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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近海 20日凌
晨发生 6.4级地震，导致 2人死亡，至少 12
人受伤，将近 8万户停电。

据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地震当地时
间 20日 2时 34分（北京时间 20日 18时 34
分）发生，震中位于加州北部洪堡县芬代
尔市附近海域，震源深度 17.9公里。

芬代尔位于旧金山市西北方向大约
345公里处。加州应急部门官员说，芬代
尔和附近里奥德尔市、福图纳市受地震影
响最严重，这些地区部分供水主管道破
裂，数十处房屋因结构不稳不适宜居住。

据洪堡县治安官办公室通报，已有 2
人在地震发生时或发生后因急症而死亡，
死者年龄分别为 83岁、72岁；另有至少 12
人在地震中受伤。

警方关闭了通往芬代尔市的一座桥
梁，洪堡县至少 4 条道路因地震受损关
闭。加利福尼亚州公路巡逻队说，当地一
些道路的路基存在滑坡风险。

全美停电信息网信息显示，芬代尔市
和洪堡县周边地区大约 7.9万用户在地震
后不久遭遇停电。

美联社援引加州参议员迈克·麦圭尔

的话报道，地震导致主要输电线路受损，
而降雨天气使得供电企业无法出动直升
机评估受损情况，恢复供电因而延迟。

太平洋天然气和电力公司预期 24小
时恢复电力供应。不过，截至 20日午后，
仍有 5.7万户停电。

综合媒体报道，加州 20日发生地震的
区域以往地震活动“相对频繁”，与这一区
域位于几个地壳构造板块交汇处有关。
在加州，尽管以往发生地震时都有明显震
感，6.4级地震并不常见。这样震级的地震
可能导致建筑垮塌、结构变形。

丹尼尔·霍尔萨普尔住在旧金山以北
大约 443公里的阿克塔市。他回忆，半夜
收到手机预警，被晃醒后，一把抱起宠物
猫冲到室外，外面一片漆黑，只听见从房
屋地基那里传出低沉的声音，整座房子在
震动，“震感非常强烈”。

加州应急部门主管马克·吉拉尔杜奇
说，加州地震早期预警系统似乎起了作
用。在地面开始摇晃 10秒前，系统向加州
北部大约 300万名居民发送了手机预警信
息。 新华社特稿

美国加州近海地震致2死12伤
近8万户停电

日本政府16日正式通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本
将致力于拥有对敌攻击能力等政策主张，并将在未来5年大幅增加军事开支。

分析人士指出，这三份文件出炉意味着日本战后安保理念和防务政策发生重大转
折，完全抛弃了“专守防卫”原则，彻底背离了日本宪法的和平理念。日本重走军事大国
路线以及日美军力的进一步一体化，将给地区和平与稳定带来新的威胁。

日本新安保战略背离和平理念引担忧

日本重新走上军事大国路线，引发日
本舆论担忧与批评。16日，数百名东京市
民在日本首相官邸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
日本政府扩军。

日本自民党前干事长古贺诚公开表
示，文件中提出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完全脱离了专守防卫”，日本应避免走军
事大国路线。日本反战和平组织“和平构
想建言会议”15日发表声明指出，三文件将
使日本再次成为能发动战争的国家，从而
在东亚煽动军备竞赛，是极其危险之举。

日本《东京新闻》发表社论说，战后日
本的防卫政策是根据放弃战争、不保持战

力的宪法第九条制定的。自卫队装备仅
用于本国防卫，不拥有攻击性武器，这是
日本基于对战争的反省所作出的决定，也
是日本不再成为军事大国的宣誓。日本
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使日本严重偏离战
后的和平主义国家轨道。

日本《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在经济
低迷的大背景下，巨额防卫费带来的沉重
负担难以获得日本国民理解。获取“反击
能力”并不能保护日本。日本应该与周边
国家开展沟通，致力于军备管控，通过外
交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新华社东京12月21日电

与防卫理念根本转折相配套，三文件
不少内容突破了日本战后诸多军事禁忌。

继此前安倍晋三政府放松日本作为
“和平国家”招牌之一的“武器出口三原
则”，将其改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
后，此次三文件又进一步放宽扩大武器出
口，并提出深化军民一体化的一系列举
措。

为达成扩军目标，三文件将 2023 至
2027年度日本防卫费总额定为约 43万亿
日元（约合 3130亿美元），是现行《中期防
卫力量整备计划》（2019至 2023年度）约 27
万亿日元总额的近 1.6 倍，并规定要在
2027年度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而此前日本一直基本遵循这一比
例不超过 1%的标准。是否坚持这一标准
也被舆论普遍视为检验日本是否奉行和
平主义的一项关键指标。

此外，为实现军事转型，三文件还提
出对自卫队组织架构、军种设置、部队编
制、军力部署等实施全面调整，包括新设

“统合司令部”一体化运用陆海空部队，新
设防区外导弹部队，将航空自卫队改为

“航空宇宙自卫队”以强化太空战力，为陆
海空自卫队全部配备无人机部队，扩大自
卫队网络防卫队编制，强化西南诸岛军力
部署并组建“冲绳防卫集团”等。

值得注意的是，为给安保政策转向和
扩军备战找借口，三文件还大肆渲染“中
国威胁论”，将中国定位为“迄今最大战略
挑战”。日本军事评论员前田哲男在接受
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指出，在三文件渲染

