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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新闻网4月13日消息，日
本自卫队每年实施的一项自卫队员
(自卫官)配偶情况调查显示，22万
5000名自卫队员中，娶外国女子结
婚的有800人，其中中国女子为600
人，占外国人配偶的70%。其次为菲
律宾和韩国女子。

近日发行的日本《周刊邮报》
(4月19日号)报道说，由于自卫队基
地大多在农村或偏僻之地，这些基
地女性自卫官又很少，因此自卫队
员的婚姻成为一大难题。近年来，

一些自卫队员通过婚姻中介所，或
者酒吧夜总会等场所与外国女子相
亲，诞生了许多国际婚姻。

自卫队每年实施的一项自卫队
员配偶情况调查显示，在陆上自
卫队的14万队员中，有外国人配偶
约500人。在海上自卫队4万2000人
中，有外国人配偶约200人。在航空
自卫队4万3000队员中，有外国人配
偶约100人，总数为800人左右。这
一数字，在日本国际婚姻比例中，
只占0.4%，但是，也引起了日本政

六百中国女子成日本自卫队“军嫂” 
府相关方面的关注。

2007年，一名海上自卫队的护
卫舰自卫官将机密情报拿回家，遭
到了自卫队的严厉查处。而查处这
位自卫官的一大原因，是因为他的
夫人是中国人。虽然最终无法证明
这位中国人妻子是间谍，但是依然
成为一些日本军事评论家们要求警
惕中国情报人员利用婚姻搜集日本
军事情报的口实。  

（来源：网易新闻）

近日，人民论坛呼应习近平提
出的“中国梦”，发起一个名为“
信心.信念.信仰”的网络问卷调查，
罕见设置“不赞同”选项且这一选
项投票比例高达75%以上，人民论坛
悄然关闭了该投票。

4月15日，中国《潇湘晨报》等
媒体曝出，中国官媒《人民日报》
旗下的人民论坛从3月27日起发起名
为“信心.信念.信仰”的网络问卷
调查。该调查在前言中称“习近平
提出的‘中国梦’重燃了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希望，为了实现‘中国
梦’，需要信心、信念和信仰。”

该调查设计了四个网调问题，
包括：1、是否赞同中国共产党有足
够的勇气和智慧加快推进改革？2、
是否赞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的说法？3、是否赞同“只有
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走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4、
对中国“一党执政、多党参政”的
制度怎么看？该调查也罕见设置“

不赞同”选项，至4月
15日，有网友发现此调
查遂引发投票高峰，至
关闭前有近三千网友参
加，第一个问题有75%
以上的人、后三个问题
有超过80%的人投下“
不赞同”票且在关闭前
持续增长。

就在很多网友对这
个调查的结果得以不加
修改的呈现表示惊讶之
际，至4月15日午间，
德国之声查阅该投票网
址，人民论坛已经悄然
关闭了该调查，但多位
网友早已截图保存。网
友“波西米亚的晨光”
调 侃 ： “ 这 是 在 打 自
己的脸吗”；网友“V

字的力量”认为这是近年难得一信
的调查；新浪微博网友“几小米
Jimmy”表示：“居然有不赞同的选
项，感谢党的开明”；网友“砖家
意见”发出评论：“人民论坛所做
的关于中国政治的民调，调查结果
很不符合预期，已经被删去了。”

“人民论坛的编辑是‘高级
黑’还是在玩‘无间道’？”

中国知名评论人莫之许在接受
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不是官

对习近平的“中国梦”说不 ，官媒悄然关闭网络民调

日本台湾签署渔权协定 允许台渔民
赴钓鱼岛捕鱼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与台湾地
区10日下午在台北市签署了围绕钓
鱼岛列岛周边海域渔业权的协定。
根据该协定，日方允许台湾渔船
在“专属经济区”作业。

