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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华义）日本政府 15 日在
东京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明仁天皇在发言中提及
对战争的“深刻反省”，而首相安倍晋三的讲话中则依然没
有出现历届首相有关战争“加害”和“深刻反省”的表述。

今年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1周年，日本政府在东京
武道馆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日本天皇和皇后、安
倍以及战争遗属代表等约6600人出席。

明仁天皇在致辞中提及对战争“深刻反省”，并祈愿今
后不再发生战争悲剧。这是明仁天皇自 2015 年来连续第
二年提及“深刻反省”。

安倍则在致辞中强调了日本不战的决心。但是对于历
代日本首相有关战争“加害”和“深刻反省”的表述，安倍在
致辞中完全没有提及。这是安倍第二次担任日本首相以来
连续第四年在纪念仪式上不谈“加害”和“反省”。

安倍当天没有参拜靖国神社，而是委托自民党总裁
特别辅佐西村康稔，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献
上了“玉串料”（祭祀费）。15 日上午安倍还前往“千鸟
渊战殁者墓苑”献花。当天多名国会议员前往靖国神
社参拜。

天皇首相态度大不同

日本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

新华社仰光 8 月 15 日电（记者庄北宁）应中国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邀请，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将于
8 月 17 日至 21 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缅甸民盟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执委吴温腾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相
信这次访问将促进两国、两党关系进一步发展。

吴温腾说：“昂山素季曾经访问中国，当时是以党主席
身份访问的，并非政府领导。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
近平会见昂山素季，对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党给予尊重。双
方的目的相同，作为邻国，要亲密友好地交往。这次成功访
问，对两国、两党的友好关系发展起到很大促进作用。”

他说，昂山素季将再次访问中国。在访问之前，中国共
产党代表团来访，交流看法，这是对缅方的尊重，对两国、两
党关系都非常有好处。“我相信，两国关系、两党关系将更进
一步，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

昂山素季领导的民盟赢得 2015 年 11 月 8 日举行的全
国选举。今年 4 月 1 日，民盟领导的缅甸新政府正式执
政。4 月 5 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访问缅甸，成为缅甸新政
府成立后第一个访缅的外长。

中国将是昂山素季作为国务资政兼外长访问的第一个
东盟成员国以外的国家。

缅甸官员：

昂山素季访华将促进
缅中关系进一步发展

利比亚情报部门近日向意大
利发出警告，意大利米兰地区可
能盘踞着一个与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保持联系的极端团伙。

意大利媒体14日报道，利比
亚政府军本周攻占了东部城市苏
尔特的一个“伊斯兰国”据点后，
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一情
报。利比亚当局随后向意大利方
面通报了此事。

报道称，这个活动于意大利
米兰地区的极端团伙据信与“伊
斯兰国”指挥官阿布·纳齐姆保持
联系。纳齐姆现年47岁，来自突

尼斯，20 多岁时曾在意大利生
活，先后赴阿富汗、叙利亚等国，
后来成为“伊斯兰国”在利比亚境
内的一名指挥官。

据了解，纳齐姆的真名是穆
兹·本·阿卜杜勒－卡德尔·费扎
尼，1989 年初抵意大利，随后涉
嫌传播极端思想以及为武装组
织招募人手，1997 年从当局监
控中“消失”，后来在巴基斯坦等
国现身，据信一度想要加入乌萨
马·本·拉丹的“基地”组织。

美军2001年逮捕纳齐姆，将
他关押在阿富汗巴格拉姆空军基

地监狱，2009年将他移交给意大利
当局。

纳齐姆2012年获释，被意大利
驱逐出境，返回突尼斯。尽管他次
年被突尼斯当局定罪，但那时他早
已前往叙利亚战场。自 2014 年以
来，他一直担任“伊斯兰国”派驻利
比亚港口城市塞卜拉泰的指挥官。