“中国威胁论”、大幅调整防卫政策的背
后，既有美国推动的因素，也有日本谋求
自身军事松绑、成为所谓“正常军事大国”
的意图。

日本政府 16日召开内阁会议，正式通
过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
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国家安全保障
战略》是日本国家安保层面顶层战略文件，
系2013年出台以来首次修订。《国家防卫战
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是依据新安保
战略制定的军事层面具体政策和执行规
划，分别取代原有的《防卫计划大纲》和《中
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这三份文件决定了
今后5至10年日本安保和防务政策方向。

从三份文件的主要内容看，日本的安
保理念和防务政策将发生重大转折，特别
是将彻底放弃作为日本战后核心防务理
念的“专守防卫”原则。

在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日本
政府明确宣称，应拥有所谓“反击能力”，
也就是此前所称的“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主要包括各类远程攻击性导弹以及与美

军共同运用的“综合防空与导弹防御”系
统。日本为此将在今后 5年采购和装备大
批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和射程 1000公
里以上的国产改良型“12式”岸舰导弹等，
还将开发高速滑翔弹和高超音速导弹。
日美军事同盟也将发生新的变化，从原先
日本为“盾”、美国为“矛”的“日守美攻”转
变为“齐攻齐守”。

尽管三份文件在定义“反击能力”时
添加了“必要最小限度”等字眼，但日本舆
论普遍认为，获取“反击能力”将从根本上
颠覆日本战后安保理念。

日本山口大学前副校长纐纈厚对新
华社记者说，新版安保三文件意味着日本
防卫政策大转折，放弃了“专守防卫”，事
实上可以决定实施“先发制人攻击战
略”。这无疑将给东亚各国带来重大威
胁，是一种“新军国主义”。

■国际观察

放弃原则

突破禁忌

引发担忧

暴风雪袭击加拿大西海岸
温哥华国际机场停运

美国总统约瑟夫·拜登 20日签署
《大型猫科动物公共安全法》，禁止私
人饲养老虎、狮子、猎豹、美洲豹等“大
猫”。

根据《大型猫科动物公共安全
法》，只有动物园、保护区、大学和学术
研究机构才能饲养、繁殖大型猫科动
物，且必须得到联邦政府许可。它们
可以向公众展出这些“大猫”，但禁止
公众直接接触，比如抚摸、给幼崽喂奶
等互动体验。

已经饲养老虎等“大猫”的个人不
受新法限制，但是必须向美国鱼类和
野生动物管理局登记。

据世界自然基金会介绍，全美估
计有大约 5000只圈养老虎，其中许多
是私人饲养，缺乏监管，容易流入黑

市。全球野生老虎数量约 3900只。
来自“保护动物”组织的圈养动物

福利倡议人士布里塔妮·米切尔森对
新法签署表示欢迎。她告诉法新社记
者，今后，强迫狮子、老虎及其他大型
猫科动物在非自然环境下供人娱乐消
遣将违法。“那样，‘大猫’就不再会被
麻醉、运输、用作拍照道具。‘大猫’饲
养将受到严格限制，剥削性的‘爱抚幼
崽’会被逐渐淘汰。”

所谓“爱抚幼崽”包括顾客为搂
抱、投喂“大猫”幼崽和合影付费。善
待动物组织说，新法意味着纪录片《虎
王》（又译《养虎为患》）主角“野生乔”
那样的人再也无法以此牟利，“大猫幼
崽”也不会同关在笼舍里的母亲骨肉
分离。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立法

禁止私人养大型猫科动物

加纳宣布暂停偿还大部分外债
这是位于加纳首都阿克拉的加纳央行入口（12月20日摄）。
加纳财政部19日发表声明说，该国将暂停偿还大部分外债，以“遏制加纳经

济、财政和社会环境进一步恶化”。 新华社 发

加拿大西海岸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连日遭遇暴风雪，部分地区交通严重
受阻，全国第二繁忙的温哥华国际机
场 20日上午暂停所有进出港航班。眼
下正处于圣诞节前的旅行高峰期，恶
劣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并波及美国大
片地区。

加拿大环境部气象学家说，在太
平洋低气压和北极冷空气共同作用
下，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19日晚气温显
著下降，部分地区降雪厚度达到 25厘
米以上。暴风雪严重影响能见度，阻
碍道路、航空、渡轮等交通。

温哥华国际机场在一份声明中说，
暴风雪“对航班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一夜之间引发“大面积航班取消”。

20 日上午，温哥华国际机场所有
进出港航班暂停，大量旅客滞留，一些

旅客不得不在机舱内待了数小时。据
“航班跟踪网站”统计，接近 200架次原
计划 20 日在这座机场起降的航班取
消，另外 67架次延误。

加拿大环境部向不列颠哥伦比亚
省大部分地区发出极寒、降雪和北极寒
流警告，敦促人们在接下来几天注意保
暖和驾驶安全。当地保险企业建议人们
减少非必要出行，必须驾车出行时带上
跨接电缆、保暖衣物、雪铲等应急物品。

气象学家预计，暴风雪天气将在
温哥华等地持续数日并进一步影响美
国，可能波及美国西北部、中部大平原
和东南部阿巴拉契亚山脉一带。

美国国家气象局说，美国正处于
一年中最繁忙的旅行高峰期之一，而
这波恶劣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道
路受阻。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