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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社东京 1 月 15 日电(记者王可
佳)在日本，性侵事件如同海面下的冰
山。许多女性因为羞耻心、恐惧感以及无
形的社会枷锁而不敢发声，但有一位女
性勇敢地站了出来。

她叫伊藤诗织，是一名女记者。

“危险发生在安全的日本”

“面容姣好”“英语流利”“沉着冷
静”……这是伊藤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

2017 年 10 月，28 岁的伊藤在日本
外国记者俱乐部召开记者会，讲述自己
遭遇性侵的经历。

2013 年，伊藤在美国留学期间结识
了时任日本 TBS 电视台华盛顿支局局
长山口敬之，一起吃过饭。2015 年 4 月，
已经回到日本的伊藤和山口约好在一家
餐厅商谈工作，这是他们第二次见面。

据伊藤讲述，用餐时她喝了很多酒，

随后晕了过去，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酒
店床上，而山口在自己身边。伊藤意识到
自己遭山口性侵，第一时间逃离酒店，被
羞耻和混乱感所淹没。

“我曾走访过 60 多个国家，去过很
多被认为是危险的地方，然而自己所经
历的真正危险却发生在以安全著称的日
本。”伊藤说。

伊藤最终决定报警，但一开始并未
得到认真对待。后来警方检查了酒店的
监控录像，并找到运载过伊藤和山口的
出租车司机作证之后，对于案件调查的
态度才变得积极起来。

2015 年 6 月，伊藤在柏林采访时接
到负责此案的警员电话，称“逮捕令已签
发”，希望伊藤尽早回国协助调查。然而，
伊藤后来又接到电话称逮捕令已取消。
她追问原因，却未得到具体答复。

据日本媒体报道，警方接到时任东
京警视厅刑警部长中村格的电话后，撤
回了对山口的逮捕令。中村格曾任日本
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的秘书。

同年 8月，在嫌疑人山口未被逮捕的
情况下，案件有关资料被送交检方。近 1
年后的 2016年 7月，东京地方检察厅针对
此案做出证据不充分、不予起诉的裁决。

“不撞南墙不回头”

“顽固”“任性”“不撞南墙不回头”……伊藤这样描述自
己的性格。

2017 年 5 月，伊藤在日本媒体上自爆性侵遭遇，并质
疑警方取消逮捕令及检方的不起诉决定。在东京地方检察
厅作出裁决后，她向日本检察审查会提出不服抗诉。

伊藤的勇气在日本女性中很罕见。长期以来，日本社会
对女性存在偏见，甚至认为遭遇性侵的女性都是咎由自取，

比如衣着暴露等。因此受害的日本女性倾向于保持沉默，甚
至还会自责。伊藤自我曝光并维权，无异于在刀尖上跳舞。

一开始向警方报案时，伊藤曾被警员劝阻，称“举证十分
困难”，坚持维权将会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甚至会导致无法
在行业内立足，因为控诉对象“在业界拥有较高的地位”。

然而，为了改变“性侵仍被视为禁忌话题的社会环境”，
伊藤最终决定站出来。

“黑箱”

伊藤的维权路很不顺利。2017 年 9 月，东京第六检察审
查会驳回了伊藤的抗诉。同月，伊藤向山口提起民事诉讼。

山口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密切，是安倍的“御用记
者”。出于种种原因，日本舆论的焦点一开始就不在性侵问
题上，而是试图挖出所谓的“政治背景”。既有日本民众质疑
山口未遭逮捕与安倍政权高层干预司法有关，也有一些右
翼媒体和网民大肆诋毁伊藤。

10 月，伊藤根据自己的遭遇出版了新书《黑箱》。
她说，“黑箱”是自己在报警、维权时经常听别人提到的

一个关键词。由于自己所控诉的性侵行为发生在仅有 2 人
的密室中，自己对事发时的记忆模糊，外界无法窥探内部情
况，很难证明事情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发生的。此
外，警方、检察机构的办事程序对公众来说也是个“黑箱”，

透明性不足。

“我也是”

始于美国的女性反性骚扰、反性侵“我也是”运动风起
云涌，伊藤的故事也因此受到西方媒体关注，她还作为日本
反性侵的代表人物登上《纽约时报》。

“我也是”运动给了伊藤更多勇气。她说，希望能够“打
造一个能谈论性暴力的社会环境”，“我也是”运动能够让大
家团结起来实现这个目标。

“当初(发声维权的时候)日本给我的感觉是，勇敢发声
谴责性暴力的人反而更容易被苛责，或者被简单地当做普
通的男女问题来处理。但这是暴力问题。这也并非是个人问
题，而应被看做是这个社会的共同问题。”

