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东京12月26日电 日本新
任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26日在东京表
示，日本新一届政府将继承“村山谈话”。

菅义伟当天深夜在记者见面会上回
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2006年，以安倍
晋三为首相的日本内阁曾经表示在历史
问题上坚持“村山谈话”精神，新政权也
将采取同样方针。

1995年8月， 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

市发表讲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
的国策，走了战争道路。他表示，要深刻
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必须把战争
的悲惨告诉年青一代，以便不再重犯过
去的错误”。

针对中日关系，菅义伟说，安倍上一
次担任首相时，日中双方就建立战略互惠
关系达成一致。日本新一届政府将继续推
进双方的战略互惠关系。

日新政府表示将继承“村山谈话”

12月25日，1500多名深圳边防部队新战士参加新训教育开训典礼。图
为广东边防七支队的老兵为新兵们做射击示范表演。 新华社发

互联网经常被称为虚拟空
间，但活跃在其中的，依然是现
实世界中的人。有人的地方就应
当有规则和秩序，这早已是人类
社会的常识， 现实世界如此，虚
拟空间也是如此。

互联网的无限开放性，使得
它比现实世界更容易出现无序。
这些年，网络平台上不时出现的
淫秽色情、网络诈骗、造谣诽谤、
网络水军 ， 不仅扰乱了网络秩
序，也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形成了
干扰。 建立和完善虚拟空间的
“现实规则”，推动网络文明健康

发展成为共识和心声。
早在1996年，美国就明确将

互联网世界定性为“与真实世界
一样需要进行监控” 的领域。在
德国，宣扬纳粹思想的内容在互
联网上无法打开。英国警察要求
网吧保留对上网者行为的知情
权。这些互联网发达国家的经验
给我们以启示。在网络这一公共
领域中，规则建立越早 、发展越
成熟， 我们就越能兴利除弊、越
能抑制 “负效应”， 释放 “正能
量”。

（原载12月27日 《人民日报》）

虚拟空间
离不开“现实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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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7日在人民大会堂
会见第67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耶雷米奇。

习近平指出，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世
界大势总体稳定， 但各种问题和挑战层
出不穷。 国际社会需要认真思考如何在
新的一年加强合作， 促进世界和平与发
展。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发展是和平的

基础，事关各国人民福祉，要更加重视发
展问题。当今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
处理相互关系必须寻求共赢， 维护和做
大共同利益。要始终坚持《联合国宪章》
宗旨和原则，希望联合国说公道话、办公
道事。 中国将一如既往加强同联合国合
作，致力于同各国一道，推动实现世界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正义。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工
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27日表示 ，
2013年我国将强化互联网行业管
理 ， 修订域名 、IP地址资源管理办
法，提高网站备案管理工作水平，并
进一步加强对移动互联网、微媒介、
即时通信、智能终端、应用商店等新
技术新业务的引导和管理， 继续净

化网络环境。
苗圩在全国工业和信息化工作

会议上透露， 明年我国将加强和改
进电信市场监管。 推动出台新版电
信业务分类目录， 建立健全新业务
管理制度， 适时扩大移动电话用户
号码携带试验范围， 调整网间结算
政策。 强化电信市场竞争秩序和服

务质量监管 ， 推进垃圾短信治理 。
深化通信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
理。 加强网络运行安全管理， 完善
战备应急通信保障体系， 提高网络
运行质量和应急保障水平。

据苗圩介绍， 明年工信部将推
动尽快发布实施 “宽带中国 ” 战
略 ， 实施宽带中国2013专项行动 ，

加快光纤宽带建设和改造， 深化无
线宽带网络覆盖， 实施宽带接入规
范， 着力改善用户体验。 加快网络
和网站IPv6改造升级， 推动下一代
互联网与移动互联网、 物联网融合
发展。 同时， 持续推进电信基础设
施共建共享， 深入推进通信村村通
工程。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
携手实现世界和平发展 明年我国将强化互联网行业管理

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在审议的 “关于加
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草案）”，突出强调
国家保护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并赋予公民
必要的监督权及有关部门对网络活动的监
管权。 联想到早些时候国际电信世界大会
通过的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条约，可
以看出， 加强网络管理乃国际社会多数国
家的共识。我国也在依照国际惯例，积极地
撑起维护网民合法权益、 维护网络运行秩
序的“保护伞”。

