束可以看作是欧美合作的产物，被解
读为西方世界的胜利。从冷战结束以后

到现在这几年，欧美关系一直有变化，
一个是内部的变化，再者就是他们之间
利益的协调出了问题，反映到现在就是
对基本问题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
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对于欧美来说，世界格局的变化也
使得两者的关系处于紧张的状态。《慕
尼黑安全报告》 表示，后西方时代到
来，西方主导的秩序正在终结。崔洪建
认为，对于欧美来说，必须要适应这些
变化。美国之前提出来的想法和主张，
实际上就是美国对于世界格局的反应，
然而，欧洲的反应却相对滞后。美国的
反应会影响到欧洲的利益，接下来欧洲
也会予以回应。欧洲也要更新思维，更
新自己的全球战略、经济环境的认识，
重新找到和美国的相处之道。

未来还得靠自己

作为欧美关系的风向标，慕尼黑安
全会议能否为欧美指明道路，处在十字
路口的欧美关系会徘徊还是继续前进，
仍然是一个疑问。

据俄新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将派出
由副总统彭斯、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
安全部长凯利等组成的豪华阵容参与慕
尼黑安全会议。

王义桅认为：“美国出席慕尼黑安
全会议的阵容显示出美国对于欧洲还是

比较重视的。由于欧洲对于美国的抱怨
比较多，所以美国这种做法是对于欧洲
的一种安抚，但是美国也不会做太多的
承诺，可能只是观察，倾听欧洲的一些
声音。美国对于欧洲的政策还不明朗，
仍需要看世界格局的变化。”

据 《联合早报》 报道，默克尔说：
“我们应该把英国脱欧这个决定视为让
我们共同 （为目标） 努力的诱因，让欧
洲比以往更加团结在一起，进一步的改
善，把民众再度紧密串连起来。”

崔洪建表示，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主
场在欧洲，这实际上是欧洲的一次机
会。欧洲的主流派想要借这个机会影响
特朗普政府。因为美国副总统要去，对
于欧洲来说，这是难得的机会和特朗普
政府进行接触，展开游说以及施加影
响。特朗普对欧洲的具体态势还不明
朗，既然不成形就有施加影响的余地。
欧洲应该促使和帮助特朗普政府回到一
个让欧洲人熟悉的欧美关系的框架里
来。但同时，欧洲人也不会示弱，要展
示欧洲的团结，展示欧洲的独立性。对
美国不示弱才能获得美国的尊重，才能
获得特朗普的尊重。

题图为 2月 15日，在位于比利时布
鲁塞尔的北约总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
滕贝格 （右） 与美国新任国防部长马蒂
斯出席新闻发布会。北约各国防长强调
跨大西洋关系重要性。 新华社发

提到虚拟现实 （VR） 技术，您可
能会想到游戏、视频直播。那么您知
道VR技术还可以用来治疗疾病吗？

据英国 《剑桥新闻报》 报道，剑
桥大学的两个癌症研究项目近日获得
了英国癌症研究所 4000 万英镑的资
助。其中，格雷格·汉农教授将领导一
个VR项目。这一项目旨在通过VR技
术建立乳腺肿瘤的 3D 模型。汉农表
示，他们需要将乳腺癌样本切成非常
薄的切片，然后把这些切片做成图像
并分析记录下每个细胞的基因组成。
所有这些切片，都会重组成 3D 模型，
研究人员可以透过VR设备潜入其中并
进行观察。据悉，这或许将开辟一个
研究、诊治乳腺癌的新途径。

无独有偶，2016 年，美国纽约市
威尔康奈尔医学中心开发了一个VR头
盔。戴上这一头盔，研究人员可以看
到并与微观蛋白质的 3D 模型进行交
互，更容易观察患者DNA病变部位以
及如何发生病变，从而找到病灶所在。

除了用于癌症治疗外，VR技术还
可以用来培训初入职的医生。瑞典一
家公司借助VR技术生产出用于医生培
训的“模拟病人”。医生可以用他们练
习心肺复苏按压，也可以预先编制程
序对复杂的病情进行分析。VR技术模
拟的“病人”，既能让医生在更为逼真
的虚拟环境中学习，也改良了传统手
术对动物伤害的弊端。

