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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0月25日至
27日访华。中日在政治、经济、安全、人
文交流等领域达成一系列共识。日本
专家学者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了“协调
合作”的新阶段，两国将共同为维护亚
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新贡献。

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新支柱

务实合作是中日关系的“压舱石”
和“推进器”。访问期间，双方签署了政
治、创新、金融、海关、体育等领域10余
项政府间合作协议。

日本爱知大学教授高桥五郎对记
者说，安倍此番访华可以说为“日中新
时代关系”奠定了基础。双方不仅确认
两国关系已重回正常轨道，还在金融、
人工智能、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达成广泛合作意向。

日本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铃木隆对
记者说，日本将更加积极地参与中国的
新一轮改革开放，日本企业可以更大力
度地在城市交通、环保、少子老龄化、医
疗等领域提供技术和经验。这既可以为
日本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机会，也有助于
提高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实现双赢。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对记
者说，中国市场对日本企业具有魅力，

所以这次有约500名日本经济界人士
陪同安倍访华。这次双方达成了很多
合作意向，这对日本经济界而言是好
事。以养老产业为例，中国老龄化速度
越来越快，中国需要养老产业的经验、
技术，日本在这方面走在前面。这种合
作是大势所趋。

在安倍访华期间举行的首届中日
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上，中日就着力将
第三方市场合作打造成双方务实合作
的新支柱达成共识。两国地方政府、金
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
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

前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东京大学教
授小原雅博对记者说，亚洲地区存在巨
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日中合作回应
这种需求，推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将
极大促进亚洲经济发展，同时也有助于
亚洲的稳定和日中两国的经济繁荣。

铃木隆说，日本和中国携手援助周边
地区，共同促进这些地区稳定和发展值得
肯定。这种合作模式本身对双方而言都
是一种新体验，可以形成互补、彼此借鉴，
并开拓出新市场，使双方获得经济利益。

共同维护多边自由贸易体制

安倍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当

前国际形势下，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反
对保护主义，加速推进中日韩自贸区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谈判，以实
际行动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小原雅博指出，中国和日本作为世
界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坚持自由贸易
并开展合作对维持世界经济稳定与可
持续发展而言极其重要。两国应该起
到带头作用，推动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合
作，建立日中韩自贸协定、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努力使其成为
体现自由、公平贸易的地区合作框架。

日本学习院女子大学副教授金野纯
对记者说，当下反全球化思潮和单边主
义抬头，日中在此背景下共同开拓第三
方市场，推进多边经济合作具有重要意
义。日本和中国带头通过这些项目推动
经济全球化，就是以实际行动对抗单边
主义，对维护自由贸易体制至关重要。

进入“协调合作”新阶段

安倍在访问期间表示，很高兴能在
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一重
要时间节点正式访华。希望通过此访，
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
系新时代。

小原雅博说，日中关系稳定、共同

发展经济符合日本力求实现和平与繁
荣的国家利益。对中国而言，改善对日
关系在当下的国际形势下也具有重要
的战略意义和重大的经济意义。安倍
首相访华及其成果，可谓符合彼此的利
益。双方不断改善双边关系的努力也
有助于实现亚洲繁荣。

他还说，日中要进行“协调合作”，
而不是“竞争”。双方可以通过“协调合
作”实现优势互补、相互借鉴，这也有助
于培养双方的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
这种“新时代”是日中关系所需要，也是
亚洲各国所期盼的。

日本佳能全球战略研究所研究主
任濑口清之对记者说，日中关系的新时
代和双赢协调合作关系来之不易，希望
双方通过每年定期的首脑互访等保持
紧密的政府间意见沟通，加深相互理解
和信赖。同时，希望双方推动观光旅
游、学生交流等民间交流，促进民间层
面的相互理解。

铃木隆说，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条
约缔结40周年，四十不惑。过去三四
十年间，日中经历了各种摩擦、问题和
矛盾，但40年后的今天，日中关系已经
进入新阶段，两国将共同为维护亚洲乃
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新贡献。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 10月 28日
电 罗马尼亚当地时间28日凌晨3
时38分发生5.8级地震。到目前为止
尚未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罗马尼亚国家地球物理研究所
发布的消息，这次地震震中位于东部
的弗朗恰地区，即首都布加勒斯特东
北大约120公里的布泽乌县的内霍尤
市附近，震源深度为151公里。地震
半个多小时后发生一次3.1级余震。