中国目前拥有世界第一的网民数
量和增长最快的网络经济。 几年前，任
何一个企业都很难设想一天之内能实
现上百亿元的销售额，而如今电子商务
做到了。但与此同时，网络犯罪、“黑客”
攻击，以及大量不受国内电信部门控制
的所谓“服务”也造成了信息安全隐患。

网络经济也是法治经济，维护网络社会
的安全与稳定， 与现实社会管理一样，
既要依靠道德规范，更须及时设定法律
界限。

当有关立法通过之后， 我们关注的重
点也应随之转到如何依法有效规范这个问
题上来。就社会而言，应把信息作为一种宝
贵资源，有序引导、合理利用；就企业而言，
应依法拓展网络服务新业态， 积极研发具
备较高信息安全性与稳定性的技术产品，
不断寻求新商机；就个人而言，在充分享受
信息化带来种种便利的同时， 还应时刻提
醒自己， 必须遵循网络社会的行为准则与
法律约束。既有助于虚拟空间的健康发展，
也有助于现实社会的和谐稳定， 当成为社
会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原载12月27日《经济日报》）

网络经济也是法治经济
李平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27日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宣布，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今起向亚太大部分
地区正式提供区域服务。

“自今日起，北斗系统在继续保留
北斗卫星导航试验系统有源定位、双向
授时和短报文通信服务基础上，向亚太
大部分地区正式提供连续无源定位、导
航、授时等服务。”冉承其说。

北斗系统于2011年12月27日提供
试运行服务，2012年又发射了6颗卫星。

“北斗目前具备的服务能力，相对
于去年试运行的时候有大幅度提升，和
GPS的服务能力基本相当。” 中国卫星

导航定位应用管理中心主任杨宝峰说。
与去年试运行之初相比，覆盖区域

由东经84度至160度扩展到东经55度至
180度，定位精度由平面25米、高程30米
提高到平面10米、高程10米，测速精度
由0.4米每秒提高到0.2米每秒。

据介绍，北斗“三步走”战略第一步
是2000年至2003年建成北斗卫星导航试
验系统。 第二步，2012年形成覆盖亚太大
部分地区的服务能力。 第三步，2020年北
斗卫星导航系统形成全球覆盖能力。

此次北斗向亚太地区正式提供区域
服务，标志着第二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完成。

专家预计，全世界卫星导航产业可达
5000亿美元，中国大约5000亿元人民币。

12月27日，海南海事局在海口举行“海巡21”船列编仪式。当日，可起降直升机的大型海事巡航船“海巡21”正式
列编海南海事局，服役南海，我国南海由此迎来第一艘海事远海巡航船舶。 新华社发

北斗导航系统
正式服务亚太区域
总体性能与GPS相当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国
防部27日在京举行例行记者会 。国
防部新闻发言人杨宇军就钓鱼岛 、
中国海军远海训练等问题回答了记
者的提问。

中国军队为国家海上执法提
供安全保障

针对日本派出战机拦截中国海
监飞机一事，杨宇军表示，中国军队
对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的有关动向
进行了严密监控并保持高度警惕 。
我们将坚决履行担负的使命任务 ，

与海监等部门密切协同， 为国家海
上执法等活动提供安全保障， 共同
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中方坚决反对
美国防授权法案涉华内容

针对近期美国国会通过的2013
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中涉及的对台
军售和钓鱼岛问题，杨宇军说，法案
内容粗暴干涉了中国主权和内政 ，
不利于中美战略互信， 我们对此表
示坚决反对。

杨宇军表示，在钓鱼岛问题上，

有的人企图混水摸鱼、 有的人妄想
狐假虎威，这些都是徒劳的。

我国正依靠自己力量
发展大型运输机

在回答有关大型运输机运—20
问题时，杨宇军说，为了适应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服务军队现代
化建设，更好地完成抢险救灾、人道
主义救援等紧急任务， 我国正在依
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大型运输机 ，加
强空中运输能力建设。