突尼斯最大的博物馆巴尔杜博
物馆 2015 年 3 月遇袭，包括 21 名
外国游客在内的 24 人丧生、超过
40 人受伤。这桩血案震惊世界，重
创突尼斯旅游业。“伊斯兰国”随后
宣称制造了那次袭击。纳齐姆据信

与此案有牵连，受到突尼斯当局的
通缉。

不少人担忧，利比亚政府军本周
攻下苏尔特的“伊斯兰国”据点后，从
苏尔特四散逃跑的“伊斯兰国”武装
人员可能设法横跨地中海，混入意大
利发动“独狼”式恐怖袭击。

眼下意大利当局已经高度戒
备。意大利内政部长安杰利诺·阿
尔法诺近期多次下令，将涉嫌同情
极端组织的人士驱逐出境。

阿尔法诺13日宣布，他已经下
令驱逐了普利亚区安德里亚一座清
真寺的阿訇胡斯尼·哈希米·本·哈

希姆。现年 49 岁的哈希姆是突尼
斯人，先前已经洗清了为武装组织
招募人员的嫌疑，但是阿尔法诺仍
然决定将他驱逐出境。

意大利当局眼下对涉恐情形采
取“零容忍”政策，一旦发现可疑人
物便果断驱逐。据阿尔法诺介绍，
自 2015 年年初以来，他已下达 109
次驱逐令，其中2016年截至目前已
有43次。

阿尔法诺强调有必要采取这类
措施，认为这将有效减小意大利遭
遇恐怖袭击的可能性。

新华社专特稿

意大利高度戒备

IS 团伙或潜伏米兰

8 月 15 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安全人员在爆炸现场勘
查。阿富汗内政部 15 日证实，美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附近当天上
午发生一起炸弹袭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受伤。

新华社发

提起蚊子，大概没有谁不讨厌它们。但是在俄罗斯小
镇别列兹尼基，却有一个为期三天的蚊子节。

虽然这个节日源于一个玩笑，但是自 2013 年以来，人
们每年一次聚在这里，把自己装扮成“蚊子”举行“蚊子大游
行”；比赛单位时间里谁能抓到数量最多的蚊子；举行“蚊子
腿”大赛，看谁的双腿像蚊子腿那样“又细又长”，等等。蚊
子节上最离奇的一项比赛是，看20分钟时间里谁被蚊子叮
咬次数最多。

注意，这项赛事只准女性参加，她们须穿着短裙待在户
外，任由蚊子叮咬。包括一名医生在内的专家评审团将检
查参赛选手的身体，确认被蚊子叮咬的包的数量。冠军可
获得“最可口女孩”称号。

据美联社报道，12 日至 14 日，今年的俄罗斯蚊子节如
期举行，9 岁女孩伊琳娜·伊柳欣娜以 43 个蚊子包的“战
绩”夺得“最可口女孩”头衔。不过，这个成绩比起 2013 年
时可“差多了”，那一年的冠军被咬了 100 个包。这或许跟
今年又热又干的天气致使蚊子数量减少有关。主办方说，
今年他们还不得不取消了抓蚊子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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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蚊子节

挨得咬才能拿冠军

你觉得锻炼对健康的作用有多大？
德国研究人员发现，那些认为运动有益
健康的人能更多从运动中获益。

弗赖堡大学的亨德里克·莫茨邀请
了 76 名年龄在 18 岁到 32 岁的志愿者
前往实验室，让他们骑半小时健身自行
车。骑车之前，莫茨把志愿者分成若干
组，让他们观看有关锻炼的宣传片：有的
宣传片讲的是健身的好处，有的则没有。

然后，莫茨询问志愿者是否相信锻
炼的益处，还让他们填写调查问卷，描述
锻炼前后情绪，同时接受脑电波检查。
结果显示，在骑车前对健身抱有积极想
法的人更享受骑车过程，情绪改善更明
显，更不易焦虑，在精神层面也更加放
松。莫茨说，这一结果也适用于跑步、游
泳或速度滑雪等运动。