根据日本警察厅发布的统计数据，2016 年全年，日本
警方认定的强奸案仅为 989 件。但专家指出，每年仅约千件
的性犯罪案只不过是冰山一角。

2017 年，日本修改刑法，加大对性犯罪的惩罚力度。伊
藤认为，除了修改法律，日本对性侵案的立案方式以及整个
社会对性侵受害者的宽容度等也都亟待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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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特朗普 14 日对媒体否认自己是
种族主义者。此前，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披露，特
朗普近日与美国国会议员讨论移民问题时，质
问美国为何要接收来自海地和非洲国家等“粪
坑”国家的移民。此言引发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特朗普过去也曾在移
民问题上有过不当言论，但这一回他是以总统
身份在正式探讨国家政策时对许多国家出言不
逊，此举无疑将对美国的全球形象造成巨大负
面影响。

各方声讨

肯尼亚反对派领袖奥廷加在一份声明中指
出，被特朗普贬低的非洲国家恰恰是美国公司
攫取数十亿美元用以反哺美国的地方。而且，非
洲国家面临的许多问题正是由美国的外交干涉
“直接或间接导致的”。

非洲联盟发言人埃芭·卡隆多表示，应警惕
特朗普带有严重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历史上，
许多非洲人被贩卖至美国为奴，且美国是全球
最大的靠外来移民建立的国家，美方发表如此
言论尤其令人不安。

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上台后对非洲表现
出的傲慢与冷漠，与他的前任奥巴马形成鲜明

反差，使其饱受非洲舆论诟病。而此次不当言
论则再次在非洲大陆引燃怒火。

海地政府也发表声明表达对特朗普言论
的愤怒。声明说，海地政府对特朗普的用词感
到“强烈震撼和愤怒”，海地政府“最强烈地”
谴责他的这种表述，并认为这是“完全无法接
受的”。声明说，此番言论是用一个“完全错误
的，且带有简单化和种族歧视的视角来看待
(旅美)海地人和他们对美国的贡献”。

海地所属的加勒比共同体也发表声明，
对特朗普使用“轻蔑和排斥性的言辞”来描述
海地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做法“深感忧
虑”。

党内缄默

事发后，特朗普否认自己用诋毁性语言
形容他国。白宫在一份声明中未否认美国媒
体的相关报道，但为特朗普辩解称：“一些华
盛顿政客选择为外国而战，但特朗普一直为
美国民众而战。”

特朗普此番言论在美国国内遭到民主党
和主流媒体抨击，但共和党主流派多数保持
缄默，与去年总统竞选期间在类似问题上群
起批评特朗普的态度迥异。

分析人士指出，共和党内部态度转变，除
了由特朗普身份变化造成，还反映出作为特
朗普主要支持群体的白人蓝领阶层在 2016
年大选中异军突起，极大改变了共和党在移
民问题上的态度。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历来立场强硬，出
格言论不断。他在竞选总统期间曾称墨西哥
移民大多是“毒贩”“强奸犯”，并建议“全面禁
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些言论使其获得美国
白人蓝领阶层拥护，而民调显示，这一阶层是
将特朗普送进白宫的核心支持群体。

分析人士指出，在 2008年和 2012年总统
选举中接连失利后，共和党认为需要对自身
重新定位，通过改革移民制度吸引少数族裔
选民，扩大共和党选民基础。然而，依靠“愤怒
的白人蓝领阶层”上台的特朗普打乱了共和党
主流派的规划，也使得共和党主流派在移民政
策上更加受制于他的“美国第一”民粹牌。

外交触雷

面对外界愤怒情绪，美国国务院非洲司
通过推特重申了美国对非洲的外交立场，称
将继续与非洲保持“有活力而热情”的关系。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美国国务院忙着“灭

火”，但特朗普带有明显种族歧视色彩的粗暴
言辞必然会极大损害美国的国际形象。

肯尼亚《旗帜报》13 日刊登社论，指出特
朗普的不当言论将伤害美国的对外贸易和全
球外交，因为包括肯尼亚在内的一些非洲国
家既是美国反恐方面的伙伴，也是美国产品
的一个主要市场。

一些非洲专家认为，特朗普一系列“种族
歧视”言论和做法将使美国在非洲的影响力
进一步降低。

埃塞俄比亚一家国际关系智库的研究员
阿贝贝·艾扬告诉新华社记者，特朗普缺乏外
交礼数的表态将削弱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其
恶劣影响将是长期的。

肯尼亚国际问题专家马丁·恩古鲁也认
为，特朗普的不当言论将加速美国全球影响
力的衰退。 (综合新华社记者刘晨、孙丁、
姚远、王小鹏、许雷、刘璇报道)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讨论移民问题时，称为何要接收来自“粪坑”国家的移民