我海军护航舰艇编队
将继续护航

杨宇军说，各国海军在亚丁湾、
索马里海域护航合作方式， 是根据
本国的实际情况自行确定的。 目前
北约、 欧盟和多国海上力量等多边
组织采取了分区护航 ，中国 、印度 、
日本、韩国等独立护航国家，采取开
展船期协调的合作护航方式。 也就
是说，从今年1月起，中 、印 、日等独
立护航国家通过相互协调各自护航
班期， 统筹护航资源， 提高护航效
率。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海
军护航舰艇编队将继续在亚丁湾 、
索马里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日防卫研究所
涉华报告别有用心

日本防卫研究所近日发表了《中
国安全战略报告2012》，对此，杨宇军
说，报告对中国军队与政府关系，以及
中国国防与军队建设情况妄加评论，
其言论是不负责任和别有用心的。

杨宇军表示， 中日防务关系是
两国关系重要而敏感的组成部分 。
日方应重视双边关系出现的困难和
问题，采取切实的措施，为妥善处理
有关问题，维护中日关系作出努力。

中国海军
将继续开展远海训练
杨宇军说，近年来，中国海军多

次组织舰艇编队赴西太平洋等海域
进行多项课目演练， 全面提升了部
队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 ，今
后中国海军将继续开展远海训练。

在回答中国是否动用空军战机
巡航钓鱼岛问题时，杨宇军说，军队
在中国自己管辖范围内进行正常巡
逻，这是毫无疑义的 。今后 ，中国将
继续开展下去。

国家海洋局：

我海监飞机巡航遭日军机干扰

国防部就钓鱼岛、中国海军远海训练等问题答记者问

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
草去”，这是教育家陶行知的一句
名言， 也是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副教授徐立一生的生动写照。

徐立是一位平凡而高贵的医
生和老师。 生前，他默默无闻地做
好事，不计任何回报地资助贫穷学
子。很长一段时间，连家人同事都
不知道。 他曾谢绝媒体的采访，不
图名，不图利，只图一份心安理得。
死后，他将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
院，供医学解剖之用，只为促进医
疗事业发展。他的这种无私忘我的
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毛泽东的 《纪念白求恩》文
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能力
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毫无自
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
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
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徐立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高
尚的人。 他虽然没有丰功伟绩，
显赫声名，没有给子女留下私人
财产，但他却留下了宝贵的精神
财富。那就是不计名利，尽自己
最大的能力帮助困难群体。我们
应该向徐立学习。

一个高尚的人
左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指责以中国为主制造的假药大量
涌入非洲地区的说法毫无根据。

有记者问，据报道，国际卫生专家警
告称， 以中国为主制造的假药大量涌入
非洲地区， 对部分非洲地区的公共卫生
与健康造成威胁。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这种说法毫无根据。事实
上，中国政府同非洲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
积极开展合作，为增进非洲人民健康和提
高非洲医疗卫生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华春莹表示， 中方帮助非洲援建医

院和疟疾防治中心， 向非洲国家派遣医
疗队，提供药品和医疗设备，并开展医务
人员交流与培训。 中方也一直高度重视
药品安全，坚决打击制售假药行为。对于
出口药品的管理采取了国际上通行的原
则和做法， 依照世界卫生组织要求为合
格药品提供证明， 并采取严厉措施查处
假冒药品。同时，希望国外贸易商规范进
口渠道，从合法企业采购药品。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
表示，中国一直认真履行缴纳联合国会
费的义务，将继续承担相应国际责任。

外交部：

中国制造假药大量涌入非洲说法无根据
中国一直认真履行缴纳联合国会费义务

12月27日， 位于江苏省连云港市的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浇灌了第一罐混凝
土，标志着田湾核电站二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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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国
家海洋局新闻发言人石青峰27日说，
中国海监飞机近日在东海巡航时遭
日方干扰，其航线是海监自2007年以
来的定期巡航飞行航线，距钓鱼岛约
150公里。 日方使用军机对海监飞机
在无争议我国空域的正常巡航进行
干扰，意在混淆视听，将事态升级。

石青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
国海监在东海的巡航飞行任务，主要
承担东海南部、东部海域的国家海洋
监测、维权巡航监视等任务，兼顾浙
江省岛屿保护巡查、 赤潮监视等任

