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
新華社平壤19日消
息：中國駐朝鮮大
使館證實，大連一

艘漁船被朝鮮扣押，船主在本月10日致電
使館求助，使館立即向朝鮮外務省領事局
提出交涉，要求朝方盡快放行漁船、放人
和切實保障被扣押中國船員的生命財產安
全與合法權益。交涉情況已告知船主，正
敦促朝方盡快妥善處理。

中方促朝速放漁民

朝連續兩日射短程導彈

大連16船員被扣兩周 朝索要6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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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無陪伴外交官10年增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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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聚焦

【本報訊】據路透社華盛頓19日消息：去年12
月29日， 「基地」組織阿拉伯半島分支通過一個伊
斯蘭網站發表聲明說，任何人殺死美國駐也門大使
傑拉爾德．費厄斯坦可獲得3公斤黃金獎勵。費厄
斯坦的太太瑪麗接到朋友的電話，告訴了她這個消
息。

費厄斯坦是擅長中東和南亞問題的職業外交官
，出於安全考慮，五年來，他的太太和親屬沒有和
他隨任，美國國務院把他這種人稱為 「無陪伴」外
交官。

去年9月13日，憤怒的抗議人士衝擊了也門首都
薩那的美國大使館，他們聲稱不滿在美國製作的一部
電影反伊斯蘭並侮辱先知穆罕默德，部分人攀越圍牆
進入使館範圍燒車、拆毀使館標誌，保安人員發射水
炮和向天開槍示警，驅散人群，導致一死數十傷。費
厄斯坦打電話給瑪麗報平安。幾年前，當他在巴基斯
坦伊斯蘭堡就任時，也曾打電話給瑪麗報平安，當時
一枚炸彈在他的住宅附近爆炸，他沒有受傷。

2012年9月11日，美國駐利比亞東部大城市班加
西的領事館遭重火力襲擊，導致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史

蒂文斯和另外3名外交人員喪生，這是33年來美國駐
外大使首次死於武裝襲擊。另有兩名外交官於去年和
今年在阿富汗殉職。

儘管奧巴馬政府一直被共和黨人質疑掩蓋事件真
相，但他在上周五仍要求國會通過預算案，撥款40億
美元加強美國駐外使館的保安。在本月初的一個紀念
活動上，副總統拜登表示，外交官們 「所承擔的風險
，有時比軍人們還大。」

美國國務院表示，美國外交人員約有1100人是 「
無陪伴」的，或是限制陪伴的（通常指不能帶兒童）
。 「無陪伴」外交人員在過去十年增加了5倍，佔美
國駐外交人員的14%。

2011年的 「阿拉伯之春」以後，許多國家被加入
到了 「不穩定」名單，那些國家的美國外交人員也不
得有家人陪伴。這些國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巴基
斯坦、也門、利比亞、突尼斯和南蘇丹。美國在阿爾
及利亞、蘇丹和黎巴嫩的使館，以及墨西哥第三大城
市蒙特雷（涉毒品暴力）屬於 「限制陪伴」級別。

外交人員面臨的風險不僅僅來自外部，美國國務
院2007年的一份報告顯示，在海外危險地區工作的員

工中，17%可能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美國國務院新
建了一家心理治療辦公室，為此類外交人員提供心理
治療。

國務院也為 「無陪伴」職務提供危險補助金，並
縮短任期，任期可能只有12個月，中間有幾次大假。

橋下徹否認慰安婦是性奴

【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及共同社19日報道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心腹飯島勳18日結束朝鮮之
行，經北京回到了東京。他在向媒體透露朝鮮之行
的動機時，稱 「主要原因是因為奧巴馬不關心日本
人被綁架問題」。

飯島勳透露說，安倍首相今年2月訪問美國時
，向奧巴馬表示了 「在自己的政權內要完全解決被
綁架問題」的決意，但是奧巴馬對此表示出無所謂
的態度，沒有接安倍的話，而是強調了解決朝鮮核
試驗的問題。奧巴馬的漠視，促使安倍首相下決心
自己來解決日本人被綁架問題。

安倍首相近日在接受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採
訪時亦表示： 「我們希望與別的國家一起合作解決
被綁架問題，但是明顯地感受到一種溫度差。」

安倍：就人質問題繼續施壓
另外，安倍19日在福岡市回答媒體提問時就朝

鮮綁架日本人問題稱： 「想要進行談判與對話。」
他同時強調綁架問題若不解決，就會通過制裁繼續
向朝鮮 「施壓」。

安倍是對朝強硬派，上述發言可以視作他正在
摸索從一貫的重視 「施壓」向 「對話」路線轉變，
今後朝方的應對將成為焦點。此前訪朝的內閣官房
參事飯島勳在與朝鮮政府要員會談時，希望朝方立
刻送回全部綁架受害者等，朝方回應稱 「將把日本
政府的意向轉達給（勞動黨）第一書記金正恩」。

安倍就今後如何應對朝鮮表明： 「將遵循《日
朝平壤宣言》，全面解決綁架、核與導彈問題。」
他還表示將按照上述政府方針來推進談判，稱 「只
要綁架問題不解決，就會維持目前施加的壓力」。