此外，VR技术还被用来缓解手术
的疼痛和焦虑。在秘鲁，一位 61 岁的
患者在进行脂肪瘤手术时，为了使她
在整个手术中保持清醒，医生给她戴
了一个VR头显。头显中的场景是马丘
比丘的高山遗址，她沉浸其中，仿佛
看见逶迤在山脊上的古城，就像旅游
一样。医生表示，借助于VR技术的辅
助，患者可以在手术中保持放松的心

态，而这些以往通常需要强效的止痛药和镇静剂才能做到。
VR技术运用到医疗方面，让我们在感慨VR技术应用

广泛的同时，也体会到它带给我们的实用价值。VR技术应
用在医疗领域仍旧处于初期阶段，然而这不妨碍我们设
想，在不久的将来，VR技术将会为我们的健康生活带来更
多的期待。

200多人

16日晚，在巴基斯坦塞赫万地区一处宗教场所内发生
的自杀式爆炸袭击已导致72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另据
当地媒体援引塞赫万卫生官员的话说，死伤者中包括大量
妇女和儿童。由于受伤人数众多，塞赫万地区已派出直升
机将部分伤员送往海得拉巴和卡拉奇。当地政府已请求军
方参与救援。

塞赫万地区一名高级警官说，自杀式袭击者混入这一
宗教场所大门后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爆炸物。爆炸发生时，
该宗教场所内约有500人至800人。目前已有大量军警封锁
了爆炸现场。

20国

为期两天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 16日在德国波恩召
开，与会代表将围绕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维护和
平、加强与非洲伙伴关系三个议题展开讨论，为今年7月二
十国集团汉堡峰会作准备。

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在会议开幕前夕发表的一
份声明中说，外交政策应该而且必须超越危机管理，不是
忙于四处救火，正因如此，二十国集团成员国相聚一堂，
共同研究危机根源，寻找以和平方式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办
法，显得尤为重要。

45周年

近日，中国驻德国大使馆文化参赞表示，中德两国文
化机构今年将共同在德国多地举办“今日中国”主题系列
文化活动，庆祝两国建交45周年。

据了解，“今日中国”活动将汇集中德多家文化机构和多
位艺术家，涉及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建筑和当代艺术等领
域，重点项目包括萨尔国际音乐节中国主宾国活动、第五届
慕尼黑华语电影节、实验京剧《浮士德》、中国当代海报与书
籍设计展、中国艺术家徐冰当代艺术展《凤凰》和深圳青年艺
术家作品展《并行世界》等。

24名

叙利亚媒体16日报道称，土耳其军方过去24小时内在
叙北部阿勒颇省的军事行动导致24名当地平民死亡。

据叙通社报道，土耳其炮兵部队和空军在过去24小时
对阿勒颇省巴卜市的居民区实施了军事打击，造成24名叙
利亚平民遇难，其中包括11名6岁以下儿童。土方的军事
打击还严重破坏了当地民房和基础设施。

另据报道，今年1月11日和去年12月23日，土耳其
在叙北部的军事行动分别导致9名和88名平民死亡，另有
数十名平民受伤。 （均据新华社电）

2月16日，在阿富
汗楠格哈尔，阿安全部
队成员在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武装分子
交战。

近年来，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不断向阿
富汗边境省份渗透，在
一些政府难以掌控的地
区活动日趋频繁。几个
月以来，阿安全力量加
强了在楠格哈尔等边境
省份的清剿力度。

新华社/法新

欧美貌合神离 同盟如何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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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慕尼黑安全会议基金
会14日发布《2017年慕尼黑安全报告》，对国际
安全面临的最新挑战提出警告。今年慕尼黑安全
会议的主题为“后真相、后西方、后秩序”。从
这一主题不难看出，旧的世界秩序可能正走向终
结。然而，旧秩序面临终结，欧美关系是否也会
因此受到影响？

阿富汗加强打击阿富汗加强打击““伊斯兰国伊斯兰国””

日本右翼的另一副嘴脸
新华社记者 冯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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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医疗VR设备 来源：科技网 图为阿帕酒店歪曲历史的书籍。 来源：西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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