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日， 赴俄罗斯参加中俄 “海上联合—2013” 军事演习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 在日本海进行编队运动训练。 这是编队在
进行编队齐转航行训练。 新华社发

俱乐部 所属项目 粉丝数
巴萨 足球 6050万
皇马 足球 4980万
曼联 足球 3450万
切尔西 足球 2020万
洛杉矶湖人 篮球 1960万
AC米兰 � �足球 1720万
阿森纳 足球 1680万
芝加哥公牛 篮球 970万
拜仁 足球 800万
纽约扬基 棒球 7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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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麻烦制造者
随着7月21日参议院选举的临近 ，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来的言行变得更加
肆无忌惮 ： 从 “侵略定义未定论 ” 到
“历史自豪论 ”， 从再次纵容4名内阁大
臣参拜靖国神社， 到重表修宪决心、 强
调将自卫队升格为国防军的 “必要性”，
再到在冲绳视察海上警备情况、 发表关
于钓鱼岛的强硬言论……

这个曾鼓励其智囊团在推动经济改革
方面 “不惮成为麻烦制造者” 的日本首
相， 自身在处理同东亚邻国关系上正日益
显露出 “麻烦制造者” 的面目， 企图通过

人为制造领土海洋争端的紧张局势， 为日
本摆脱战后国际秩序束缚提供借口。

安倍在短暂的首个任期内就曾提出
“摆脱战后体制” 的目标。 在第二个任期
内， 安倍内阁刻意迎合不断上升的日本右
翼势力与思潮， 在处理同亚洲主要邻国关
系上连续释放挑衅性言论， 一意孤行。

如今， 面对中日关系低潮， 安倍内
阁非但没有为改善两国关系付出实际努
力， 反而在领土海洋争端上采取对立姿
态， 并通过发表防卫白皮书等手段变本
加厉地渲染 “中国威胁论”， 企图利用军
事同盟改变其武装力量的性质， 突破和
平宪法的限制。 与此同时， 日本同俄罗

斯、 韩国等邻国在海上空中摩擦不断。
安倍曾声称， 将以 “俯瞰世界的眼

光” 开展外交。 然而， 其做法无疑证明
了其眼光的偏狭。 他还一再声称， 要通
过对话来发展同相关邻国之间的关系 ，
但其实际言行无一不在封堵一扇扇对话
的大门， 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惕。

任何人都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
区乃至世界搞乱。 一个真正具有历史责
任感的领导者， 首先必须是一个对历史
诚实、 对未来负责的领导者。 安倍内阁
如果继续在外交上不计后果地任性冲
撞 ， 到头来只会让麻烦的线团越绕越
紧。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刘华 刘东凯

新华社莫斯科7月17日电 俄罗斯知
名律师阿纳托利·库切列纳17日告诉媒
体， 美国“棱镜门” 事件揭秘者斯诺登
在获得俄临时政治避难之前不会离开俄
罗斯， 同时不排除斯诺登未来申请俄罗
斯国籍的可能性。

俄塔社援引库切列纳的话报道说，
斯诺登告诉他，“至少在获得俄临时政治
避难之前，他不会离开俄罗斯，也不排除
未来申请俄罗斯国籍的可能性”。库切列
纳表示， 斯诺登一周之内就可以走出莫
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中转区。他解释说，
斯诺登只要获得俄罗斯移民部门发出的
身份证明后就可以进入俄罗斯领土。

库切列纳当天还透露， 斯诺登说他
知道普京总统提出俄接受其政治避难申
请的条件， 即“必须停止继续损害美国
的利益”， 他表示这个要求可以接受。

此前有消息人士称， 俄联邦移民局

初审斯诺登的避难申请需要5天时间，
一旦进入实际审理阶段， 移民局将向申
请者发放证明其身份的文件， 后者可以
凭此文件在审理期内在俄罗斯逗留和自
由活动。

库切列纳16日帮助斯诺登办理了申
请俄罗斯临时政治避难的手续。 俄罗斯
联邦移民局局长罗莫达诺夫斯基当天证
实已收到斯诺登的申请， 并在最多3个
月内完成审理程序。 俄总统发言人佩斯
科夫同日表示， 斯诺登一事的决定权在
俄联邦移民局， 而不是总统普京。

