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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穷兵黩武迈进？

增加预算、军事演习、购买武器……近来，安倍政
府军事动作频频。

8 月 29 日，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海上保安厅
2018财年预算申请总额为2303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40
亿元，与 2017 年度原始预算相比增加 9%，创历史新
高。其中394亿日元，约合24亿元人民币，用于构建所
谓强化钓鱼岛附近“警备”等的“战略性海上安全体
制”。

8月27日，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的东富士演习
场举行了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演习——“富士
综合火力演习”。演习设想夺回被敌方占领的离岛，展
示了陆海空3个自卫队联合作战的场面。日本新上任的
防卫大臣小野寺五典观看了演习，他在会场分发的“防
卫之家”号外报纸中，再度渲染所谓“日本所处的安保
环境日益严峻”，为安倍政府延续扩张性防卫政策背书。

“富士综合火力演习”始于1961年，是日本陆上自
卫队的例行演习，近年来通常每年举行一次。自 2012
年起，综合火力演习的内容开始增加“岛屿防卫”内
容，截至2017年，已经连续6年进行该内容演习。

8 月 17 日，“日美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在美国华
盛顿举行。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宣布将引进美式
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防卫省称，部署一套上述系统的
费用约为800亿日元，部署两套即可覆盖日本全境。而
且，该系统部署后，日本即建成“三段式”反导体系，
延伸扩大日本军事影响范围。

此外，据时事通信社消息，在日美“2+2会议”结
束后的记者会上，外相河野太郎表示，从今年到 2019
年 3 年间，日本将支援“印太地区”沿岸国约 5 亿美
元，用于提高这些国家的海洋安保能力；将考虑提供巡
逻船等。河野还表示，日将与韩、澳、印以及东南亚各
国推进更深的防卫合作。该消息认为，上述举措有意牵
制中国。

事实上，自安倍二次执政以来，就一直在推动日本
军事化发展。日本媒体将“开发合作大纲”与“防卫装
备转移三原则”、解禁集体自卫权并称为安倍内阁在安
保领域的“三支箭”。而且，安倍政府防卫预算开始连

年增加。2018日本防卫预算再创新高、达到5.2551万亿
日元，约合人民币3200亿元。

渲染威胁浑水摸鱼

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朝鲜威胁论”，渲染
外部安全环境恶化，已成为安倍政府的惯用手法。目前
看来，安倍政府的炒作已经起到了一定效果。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8月30日的报道指出，有迹
象表明，公众对和平主义的推崇以及对被称为自卫队的
日本军队的态度已开始改变，这部分是因为首相安倍晋
三的敦促。

报道称，安倍晋三为解除和平主义对军队的限制进
行了缓慢、稳步的努力。民调显示，大约有一半或一半
以上的日本民众不赞成安倍晋三修改宪法中和平条款的
努力，但公众对军队的兴趣一直在增长。观看“富士综
合火力演习”的门票供不应求，今年门票申请和获得率
已达到了六比一。据日本首相的内阁办公室进行的调
查，表示对自卫队感兴趣的人数在 2015 年已达到受访
者的71%，高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55%。同时，提供与
士兵约会机会的相亲网站也流行了起来。

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也指出，日本民众自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已经习惯拥抱和平主张的战后宪法内
容，但是这个安稳的和平象征却被朝鲜的一枚导弹打
破了。

更需注意的是，日本年轻人不了解向军国主义倾斜
的危险。“我觉得，有一整代人除了拥抱和平主义外，
基本上没有做好工作，向年轻人解释和平主义为什么重
要。”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从事现代日本文化研究
的教授萨彬·弗律赫斯图克说，她是 《玩弄战争：日本
现代军国主义悖论与儿童》一书的作者。

军国主义教育在日本甚至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据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国内出现了引用希特勒自传

《我的奋斗》 的部分内容的教材，供学校选用。日本文
部科学省公布的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在中学体育课程
中赫然加入了“拼刺刀”项目，该项目是日本军国主义
时期日军作战训练的重要科目。而且，“森友学园”还
出现了诸多军国主义教育迹象。正如分析指出的，从近
期日本教育的一系列举动来看，日本的历史教育已经从

否认、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了向军国主义教育
发展的危险转变。

军国主义还魂须警惕

日本市民团体8月29日在东京国会议员会馆内举办
反安倍集会，来自日本各界有识之士超过 300 人出席。
会场内座无虚席，参加者情绪高涨，高喊“安倍下台”

“安倍滚回家”等口号，抗议安倍政权企图修改和平宪
法、为好友办学开绿灯等各种问题，呼吁进一步追查森
友、加计学园丑闻真相。

事实上，安倍政府的种种行为已经引发国内外的高
度警惕。

日本宪法专家、律师伊藤真表示，和平宪法到今年
为止已经实施 70 周年，但遗憾的是，现在的日本首脑
所作所为却完全与宪法本意背道而驰。安倍说和平宪法
有问题，但真正有问题的是安倍本人。这部和平宪法是
在无数战争受害者的牺牲之上才建立起来的。战争是悲
惨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人们应该从前辈那里充分
继承这些认识，并将其传递给下一代人。

