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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民投票率低

7月4日，选战正式拉开帷幕。正如
日本共同社所说，这是令和时代第一场
国政选举，民众将对执政 6 年半的首相
安倍晋三给出“期中考试”评价。这次
选举也是本届安倍政府2017年11月启动
以来的第一场大型国政选举。

目前看来，安倍政府似乎胜券在
握。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最近公布的民调
结果，在各参选政党中，自民党的支持
率为 34.9%，其余政党支持率均不到两
位数。在野党中支持率最高的立宪民主
党支持率仅有 5.8%。《日经新闻》 最近
的一项民意调查也显示，自民党及其执
政联盟伙伴公明党有望获得参议院中的
半数以上议席。该调查还显示，对安倍
修宪态度积极的“修宪势力”有可能获
得日本国会提议修宪所需的 2/3 以上议
席。所谓“修宪势力”是自民党、公明
党、维新会和同意修宪的其他党团和无
党派议员的总称。

根据日本法律有关规定，日本修宪
需事先获得全国民众投票同意，但要推
动全国民众投票，须先有参议院以2/3的
票数通过相关议案。所以，安倍的执政联
盟在此次选举中是否能夺得超过 2/3 的
议席，就成为安倍推动日本修宪下一步
行动计划的关键。

“选民的判断将决定新时代走向。”
日本共同社称，此次选举的争论议题包
括消费税等与生活直接相关的政策，同
时，在昭和与平成时代延续的宪法于令
和之初面临岔路口，日本选民应认识到
自己手中选票的分量。文章说，在过去
两届参院选举中，投票率都仅在 50%至
55%，投票率低也是此次选举令人担忧
的因素之一。

试图解禁日本自卫队

所谓“修宪”，就是试图修改日本
现行宪法的第九条，解禁日本自卫队。
据共同社报道，安倍的自民党修宪推进
本部通过召开全体会议，“梳理归纳了
党内基本修宪意见”，提出了两种方
案：其一为安倍本人提出的，在不改变
第九条原内容的基础上，增加有关自卫
队的内容，明确日本自卫队的新功能和
作用；其二是基于自民党2012年提出的
修宪草案，即干脆删除宪法第九条中

“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
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内容，并进一步写
明自卫队的目的和性质。有分析称，这
实质上是要把日本的“和平宪法”改为

“战争宪法”。
安倍政府在推动修宪上一向不遗余

力，此次也不例外。据日本共同社报
道，安倍在东京日本记者俱乐部内召开

的朝野 7 个政党党首讨论会上，再次明
确表示，希望将自卫队的存在明确写入
宪法第九条，并称：“将自卫队的存在
明确写入宪法中，这是防卫的根本。”

对于此次参议院选举，安倍政府也
进行了一系列周密部署和运作。有分析
指出，这包括极力缓和与美国的贸易争
端，拖延日本向美国农产品开放市场的
时间，设法营造美日军事同盟关系的和
谐气氛。甚至在 G20大阪峰会前，安倍还
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到日本进行国事访
问，终使特朗普在日本的盛情之下，暂缓
了对日本的关税和开放市场的施压。

近来，持续发酵的日韩贸易摩擦背
后也有日本参议院选举的影子。分析普
遍认为，日本公布参议院选举结果之
前，或许不会向韩国作任何让步，双方
关系将会僵持。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
所教授周永生明确表示，目前看来，日
韩关系暂时“无解”。安倍政府借参议
院选举之际，出台打压韩国的政策，表
明日本政府态度是强硬的，以此吸引选
民眼球，谋求支持。

难过“民意关”

按照日本宪法，完成修宪需要在参
议院获得超过 2/3 议员数的支持，并在
全民公投中通过。要过这两道“坎”，
都不容易。

自民党的执政伙伴公明党虽不反对
修宪，但态度很不积极，对安倍修宪形
成制约。主要在野党中，日本共产党和
社民党坚决反对修宪；另外一些在野党
虽然不反对探讨修宪话题，但反对将自
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只有日本维新会
支持修改宪法第九条。

