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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记
者温馨、许可）针对日本政府正式
决定以海洋排放方式处置福岛核
电站事故核废水，外交部发言人赵
立坚 14 日说，海洋不是日本的垃
圾桶，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水
道。日方应重新审视福岛核电站核
废水处置问题，在同各利益攸关国
家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并
达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启动排海。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日本政府 13 日正式决定以海洋排
放方式处置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
水，韩国方面就此召见日本驻韩大
使，表示严正抗议。俄罗斯也表示严
重关切，称日方应展现透明和责任
感。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日方应在
充分履行国家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
确保任何排放的绝对安全。但我们
注意到，日本个别官员表示“这些水
喝了也没事”。美方还感谢日方保持
透明的努力。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说，日本媒体称，日方排
海工作预计两年后开始，将持续 30
年，拟排放核废水超过百万吨，排放
数量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涉及地域
之广、风险等级之高前所未有。“这里
我提出三个问题，希望日方回答。”
　　第一，日方真的听到了国内外
的质疑和担忧吗？日本执政党一些
议员表示，核废水应长期储存而非
一排了之，现在做决定欠缺考虑。日
本渔业协会发表抗议声明称，政府
决定将给渔业带来沉重打击，“绝对
无法接受”。日本东京、福岛等多地
13 日发生抗议游行，当地民众打出

“海洋在哭泣，鱼类在哭泣，地球在
哭泣”等标语。
　　赵立坚说，除中国、韩国、俄罗
斯、欧盟外，311 个环保团体向日方
表示坚决反对。绿色和平日本办公
室气候与能源项目主任称，尽管日
本有技术、有条件建更多储存罐，却
选择把核废水倾入太平洋。日方决
定无视生态环境，完全是不正义的。
　　第二，日方此举真的符合国际法
吗？日方决定将开创严重核事故处理
后废水向海洋排放的先例。日本是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约国，应当知
道公约有关规定。根据公约，各国应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
控制范围内的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
污染，不致扩大到行使主权权利的区
域之外。但由于洋流、量级、洄游鱼类
等因素，日本核废水排海将不可避免
地造成跨境影响。根据《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核
安全公约》等，日本还需承担通知并

充分协商环评监测、采取预防措施确保危险最小化、保障
信息透明等国际义务，日方承担这些义务了吗？
　　“有人说，日方作出决定征得了美方的‘许可’。我
要强调的是，美国的‘许可’不等于国际社会的许可。美
国居然还对日方表示了‘感谢’。”赵立坚说，既然美方
重视环境问题，就应该负起责任，从维护海洋环境和人
类健康安全出发，敦促日方以诚实、科学、负责任的态
度，慎重对待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废水处置问题，而不是
不分是非、不讲原则，采取双重标准。
　　第三，日方拟排放的核废水真的符合国际标准吗？国
际原子能机构专家组评估报告明确指出，福岛核电站现
有经过处理的含氚废水中仍含有其他放射性核素。据东
京电力公司统计，核废水中共含有 62 种放射性核素。
2018 年 8 月，环保人士经过分析东京电力公司发布的数
据发现，处理后的核废水远远不止残留氚。其中，2017 年
度的核废水中有 60 次碘 129 严重超标，核废水中还存
在锶 90 严重超标的问题。据媒体报道，加拿大已经在其
西海岸的三文鱼身上检测到放射性元素。在美国夏威夷
海域，放射物含量的水平已经达到先前的两倍。有关迹象
都表明，日本福岛核污染可能已经扩散到北美地区。
　　“海洋不是日本的垃圾桶，太平洋也不是日本的下
水道。日方处理核废水，不应让全世界买单。至于日本个
别官员称‘这些水喝了也没事’，那请他喝了再说。”赵立
坚说，日本水俣病殷鉴不远，当地受害民众的伤痛还未
抚平。日方不应忘却历史悲剧，更不应揣着明白装糊涂。
　　赵立坚说，中方强烈敦促日方认清自身责任，秉持
科学态度，履行国际义务，对国际社会、周边国家以及
本国国民的严重关切作出应有回应。日方应重新审视
福岛核电站核废水处置问题，在同各利益攸关国家和
国际原子能机构充分协商并达成一致前，不得擅自启
动排海。中方保留进一步作出反应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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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首尔 4 月 14 日电（记者陆睿、杜白羽）韩国总
统文在寅 14 日就日本决定将福岛第一核电站核废水排
放入海一事，向日本驻韩国大使相星孝一表达韩方忧虑。
　　当天，相星孝一在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向文在寅递交
国书。在随后的会谈中，文在寅作上述表态。据青瓦台发
言人康珉硕发布的消息，文在寅在会谈中表示，韩国与
日本地理位置邻近，韩国对日本决定将核废水排放入海
深感忧虑，希望相星孝一向日本政府转达韩方立场。
　　日本政府 13 日召开有关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将
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废水经过滤并稀释后排入
大海，排放将于约 2 年后开始。韩国政府 13 日对日本
决定将福岛核电站核污水排入大海深表遗憾。同日，韩
国外交部召见相星孝一，就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核
废水排放入海一事提出严正抗议。

