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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和布什通電話

大懵安倍搞混美國總統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共同社18日消息：在
日本大選中獲勝、即將出任首相的安倍晉三18日與
美國總統奧巴馬通電話，就強化日美同盟達成共識
，並同意明年1月舉行首腦會。不過安倍在當天稍
後一次公開講話談到此次會談時，卻鬧出笑話，搞
混美國總統，把奧巴馬說成前總統小布什。

58歲的安倍曾於2006年至2007年間擔任日本首相，而當時
的美國總統是小布什。18 日早上，在日本經團聯的商業代表等
待了一個小時後，姍姍來遲的安倍才抵達會場。隨後在會談中，
安倍稱，他剛和美國的 「布什總統」通電話。

在場的新聞記者和商人聽了他的話之後，不禁發笑，安倍也
立即發現自己的錯誤。他糾正自己的口誤，並對來自日本商界游
說集團經團聯的官員說，他和奧巴馬都同意日美安全聯盟的重要
性。他對經團聯官員說： 「我打算與美國一道，應對地區和全球
挑戰。」安倍預期將於12月26日被國會正式推舉為首相。

再擺中國上枱
安倍的助手對記者說，白宮的來電比預期中早。日本NHK

電視台報道稱，電話會談是奧巴馬提議的，周二上午 8 點 40 分
起，會談持續約10分鐘。

安倍在通話中表示，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軸
，並說中國崛起等因素增加了東亞安保環境的嚴峻局面。安倍說
，增強日美同盟有利亞洲和平安定，日本希望明確履行責任，也
希望日美就朝鮮發射導彈的問題緊密合作與對應。

就美國期待日本參加TPP（跨太平洋夥伴合作協定）問題，
安倍表示： 「我的立場是只要符合國家利益就積極推進自由經貿
，我希望了解一下目前TPP的談判內容，考慮一下」。

安倍下月訪美
奧巴馬則在對話中首先祝賀自民黨取得選舉大勝，然後說：

「加強日美同盟極為重要，希望在政治、經濟方面加強合作，也
希望圍繞 TPP 坦率交談。」雙方確認了安倍下個月訪美、會談
的計劃，並同意推進具體行程和內容。

安倍說，他打算一月底也即奧巴馬新內閣開始工作時訪問美
國，作為他上任後首次外訪。安倍2006年擔任首相時，首次外
訪的國家是中國。

另一方面，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17日稱，對於釣魚島問
題，美國對日本新政府傳遞的信息不會發生變化，即美國 「希望
避免挑釁行為，希望中日通過談判和對話解決這一問題」。

京籲日和平發展
對於安倍勝選後就中日關係發表的相關言論，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18日表示，中方重視日本對華政策走向，並希望日
本走和平發展道路。她說： 「希望日方深刻認識和妥善處理兩國
間面臨的困難和問題，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原則和精神
推動兩國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就日本可能修改和平憲法一事，華春瑩說，日方能否正視和
反省侵略歷史，走和平發展道路，向來是亞洲鄰國和國際社會普
遍關注的問題。近年來日本國內出現了擺脫戰後體制、否定和平
發展的傾向，這引起日本一些有識之士的關切，值得亞洲國家和
國際社會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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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18 日報道：瑪雅人的長曆法由
5125 年前的公元前 3113 年開始，
在2012年12月21日終結。有一小
撮人因此擔心 「世界末日」可能真
的會降臨。

美國加州男子哈伯德，就建設
了一個豪華地下防彈避難所，這裡
有一張真皮沙發、一部等離子電視
，還鋪設了木地板。

哈伯德製造的高科技地下 「休
閒用途防炸彈避難所」，防炸彈、
防核武器和化學武器，還配備了床
、廚房、沖水式馬桶，甚至火爐，
價錢是4.6萬英鎊（約港元58萬）
而已。

哈伯德透說： 「我 12 月 21 日
將會進入我的避難所去。為安全起
見，我將留在地下的避難所3天。
如果你有一個避難所，也許你也要
走進去呢。我可不認為會發生什麼

事，但你永遠都不知道嘛。」
哈伯德稱，他的豪華避難所去

年銷量見漲，從月銷一個到日銷一
個。他說： 「我已把避難所賣給天
體物理學家們。他們相信，我們確
實有可能遭到一股強烈的太陽耀斑
或大量輻射衝擊。」

那個500平方呎大的柱體避難
所，以哈伯德在加州的那個為藍本
，直徑 10 呎，長度 50 呎。它們有
逃生隧道，而且這些隧道有只能從
裡面打開的小門；入口和客廳之間
有密封的衛生間。