另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
湾“渔业署”表示，这是渔业谈判
17年来最重大的突破。这也意味着
台湾渔民过去在钓鱼岛周边海域作
业经常受到日方扣押驱赶的情况，
可望大幅改善。
习近平：把中美地方合作做实做深 
造福两国人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5日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参加第二届中美
省州长论坛的双方代表。

习近平表示，当前，中美关系
进入承前启后的新的重要发展阶
段。前不久，我同奥巴马总统通电
话时一致确认了建设中美合作伙伴
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大
方向。中美合作不仅将更好地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也有利于促进世
界和平稳定和共同发展。中美双方
同意，将继续推进各种双边对话合
作机制。
全国共报告人感染H7N9确诊病例63
例 死亡14人

安徽省卫生厅4月15日通报，安
徽省新确诊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
病例。浙江省卫生厅4月15日通报，
截至4月15日16:00，浙江省新增1例
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另据江
苏省卫生厅4月15日通报，江苏新确
诊1例人感染H7N9禽流感病例。目
前，全国共报告人感染H7N9禽流感
确诊病例63例，其中死亡14人。
深圳为儿童发放成长补贴 不限户籍
每年1500元

从今年起，深圳幼儿园中符合
条件的在园儿童将可获得每生每年
1500元的健康成长补贴。  深圳市教
育局发布公告称，本月16日起，成
长补贴的申报工作正式开始，预计6
月底，在园家长可以领到自己宝宝
的健康成长补贴。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
底，深圳全市已有幼儿园1186所，
在园儿童31.7万人，预计将会有超过
30万儿童今年可以领到健康成长补
贴。
统计局:高档酒店餐饮收入下降 公款
消费受到抑制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5日举行新
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
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盛来
运介绍今年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并答记者问。数据显示，一季
度，餐饮收入5890亿元，同比增长
8.5%，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4.8个

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回落5.1个百
分点。对此，盛来运表示，一定程
度上说明公款的消费受到一定的抑
制，转变工作作风、反对铺张浪费
的政策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专家称超50%工薪劳动者年收入低
于4.2万元

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苏海南撰
文指出，从薪酬分配格局来推算，
年收入低于4.2万元的工薪劳动者超
过50%，估计低于6万元以下的工薪
劳动者占全部工薪劳动者65%左右。
玉树部分房屋面临拆迁 居民称以生
命应对强征

在玉树重建中，统建区的房屋
都面临拆迁。张文珍，就是其中一
家拆迁户。按规划，她家517.9平
米的土地要全部被征走，用作社区
建设。张文珍说“这块地是全家24
口人的身家性命，如果政府硬要强
征，我就把自己的命埋在这块地
上！
云南镇雄39名在押人员集体逃跑 已
劝回12人

据人民日报微博，4月6日8时
11分，镇雄县戒毒中转帮教集中点
39名吸毒人员在出早操过程中集体
脱逃。事情发生后，县委、县政府
立即组织司法、公安等部门开展查
控。现已查获和规劝回12名吸毒人
员，其余脱逃人员的查找工作正在
进行。相关责任人已停职接受调查
处理。
香港货柜码头工潮陷拉锯战 罢工者
生活日渐艰难

据香港《大公报》报道，香港
货柜码头工潮劳资双方陷入拉锯
战，罢工工人生活日渐艰难。香港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期望劳资
谈判能够在本周内取得突破。不少
罢工工人呼吁各方放下成见，争取
尽快解决问题。但职工盟就拒绝与
另外两个工会合作谈判，坚持单独
与资方会谈，并一再重申要工人坚
持“撑到底”。

货柜码头工人罢工踏入第17
日，张建宗13日出席公开活动时表
示，码头工潮已发生超过两星期，
希望劳资双方能以香港整体利益为
依归，出发点为工人争取权益的同
时，亦能确保码头及承判商有效运
作。
中国32岁科学家获欧洲物理学会菲
涅尔奖

记者13日在合肥中国科技大学
获悉，该校青年科学家、32岁的陈
宇翱因在光子和冷原子的量子操纵
以及在量子信息和量子模拟等领域
中的杰出贡献，被授予2013年度菲
涅尔奖，颁奖仪式将于5月14日在德
国慕尼黑召开的2013年欧洲量子电
子学与量子光学年会上举行。