就核废水排放入海

文在寅“深感忧虑”

　 　“ 我 无 法 呼
吸。”美国非洲裔男
子弗洛伊德去年遭
白人警察“跪杀”时
泣 血 的 最 后 一 句
话，也是美国少数
族裔民众真实生活
的缩影。最近几天
在美国媒体持续发
酵 的 还 有 另 一 件
事——— 白人警察殴
打了正常驾驶还身
穿制服的黑人军官
纳扎里奥。被喷了
辣椒水后同样呼吸
困难的纳扎里奥也
替民众发出了灵魂
拷问：“我做什么了
要被这样对待？”
　　如今，弗洛伊
德案正在审理，纳
扎里奥也聘请律师
对涉事警察提出控
告，所控罪行除了
暴力执法，还有种
族歧视。尽管“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席卷全
美，但产生的实际影响仍然有限。有人说如果
纳扎里奥不是穿着制服，他很可能成为另一
个命丧白人警察之手的冤魂。用美国学者托
马斯·索维尔的话说，“肤色在决定美国人的
命运方面，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种族主义根植于美国基因中。早在殖民
地时期，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获得了
政治、社会等领域的优势地位后，便开始在当
今美国这片土地上系统性推行基于白人至上
主义的政策，对印第安原住民进行种族清洗
和屠杀，犯下罄竹难书的反人类罪和种族灭
绝罪行。从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到美国南北战
争数百年间，大量非洲奴隶被劳役虐待致死，
针对非洲裔的种族隔离制度直到 20 世纪中
期后才逐步废止。在美国立国及发展过程中，
对亚洲劳工移民的排斥与歧视同样严重，臭
名昭著的《排华法案》即是例证。西班牙《国家
报》刊文指出，美国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种族
主义的历史，种族主义“将美国国旗的条纹变
成裂痕，将星星变成坑洼”。
　　美国的种族主义是历史和现实问题，也是
结构性问题。对少数族裔民众的歧视、压榨、迫
害等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种族主义之
癌”已经深入骨髓。执法机构针对少数种族的暴
力执法、街头拦截检查已成常态，大型企业机构
针对少数种族的就业歧视、晋升歧视、薪酬歧视
已成潜规则，金融机构和房产中介通过合谋的
方式维持种族居住隔离已成传统……正是由
于社会制度的内在支撑与国家机构的不作为，
使得少数种族遭受全方位歧视。
　　随着新冠疫情暴发蔓延，美国亚裔人群成
为新一轮种族主义暴力的受害者——— 针对亚
裔的仇恨犯罪从去年 3 月以来增长了 150%。
而今，“停止仇恨亚裔”已成为继“黑人的命也
是命”之后新一轮反种族歧视运动的口号。
　　美国副总统哈里斯曾说：“我们必须继续
致力于打击种族主义及歧视行为。”令人遗憾
的是，美国在治理种族主义方面始终收效甚
微。近年来，美国白人至上主义势力日益膨
胀，并走向极端化和暴力化。更令人忧虑的
是，种族主义极端分子正在形成组织，出现法
西斯化和国际化的雏形。
　　今年 3 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 46 次会议
期间，116 个国家的代表和有关国际机构对美
国人权状况进行评议，对美国提出了 347 条人
权改进意见。不少国家呼吁美国切实解决种族
主义、种族歧视、警察暴力等问题，严厉打击针
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和仇恨暴力行为。美国民权
联盟人权项目负责人贾米勒·达瓦尔说，一个
又一个国家呼吁并敦促美国采取严肃措施解
决结构性种族主义问题，“这并不令人惊讶”。
　　美国宣称的所谓种族“大熔炉”早已崩塌，
不同种族间的包容性丧失殆尽，社会生活稍有
风吹草动就可能酿成极端种族主义祸端。“我
无法呼吸”，这是弗洛伊德们对美国历史和现
实的悲鸣。  新华社洛杉矶 4 月 1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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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东京 4 月 14 日电（记者王子
江）东京奥运会 14 日进入最后 100 天冲
刺，但新冠疫情再次卷土重来，从中央到地
方显示出对抗疫深深的无力感；测试赛上
演狗血剧情，取消与推迟轮番上演；火炬接
力顺利进行了 19 天后，在大阪遇到重大
挫折。倒计时 100 天不是纪念日，倒像是
为日本各方设置的叫醒钟。
　　日本政府的心思最近似乎一点都没有
用在奥运会上，首相菅义伟在积极准备 16
日的访美，走前还召开内阁会议，正式决定
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上百万吨核废水排入大
海。最迫在眉睫的抗疫问题，却实行了保守
治疗，暴露了各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一筹
莫展。
　　但病毒并不会因为奥运的到来延缓扩
散的速度。全日本疫情恶化速度加快，东京
都的确诊病例连续超过 500 例，大阪府