日本广播协会的民调结果显示，超
过38%的受访者选择“没有特别支持的政
党”，超过所有政党的支持率。分析人士
指出，这显示选民对执政的自民党也并
不十分满意，只不过选民对在野党更加
不抱期待。而且，正如分析指出的，支持
安倍领导的执政联盟和其他支持修宪的
政治势力，不能等同于支持修宪。

而且，即便安倍政府闯过参议院这道
坎，全民公投也会让“修宪梦”难圆。民调显
示，多数民众认为没有必要急着修宪，因此
安倍修宪要过“民意关”也不容易。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目前日
本执政联盟内，对于究竟采取何种方案
有不少争议，但对于修宪大致上是一致
赞同的。此外，日本国会内的“修宪势力”
有所扩大。据报道，最近的调查显示，对
安倍修宪主张和态度持赞同态度的所谓
日本“修宪势力”，还在向参议院的其他
政党包括无党派议员中扩散延伸。

上图：7 月 14 日，日本神户，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出席参议院竞选活动。

（来源：视觉中国）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 7 月 13 日，法
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将于法国空军内部建立太空司令部以
增强国防能力，未来这一司令部将发展成为“空天军”。该
项计划将于 9月正式启动。法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宣
布将成立太空司令部和“空天军”的西方国家。

准备已久

法国对设立太空司令部，发展太空军事力量这件事
早有计划。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防部长弗洛朗丝·帕利
去年曾表示，当今世界太空军事化竞争日益加剧，法国
正致力于争取太空战略自主权。在今年6月的巴黎航空展
上，帕利宣布将研制新一代军用卫星，“法国需要借助太
空防务能力独立、果断作出判断、决定和发起行动”。

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军总参谋长弗朗索瓦·勒
库安特曾表示，法国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希望在太空
和网络空间领域“保持领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崔洪建
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法国此次设立太空军司令部的举
动表明其想要在太空开发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他说：“马克
龙上台后，法国展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大国雄心，希望更多
地体现出法国的存在。此次马克龙宣布组建太空司令部也
是他执政以来外交和安全政策理念的集中体现。”

同时，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主张的“美国优先”和
“北约过时”论以及“其他北约国家增加军费”的要求，法国
也表现出想要保持军事独立性的决心。马克龙去年在法国
驻外使节会议上表示，不能只依赖美国保障欧洲安全，欧
洲国家应承担责任，保卫国家主权完整和独立安全。

“法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组建太空司令部的西方国
家。这表明无论是在北约系统内，还是在与美国的安全
合作上，法国都在谋求一定的独立性，这是法国的外交
传统之一。”崔洪建说。

争论不少

西部德国电视台称，马克龙是在加强欧洲防务合作
的背景下宣布建立太空司令部的。马克龙说，太空司令

部不仅局限于法国，它更是欧洲防务的一部分。
不过，崔洪建指出，目前，主要靠法德推动的欧洲

防务合作计划还未涉及太空领域。2003 年伊拉克战争
后，欧洲意识到独立研发卫星系统的重要性，制定了伽
利略太空计划。到目前为止，伽利略计划主要是开发民
用太空卫星系统，并未涉及军事领域。

“法国太空计划的明确目标是要保卫欧洲的卫星系
统，防止他国对欧洲卫星系统进行攻击。然而，究竟是
欧洲同步推动太空系统研发，还是由法国引领朝着更军
事化的方向发展，这会在欧洲范围内引起不少争论。”崔
洪建表示，目前法国的太空军计划在欧洲获得的反响不
一，法国的太空军事合作构想是否能引起欧洲其他国家
的共鸣仍需后续观察。

多国竞赛

美国宣布组建“太空军”后，“太空战”成为世界热
议的话题。在美国频繁动作的刺激下，俄罗斯、日本、
印度等国也制定了一系列战略行动。

英国 《独立报》 认为，目前，太空领域的军备竞赛
已经走向公开化、激烈化和战场化，“外太空军备竞赛”
正在慢慢成为现实。美国“政治”新闻网也引用智库专
家伊萨科维兹的话称：“我们正接近‘星球大战’，它已
经不再只是电影中的一个画面。”