据新华社莫斯科7月17日电 俄罗斯
总统普京17日称， 俄方警告过“棱镜
门” 事件揭秘者斯诺登不要损害美国的
利益， 他的任何不利于俄美关系的举措
都是不可接受的。

普京当天在俄远东城市赤塔视察军
演后对媒体表示， 俄罗斯无意卷入斯诺

登事件， 俄美两国之间的关系远比在特
工问题上的无谓争吵重要得多。 “我们
警告过斯诺登先生， 他的任何能够伤害
俄美关系的行为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可接
受的。”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16日电 美国白
宫发言人卡尼16日说， 正在俄罗斯寻求
临时政治避难的“棱镜门” 事件揭秘者
斯诺登应被遣返回美国。

卡尼当天在白宫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说， 斯诺登“不是人权斗士， 不是持不
同政见者”， 他“被控泄露秘密信息，
并因为泄露秘密信息受到3项重罪指
控”。 卡尼说， 美方希望看到斯诺登被
俄罗斯驱逐， 并遣返回美国。

卡尼说， 美俄双方一直在多项问题
上保持定期联络， 其中就包括斯诺登
案。 他说， 美国总统奥巴马仍计划在今
年9月前往俄罗斯参加二十国集团会议。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17日就钓鱼岛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7日访问冲绳石垣岛，在视察海上保安厅时

称，“针对日本领土、领海、领空及主权的挑
衅行动持续发生，中国公务船频繁接近和徘
徊在周边海域，警备环境日益严峻”。安倍还
在石垣发表演讲称， 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

土，日方不会退让。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

国固有领土， 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
主权。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

决维护钓鱼岛领土主权。 我们敦促日方
正视历史和现实， 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
土主权的挑衅言行， 为通过对话妥善解
决钓鱼岛问题作出努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7日访问冲绳
石垣岛时再就钓鱼岛问题发表强硬言
论。 一些日本问题研究专家表示， 安
倍言行既是出于国内需要， 也有国际
考虑。 但无论原因如何， 其在错误道
路上一意孤行， 都无益于与邻国关系
改善， 终将吞下自酿的苦果。

对于安倍近期在修宪、 靖国神社、
钓鱼岛等问题上频频作出强硬姿态，
中国前驻日本大使徐敦信认为， 这首
先是为了日本国内政治需要。

“参院选举在即， 对于安倍而言，
无异于一场‘政治大考’。” 徐敦信说，
“虽然目前来看， 因为一系列的经济政
策他的选情还不错， 但也亟须扩大优
势， 争取‘鹰派’ 支持。”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
院长刘江永说， 钓鱼岛事态得不到缓
解， 使得石垣岛旅游业发展等受到影
响。 安倍此次“登岛” 有为当地经济
发展鼓劲、 打气的因素， 但其在领土
问题上采取强硬姿态， 其实有百害而
无一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
员高洪认为， 安倍此次言行与近期发
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举动一脉相承。
其言论本身没有新意， 但借“登岛”
这种吸引舆论和世人目光的手法， 无
疑有其特定政治意图。

徐敦信说， 安倍时而放言不惜一
切保卫钓鱼岛， 时而又声称同中国对
话大门一直敞开， 这种看似矛盾的立
场转换， 实际上是迎合日本国内的两
种声音， 同时也受到国际舆论影响。
但无论言论怎么变， 本质都是一样的，
安倍正在右倾道路上越走越远。

“安倍的挑衅言行不仅对中日关
系有害无益， 而且让周边国家普遍感
到不安， 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亚太地区
的和平稳定都会受到威胁。” 徐敦信
说。 （据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安倍意图何在

安倍登冲绳石垣岛再谈钓鱼岛

斯诺登或将申请俄国籍
白宫发言人：斯诺登应被遣返回美国

据新华社开罗7月16日电 埃及过
渡政府33名部长16日向临时总统曼苏
尔宣誓就职， 新内阁成员中未包括伊斯
兰党派人员。

新内阁由总理哈齐姆·贝卜拉维领
导， 下设3名副总理。 第一副总理阿卜
杜勒-法塔赫·塞西兼任国防部长； 第
二副总理齐亚德·巴哈丁兼任国际合作
部长； 第三副总理胡萨姆·伊萨兼任高
等教育部长。