13 日的确诊病例竟然达到了创纪录的 1099
例。从 4 月 8 日开始，大阪府、东京都、京都
府和冲绳县先后宣布采取“蔓延防止等重点
措施”，相当于半紧急状态。
　　 3 月 25 日开始的火炬接力原本比较顺
利，在各地受到热情欢迎，但很多地方观众过
分拥挤，先前制定的防疫对策形同虚设，也引
发了担忧。大阪地区疫情恶化后，大阪当地政
府不断呼吁取消火炬接力，迫于压力，东京奥
组委与大阪达成妥协，同意接力在市内公园
闭门举行。大阪原本计划借火炬传递在 14
日举行倒计时 100 天庆祝活动，但活动显然
已无法按计划进行。
　　也正是因为疫情的恶化，国际泳联 4 月
初单方面宣布取消原计划上周开始的三项测
试赛，理由是日本方面防疫不力，置参赛方于
感染的风险之下，另外日本驻外使馆对海外
运动员的签证态度消极。国际泳联的决定让

东京奥组委非常愤怒，他们提出书面抗议，
最后经过协商，跳水和花游比赛仍然进行，
只不过都推迟到 5 月。
　　东京奥运会测试赛原计划 3 月 4 日重
启，一拖再拖，到目前为止除了轮椅橄榄球
闭门测试，一项有分量的测试赛都没举行。
　　本月底，东京奥组委将对奥运会国内
观众入场数量问题拿出最后方案，在疫情
压力下，这个决定将非常困难，决定之后涉
及的退票问题、门票分配问题同样棘手。当
然，最艰难的情况才考验决策者的智慧，毕
竟不是任何问题都能像福岛的核废水一
样，实在没辙了就一倒了之的。
　　日本的疫苗接种计划同样不靠谱，4
月 12 日刚开始 65 岁以上老年人的接种，
有报道称，东京都即使加足马力，每天最多
只能给 7 万人接种，而东京的人口有 1400
万，这还需要考虑疫苗数量严重不足的现

实情况，因为日本所有的疫苗都需要进口。
　　倒计时 100 天到来之际，共同社公布了
每月一次的民意调查结果，仍然有超过 70%
的受访者认为奥运会应当取消或者再次推
迟，这是疫情发生后，日本最为稳定的一个统
计数字。回首 2013 年东京向国际奥委会提
出申办 2020 年奥运会时，《读卖新闻》的民
调显示，支持奥运会的比例高达 83%。
　　东京奥组委和东京都政府 14 日为纪念
倒计时 100 天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高尾山山
顶竖立了一座五环标志，二是在市政厅设置
了奥运会和残奥会吉祥物的雕像。非常时期，
这两件事情并不能给人们增添更多信心。举
办奥运会，考验的是一个政府的综合能力，当
前形势下就是抗疫能力，同时也考验一个国
家的人民的素质，总不能在顺境中就支持奥
运，遇到困难了就反对奥运。
　　只剩 100 天了，东京奥运加油！

疫情卷土重来，奥运倒计时 100 天“叫醒”东京

　　新华社北京 4 月 14 日电美国拜登政府
就任后多次表态要将人权置于其外交政策的
中心位置。不少国际政治分析人士对此的解
读是，美国的“自由干涉主义”外交又回来了。
　　美国多年来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
号，无视《联合国宪章》尊重国家主权和不干
涉内政原则，以武力优势对别国大打出手，以
秘密手段对别国实施政权更迭，以金融霸权
对别国制裁禁运，这些近乎成瘾的恶习引发
他国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借口人权发动战争

