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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木家具.老家具.字画.扇
子 .印章 .像章 .老服装 .小
人书.紫砂壶.玉器.地址:多
伦路 160 号（近四川北路）
热线电话：65407260 13601926417
高经理 免费上门服务

古月轩 高价
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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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价收旧书
画银元家具
大正堂高价收旧瓷器.玉
器佛像.香炉.印章.砚台.
旧扇子竹木牙雕 . 古纸
币 .旧箱子像章 .小人书 .
旧旗袍等免费上门估价
南昌路 611 号近襄阳南路
太原路 327号仕宝堂
52733361 13564330778

为民调剂
本店以雄厚的实力 ,收购旧红 (白 )木
家具,新旧字画 ,名人信札 ,旧书碑帖 ,
连环画 ,邮票 ,钱币 ,像章 ,旧瓷 ,旧玉 ,
紫砂 ,竹木牙雕 ,文房用品 ,及其它古
玩杂件 ,名贵酒类 ,阿胶 ,工艺品等 。
徐汇区宛平路 255 号（近肇嘉浜路）

63232582 13701722984 沙先生

� � � � 晨报综合报道 据三亚市公
安局吉阳分局 10 月 8 日通报，
2021 年 10 月 7 日，公安机关接
群众举报，网民“罗某平”在新浪
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
烈的违法言论，造成恶劣影响。三
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于当天依法
传唤罗某平（男，湖南长沙人，40
岁，新浪微博名“罗某平”）并开
展调查。

经审查， 罗某平对其通过微
博发表侮辱抗美援朝志愿军英烈
言论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目前，
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已经以涉
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对罗某平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
一步办理中。

微博账号被关闭

另外，@微博管理员 10 月 8
日消息， 平台发现账号@罗昌平
于 10 月 6 日发布诋毁英烈的错
误内容，且造成恶劣影响，依据法
律法规要求和《微博社区公约》相
关规定， 平台对其账号予以关闭
处理。

英雄烈士不容亵渎， 网络空
间不是法外之地，对侮辱、诽谤或
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
誉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查
处。希望广大网民自觉遵守法律法
规，共同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

三亚检方展开立案调查

另据海南检察消息， 海南省
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在履行公
益诉讼检察职责中发现，网民“罗
某平”于 2021年 10月 6日在新
浪微博发布侮辱抗美援朝“冰雕
连”英雄烈士的违法言论，侵害了
抗美援朝志愿军英雄烈士的名
誉、荣誉，伤害了广大人民对抗美
援朝志愿军英雄烈士的特殊民族
情感，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
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
办案规则》等相关规定，海南省三
亚市城郊人民检察院于 2021 年
10 月 8 日决定对罗某平侵害英
雄烈士名誉、 荣誉的违法行为民
事公益诉讼立案并展开调查。

提出“新资本主义”目标

岸田在演说中表示，当前日本
仍处于新冠疫情下的 “国难”之
中，应对新冠疫情是重要课题。 尽
管目前日本已全面解除紧急状态，
但决不能掉以轻心。 政府将确保
为所有愿意接种的人完成两剂新
冠疫苗接种，并提前为第三剂疫苗
接种做好充分准备。 他还提出，将
评估政府此前的危机管理体制，强
化指挥职能，修订相关法律以控制
人流和保障医疗资源，同时通过促
进国产疫苗研发和治疗药物上市
等措施，从根本上强化政府应对新
冠疫情的危机管理能力。 此外，政
府将提高护士及护理人员收入，加
大对疫情期间各行业的财政支持
力度， 创造与疫情共生的 “新社
会”。

在经济领域， 岸田提出实现
“新资本主义” 的远景目标。 他表
示， 将通过实行大胆的金融政策和
灵活的财政政策、增长战略，努力摆
脱通货紧缩，切实重振经济，并努力
实现财政健全化。 其核心理念是通
过增长和分配战略实现经济良性循
环，其中“科技立国”“数字田园城
市国家构想”等内容是经济增长战
略的主要支柱。

对此，在野党方面认为，岸田的
“新资本主义”构想没有实质内容，
整体政策方向与前任安倍晋三和菅
义伟政权相比没有太大改变， 属于
换汤不换药。

在岸田的施政纲领中， 还有一
处值得关注的是 “新经济安保政
策”。 岸田表示，为打造强韧的供应
链，确保日本经济安全，拟制定“经
济安全保障推进法”。 为此，岸田内
阁新设了经济安全保障大臣一职，
其主要任务是制定“经济安全保障
推进法”及相关国家战略。 据日媒
分析，“新经济安保政策”可能将重
点从能源、信息通信、交通、海上物
流、金融、医疗等领域着手实施。

强调与中国建立稳定关系

在外交和安保领域， 岸田强调
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
策的基轴， 日本政府将灵活运用与
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的四方合作，
大力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他还表示， 将致力于修订国家安全
保障战略、 防卫大纲和中期防卫力
量整备计划等， 加强日本的导弹防
御能力和海上安保能力。

在谈到对华关系时，岸田强调，
与中国建立稳定的关系对两国、地
区以及国际社会都很重要。 日本将
在一些问题上应主张的则主张，强
烈要求中国采取负责任行动， 与此
同时“持续与中国对话，共同携手
应对诸多课题”。