▲美國副總統拜登（右二）與國務卿克里（右一
）本月3日參加紀念在國外喪生的外交人員的活動

法新社

▲日本大阪市長橋下徹19日在電視節目中否認慰安婦是性
奴 互聯網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及英國廣播公司19日報道：日本
大阪市長橋下徹19日在電視節目中就日軍隨軍慰安婦問題表
示， 「（慰安婦）一直被描述為舉國施以暴行、脅迫、綁架
等手段，強行使反感的女性成為 『性奴』。這種說法是不對
的。」橋下稱，27日將在東京的駐日外國記者協會表明這一
看法。

韓國的兩名前慰安婦現已抵日，24日將與橋下會面。她們
指責橋下的一系列言論稱： 「明明存在有親身經歷者，憑什麼
說沒有證據？」雙方意見針鋒相對。

橋下在節目中首先鋪墊稱 「對前慰安婦是負有責任的」，
隨後表示： 「是不是性奴，將影響在國際社會上的評價。世界
各國的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以同樣方式利用了女性。
僅批評日本是不公平的。」他就有關慰安婦有必要的發言解釋
稱， 「我只是說當時的軍隊認為有必要。」

諷刺美軍強姦沖繩女子
橋下還對於美國政府批評他在慰安婦問題的立場作出反駁

說，如果美國自己這麼重視人權問題，那麼先解決好美軍強姦
沖繩女性的問題。

橋下表示，自己不會因為慰安婦問題的發言辭去大阪市長
的職務，也不會辭去日本維新會主席的職務。他說，自己從事
政治活動，不是為了當國會議員，而只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
理想。

橋下還表示，自己將會在27日，於日本外國人記者俱樂部
舉行講演，詳細向海外媒體解釋自己的立場。

▲日本特使飯島勳（左）16日與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
員會委員長金永南會談 法新社

領事參贊姜亞先對新華社說，來自中國東北遼寧
省大連市的個體漁船 「遼普漁25222」被朝方帶走，
船主于學君在5月10日向中國大使館求助。

5月5日夜被扣
據《南方都市報》報道，5月5日夜間，大連一艘

編號為 「遼普漁25222號」的漁船被朝鮮方面扣押，
船上共有船員16人。該船主于學君稱，朝方要求其支
付60萬元費用。朝鮮方面最後一次與于學君聯繫是在
18日，給出的最後期限是5月19日中午12時，如于學
君不交錢，朝方將沒收漁船，遣返船員。

遼普漁25221、遼普漁25222是一對雙拖網漁船，
船主為大連人于學君，前艘漁船船長為姚國鋒，後艘
船長為姚國治。姚氏兄弟負責為于學君海上捕魚，于
學君並不親自跑船。

據于學君稱，5月5日夜間，兩艘漁船在海上漂泊
。因為船隻白天在海上作業，海域距離港口七八個小
時航程，所以，夜間即在白天生產的海域進行休息。
當天夜裡10時許，頭船 「遼普漁25221號」船長姚國
鋒曾與 「遼普漁25222號」聯繫，知後者位於東經123
度53分500、北緯38度18分。1小時後，姚國鋒再與姚
國治聯繫，後者卻未給予回應。

當晚12時許，姚國鋒仍然無法與 「遼普漁25222
號」聯繫。直至6日凌晨4時許，姚國鋒遇到一艘丹東
的木質船。據該船長稱，看到 「遼普漁25222號」被
一艘巡邏船帶走，向東航行，即為朝鮮海域。

朝方最初要價120萬
另據騰訊網報道，5月6日早晨8點左右，于學君

向遼寧海警總隊海警一支隊報警，後又到了大連海灣
邊防派出所報案，目前公安系統已經向朝鮮方面發函
，要求朝鮮方面無條件釋放船隻和船員，朝方接到函
件後，稱正在對此事進行處理。

事發後，于學君接到朝鮮方面的電話，于稱對方
使用的是衛星電話。對方給出的扣押理由是， 「普漁
25222號」漁船進入了朝方海域。但于學君並不認同
，他認為，上述經緯度所處地點，應屬於中方海域。
同時，漁船夜間並未捕魚。朝方扣押中方漁船並不合
法。

于學君稱，對方要求其聯繫丹東一家公司，並支
付費用之後，就釋放船隻和船員。要求的費用是120
萬元，因于學君未答應，數字先降到80萬元，後又降
到60萬元。這是于學君目前得到的最後的要求。

在與朝鮮方面通話時，由於對方中文不好， 「遼
普漁25222號」船長姚國治以轉述信息的方法，得以
與于學君通話。于學君據姚國治講，扣押該船的是朝
鮮189艇隊的一艘機械船。事發當晚，該船接近 「遼
普漁25222號」，其上船員持槍，扣留了漁船。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法新社19日報道：
韓國軍方19日稱，朝鮮19日下午再次向半島以東
海域方向發射了一枚短程導彈。此前一天，韓國
國防部稱，朝鮮向半島以東海域發射了3枚短程
制導導彈。而韓國軍方為精確打擊朝鮮海岸炮，
在西北島嶼部署了數十枚以色列製 「長釘」（
Spike）導彈。

