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朗 !"!人报名参加下届总统竞选

据新华社电 根据伊朗内政部
!

月
!!

日

晚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下午总统候选人登

记工作结束! 共有
"#"

名伊朗公民报名参加

下届总统竞选"

当天是伊朗第
!!

届总统候选人登记工

作的最后期限" 在当天报名截止前! 来自保

守派阵营的伊朗首席核谈判代表# 最高国家

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和前外长韦拉亚提!

代表改革派力量的伊朗政坛 $常青树%# 前

总统拉夫桑贾尼! 以及此次选举的 $第三种

力量%# 伊朗总统艾哈迈迪
$

内贾德的高级

顾问马沙伊均到伊朗内政部办理了登记手

续"

此前!与韦拉亚提同为$原则主义者三头

联盟%成员的现任德黑兰市长卡利巴夫#前议

长阿德尔已在规定时间内到内政部办理登记

手续"该联盟忠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领导者#

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信仰和原则"

伊朗总统选举每
%

年举行一次" 总统由

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可连任一届"在选举

中! 获得超过半数选票的总统候选人将赢得

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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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超级"核动力航母抵韩
参加两国在朝鲜半岛海域联合军演

!!!!!!

韩美联合司令部
2

月
**

日确认! 美国海

军 $尼米兹% 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

当天抵达韩国! 参加韩美海军常规联合演练"

战斗群就位
韩联社援引韩美联合司令部提供的消息

报道! $尼米兹% 号航母当天抵达韩国东南

部釜山港! 预计停留两天! 参加韩美在朝鲜

半岛东部和南部海域举行的联合演练"

$尼米兹% 号航母排水量为
4-5

万吨! 是

世界最大型战船之一! 所属战斗群包括 $莫

姆森% 号和 $普雷布尔% 号导弹驱逐舰以及

$普林斯顿% 号导弹巡洋舰! 共有
,6

架飞机"

美韩军方当天邀请多名媒体记者登上

$尼米兹% 号航母参观" 战斗群指挥官怀特

说& $我们与韩国等伙伴保持联合作业能力

至关重要"%

怀特试图减轻外界尤其是朝鲜对航母赴

韩一事的猜测" 按他的说法! $尼米兹% 号

按照先前预定部署计划开赴亚洲! 是美韩军

方常规演练的一部分"

朝克制批评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

**

日简短报道 $尼

米兹% 号航母抵韩的消息! 认定韩美联合军

演针对朝鲜"

朝中社批评美国不断把核战争手段引入

韩国! 以不惜任何代价给这块土地带来核灾

难为假想情形! 推动紧张局势升级" 与先前

表态相比! 朝鲜这次反应似乎有所克制"

朝鲜人民军西南前线司令部
5

日发表公

报! 谴责美韩继续举行针对朝鲜的军事训练!

表示如果敌方在西南海域挑衅性炮击! 朝鲜

将立即还击"

公报历数美韩 $关键决断% 和 $秃鹫 %

联合军演结束后的联合演练! 包括
2

日起在

朝鲜半岛西部海域的火炮射击训练!

,

日起

在西部海域的联合反潜训练! 以及
*7

日启

动# 有 $超级% 核动力航母 $尼米兹% 号参

与的联合海上演练"

美高官赴韩
美韩 $关键决断% 和 $秃鹫% 联合军演

期间! 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吃紧! 一度引发爆

发战事忧虑" 近来局势略有缓解! 多名韩国

官员披露!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定

于
*1

日抵达韩国! 与韩国高官一同会商朝鲜

半岛局势"

韩国官员说! 戴维斯打算与韩国六方会

谈代表团团长林圣男会晤! 预计将 $继韩国

总统朴槿惠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后! 分享

他们对朝鲜半岛当前形势的评估%"

奥巴马和朴槿惠
5

日在美国白宫会晤!大

秀美韩团结" 双方表示!不会容忍来自朝鲜的

威胁和挑衅!呼吁朝鲜为恢复同国际社会接触

以及获取援助采取有意义的步骤"

!

据新华社电
"

美国核航母!尼米兹"号
#

月
$$

日抵达韩国釜山

土叙边境汽车炸弹爆炸
死亡人数升至 !"人

土耳其司法部长萨杜拉#埃尔金
#

月
$$

日证实$土耳其南部哈塔伊省靠近叙利亚

边境地区的雷伊汉勒市当天发生的两起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中$ 死亡人数已上升至
%&

人$受伤人数超过
$&&

人%

这是
#

月
$$

日拍摄的爆炸现场照片% 新华社
'()*

人们为什么反对日本修宪
近来!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

本右翼势力大肆鼓吹修宪! 妄图修改二战后

将日本引向和平发展道路的"和平宪法#$ 这

种倒行逆施的做法遭到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

的一致反对$人们担心!修宪有可能使日本偏

离和平发展的道路!再次走上战争的歧途$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

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和痛苦!同时

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 战后
"-

多年

来!日本奉行"和平宪法%!承诺永远放弃发动

战争这一国家主权!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和平与繁荣!也为日本人民带来了福祉$

但在日本右翼眼中!"和平宪法% 却是他

们摒弃战后国际秩序& 整饬军备以恢复战前

"荣光%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如何才能清除

这一障碍' 他们的答案就是修宪$

在自民党去年
%

月出台的修宪草案中!