就日俄关系，岸田说，不解决领
土问题就不会缔结日俄和平条约，
两国将在构建首脑间信赖关系的同
时， 谋求包括缔结和平条约在内的
日俄关系全面发展。就日韩关系，岸
田表示，韩国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应
恢复健康的日韩关系。 日方也将坚
持一贯立场， 强烈要求韩方采取适
当应对措施。

分析人士认为， 岸田出身自民
党内外交政策偏“鸽派”的宏池会，
但他在竞选自民党总裁期间为讨好
党内保守势力，一改稳健作风，在外
交安保问题上发表了一些强硬言
论。从目前的权力分配情况看，岸田
在新内阁中留任了菅义伟内阁的外
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
夫， 在党内则重用高市早苗这样的
右翼保守人物， 使得其外交安保路
线难以完全摆脱安倍政权的印记。
因此， 岸田政府未来能否采取有效
措施，切实改善与邻国的关系，仍有
待观察。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发表就任后首次施政演说

岸田“新政”能否成真待观察
新华社东京 10 月 8 日电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8
日在国会发表就任后首
次施政演说，阐述了内政
外交政策主张。 分析人士
指出， 岸田在应对疫情、
提振经济、经济安保等方
面提出了一些新政策，但
从此前他对党内和内阁
的人事安排来看，其政权
难以摆脱自民党党内其
他大派阀势力的影响，因
此他的这些主张能否得
到落实仍有待观察。

言论侮辱志愿军英烈
网民“罗某平”被刑拘

[新闻背景]

近日，有关电影《长津湖》热
映电影背后是 71 年前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悲壮历史。 天
寒地冻、缺衣少粮 ，有人十个脚
指头冻没了，有人饿得抓雪往肚
子里咽……在极度恶劣的情况
下，志愿军战士们与敌人浴血奋
战，赢得了这场战役。

如今 71 年过去， 他们所守
护的祖国国家强大， 人民富足。
但现在，居然有人对这群最可爱
的人发出污蔑和抹黑的声音！

10 月 7 日，对于网络上的个
别污蔑言论 ，@ 共青团中央发
声，“冰雕连”，是对他们为国而战
的缅怀， 更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丰
碑。 某些人不能一边享受着前人
披荆斩棘带来的幸福生活， 一边
却昧着良心污蔑先烈。 此外，《解
放军报》@ 钧正平也两度发声：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英
烈不容戏谑！ 不可污名！ 不能侮
辱！ 我们决不能让那些恶意诋毁
英烈的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胡若愚 （新华社专特稿）

朝鲜外务省网站 7 日发表专
家文章，重申朝鲜与日本之间“绑
架问题”已经“彻底解决”。文章同
时警告日方， 如果不改变相关立
场，朝日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

按日本《朝日新闻》8 日的说
法， 这是岸田文雄 4 日出任日本
首相后， 朝方首次提及日本新政
府，并试图对寻求尽快解决“绑架
问题”的岸田进行牵制。

朝鲜外务省日本研究所研究
员李炳德在文章中写道， 经时任
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 2002 年 9
月和 2004 年 5 月两次访问朝鲜，
以及朝方随后的诚意和努力，“绑
架问题”早已“完美且彻底解决”。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一些日
本人相继失踪， 日方认定他们遭
朝鲜特工绑架。 2002 年，小泉访
问平壤，朝方承认绑架 13 名日本
人并表示 “遗憾”，5 名遭绑架日
本人同年回国。 朝方称其他 8 名
日本人死亡，认定“绑架问题”已
经解决。

只是， 日本政府质疑朝方的
说法，要求调查其余人员下落，并
怀疑朝方绑架了更多日本人。 岸
田 4 日在记者会上说， 受害者家

属日益年老，解决“绑架问题”刻
不容缓。为此，他愿意“不设前提”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会晤。

文章写道，岸田“有担任外务
大臣 5 年的经验， 不可能不知道
我方的原则立场”。朝日关系的关
键， 是日本就 1910 年至 1945 年
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期间朝方 “所
受不可估量的人员、 物质和精神
损失作出彻底道歉和赔偿”。

文章说，如果岸田“像现在这
样走错第一步， 朝日关系就会进
一步乌云笼罩”。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兼 “绑架
问题” 担当大臣松野博一 8 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说，日方“完全不能
接受 ‘绑架问题’ 已经解决的说
法”， 解决这一问题是岸田内阁
“最优先事项”之一，“我们将尽全
力让受害者尽快回国”。

2014 年 5 月， 岸田担任外相
期间， 日朝两国在瑞典首都斯德
哥尔摩举行外务省局长级磋商，
就重新调查 “绑架问题” 达成协
议，朝方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日
本因此解除对朝鲜施加的部分制
裁。2016 年初，朝鲜先后进行核试
验和远程弹道导弹试射， 日本恢
复并加强单方面对朝制裁， 朝方
随后宣布解散特别调查委员会。

朝鲜专家给岸田“泼冷水”

10 月 4 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召开记者会。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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