特朗普不当言论重创美国国际形象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核协议发出“最后
通牒”后，英、法、俄等国在过去的这个周末纷纷
表态支持伊核协议，伊朗方面更宣称特朗普想
破坏伊核协议的企图“已经失败”。

分析人士认为，为实现对伊朗的遏制和打
压，特朗普在“最后通牒”到期后撕毁伊核协议
的可能性不小。伊核协议之争就像一面镜子，映
出美国与其欧洲盟友之间的裂痕不断增大。

新闻事实

特朗普 12 日宣布再次延长针对伊朗核问
题的制裁豁免期。他同时也向欧洲盟友发出最
后通牒，要求在 4 个月的最后期限内，解决伊朗
核协议的“灾难性缺陷”，否则美国将退出协议。

特朗普表态后，英国外交部 12 日在一份声
明中说：“英方就伊核协议有明确立场，我们认
为，这是一份让世界更安全的重要协议。”俄罗
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 13 日则表示，俄方对特朗
普就伊核协议发表的声明给予极负面评价，呼
吁其他有关各方继续遵守这一协议。

法国总统马克龙 13 日和以色列总理内塔

尼亚胡通电话，重申保留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的重要性，并强调各方有必要遵守在伊核协
议中做出的承诺。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表示，中方一贯坚定支持全面协议，确保
协议贯彻始终，对维护中东和平稳定和国际
核不扩散体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符合各方
根本利益。

14 日，伊朗总统鲁哈尼在电视讲话中
说，特朗普想破坏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的企图
已经失败，伊核协议本身取得了成功，特朗普
没能说服相关各方，也没有在这一问题上取
得民意支持。

深度分析

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
庆认为，特朗普此次表态与去年 10 月他首次
拒绝认定伊朗履行伊核协议承诺的讲话一脉
相承，反映出他毫不掩饰地把伊朗作为美国
在中东的主要战略对手和敌人，决意要对伊
朗施加压力。

余国庆认为，从特朗普的行事风格来看，

他撕毁伊核协议的可能性很大。“在特朗普看
来，伊核协议的存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或者
说美国没能从中得到好处”。

从经济上看，伊核协议生效后，欧洲国
家是最大获益者，它们与伊朗签署了很多能
源合作“大单”，而美国企业却碍于单边制裁
政策只能“眼馋”。从政治上看，伊核协议的
签署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伊朗在中东的地位，

对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沙特和以色列构成
威胁。

有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对前任奥巴马
的几乎全部重要“政治遗产”都提出质疑，这
为他赢得了不少支持。伊核协议作为奥巴马
的重要外交成就，难逃同样命运。

相关评论

从退出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退
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到威胁退出伊核协议，
特朗普的举动让欧洲盟友吃惊不小，美欧之
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民调显示，特朗普担任总
统以后，欧洲对美国的信心也在下降，美国在

欧洲的影响力打了折扣。
但美欧仍有众多共同利益。欧洲依然是

美国在全世界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
者和最大的盟友群。

特朗普如果断然撕毁这项多边协议，必
将影响美国与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大国
关系，所以不能说特朗普毫无顾忌。

背景链接

伊核协议全称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是
2015 年 7 月，伊朗与伊核问题六国(美国、英
国、法国、俄罗斯、中国和德国)签订的，于
2016 年 1 月正式生效。该协议被认为是多边
主义重要成果，也是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
国际热点的典范。

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并接
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以换取西方撤销针
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国际原子能机构已多次
出台报告确认伊朗履行了该协议。

(记者陈静、朱东阳、刘晨、韩冰、杜鹃；
编辑王丰丰) 新华社北京 1 月 15 日电

英法俄等国纷纷表态支持伊核协议

欧洲不满伊核“最后通牒”，美总统添堵美欧关系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 1 月 15 日电(记者汪瑾)据记者 15
日了解到的最新消息，在泰国海域快艇爆炸事故中受重伤
的 5 名中国游客目前在泰国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接受治
疗，并无生命危险，其他游客将按原计划返回国内。

记者在中国驻宋卡总领事馆驻普吉领事办公室看到，
多名游客正在填写资料办理旅行证件。事发时部分游客随
身携带的护照被海水泡坏或烧坏，需要临时办理旅行证件。
一些游客将按照原定行程于 17 日返回中国，受重伤的几位
游客将继续留在医院接受治疗。