“信仰与期待能产生长远效果，比如
影响我们运动的动力，决定我们下次是
窝在家里沙发上还是站起来出去跑步。”
相关研究报告发表于《行为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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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运动
才能更好运动

新华社首尔 8 月 15 日电 近 5000 名韩国民众 14 日晚
在首尔举行大规模抗议集会，反对韩国政府决定部署“萨
德”系统。韩国民众挥舞着“誓死反对‘萨德’”“要和平，不
要‘萨德’”等标语，要求立即撤销部署决定。集会主办方表
示，部署“萨德”只会带来核对抗和军备竞赛，威胁到韩国和
平与安保。

韩国民众再度大规模集会
反对部署“萨德”

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 14
日说，参加里约奥运会的美国
泳坛名将瑞安·罗切特及 3 名
队友当天凌晨遭遇劫匪，钱和
随身物品被抢，所幸无人受
伤。

美联社报道，13 日晚游泳
比赛结束后，罗切特和 3 名队
友在法国代表团位于里约南部
罗德里古－迪弗雷塔的驻地参
加聚会，14 日凌晨乘出租车返
回奥运村途中遭遇劫匪。美国

奥委会发言人桑达斯基在声明
中说，“他们乘坐的出租车被几
名伪装成警察的人拦下，向他
们索要钱财和个人物品”，“4
名运动员都很安全”。桑达斯
基告诉美联社记者，劫匪抢走
了现金和信用卡，奥运奖牌没
有丢失。

罗切特赢得过 12 块奥运
奖牌，里约奥运会中他参加
两项赛事并在 4×200 米自由
泳接力中斩获金牌。罗切特

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这
些 人 截 停 出 租 车 ，拿 着 警
徽”，“他们掏出手枪，要求其
他队员下车、趴在地上。而
我拒绝了，我觉得我们没做
错 什 么 ，所 以 没 有 趴 在 地
上 。 然 后 有 一 个 人 掏 出 手
枪，扳下阻铁，拿枪指着我的
脑 袋 说 ：‘ 趴 下 。’我 举 起 双
手，他抢走我的钱，留下手机
和证件 ”。国际奥委会一名
发言人起初说，关于抢劫的

报道“完全不真实”，稍后予以
更正，说原因是美国奥委会提
供的初步消息有误。就抢劫事
件，巴西体育部长皮齐亚尼说，
这些美国运动员“在不恰当的
时候出现在比赛场地以外”，而
比赛场地及奥运村没有类似问
题。犯罪是里约奥运会运动员
和游客最担心的问题之一，巴
西部署了 8.5 万名警察和士兵
在奥运会期间维持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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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游泳名将

里约遭劫匪用枪指头抢劫

8月15日，在印度塞康德拉巴德，戴
着印度国旗颜色手环的学生们参加独立
日庆祝活动。

当天，印度多地举行活动庆祝独立
日。1947 年 8 月 15 日，印度摆脱英国殖
民统治，取得独立。

新华社／法新

人的一生中难免犯错。当你发觉自
己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时，会不会悔不当
初？英国一项针对成年人的调查显示，
英国人平均一生中要犯 6 个重大错误，
并会为其中 4 个悔恨终生。据英国《太
阳报》报道，在“错误排行榜”上，理财上
的失误是最常见的，其次是“入错行”，排
在第三位的是与亲人发生争吵乃至“老
死不相往来”。调查还显示，英国人在
28 岁时最可能犯下“致命错误”，这个错
误带来的影响平均持续 12 年。调查还
显示，尽管犯过错，但英国人认为自己一
生中至少做对了13件事，排在前三位的
依次是要小孩、找到挚友、结婚。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人平均要犯
6个重大错误

人一生要犯多少错？

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
市警方 13 日在执法过程中开
枪打死一名可疑男子，引发民
众抗议。