与上一届内阁相比， 部长人数由
35名减少至33名， 包括内政部长在内
的至少5名部长留任原职。 新内阁在原
有各部基础上进行了个别调整， 新设立
了“过渡时期司法与和解部”。

据新华社首尔7月17日电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17日确
认， 15日在首尔附近汉江南段水管铺设作业事故中失踪的
6人中有3人是中国人， 其中一人的遗体17日上午被救援小
组发现。

韩国救援小组17日上午发现一具在首尔铜雀区鹭梁津
水管铺设作业过程中遇险失踪工人的遗体， 经证实为一名
中国工人。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总领事何颖说， 大使馆已经
核实了该消息， 并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 同时敦促
韩方全力搜救另两名失踪的中国公民， 并妥善处理后事。

据韩国当地媒体报道， 近日韩国中部普降大雨， 汉江
水位急剧上升。 15日， 江水溢出并淹没首尔铜雀区鹭梁津
汉江南段附近水管作业施工现场， 造成7名施工工人遇险，
当时有一人获救后抢救无效死亡， 其余6人失踪。 失踪的
人员中有3人为中国人。

一中国工人
在韩水管工程事故中遇难

据新华社首尔7月17日电 旨在恢复开城工业园区正常
运营的韩朝第四轮工作会谈17日在开城工业园区举行。 由
于双方分歧较大， 会谈依旧未能达成协议。 双方决定22日
举行第五轮工作会谈。

韩朝双方分别在当天会谈时表达了各自在开城工业园
区问题上的立场。 韩方明确表示， 采取相关措施保证园区
关闭事件不再发生是恢复园区正常生产的实质方案。 朝方
则一再强调迅速重启园区的主张。

韩方首席代表金基雄在会谈后表示， 保障开城工业园
区关闭事件不再发生是恢复园区正常生产的核心， 但在此
问题上看不见朝方任何进展性的立场。同时，在为企业家提
供放心的投资环境等制度保障方案上，双方依然分歧很大。

开城工业园重开“没谈拢”

据新华社哈瓦那7月16日电 古巴政府当地时间16日晚
承认， 巴拿马扣押的一艘朝鲜船只载有防空导弹及米格战
斗机， 但强调均为“废旧防御性武器”。

古巴外交部当天发表一份声明， 说这艘在朝鲜注册的
货轮主要货物为1万吨白糖， 15日试图通过巴拿马运河时
被巴当局在曼萨尼约港扣押并被要求接受检查。 这艘货轮
还载有240吨重的“废旧防御性武器”， 包括两套“伏尔
加” 和“伯朝拉” 防空导弹系统及导弹零部件， 此外还有
两架米格-21比斯型战斗机和15套该机型适配发动机。

声明说， 所有武器“均为20世纪中叶生产， 将在维修
后返回古巴， 用于满足防御需求， 维护国家主权”。

古巴政府在声明中重申将坚定不移地维护和平， 坚持
包含核武器在内的裁军， 尊重国际法。

古巴“认领”朝被扣军火

埃及新内阁就职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16
日在俄远东地区视察俄军方自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突击
战备演练。

普京当天乘坐直升飞机抵达萨哈林岛一处军事基地，
登上瞭望台观看演练， 随后与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 军
区司令康斯坦丁·西坚科等人乘直升机在空中俯瞰演习。

普京12日下令在俄远东地区举行突击战备演练， 要求
俄东部军区在13日凌晨进入完全战备状态。

俄新社报道， 演习13日凌晨开始， 定于20日结束。 大
约16万名军人、 5000辆坦克和装甲车、 130架飞机， 以及
70艘军舰参加演练。 演习第一阶段在萨哈林岛举行， 16日
结束。 第二阶段当天下午在贝加尔地区展开。

俄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说， 第
二阶段演习包含空中打击部队战术演练等。

普京视察俄远东军演

7月17日， 因免费午餐含有杀虫剂， 印度比哈尔邦默斯
勒克村一所小学至少20名学生因中毒丧生。 图为当日在印
度艾哈迈达巴德的一所学校里， 工作人员给学生分发免费
午餐。 新华社发