目前，兩次發射導彈的消息均未得到朝方的
證實。由於發射的導彈並不是之前外界普遍猜測
的 「舞水端」中程導彈，或不會對韓國安全構成
嚴重威脅。

一名韓國軍方官員表示，朝鮮19日發射的可

能是屬於KN-02系列短程導彈，或是朝鮮正在
研製中的300毫米以上多管火箭炮。這種判斷的
依據是，朝鮮射程達百公里以上的武器只有
KN-02和直徑超300毫米的多管火箭炮。韓國國
防部18日稱，朝鮮當天向半島以東海域發射了3
枚短程制導導彈。

韓國統一部發言人金炯錫19日發表聲明表示
，朝鮮 「褻瀆」韓國提出的對話提議，並歪曲事
實將開城工業園區關閉的責任轉嫁給韓方，與此
同時朝鮮並未停止挑釁行為，18日發射制導導彈
，朝方的這些行徑 「令人深感遺憾」。他並呼籲
朝方接受韓國政府提出的對話提議。

另外，韓國軍方消息稱，為精確打擊朝鮮海
岸炮，韓國軍方在西北島嶼部署了以色列製 「長
釘」（Spike）導彈。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相關人
士表示，在白翎島和延坪島等西北島嶼實戰部署
了發射 「長釘」導彈的車輛和數十枚導彈。

「長釘」導彈射程為20多公里，重達70公斤
，可以在隱蔽的坑道中精確打擊海岸炮。在發生
意外時，發射該導彈可以破壞敵方的坑道，並可
以追蹤和打擊移動目標。

美 「朝人權特使」 突取消訪韓
據外交消息人士19日透露，原定於19日訪問

韓國的美國國務院負責朝鮮人權問題的特使羅伯
特．金突然取消訪韓行程，至於取消行程的原因
則並未具體言及。

美國國務院當地時間17日曾正式發布消息稱
，羅伯特．金將於19至23日訪問韓國，與外交部
和平交涉本部長林聖男等政府人士會晤，商討朝
鮮人權問題和糧食問題，並出席以朝鮮政策為主
題的各種會議。

在美國國務院正式發布消息後，突然取消行
程的情況實為罕見。韓國政府方面有觀點認為，
可能出現了與羅伯特．金負責的事務相關的重大
事宜。

有分析認為，日前朝鮮稱韓裔美國人肯尼斯
．裴（韓文名裴俊浩）正式進入特別教化所開始
接受勞改，羅伯特．金有可能為此事與朝方進行
接觸。

針對朝鮮發射導彈一事，聯合國秘書長潘基
文19日在莫斯科表示深感不安，並呼籲朝方緩和
緊張局勢，重返朝核問題六方會談。

韓部署以國長釘瞄準朝海岸炮

朝鮮扣船事件一年後重演
2012年5月8日，三艘中國漁船在中國海域捕

魚時被朝鮮不明身份人員控制，中方29名船員被
扣，對方提出120萬的贖金要求。對方將漁船押到
朝鮮海域，並要被扣押的三船船主每家匯款40萬
元，共計120萬人民幣後方才放人放船。

5月20日晚上，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向記者證實
，朝鮮外務省通報，我國被扣漁船及船員已全部
獲釋返回，獲釋的漁船將在21日中午抵達大連桃
源中心港。

漁民回國後，對媒體講述了他們的遭遇。《
環球時報》網絡版報道說，據遼丹漁23536號船長
韓剛介紹，5月8日13時許，該船正在東經123°
36′、北緯38°18′中國黃海59區海域進行捕撈
作業，一條朝鮮快艇飛奔而來，全副武裝的朝方
軍人上船後二話沒說將所有船員打倒後，收繳了
手機、對講機、錢包等，並把船員拖入船頭一個3

平方米左右的雜物間。就是在這個狹小黑暗的空
間裡，船員們度過了漫長的13天。朝方軍人還安
排船長用衛星電話與各自船主通話，要船主必須
在兩天內交付贖金40萬元，否則將漁船處理掉。
通話內容是翻譯事先交代好的，多說一句就會招
致一頓拳腳。船員被釋放時，物資、糧食被洗劫
一空，僅留下了夠幾天吃的糧食。朝方還特意消
除了船上航行儀的記錄。

時隔一年，中國漁船遭朝鮮不明身份人士扣
押並勒索賠償的事件再次發酵，引起媒體關注。

而上月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紛紛關閉朝
鮮方面的帳戶，被認為是中國狠下心來制裁朝鮮
，在核問題上立威的重要舉動，此舉是否引起朝
方對中國的不滿，也值得推敲。希望有關方面的
行動能更加迅速，確保中國漁民的安全。

（本報記者）

▲ 「遼普漁25222號」 漁船上的船員 互聯網

◀被朝鮮扣押的 「遼普漁25222號」 漁
船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