此外，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邻国对日本安倍政府的
所作所为充满警惕。比如，针对日本在 2018 财年防卫
预算草案中，推进部署“陆基宙斯盾”系统的计划，俄
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表示，俄方对日本部署美国“陆
基宙斯盾”系统的计划表示严重担忧，并将这一关切通
告日方。

专家指出，安倍政府的所作所为，根本目的是为大
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大力扩充军备，甚至修改和平宪
法制造借口，这种动向值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与警惕。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复强调的，近年来，日方
不断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同时不断增加自身防卫
预算，扩充军备，并实施新安保法，日方的做法及其真
实意图值得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炒作“中国威
胁”，切实汲取历史教训，重视亚洲邻国的安全关切，
在军事安全领域慎重行事。

题图：8月27日，日本自卫队成员在富士山麓举行
的一场实弹演习上跳伞。

（图片来源：美国《纽约时报》网站）

垃圾桶是生活中随处可见
的普通物品。你能想象，穿上
科技“外衣”的垃圾桶，会实
现怎样的华丽变身，“秀”出什
么神奇技能吗？

咖啡杯是可回收的，还是
一 次 性 的 呢 ？ 在 扔 垃 圾 的 时
候，类似于这样的困惑会经常
产生。来自英国一家公司的新
创意会帮 助 人 们 解 决 这 一 问
题。他们开发出一款新型垃圾
处理系统，能够快速助你验明
垃 圾 “ 身 份 ”， 进 行 垃 圾 分
类。当你使用这种新型垃圾箱
扫描一个垃圾时，它能自动识
别垃圾类型，并告诉你应该把
垃圾投入哪个桶中。

此外，这家公司还构思了
“新点子”。未来，当你以上述
方式对垃圾进行处理时，还可
以通过手机软件来获得奖励积
分，积分可以兑换成款项捐献
给慈善机构。

美国一家公司还开发出一
款太阳能智慧垃圾桶。这款智能
垃圾桶特别适用于人流量大的
地区，通过压缩技术，它可以容
纳 5 倍于自身体积的垃圾量，因
此有了一个贴切的名字——“大
肚子”。垃圾装满后，“大肚子”
可以在 41 秒内完成压缩，并通
知清洁人员来清理。它还结合
太阳能供电，并通过网络分析
和无线通信，在垃圾量满时自
动发信息给清洁人员，降低了
经常性的人力巡视并避免垃圾
过量的情况，从而大幅度提升
垃圾收集和处理的效益。

与“大肚子”类似的“智慧垃圾桶”已经在以
色列北部城镇阿弗拉投入使用。阿弗拉共有600个公
共垃圾箱，其中约150个已安装内含传感器，可以感
应垃圾箱剩余容量。该设备可以每天数次向市政垃
圾管理办公室发送“垃圾状态”信息，由这些信息
汇集成的“实时地图”可以显示整个城市的各个垃
圾箱是否装满，便于环卫工人定期清理。

物联网时代，所有物品都被可以赋予了生命，
变得更加“聪明”和“贴心”。未来，一定有更多的
创意设计，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欧盟与英国第三轮脱欧谈判 8 月 31 日下午在布鲁塞
尔欧盟委员会总部结束。由于双方分歧依旧难以弥合，
本轮谈判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三轮谈判 成果寥寥

根据欧盟《里斯本协议》，英国将在2019年3月29日
子夜正式脱离欧盟。按照此前拟定的谈判时间表，双方
必须在2018年10月份前达成协议。

今年 6 月 19 日，欧盟与英国进行了第一轮脱欧谈
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刊文指出英国在谈判首日就开
始退让，同意以欧盟要求为蓝本的谈判架构，即双方初
期只谈脱欧后公民权利、脱欧费用、北爱尔兰边境问题
这三大议题，只有在欧盟认为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的情况
下，才会涉及双边贸易等其他重要问题。

7月17日，欧盟与英国进行了第二轮谈判。据英国广
播公司报道，谈判进程并不顺利，双方争论的焦点仍集
中在英国脱欧费用和公民权利上。

两轮谈判过后，第三轮谈判于 8 月 28 日拉开帷幕，
但这次并没有明显不同，在公民权利、“分手费”等问题
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据英国 《卫报》 报道，欧盟脱欧首
席谈判代表巴尼尔表示：“我们在所有重要议题上都没有
取得任何决定性的进展。”