愤怒的人群向警方投掷
砖块和石头，焚烧加油站和
商店，甚至在抗议活动中开
枪。美国当局呼吁民众保持
冷静。

引发抗议
密尔沃基市当局说，13 日

下午，两名警察在该市北部注
意到一名可疑男子，随即要求
他停车接受检查。这名 23 岁
男子停车后开始逃跑，警方随
即展开追捕。

追捕过程中，一名警察朝
此人射击，导致他当场死亡；车
上另一人被拘捕。事发时，死
者身上携带一把装有子弹的手
枪。

密尔沃基市市长汤姆·巴
雷特说，警察曾要求这名嫌疑
人放下手枪，但对方没有理
会。随后，警察向他开了数
枪。初步调查显示，死者携带
的手枪在今年 3 月一起盗窃案
中失窃。

警方没有透露死者是否曾
开枪或瞄准警方，也没有公布
死者的姓名和种族。据路透社
报道，事件发生区域居民大多
为非洲裔。

被警察射杀的男子先前没
有被捕记录。涉案警察正在接
受调查。

得 知 这 起 事 件 后 ，大 约
200 名民众 13 日晚在事发区
域投掷石块抗议，还点燃警车、
焚烧加油站和商店，包括一家
汽车零部件商店和至少其他 3
家商店。

当局说，至少两辆警车窗
户被抗议者打碎，一名坐在车

内的警察头部被砖头砸中。此
外，抗议者多次开枪，使消防部
门一度无法进入加油站起火现
场灭火。

市长巴雷特呼吁人们冷
静，“很多非常、非常好的人居
住在这个区域⋯⋯（他们）不能
接受这一暴力事件”。

矛盾仍存
市议会主席阿尚蒂·汉密

尔顿 13 日说：“我们理解人们
对全国警察感到失望。我们要
追求公正，但也要恢复这些地
区的秩序。”

当 地 官 员 哈 利 夫·雷 尼
说，这是“警告的呐喊”，密尔
沃基市的非洲裔居民对生活
在压迫下感到厌倦，“没人可
以否认密尔沃基市存在种族
歧视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得到
改正”。

按雷尼的说法，密尔沃基已
经成为全美非洲裔美国人“最差
居住地”。

在距 13 日警察开枪地点数
个街区外，12 日和 13 日分别发
生 两 起 枪 击 事 件 ，造 成 5 人 死
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暴力的
24 小 时 ，”市 警 察 局 副 局 长 比
尔·杰瑟普告诉《密尔沃基哨兵
报》。

截至 14 日凌晨 1 时，警方已
经逮捕至少 3 名涉嫌在抗议中参
与暴力活动的人。凌晨 2 时左
右，警方说他们正恢复抗议地区
秩序，并撤出警员。但当地媒体
报道称，就在警方作出这番表态
前数分钟，一家售酒商店正冒着
熊熊大火。

2014 年以来，美国因白人
警察滥用暴力致非洲裔平民死
亡，多次引发抗议示威乃至骚
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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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区域居民大多为非洲裔

美警方击毙男子 引发民众抗议

8月15日凌晨，在美国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乘客在一
号航站楼等待安检重新开放。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部分航站楼 14 日晚因发生疑似
枪击事件而紧急疏散人员，航班大面积延误或取消。

新华社发

日本共同社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以
108 家日本国内主要企业为对象的问卷
调查结果显示，其中60家企业预测年底
经济“将止步”，占比56％；9家企业预测

“将缓慢衰退”。至于停滞或衰退原因，
44 家企业提到个人消费增长迟缓，以及
对英国“脱欧”、日元升值感到担忧等。
围绕对首相安倍晋三政府经济刺激政策
的期待，44 家企业选择“制度改革”，占
比 41％。日本内阁府 15 日公布的数据
显示，日本2016年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
总值（GDP）年增长率为 0.2％，低于预
期。 新华社微特稿

超半数日企预测
年底经济停滞

阿富汗：

美国使馆附近发生爆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