核心内容是修改宪法第九条$ 这一条款共有

两项规定!第一项为(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

主权发动的战争& 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项为(为达到前项

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

认国家的交战权$

自民党的修宪草案删除了*永远放弃%中

的*永远%和*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

量%!将自卫队提升为*国防军%!并允许其行

使集体自卫权和在海外行使武力$

不过! 再高明的文字游戏也无法掩盖日

本右翼的险恶居心+++为保持战争力量松

绑!而此举也遭到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反对$

首先!不少政党反对修宪$在执政联盟的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看来! 宪法第九条在

实现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功不可没!

应当坚持)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认为!

第九条是日本不再成为侵略国家的国际承

诺!并宣称誓死捍卫第九条)社民党党首福岛

瑞穗说! 修改第九条就是让日本成为可以发

动战争的国家!假如在伊拉克战争前修宪!日

本就可以与美国一起杀害伊拉克人民$

其次! 日本知识和文化界人士同样反对

修宪$ 早在
,--%

年
"

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江健三郎等日本著名人士就发起成立了

"九条之会%组织!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捍卫

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 此后!日本各界和各

地相继成立"九条之会%!开展捍卫宪法活动$

第三!多数日本民众反对修宪$侵华日军

老兵神宫寺敬说! 安倍等政客根本不知道什

么是战争! 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应当向更多的

国民讲述战争的悲惨!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中学生中野说! 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防止过

去的错误重演!"和平宪法% 表明了日本国民

"不再发动战争%这一强烈愿望!应当继承$

第四!日本媒体也反对修宪$ 日本,每日

新闻-社论指出!如果在将自卫队升格为*国

防军%后废除*专守防卫%原则!并像*正常军

队%一样拥有攻击能力强大的武器!那将是重

大的战略调整! 势必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曾

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反对$

不独日本国内! 日本右翼的修宪图谋也

遭到国际社会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诚实地面对过

去!才能真实地拥有未来)韩国总统朴槿惠表

示!在不以正确的历史认知为前提的情况下!

很难面向未来改善韩日关系$美国,华盛顿邮

报-也质问(为何过去几十年来!德国能够诚

实面对历史并由此巩固自身在欧洲的地位!

一些日本人却如此难以承认事实'

历史事实证明! 日本过去对外侵略扩张

害人又害己! 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利己又利

人$ 如不能以史为鉴!彻底反省&清算和正视

历史!将永远走不出历史的阴影!非但无法赢

得邻国的信任!与邻国的关系也没有未来!日

本势必再次误入歧途$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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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和前外长韦拉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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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超级"核动力航母抵韩
参加两国在朝鲜半岛海域联合军演

!!!!!!

韩美联合司令部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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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确认! 美国海

军 $尼米兹% 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及其战斗群

当天抵达韩国! 参加韩美海军常规联合演练"

战斗群就位
韩联社援引韩美联合司令部提供的消息

报道! $尼米兹% 号航母当天抵达韩国东南

部釜山港! 预计停留两天! 参加韩美在朝鲜

半岛东部和南部海域举行的联合演练"

$尼米兹% 号航母排水量为
4-5

万吨! 是

世界最大型战船之一! 所属战斗群包括 $莫

姆森% 号和 $普雷布尔% 号导弹驱逐舰以及

$普林斯顿% 号导弹巡洋舰! 共有
,6

架飞机"

美韩军方当天邀请多名媒体记者登上

$尼米兹% 号航母参观" 战斗群指挥官怀特

说& $我们与韩国等伙伴保持联合作业能力

至关重要"%

怀特试图减轻外界尤其是朝鲜对航母赴

韩一事的猜测" 按他的说法! $尼米兹% 号

按照先前预定部署计划开赴亚洲! 是美韩军

方常规演练的一部分"

朝克制批评
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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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社批评美国不断把核战争手段引入

韩国! 以不惜任何代价给这块土地带来核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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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态相比! 朝鲜这次反应似乎有所克制"

朝鲜人民军西南前线司令部
5

日发表公

报! 谴责美韩继续举行针对朝鲜的军事训练!