据报道，布加勒斯特等地有强烈

震感，许多居民在睡梦中被震醒。邻
国保加利亚、摩尔多瓦等也有震感。

这是罗马尼亚最近14年来震级
最高的一次地震。2004年 10月 27
日，罗马尼亚东部弗朗恰县曾发生6
级地震。

位于喀尔巴阡山东部的弗朗恰
地区是欧洲最为活跃的震区之一，近
百年来曾发生3次7级以上地震，其
中1977年的7.6级大地震造成1500
多人死亡，约8500幢建筑物受损。

罗马尼亚东部发生5.8级地震

新华社利雅得10月27日电 麦
纳麦消息：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
尔27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说，沙特记
者卡舒吉案真相必将公之于众，涉案
人员将被追究责任。

据巴林通讯社27日报道，朱拜尔
在“麦纳麦对话会”安全高峰论坛上
说，沙特已经承诺进行全面、透明的
调查，沙特国内正在展开调查，还有
一支执法小组在土耳其与土方联合
调查案件真相。“我们需要做的是等
待所有调查结束，而非从一开始就如
此肯定地指责沙特。”

卡舒吉遇害时为59岁，为《华盛
顿邮报》等多家媒体供稿。卡舒吉10
月2日进入沙特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领事馆办理结婚相关手续，其土耳其
未婚妻说他进馆后“再也没有出

来”。土警方认为卡舒吉可能在领事
馆遇害。

沙特政府一开始否认这一说
法，坚称卡舒吉已离开领事馆。沙
特检察机关20日称卡舒吉因“发生
争执和肢体”而死于领事馆内，并逮
捕了 18 名沙特涉案嫌疑人。沙特
总检察长萨乌德25日承认，卡舒吉
死于“谋杀”。

另据报道，土耳其政府26日说，
因为致命事件发生在土耳其，土方准
备了文件，寻求引渡并在土审理卡舒
吉案的18名嫌疑人。

每年一次的“麦纳麦对话会”安
全高峰论坛由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
国际战略研究所主办，主要讨论中东
地区热点问题。本届“麦纳麦对话
会”于26日至28日在巴林举行。

沙特外交大臣：

卡舒吉案真相“必将公之于众”

新华社柏林10月27日电 德国
联邦教研部部长安雅·卡利切克日前
呼吁尽快修改基本法（即德国宪法），
以便联邦政府顺利资助各州中小学
的数字化建设。

德国联邦政府计划从2019年起，
在5年内提供50亿欧元，帮助各州中
小学加强数字化建设，如接入高速互
联网，为在线教学配备硬件等。但德
国是联邦制国家，中小学教育属于各
州事务。根据德国基本法，联邦政府
不得直接向各州中小学注资，影响地
方教学政策。为此，联邦政府提出修
改基本法中相关内容。

26日在汉堡结束的德国州长会议
上，各州州长对联邦政府的资助提议
表示赞同，同意与联邦政府一道推动
实施该计划。对于此举涉嫌干涉各州
教学政策的质疑，州长会议轮值主席、
汉堡州州长彼得·辰切尔说，联邦政府
拨款将仅用于提升数字化教学硬件，
不涉及各州教学内容的制定。

萨尔州州长托比亚斯·汉斯表
示，为使各地学校得到同样好的教学
硬件，“资金必须马上到位”。

卡利切克对各州的态度表示欢迎。
她呼吁有关各方共同努力，尽快使相关
基本法修正案在议会两院获得通过。

德拟修宪推动中小学数字化建设

新华社第比利斯 10月 28日电
格鲁吉亚28日开始举行总统选举投
票，25名候选人将角逐格鲁吉亚新一
任总统。

据格鲁吉亚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
的数据，格全国共有351万登记选民，
共设3703个投票站，投票截止时间为
当地时间当天20时。计票结果将于次
日正式公布。来自58个国际组织的逾
1100名代表将全程监督选举。

包括前外长萨洛梅·祖拉比什维
利、反对党候选人格里戈尔·瓦沙泽
在内的25名候选人参加本次总统角

逐，其中19人来自政党提名，6人为
独立候选人。

根据格鲁吉亚选举法，在当天投
票中获得超过50%选票的候选人直
接赢得选举。如果无人获得超过
50%的选票，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
将在第二轮投票中进行角逐。