崔洪建说：“随着大量依赖卫星系统的通讯设施的出
现，在外交和安全层面，太空成为一个新兴领域。”路透
社曾引述北约前官员谢伊的话称，在 2040年以前，新兴
的太空市场产值可能达1万亿美元，控制了太空就同时控
制了其他战争领域。

目前外太空军事化趋势的加强有悖于和平可持续
利用的宗旨。“里根时期，美国曾推出‘星球大战’
计划，拖垮了苏联。备战太空会消耗大量财力物力，
这对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会产生消极影响。”崔
洪建说，“国际社会应当针对目前太空军备竞赛加剧
的现象有更多的讨论和思考，不应该任由一些国家把
开发外太空领域引向军事化方向。各国应致力于探寻
合作治理太空的方法，实现太空领域的和平可持续利
用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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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日本第 25 届参议院
选举开始投票、计票。就本次选举，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表示，选举的

“胜负线”是确保执政联盟议席数过
半。但舆论普遍认为，拿下修宪所需
的 2/3 议席，才是安倍的真正目标。
由于历史原因，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的
问题一直受到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
对于日本“修宪势力”的种种动态，
国际社会必须提高警惕，共同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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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7 日，第二届东北亚文化艺
术博览会在哈尔滨开幕。本届博览会
分设文化产业综合馆和数字媒体生态
馆两个展馆，设置包括国内展区、国
际展区、数字文化展区、动漫游戏展
区等在内的八大展区。

▲外国参展商在摆放展品。
◀外国参展商向观众介绍展品。

谢剑飞摄 （新华社发）

3项
美国国会众议院17日通过3项决议，意在阻止特

朗普政府对沙特阿拉伯等国军售。众议院当天下午先
以238比190通过了两项意在阻止特朗普政府对沙特等
国军售决议，随后以237比190通过了第三项相关决
议。鉴于美参议院已于6月下旬表决通过了涉及向沙特
等三国军售的全部22项决议，17日由参众两院均通过
的这三项决议将送交白宫，由总统特朗普决定是否批
准成为法律。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前已声称要对上述决
议动用否决权。如要推翻总统否决，则需获得参众两
院各2/3议员的支持，美媒普遍预计难以实现。

特朗普在5月下旬试图以“伊朗威胁”名义，利用
一项联邦法律所设“紧急通道”绕过国会审核，直接
批准向沙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约旦出口总金额约
为81亿美元的武器和服务。此举招致多名议员批评。

19名
以色列国防军 17日说，16日深夜和 17日凌晨，

以色列军方在约旦河西岸逮捕了19名巴勒斯坦人。以
军说，这些被逮捕的巴勒斯坦人涉嫌参与“恐怖活
动”，他们已被拘留并将被进一步调查。此外，军方在
逮捕行动中还查获了部分武器。

据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关押者事务委员会主席卡
德里·阿布·贝克尔16日说，一名31岁的巴勒斯坦人
当天在位于以色列中部的一所监狱中死亡，死因尚不
清楚。

巴勒斯坦外交部 16 日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政府
及其安全部门必须对这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负全责。
巴外交部还呼吁组建国际调查委员会对此进行调查，
为被以色列关押的所有巴勒斯坦囚犯提供法律和政治
保护。

据巴方统计，目前以色列监狱关押着约5500名巴
勒斯坦人。自1967年以来，已有220名巴勒斯坦人在
以色列监狱中死亡。

77万人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16日在南非发布的2019年全

球艾滋病报告显示，去年全球死于艾滋病的人仍多达
77万，预计将无法完成到2020年把死亡人数控制在50
万人以下的目标。报告认为，全球在减少新感染艾滋
病病毒人数、提高治疗率以及降低死亡率等方面所取
得的进步“正在放缓”。

去年全球新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为 170 万，与
2010年相比下降了16%，这主要是因为东非与南部非
洲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不断取得进展。不过，东非和南
部非洲仍是全球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最高的地区，该地
区防治艾滋病的任务依然严峻。

报告指出，艾滋病防治成绩在全球不同地区差别
较大，其中南非取得巨大进展，2010年以来新感染人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减少约40%。但也有一些地区出现了

“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2018年，东欧和中亚的新
感染人数增加29%，中东和北非地区增加10%，拉美增
加7%。

（均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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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东北亚文艺博览会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