务。 该航线长800公里， 覆盖舟山群
岛、韭山列岛、鱼山列岛以及春晓油
气平台南部海域，航线最南端至北纬
27度，距钓鱼岛约150公里。

“近日海监飞机的正常巡航遭
日方干扰 ， 引发了各界的普遍关
注。”石青峰说，“这一方面是日方一
贯的恶意炒作，故意混淆视听，颠倒
黑白。另一方面，日方使用军机对海
监飞机在无争议我国空域开展正常
巡航飞行进行干扰， 我们认为是日
方在故意将事态升级， 一切后果应
由日方承担。”

■短评� � � � （上接1版）
“我第一次到他家时，他家的简陋，令我震

惊。 那只是一个一室一厅、20多平方米的小房
子。家徒四壁，除了一台别人送的14英寸黑白电
视机，一个烤火炉外，再没有一件家电。灶台上
除了面条外，再也没什么东西。”眼科护士李怡
萱，是医院团委开展“1对1”帮扶活动的志愿者。

“我们科室里的人都知道徐老将自己
的钱大部分都捐给了别人， 但没想到他过
得这样清贫。”李怡萱感慨不已。

“徐教授每月退休金有近4000元，但他几
乎没有私人财产。 那2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是
可以买的，还带房产证，但徐立老师没有买。他
说他的钱要捐给失学的孩子和需要帮助的人。
就这样，他一直租住在这套小房子里。他常常
对我说，那些贫穷孩子读不起书，太可惜了，我
这样做是为国家培养人才，为国家尽一份力。”
湘雅二医院第三党支部书记崔娟莲回忆。

眼科护士王琴说：“每次国内遭灾， 徐老
师必定捐款。汶川地震他捐，冰灾、洪灾他都
捐。10多年前，他花446元钱买了一套《眼科全
书》送给科里，相当于半个月工资。”

护士罗宇说：“记得徐老师还给团委捐
1000元，工会1000元，离退休办1000元，说
是作活动经费。过年了，医院发给职工的油
和米，他将自己的那份拉着小拖车，全部分
给在医院做事的民工。”

骨科三病室护士长樊天明告诉记者：“他
是一个无私到极点的人。去年护士节，徐老还
自己掏钱为我们送来4箱牛奶，慰问我们。今年
他摔倒住院，要进手术室了。为了省钱，他再三
嘱咐我，进口药、贵的药坚决不用。”

徐立捐款助人不图名不图利， 不图任
何回报。

他的老同事， 眼科门诊主管护师姚娟萍
告诉记者：“我们开始都不知道他资助贫困学

生的事。看着他那么节俭，我问是不是缺钱？
他说不是。再问钱哪儿去了，他不做声。后来
有一年，他生病了，好几位年轻人来看他，大
家一问，才知道是他捐助的学生。这样，我们
才知道，他的钱都捐出去了。”

湘雅二医院党委宣传办的同志告诉记
者，三、四年前，有位记者知道了徐立的故
事， 要采访他， 却被徐立拒绝了。“徐教授
说，他做这些不需要宣传。”

“他是一个思想很先进的人。我们的钱
是分开用的， 他把自己的钱捐给贫困学生
的事，我也是后来听别人告诉我的。但他将
钱汇到了哪里，他资助了多少孩子，他也没
跟我说过。”徐立的妻子胡慧侬，是湖南大
学的退休教师， 也是一位非常乐于助人的
人，曾被评为“全国优秀工会积极分子”。

正因为这样， 徐立生前究竟资助了多
少人，至今仍是一个待解之谜。

在徐立的遗物中，有一封2005年他的湘
雅医学院同学从香港寄来的信件。 信中这样
写道：“徐立老班长，你一生正直，光明磊落，
不为名，不为利，只求贡献，退休后每月拿出
600元资助2个大学生读书， 可以想象得出你
自己工资所剩已不多，生活过得艰苦……”

今年8月23日，徐立走了。他的遗体遵其遗
嘱捐献给了医学院解剖教研室。“那是他早几
年前就立下的遗嘱，一份放在了我们眼科主任
那里，一份放在了我这里。一是捐献遗体，二是
捐献自己珍藏的医学书籍。” 姚娟萍介绍。

“他说，现在医学很缺人体标本，医学生10
多个人共一具遗体解剖，这不利于我国医学事
业的发展。生前，一有机会，他就会动员别人捐
献遗体。他自己也早早地领了遗体捐献申请书，
签了字。并动员我也捐献遗体呢。”胡慧侬说。

徐立走后， 妻子胡慧侬也签下了捐献
遗体申请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