14 日下午，载有 27 名中国游客的快艇在泰国南部甲
米府皮皮岛海域起火，27 名游客均有不同程度受伤，其中
5 人重伤。

在泰受伤中国游客生命无虞

部分游客将按计划返回国内

去南极的人每天吃什么？在这片地球最寒
冷的陆地上，物资供应受限，着实考验大厨的智
慧和科考队员们的胃。在“雪龙”船上，刚刚结束
了 14 个月南极中山站越冬任务的科考队员们，
向记者讲述了南极这一年多来的舌尖体验。

中山站的食材，几乎全由“雪龙”船运来。牛
肉、羊肉、猪肉、鱼肉、海鲜，肉是管够的；土豆、

刀豆、毛豆、蒜薹、萝卜、竹笋、油菜等蔬菜，全都
是速冻的。

由于长途海运颠簸，加上直升机吊运，一些
水分较多的叶菜和白萝卜等蔬菜容易被压烂，
会被最先“抢救性”地吃完。到越冬的最后几个

月蔬菜不多时，还有木耳、香菇、粉丝等干货，

厨师还会用豆子发豆芽、磨豆浆、做豆腐。

越冬队厨师胡馨最擅长的是粤菜。粤菜
清淡，最讲究“鲜”，可南极吃速冻蔬菜和肉，
质地口感都极差。而且科考队员冬天活动量
小，太清淡了不下饭，所以饭菜多爆炒成多油
多盐的重口味，而且越往后味道越重。

这一年，胡馨带去了尽可能多的调味品。

他要一年 365 天变着花样，使出“72 变”的烹
饪技法，以保证至少半个月内主菜不重复。

厨师在南极做饭，就像绑着沙袋跳舞。胡
馨说：“食材有限又不新鲜；炒菜的煤气灶看

起来很旺，其实火力不够；更头疼的是科考队
这一年多吃的都是由一个人做的饭，天天吃
总会没胃口。”

当极夜来临，很多人生物钟紊乱了。厨师
拿出速冻的海鲜来帮科考队员们增强食欲。

不过，速冻食物营养流失很快，科考队员们需
要口服营养保健品。

中山站的综合楼里有一间温室，科考队
员在里面无土栽培蔬菜。料理得好的话，一周
能吃上 3 顿新鲜叶菜。即便这样，不少人还是
出现了嘴唇干裂、掉头发的现象。

有时逢上过节，中山站会和周围的俄罗斯

进步站或印度巴拉提科考站友好互访，聚餐交
流。若去了进步站，科考队员能吃到烤牛肉、烤
猪腿、炸鱼、三文鱼和一些素食；在巴拉提科考
站，浓厚的印度风味咖喱鸡块也令人难忘。

不过，在南极拉斯曼丘陵地区几个科考
站中，最受欢迎的当属中山站的中国菜。当俄
罗斯、印度科考队员带着特产来访时，中山站
的麻婆豆腐、卤牛肉、烧排骨、炸鸡翅、番茄蛋
花汤等总令他们赞不绝口。

南极越冬冰天雪地，环境虽苦，但人们在
舌尖上，总要苦中作乐。 (记者白国龙)

新华社“雪龙”号 1 月 14 日电

舌尖上的南极
肉 管 够 ，蔬 菜 是 速 冻 的

半 个 月 内 主 菜 不 重 样

新华社巴黎 1 月 14 日电(记者徐甜)法国
乳业巨头拉克塔利斯集团负责人 14 日首次就
该集团生产的奶粉等婴儿食品感染沙门氏菌事
件公开作出回应，承诺将补偿所有受害家庭。

拉克塔利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埃马纽埃尔·
贝尼耶当天接受法国《星期日报》采访时表示，
公司对因食用受污染奶粉而感染沙门氏菌的婴
儿的状况“深感担忧”，他将“完全配合”司法机
关调查。

贝尼耶说，目前公司正从 83 个国家召回超
过 1200 万箱奶粉，他们将从此次危机中吸取教
训，并同政府相关部门商讨制定更严格的产品
卫生控制方案。

法国公共卫生监督机构公布的信息显示，
去年 8 月中旬至 12 月，法国先后有超过 30 名
平均年龄为 4 个月的婴儿被确认感染沙门氏
菌，调查证实这些婴儿出现症状前曾食用拉克
塔利斯集团位于法国西北部马耶讷省克朗市的
工厂生产的婴儿食品。

2017 年 12 月 10 日，法国政府发表公告，
决定暂停拉克塔利斯集团生产的 600 余批奶粉
等婴儿食品的销售和出口，同时对已售产品进
行召回。由于产品召回工作效率不尽如人意，法
国经济部长勒梅尔于本月 12 日宣布，目前市场
上由该集团受病菌污染工厂生产的所有婴儿食
品不受生产日期限制，将被全部召回。

法涉污乳企负责人承诺

将补偿所有受害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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