立场各异 互信下降

从目前结束的三轮谈判来看，英国和欧盟虽在北爱
尔兰边界问题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在单一市场准入、
欧盟公民权利以及“分手费”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据 《卫报》 报道，巴尼尔强调，鉴于目前的进展速度，
他不建议欧盟领导人 10月份的谈判进入第二阶段，即讨
论双方未来的贸易关系，但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加快谈判
步伐。英国脱欧大臣戴维斯表示，英国将考虑其对欧盟

“分手费”报价的道德义务及法律义务。
“此前没有脱欧先例，英国和欧盟都没有相关谈判经

验，谈判的过程也是试探和摸索的过程。英国国内‘软
脱欧’和‘不脱欧’的声音渐多，欧盟内部也很难形成
强有力的统一立场，谈判受到很多干扰。”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指
出，目前双方缺乏良好的互信基础，且双方对结果的预
期差距较大，很难找到共同点进行谈判。

据路透社报道，巴尼尔认为，欧盟和英国立场相去
甚远，目前进展甚微。他问道：“我们该如何建立信任，
以便讨论未来的关系？”

经济受损 前景难料

日前，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访问日本并与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举行首脑会谈。崔洪建分析认为，英国此举意在
减少脱欧造成的经济损失，“如果脱欧谈判持续时间长，
短期内对英国的贸易、金融、服务业等的负面冲击大，
市场对英国经济的负面预期会更强。而欧盟在谈判中的
立场会影响外界对欧盟是否会更保守、更倾向保护主义
的判断，这些预期对欧盟经济会有影响。”

据彭博社报道，第三轮脱欧谈判结束后，英镑兑美
元汇率跌至日内低点，触及一周以来的最低水平。《卫
报》 报道指出，目前英国铁路票价面临 5年来最大涨幅，
物价上涨增加了家庭经济负担，而这些现象都源自“脱
欧”公投。

英国 《金融时报》 称，在英国与欧盟重启脱欧谈判
背景下，梅率领经济代表团访日，旨在加强双边经贸关
系，强化日本继续投资英国的信心，但日本官员表示将
不急于与英国展开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可见
两国虽有共同利益诉求，但英日关系仍面临着很多不确
定性。

安倍安倍““军国梦军国梦””步伐急火火步伐急火火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张张 红红

★环球热点★环球热点

众所周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一直

怀揣修宪梦并为此不遗余力。自二次执

政以来，安倍政府在推动日本在军事化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作为二战中对邻国

造成巨大伤害的侵略国，安倍政府在历

史问题上始终不道歉不认错，因此，其

军事化动向引发邻国极大警惕。而作为

唯一经历过核战争恐怖的国家，日本国

内的反对声也没有停止过。

英国脱欧谈判步履维艰
田 晨

图为8月3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英国脱欧首席
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尔（右）和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
维斯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图为8月3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英国脱欧首席
谈判代表米歇尔·巴尼尔（右）和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
维斯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摄

▲8 月 31 日，美国得克萨斯州阿瑟港的众多房屋
被飓风“哈维”引发的洪水围困。四级飓风“哈维”8
月25日晚在得克萨斯州沿海地区登陆，导致得州南部
大片地区被淹，是56年来得州遭遇的最强风暴。

新华社/美联
◀8 月 31 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博蒙特，行人和

车辆涉水前行。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俯瞰美国得州飓风灾区俯瞰美国得州飓风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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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能够自动识别垃圾类别的智能垃圾箱。
（资料图片）

图为能够自动识别垃圾类别的智能垃圾箱。
（资料图片）

1.1万人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 8 月

31日表示，他已签署美军向阿
富汗增兵的命令。但他并未透露
具体增兵人数。

马蒂斯当天在五角大楼对记
者说，新增驻阿美军将包括军事
顾问和支援人员，以增强阿富汗
政府军的作战能力。前一天，美
国防部宣布目前驻阿美军约为
1.1万人，该数字远高于此前军
方对外公布的约 8400人。国防
部表示，新数字包括了短期派驻
阿富汗的美军人数。

6.2级
印度尼西亚西苏门答腊省附

近海域9月1日凌晨发生6.2级地
震，目前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报告。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
理局网站消息，地震发生于雅加
达时间0时06分，震中位于西苏
门答腊省明打威群岛县东北 80
公里处海域，距离西苏门答腊省
首府巴东大约 77.8 公里，震源
深度10公里。印尼地震监测部
门未就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均据新华社电）

1425千克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发布消息说，
当地时间8月31日19时，印度空间
研究组织在印度东部安德拉邦斯里赫
里戈达的萨迪什·达万航天中心发射
了首颗由印度私营部门制造的全球定
位卫星IRNSS－1H。但据印度空间研
究组织宣布，卫星发射升空后约 30
分钟左右，因卫星隔热罩未与卫星分
离，致使此次发射失败。

此 次 发 射 的 全 球 定 位 卫 星
IRNSS－1H 重约 1425 千克，由位于
印度班加罗尔的一家名为“阿尔法技
术设计局”的军工供应商制造。

数 字 天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