但事實證明，它們之所以吃香
，不只因為可以用來為面對世界末
日作準備，也因為連獵人也欣賞。

哈伯德說： 「它得到大家喜歡
。它們可以作為一個很棒的獵房或
者周末靜居處，因此它們不一定閒
置，等待一場大災難（才派上用場
）。」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 18
日報道：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
在勝選後對中日關係的言論一直自
相矛盾。

在被問到 「今後如何處理惡
化中的日中關係」問題時，安倍
說了兩句話，第一句是 「希望盡
可能早地改善日中兩國關係」。第
二句是 「在尖閣列島（中國名：釣
魚島）問題上，我們絕不退卻。」

安倍的這兩句簡短的話，就基
本概括了他對中外交的基本思路，
他會努力地通過恢復和擴大與中國
在經濟和文化等領域的合作，盡可
能地改善與中國的緊張關係。但是
在釣魚島這一領土主權問題上，則
不能作出讓步與退卻。

安倍希望用這一種 「蛋糕切割
法」，把中日兩國關係的諸多領域
進行分割，對日本有利的部分，切
出來與中國共享，但是，對於日本
不利的部分，他就乾脆把它切出來
擱到冰櫃裡，讓中國無法伸手拿到
。 「釣魚島」這塊蛋糕，日本就想
獨吞。

安倍在自民黨的《施政綱領》
中說，日本必須要加快與日中韓三
國自貿區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實現
經濟合作的計劃，讓長期低迷徘徊
日本的經濟，盡快地融入到亞洲高

速發展的快車道上來。只有這樣，
日本經濟才會有觸底翻身的機會。
他說，我的老家在山口，距離中國
很近，如果日中兩國的經濟得到進
一步發展的話，山口的農產品就可
以大量出口中國，促進山口縣當地
經濟的發展。

但是，在同一份的《施政綱領
》中，安倍卻強調在釣魚島問題上
，絕不向中國作出任何讓步。他甚
至就如何強化對釣魚島的防衛，提
出了三項具體措施：第一，修改相
關法律，設立 「領海侵犯罪」，對
於 「侵入尖閣列島附近日本領海」
的中國船隻，實施拘捕和審判。安
倍甚至還說，根據國際法，對於侵
犯領海的外國船可以開槍警告。第
二，增加海上保安廳的經費，增加
裝備與人員。第三，要將海上自衛
隊的退役軍艦改修成巡視船，交予
海上保安廳使用。

從 2006 年第一次執政開始，
安倍就奉行 「政治上依靠美國，經
濟上依賴中國」的外交戰略。而這
一外交戰略，落實在中日關係問題
上，又體現出 「經濟上與中國合作
，政治上與中國對立」。因此，這
一矛盾重重的外交戰略，注定日本
始終會讓中日關係若即若離，問題
頻頻。

日媒批安倍對華政策自相矛盾

【本報訊】據法新社18日消息：
安倍重新掌權，使美國對加強美日安全
聯盟寄以期望，但美國官員也希望他克
制自己過激的觀點。

安倍力主修訂日本戰後和平憲法，
並有可能採取一些短期措施，例如增加
防衛開支和加強日美軍事合作。美國總
統奧巴馬與民主黨政府的關係，在最初
摩擦之後，已大大改善。但是安倍被視
為更支持美國軍隊部署，並誓言不會在
與中國日益惡化的領土糾紛中讓步。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亞洲高級副主
席邁克爾．格林說，安倍的勝選對美國
而言是 「淨正面」 的，事實上還有可能
會穩固日中關係。格林說： 「北京的看
法是，他們的施壓戰術已對日本產生效
果，而我認為，打消他們這種想法是很
重要的。」

曾擔任前總統布什亞洲高級顧問的

格林也擔心，奧巴馬政府新內閣可能會
受 「媒體簡化」 的影響，認為日本已變
得更鷹派，從而有可能會孤立安倍。他
說： 「如果美國政府認為必須抗拒日本
向右轉的傾向，並在日本與中國之間進
行操縱，那麼美國與日本或與中國的關
係都不會順利。」