　　 1999 年 3 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
打着“避免人道主义灾难”的旗号，公然绕过
联合国安理会，对当时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
国进行了 78 天的持续轰炸，造成 2000 多名
无辜平民丧生、6000 多人受伤、近 100 万人
流离失所、200 多万人失去生活来源。北约
军队还有意识地针对南联盟的基础设施进行
定点打击以消除其抵抗决心。据塞尔维亚经
济学家估计，轰炸造成的经济损失总额约为
296 亿美元。轰炸造成大量桥梁、公路、铁路
以及 2.5 万户家庭、176 处文化古迹、69 所
学校、19 家医院和 20 个保健中心受损，150
万名儿童无法上学。此外，北约军队至少使用
了 3.1 万枚贫铀弹，导致该地区癌症和白血
病发病率激增，并对当地和整个欧洲的生态
环境产生长期的灾难性影响。
　　 2011 年，美国及其盟友又以利比亚平
民将面临卡扎菲的“屠杀”为由在所谓“保护
责任”的名义下对利比亚实施军事干预。但研

究显示，正是这场“人道主义干预”最终带
来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得克萨斯
大学奥斯汀分校副教授阿兰·库珀曼此前
在《外交》杂志撰文说，在北约干预之时，利
比亚内战已接近结束，当时有约 1000 人
身亡，而在北约干预后至少造成了额外 1
万人身亡，北约的干预将暴力致死人数增
加了 10 倍。北约干预之后，利比亚长期处
于动荡之中，经济社会崩溃，军阀部族混
战，极端主义滋生，所引发的难民和非法移
民问题到头来让西方社会自食其果。

随意更迭别国政权

　　对别国实施政权更迭是美国的“老本
行”。在 1801 年至 1805 年的第一次巴巴
里战争中，美国首次试图对外国敌对政府
实施政权更迭，时任总统杰斐逊授权美国
驻突尼斯领事威廉·伊顿与的黎波里领导
人的流亡兄弟密谋推翻的黎波里政权。
1953 年，美国与英国情报机构在伊朗策动
政变推翻了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
台，继而扶植巴列维国王上台，不过这一看
似成功的政变最终引发了 1979 年伊朗的
反美革命。
　　除了敌对政府，美国甚至还对自己的
盟友实施政权更迭，比如美国政府在 1963
年批准并策划了针对当时南越领导人吴庭
艳的政变。当然，此次政变未能实现美方所
希望的南越稳定，也没能挽救美国在越南
战争中的失败。
　　此外，美国在冷战初期还秘密干预法
国、意大利选举以确保右翼亲美势力当政。
　　美国波士顿学院副教授琳赛·奥罗克
在其《隐蔽的政权更迭：美国的秘密冷战》
一书中说，1947 年至 1989 年间美国共实

施了 64 次隐蔽的政权更迭行动以及 6 次
公开行动。政权更迭也不仅仅是美国在冷
战时期的政策产物。冷战结束后，美国还对
海地、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委
内瑞拉等国采取政权更迭行动，而这些国
家无一例外陷入政局动荡之中。

制裁封锁毫无人性

　　美国凭借其金融霸权对数十个国家实
施制裁或禁运。美国财政部网站信息显示，
美国目前有多达 35 种制裁项目。另据美国

《大西洋月刊》网站报道，2014 年，美国共
对全球约 6000 个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这
一数字在 2019 年进一步升至约 8000 个。
　　美国长期以来对古巴、伊朗、叙利亚等
国以各种理由实施大规模制裁、禁运，造成
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在新冠疫情全球蔓
延、威胁人类生命与健康福祉的重要时刻，
美国却将针对多国的单边制裁频频加码，
导致被制裁国家难以及时获得抗疫所需的
医疗物资。
　　美国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教授乔伊·戈
登在《看不见的战争：美国和伊拉克制裁》
一书中披露了 1990 年至 2003 年间由美
国主导实施的对伊拉克极为严苛的制裁与
封锁。戈登说，美国在这场制裁中经常不顾
联合国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以及联合国相关
机构的反对，单方面决定制裁的性质和程
度，造成伊拉克食品和药品严重短缺，最终
导致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后果。诸多研究显
示，制裁期间有至少 50 万伊拉克 5 岁以
下儿童死亡，而若非制裁，他们的死亡本可
避免。颇为讽刺的是，这场制裁最终以美国
发动造成更大人道主义灾难的伊拉克战争
而终结。

干涉主义贻害世界
美国侵犯人权五宗罪之四

  4 月 13 日，一名女子观看美国华盛顿国家广场草坪上摆放的白色绢花。
  当日，四万束白色绢花被摆放在国会大厦与华盛顿纪念碑之间的国家广场草坪上，以纪念在全美枪击事件中丧生的人们。据美国媒体
报道，2020 年美国造成四人及以上伤亡的严重枪击案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较 2019 年激增 47%。同时，美国枪支销售数量也突破历史纪录，
民众对公共安全担忧加剧。                                      新华社记者刘杰摄

华盛顿：四万绢花纪念枪击遇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