表示如果敌方在西南海域挑衅性炮击! 朝鲜

将立即还击"

公报历数美韩 $关键决断% 和 $秃鹫 %

联合军演结束后的联合演练!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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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高官赴韩
美韩 $关键决断% 和 $秃鹫% 联合军演

期间! 朝鲜半岛局势急速吃紧! 一度引发爆

发战事忧虑" 近来局势略有缓解! 多名韩国

官员披露!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戴维斯定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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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抵达韩国! 与韩国高官一同会商朝鲜

半岛局势"

韩国官员说! 戴维斯打算与韩国六方会

谈代表团团长林圣男会晤! 预计将 $继韩国

总统朴槿惠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后! 分享

他们对朝鲜半岛当前形势的评估%"

奥巴马和朴槿惠
5

日在美国白宫会晤!大

秀美韩团结" 双方表示!不会容忍来自朝鲜的

威胁和挑衅!呼吁朝鲜为恢复同国际社会接触

以及获取援助采取有意义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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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叙边境汽车炸弹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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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司法部长萨杜拉#埃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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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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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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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什么反对日本修宪
近来! 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

本右翼势力大肆鼓吹修宪! 妄图修改二战后

将日本引向和平发展道路的*和平宪法%$ 这

种倒行逆施的做法遭到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

的一致反对$人们担心!修宪有可能使日本偏

离和平发展的道路!再次走上战争的歧途$

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

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莫大的伤害和痛苦!同时

也使日本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 战后
"-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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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这一国家主权!给日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

和平与繁荣!也为日本人民带来了福祉$

但在日本右翼眼中!*和平宪法% 却是他

们摒弃战后国际秩序& 整饬军备以恢复战前

*荣光%道路上的最大绊脚石$ 如何才能清除

这一障碍' 他们的答案就是修宪$

在自民党去年
%

月出台的修宪草案中!

核心内容是修改宪法第九条$ 这一条款共有

两项规定!第一项为(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

主权发动的战争& 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

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第二项为(为达到前项

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

认国家的交战权$

自民党的修宪草案删除了*永远放弃%中

的*永远%和*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

量%!将自卫队提升为*国防军%!并允许其行

使集体自卫权和在海外行使武力$

不过! 再高明的文字游戏也无法掩盖日

本右翼的险恶居心+++为保持战争力量松

绑!而此举也遭到了日本社会的普遍反对$

首先!不少政党反对修宪$在执政联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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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战后日本的和平与繁荣方面功不可没!

应当坚持)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认为!

第九条是日本不再成为侵略国家的国际承

诺!并宣称誓死捍卫第九条)社民党党首福岛

瑞穗说! 修改第九条就是让日本成为可以发

动战争的国家!假如在伊拉克战争前修宪!日

本就可以与美国一起杀害伊拉克人民$

其次! 日本知识和文化界人士同样反对

修宪$ 早在
,--%

年
"

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大江健三郎等日本著名人士就发起成立了

*九条之会%组织!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捍卫

宪法第九条!反对修宪$ 此后!日本各界和各

地相继成立*九条之会%!开展捍卫宪法活动$

第三!多数日本民众反对修宪$侵华日军

老兵神宫寺敬说! 安倍等政客根本不知道什

么是战争! 参加过战争的老兵应当向更多的

国民讲述战争的悲惨!共同维护*和平宪法%)

中学生中野说! 学习历史的意义在于防止过

去的错误重演!*和平宪法% 表明了日本国民

*不再发动战争%这一强烈愿望!应当继承$

第四!日本媒体也反对修宪$ 日本,每日

新闻-社论指出!如果在将自卫队升格为*国

防军%后废除*专守防卫%原则!并像*正常军

队%一样拥有攻击能力强大的武器!那将是重

大的战略调整! 势必遭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曾

经遭受日本侵略的亚洲国家的反对$

不独日本国内! 日本右翼的修宪图谋也

遭到国际社会反对$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

莹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只有诚实地面对过

去!才能真实地拥有未来)韩国总统朴槿惠表

示!在不以正确的历史认知为前提的情况下!

很难面向未来改善韩日关系$美国,华盛顿邮

报-也质问(为何过去几十年来!德国能够诚

实面对历史并由此巩固自身在欧洲的地位!

一些日本人却如此难以承认事实'

历史事实证明! 日本过去对外侵略扩张

害人又害己! 战后走和平发展道路利己又利

人$ 如不能以史为鉴!彻底反省&清算和正视

历史!将永远走不出历史的阴影!非但无法赢

得邻国的信任!与邻国的关系也没有未来!日

本势必再次误入歧途$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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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举行议会选举
据新华社电 保加利亚

2

月
!,

日举行第

%,

届国民议会选举!选举产生议会
,%-

个议

席"

从当地时间
.

时开始! 选民陆续来到投

票站投票" 本次选举共有注册选民
"#"/#

万

人!在国内外共设立上万个投票站"投票将于

当晚
#

时结束"

本次选举共有
0#

个政党和
.

个政党联

盟注册参选! 竞选议员的候选人达
#!%#

人!

角逐议会
,%-

个议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