新 闻 瞭 望 台复旦研究生在饮用水中投毒，毒死室友
复旦研究生黄洋被毒死

4月1日，复旦大学2010级在读
医科研究生黄某出现身体不适。当
晚即被送至医院就诊。入院后，黄
某病情加重，先后出现昏迷、肝功
能衰竭等症状。医院组织了多次全
市专家会诊，未发现病因。学校要
求医院全力救治，并请上海警方介
入调查。

4月11日，上海警方通报，在该
学生的寝室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
有毒化合物成分。

4月12日，基本认定同寝室林某
存在嫌疑。16日下午，黄某经抢救
无效，在上海中山医院去世。

实际上，在医院救治中，医生
一直不确认原因。直到9日，事件出
现重要进展。

黄洋的师兄孙某收到了一个陌
生人发来的短信，提请注意一种化
学药物，周围有人常在用。孙某收
到短信后，马上将情况告诉了黄洋
的导师，并查询了校内的医学论文
资料，发现使用该药物后的实验室
小白鼠症状与黄洋此前症状十分相
似，而相关实验论文的作者正是黄
洋的同寝室室友林某！

之后就听说有人看到犯罪嫌疑
人被控制了。

但是，黄洋已中毒太深了。

究竟是蓄意 还是误杀
目前，对于此事，最大的疑问

是，林某的动机是什么？

此前网上传言，林某妒忌黄洋
获得直升博士生机会而起意投毒。

但是记者了解到，黄洋与涉嫌
投毒的林某目前在两家医院的不同
科室从事不同方向的研究，并不存
在直接的竞争关系。林某学业也很
优秀，学业主攻B超方向，平时经常
在实验室用小白鼠做低剂量毒药测
试。

侦办此案一位警方人士透露：
这起投毒案件正在审讯中，嫌疑人
的动机尚不明晰，但“应该不是”
传闻的情感纠葛，而外界推测的“
不存在学业竞争”是比较准确的。

此案的侦破“远未结束”
截至16日晚，网上最新的说法

是，学校有学生透露，听到导师说
是误杀。寝室里住了3个人，两个广
东的闹矛盾，林某投毒要杀的是另
一个人，结果黄洋误喝了水。此说
法未经官方证实。

另一疑问则是：投的是什么
毒，毒药哪来的？

据媒体最新消息，导致复旦研
究生黄洋中毒的物质初步确定为N-
二甲基亚硝胺。

该物质毒性强，常用于医药及
食品分析研究，可在实验动物中人
为制造肝损伤的模型。较小剂量的
长期暴露，也可能增加肝癌风险。
普通医院并无库存，一般由课题组
购买。

而复旦校方称，有毒化合物

并非来自学校实验室，网上也可购
买。

黄洋是个怎样的人
黄洋，是个怎样的人？他父亲

是四川荣县盐厂的下岗职工，母亲
是供销社的下岗职工，家庭经济困
难。他母亲因肝病做过大型手术，
黄洋一直用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费
用为母亲医治病。在他整个大学和
研究生的学习过程中，所有费用全
部是自己挣，从未用过家里的钱。

4月1日早上，黄洋喝了一口
寝室饮水机内的水，发现味道不
对，以为是坏了就没有再喝，同学
说，“小黄他太可怜了。他是一个
非常善良的人，担心其他同学误
喝，他还特地把以为‘过期’的水
倒掉，把桶刷干净……”

而小黄的朋友说，小黄平时并
没有提过与2位室友不和的事情，
他为人好强、上进、开朗、感情细
腻，是“妇女之友”，“现在我们
也不知道为什么被投毒。”

目前，位于上海东安路130号的
复旦学生宿舍区，已拒绝陌生人出
入，20号楼内小黄原本住的寝室空
无一人。在他曾住过的宿舍楼对面
的楼里，张贴出了一张纸，上书“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是
一位老师在看到新闻后贴出来的。
不少路过学生唏嘘不已。