根据格鲁吉亚2017年通过的宪法
修正案，2018年总统选举将是格鲁吉
亚最后一次采用全民直选方式选举总
统，新总统任期将由此前的5年延长至
6年。2024年，格总统选举将由现在的
全民直选改为由特别委员会推选。

格鲁吉亚举行总统选举

新华社伊斯坦布尔 10月 27日
电 土耳其、俄罗斯、法国和德国领
导人27日在土耳其城市伊斯坦布尔
举行有关叙利亚局势的四方峰会。
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说，四国
领导人呼吁在叙利亚全面停火以减
少流血冲突。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会后举
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四国领导
人就叙利亚局势进行了“富有成效
的”磋商，要求叙利亚方面尽快完成
宪法委员会的组建。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叙利亚宪
法委员会将在今年年底前成立运行。

四国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说，反
对叙利亚任何一方使用化学武器。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在叙利亚和世
界其他地区使用化学武器都是不可

接受的，军事攻击伊德利卜省会增加
恐怖主义外溢风险并引发新一轮难
民潮。

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开启叙利
亚政治进程需要举行面向全体叙利亚
人民的自由、公正的选举，四国将致力
于在伊德利卜省实现持续永久停火。

9月14日，法国、德国、俄罗斯和
土耳其四国高官在伊斯坦布尔会晤
后达成共识，伊德利卜问题必须通过

“政治而非军事途径”解决。伊德利
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部，与土耳其接
壤，是叙反对派武装和极端组织在叙
境内控制的最后一块主要地盘。

今年1月在俄罗斯索契举行的叙
利亚全国对话大会决定成立叙利亚宪
法委员会，专职宪法制定与改革工作，
这成为叙利亚政治进程的重要一步。

叙利亚局势四方峰会
呼吁在叙全面停火

日本媒体积极评价日中
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新华社东京10月28日电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7

日结束访华行程离开北京。访问期间，中日双方表示将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在重回正轨基础上取得新的发展。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日中双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值得
肯定，双方应着眼未来，构建长期稳定的日中关系。

日本《朝日新闻》27日报道说，安倍访华期间，双方
敲定今后的合作方向，如第三方市场合作、科技创新、应
对老龄化等领域。在这些领域，双方形成互补，双方将
在中日创新对话机制上就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等方面寻
求合作。日本拥有先进技术，中国在商业化方面发展迅
速，日方期待通过对话更加积极地与中方合作。

《朝日新闻》28日发表社论说，亚洲引领世界发展，拥
有巨大活力，亚洲的稳定是世界和平的关键，代表亚洲的两
大国日本和中国肩负重任。安倍访华期间表示，“开启化竞
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日中双边关系得到改善值得
肯定。中国和日本是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通
过第三方市场合作）携手打造亚洲发展的基础，是顺应时代
的进步。相比两国在发展中国家展开影响力竞争，两国协
调合作、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更为合理。

《每日新闻》27日发表社论说，日中两国地方政府、
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50余项在亚洲等新兴国家共
同开展基础设施投资的合作文件。日中以推进经济合
作为杠杆加强双边关系，是务实、积极的。

《读卖新闻》27日发表社论说，日中双方领导人就推
进日中企业在第三方市场开展合作达成共识，努力通过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打造日中合作新典范。

《东京新闻》27日发表社论说，今年是日中和平友好
条约缔结40周年，不应错过使两国关系重回改善轨道
的良机。此次安倍访华期间，双方一致同意今后加强青
少年交流。日中双方在经济和青少年交流等领域开展
务实合作值得肯定。