格林還說，如果安倍在容易引起民
族情緒激化的歷史問題上採取強硬路線
，則美國在亞洲的重點，尤其美國與其盟
友日本和韓國的關係，將會遭到挫折。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高級成員、
前五角大樓官員詹姆斯．蕭夫說，如果
日本以輔助的角色，支持美國的 「重返
亞太」 部署，則安倍在防務上的努力
「對大家都有好處」。他說：「但是，如果安
倍的焦點是側重於建立進攻性的防衛能
力來對抗中國，那麼從美國的角度看，
可能就會製造更多不必要的麻煩。」

阿昭海量 爽朗愛跳舞
【本報訊】據共同社18日消息：

隨着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即將再次
出任首相，夫人安倍昭惠也將再次成為
第一夫人。有消息稱，安倍昭惠已經找
人商量要重新裝修首相官邸的浴室了，
同時準備隨夫出訪的外交日程。

安倍昭惠性格爽朗，有時被稱為
「阿昭」 。她以 「海量」 聞名，作為首
相夫人時曾被外國媒體描述為 「喜歡喝
酒、跳舞、做DJ的全新形象的第一夫
人」 。

安倍晉三任首相期間攜夫人出國訪
問時，二人總是手牽手走下政府專機。據
身邊人士介紹，以前幾乎不喝酒的安倍
晉三如今也開始喝點啤酒和葡萄酒了。

安倍昭惠最近在東京都神田開了一

家名為 「UZU」 的飯店，提供安倍晉
三選區山口縣的酒及食材，引起很大反
響。她還在社交網站「臉譜（facebook）」
上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6年前，號稱二戰後日本最年輕首
相的安倍晉三任期未滿一年就因病辭職
。此後，安倍昭惠曾愧疚地說， 「是我
沒有照顧好丈夫的身體，我是一個不及
格的首相夫人。」

今年在丈夫的競選期間，安倍昭惠
就主動請纓，前往那些小選區進行演說
。因為，作為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只
能去黨內選定的重點選舉區進行街頭演
說，聲援候選人。曾經在山口縣廣播局
擔任過主持人的安倍昭惠，口才被讚極
佳。

美對鷹派安倍寄以期望

美漢建末日避難所售58萬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法新社18日消息：美國太空總
署（NASA）17日下午操控一對燃料不足的GRAIL（重力恢
復和內部結構實驗室）探測器撞擊月球表面，結束最後使命
，幫助科學家進一步了解月球的內部結構及構成。

環繞月球的 「埃布（Ebb）」和 「弗洛（Flow）」這對
雙子探測器自2012年1月1日起開始繞月飛行。由於燃料即
將耗盡，NASA決定操縱其墜毀到月球表面。這一時間與最
後一次載人登月任務、阿波羅 17 號登月 40 周年紀念同月。
而它們撞擊的地點將命名為 「薩莉．賴德」，以紀念美國歷
史上首位進入太空的同名女宇航員，她於今年離世。

不會造成大爆炸
據報道，兩顆探測器的主發動機被打開，以每秒 1.7 公

里的速度間隔 1 分半鐘先後 「衝向」月球，並最終墜毀在
「北極」地區的環形山附近。由於該地背光處於陰影地帶，

故無法收集它們墜毀時的圖像。NASA科學家科拉普雷特指
出： 「他們僅有洗衣機一般大小，不會造成大爆炸，也不會
對月球的運行軌道產生不良影響。」

攝相助研究地球形成
「埃布」和 「弗洛」這對雙子探測器在服役期間，拍攝

了超過11.5萬張月球表面的照片，獲得史上最高分辨率的月
球重力地圖。科學家們說，這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地球與太
陽系中的其他星體的形成過程和進化。

今年早些時候，這對探測器從距月球56公里的主要工作
軌道下降到 23 公里處，近期又降到 11 公里處，提供了有關
月球內部結構的細節，精細程度前所未有。這對探測器在圍
繞月球運行時，互相通過無線電信號進行聯絡，調整彼此距
離，微小至每秒 50 納米的距離變化都能夠探測到。上周，
GRAIL團隊披露了他們獲得最詳細月球重力地圖的過程，並
證實月球的內殼在無數的撞擊下幾乎成為細粉狀。

▲美國總統奧巴馬16日在康州出席槍擊案死難者悼念儀式 彭博社▲日本自民黨總裁安倍晉三18日與日本商界領袖會面 法新社

◀ 2007 年 4
月26日，時
任美國總統
布什（右一）
與夫人勞拉
（左一）接見
到訪的安倍
晉三夫婦

資料圖片

▲美國重力探測器 「埃布」 和
「弗洛」 17日撞向月球表面的
模擬圖 路透社

▲美國加州男子哈伯德的末
日避難所內部裝潢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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