（来源：浙江在线）

媒对民意一直以来的屏蔽，这样的
结果本不足为奇，人民论坛调查结
果将很多媒体过滤之前的民意凸显
出来：“对稍微敏感一些的话题，
新闻门户网站下的跟帖，很多是数
字和显示数字是严重不对称的，经
常有一万多条评论，结果却只显示
几百条。可能屏蔽的都是‘敏感言
论’。体制和利益高度结合的情况
下，对体制不满是普遍性的，只是
由于我们和国家的媒体话语权不对
称，总觉得对体制支持的人很多，
其实以前媒体中表现出来的话语有
很多是不真实的。”

有网友调侃人民论坛的这个编
辑可能是“高级黑”或玩了一把“
无间道”，但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向
德国之声表示，人民论坛的初衷应
该是借这个调查为中共形象“贴
金”，因为该论坛的受众大部分为
体制内人士，鲜有普通网友浏览，
因此他们看似“民主”的设置了“
不赞同”选项。就是这一点点的程
序正义被网友捕捉到，便试出了真
实民意：“这个程序正义，是公开
的调查，不是被筛选过的问题和答
案的民意测验，就这一点的东西，
就试出了民意走向。人民网并不被
真正的老百姓所关注，这次就因为
它被发现了，大家的想法一直被天
花板罩住，一直无法表达出来，现
在好了，党的喉舌把这个东西罗列

出来，所有的谎言不攻自破了。不
管新闻联播如何营造和谐社会，只
要给民意呐喊的机会，老百姓就会
给他们真实的嘘声。这就是真实的
状态。”

“每一个不赞同都成为压向体
制的一根稻草”

习近平在十八大上提出“三个
自信”，和“中国梦”一样，这些
词成为目前的官媒热词，不断有官
员或学者作出阐释。但胡佳认为，
人民论坛已经关闭的调查，尽管从
数字上只有几千人，但应该会是今
年网络的一个标志性的大事件，民
间利用官媒平台对习近平的“中国
梦”和“三个自信”说不！

胡佳表示：“当你看到这个调
查的第一刻就会意识到真是一场好
戏，马上知道这个戏开演后会是如
何精彩，可是他们马上拉了电闸，
把幕布合上了，但是这么一点点的
机会，参与者和后来在网上知道的
人，都沉浸在对现有体制的嘲弄
中，这也打击了专政者。同时确确
实实增长了民意自信。”目前也有
一些网友呼吁重启这个民意调查，
胡佳也认为，每一个“不赞同”，
都将成为压向这个体制的一根稻
草。

（来源：德国之声）

中国渔船在菲搁浅 内藏10吨穿山甲肉
中国渔船“闽平渔”号上周在

菲律宾海域搁浅，目前菲律宾继续
扣查船上的12名中国渔民，并在渔
船内发现400箱、约10吨重的濒危穿
山甲肉。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4月15日
报道，这艘中国渔船8日晚在菲律宾
西南部的图巴塔哈群礁地区搁浅，
中国渔船被菲方没收，12名船员因

涉嫌“侵渔”被逮捕。菲律宾海岸
警卫队发言人9日引述图巴塔哈群礁
管理办公室的消息称，中国渔船长
48米、宽8米，船体号为“63168”
。图巴塔哈群礁管理办公室没收了
中国渔民的设备、渔具和船只，菲
海岸警卫队和巡查员通过潜水作业
调查了群礁受损伤的范围。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15日表示，

在中国渔船“闽平渔”号搜出约400
箱冷冻穿山甲，现正调查来源。环
保团体怀疑这艘渔船涉嫌“走私”
。报道称，“闽平渔”号上的中国
渔民已被控非法入境、破坏珊瑚礁
和非法捕鱼等。如果这批穿山甲被
证实是来自菲律宾，他们将再被控
非法交易濒危动物。

（来源：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