《日本经济新闻》27日发表社论说，日中关系正在重
回正轨，希望双方更加稳定地保持这种趋势。双边关系
应具有着眼未来的稳定性，双方还应保持战略性沟通。

就在前几天的炸弹包裹事件惊魂
甫定之际，夺命的枪声又在美国接踵响
起。27日，美国匹兹堡一座犹太教堂发
生枪击事件，造成11人死亡，6人受伤。

选举前的10月往往会有突发事件
影响选举结果，这已成为美国选举的一
个特色，被称为“十月惊奇”。但这次，已
不再是“十月惊奇”，而是“十月悲哀”。

仇恨生暴力

据美国媒体报道，27日枪击事件的
嫌疑人罗伯特·鲍尔斯是新纳粹分子，
曾在社交网络上多次发表反犹仇恨言
论，开枪时高喊“所有犹太人必须死”。

此前一天，在佛罗里达州，向十余
名民主党政要和自由派人士邮寄含有
爆炸装置包裹的嫌疑人西泽·萨约克落
入法网。他驾驶的车辆贴满充斥党派
敌意的贴纸，包括把前民主党总统候选
人希拉里·克林顿等人的图片圈上红色
枪靶标记的海报。美国联邦调查局局
长克里斯托弗·雷说，经鉴定这些包裹
都不是假炸弹。

两名嫌疑人都坚决反移民，但政治立
场不尽相同。鲍尔斯狂热反犹，他既反对
民主党，也反对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特朗
普。萨约克则是特朗普的狂热支持者，仇
视民主党以及批评特朗普的人士。

两起案件定性也有不同。美国司法
部把匹兹堡犹太教堂枪击案列为针对特
定种族或宗教人群的“仇恨犯罪”，而把
炸弹包裹案定性为“本土恐怖主义”。

尽管如此，两案的共性一目了然：驱
动作案者的，是令他们内心世界“黑化”
的愤怒、仇恨、极端思想以及暴力倾向。

分裂具毒性

从目前调查看，两案都是“独狼”作
案，没有直接关联，但类似案件却并不
鲜见。2016年总统选举以来，美国仇
恨犯罪和政治暴力事件都有增加趋势。

去年6月，持激进左翼立场的詹姆
斯·霍奇金森在弗吉尼亚州一处美国国
会棒球训练场枪击正在打球的共和党
国会议员，造成共和党党鞭史蒂夫·斯
卡利斯等至少5人受伤。

去年8月，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
出现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白人至上”
极右集会并引发骚乱。一名白人至上
主义者驾车冲撞反对他们的抗议人群，
造成一死多伤。

民权组织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今
年 6 月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国
2017年仇恨犯罪率上升，10座最大城
市的仇恨犯罪数量连续4年增加，达
10年来最高水平，“反黑人，反犹太人，
反同性恋和反拉丁裔是最常见的仇恨
犯罪类型”。

美国媒体近日在分析美国政治生
态时，常不约而同地使用“有毒”一词。
多位分析人士指出，日趋极化的两党政
治使美国政治土壤感染了“分裂和仇
恨”的毒性，刺激了极端暴力事件的接
连发生。

选举蒙阴影

炸弹包裹和反犹枪声，显然影响了
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氛围，也冲
击了两党选战最后阶段的议题设置。共

和党精心营销的大法官任命、非法移民
压境、对中产阶层再减税、降低药价等一
系列吸票话题被大大冲淡，控枪问题则
有所升温。新的争论焦点是，谁该为政
治暴力和仇恨犯罪背后的土壤负责。

显然，美国两党政治的极化、民粹
主义思潮的泛滥、文化冲突和种族矛
盾、社交网络假新闻和阴谋论等等都是
重要因素，而白热化的选战则使得分裂
与对抗不断发酵。

在这一问题上，美国主流媒体与特
朗普相互指责。美国主流媒体称特朗
普的选举策略是煽动愤怒和恐惧，而特
朗普则称愤怒主要是主流媒体的“假新
闻”所引起的。

27日犹太教堂枪击案发生后，特
朗普继续按原定日程参加了伊利诺伊
州的一个竞选集会。他呼吁美国民众
共同努力打击仇恨犯罪，接着便把话题
转向了选举和抨击民主党。

分析人士指出，仇恨和暴力已令美
国中期选举蒙上阴影，并且中期选举之
后，这种阴影恐怕也不会轻易消散。

智利“小精灵”庆森林狂欢节
10月27日，在智利南部洛斯里奥斯大区潘吉普伊市内尔图姆村，装扮成森林小精灵模样的

儿童参加第8届维罗维罗森林狂欢节。
当日，第8届维罗维罗森林狂欢节在内尔图姆村举行，近千名当地居民参加。智利维罗维

罗生物保护区自2011年起开始举办森林狂欢节，庆祝春天到来，呼吁民众保护森林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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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进入“协调合作”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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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期选举的“十月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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