足球完胜其他项目
《福布斯》16日刚刚公布了世界50大

最具价值的体育俱乐部， 本次的网络调
查便以这50家体育俱乐部为调查对象，
共吸引了2.07亿网民参与其中（其中主
要是facebook和twitter的用户）。 最终的
结果中，前10名的俱乐部里有多达7家的
足球俱乐部，这直接表明，在广大网民眼
中，足球依然是最受欢迎的运动。

来自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的巴塞罗
那俱乐部位列榜单第一， 粉丝多达6050
万， 他一家足球俱乐部的粉丝数就比排
名第二的运动项目橄榄球的网络粉丝总
数多50万。

这份榜单中，前4名的俱乐部均是足
球俱乐部，直到第5名才出现别的竞技形
式， 来自NBA联盟的篮球队洛杉矶湖人
以1960万位列第5位。

拥有730万名网络粉丝的美国职棒

大联盟球队纽约洋基队，仅排在第10位，
这家在体育界大名鼎鼎的俱乐部， 网络
粉丝数甚至还不到AC米兰(1720万粉丝)
和阿森纳(1680万)的一半。

就运动项目而言， 除足球运动高居
榜首外，橄榄球排名第2，为6000万，篮球
以3400万位列第3。

巴萨粉丝高居第一
在世界50大最具价值体育俱乐部

中， 西甲的皇家马德里俱乐部位列第1，
这次网络粉丝排名中，价值榜排名第3的
巴萨击败了宿敌皇马。

作为世界上网络粉丝最多的俱乐
部，巴萨共有6050万名追随者，皇马比巴
萨少了1000多万，共有4980万名网民支
持。价值榜位列第2的曼联则有3450万名
网络粉丝，位列网络粉丝榜单第3。

在这份榜单中， 共有3支NBA球队，
分别是尼克斯，湖人以及公牛。 其中湖人
队的粉丝数为三队之首，高达1960万；公
牛次之，970万；尼克斯排在第三，440万。

美式橄榄球大联盟， 最受欢迎的是
达拉斯牛仔队，600万网络粉丝让他们排
在第11位， 第二受欢迎的是匹兹堡钢人
队，排名第12位，粉丝数量为540万名。

F1俱乐部中， 麦克拉伦车队的粉丝
数竟比传统劲旅法拉利车队还多， 达到
110万名，法拉利车队的网络粉丝数为50
万名。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亮）今年夏

天的转会标王产生！ 2013赛季法甲联赛
冠军巴黎圣日耳曼队今天宣布签下乌拉
圭前锋卡瓦尼，双方签订了一份5年的合
同。

为得到这位意甲金靴， 巴黎圣日耳
曼付出了6400万欧元， 创造了今年夏天
球员转会纪录。 这个价格也是法甲联赛
历史上最贵的一笔转会费， 在世界足坛
历史上也能排在第5位。

今年26岁的卡瓦尼于2005年进入职
业联赛，在2010年加盟意甲那不勒斯后，卡
瓦尼进入职业生涯高峰期，2012至13赛季，
卡瓦尼出场43次打进了38球， 其中意甲联
赛攻入了29球，他也斩获了意甲金靴。

现实中，足球是最受欢迎的运动，那网络世界呢？ 《福布斯》杂志7月17日公布了体育
俱乐部网络粉丝榜单，足球俱乐部的网络粉丝遥遥领先其他运动项目———

网民眼中，足球依然最受欢迎
本报记者 王亮

俱乐部网络粉丝排名TOP10

卡瓦尼6400万欧元
加盟“大巴黎”

本报7月17日讯（记者 王亮）长沙银
行队拒绝出局！ 在今晚进行的2013NBL
季后赛第二轮比赛中， 回到主场的长沙
银行队以89比79击败江苏同曦队， 将大
比分扳为1比1。

上场比赛中， 客场征战的长沙银行
队以77比92不敌同曦队， 在3场2胜制的
季后赛中面临背水一战。

今晚的比赛中，凭借顽强的防守和积
极的进攻，长沙银行队前三节以72比58领
先了14分。 同曦队最后一节疯狂追分，无
奈落后太多，最终以10分之差落败。

双方最后一场比赛将于7月19日继
续在长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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