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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苏宁

　　日本第26届国会参议院选举结果7月11日揭晓，首

相岸田文雄领导的自民党、公明党联合政权获得过半

议席。此外，被视为日本修宪势力的自民党、公明党、日

本维新会和国民民主党等“修宪四党”占据了参议院超

过三分之二的议席，迈过了提起修宪动议的一个重要

“门槛”。不过，日本多家媒体的民调证实，上述选举结

果主要源于民众对日本在野党经济对策的失望等综合

因素，与支持修宪关系不大。然而，日本政府高层却以

“顺应民意”为托词，鼓吹加速推动修宪。

　　目前，日本政府的修宪动向不仅引发日本朝野有

识之士的普遍质疑和反对，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亚

洲邻国、二战受害国的高度警惕。分析人士指出，日本

近来持续强化日美军事合作、大幅提高军事预算、煽动

炒作地区军事紧张，如今又企图加速推动修改和平宪

法，这将加剧世界对日本重新走上军国主义路线的担

忧，不利于地区稳定与和平繁荣。

修宪势力尚存分歧

　　在刚刚结束的参议院选举中，以自民党为首的

修宪势力共获177席，超过了参议院议席总数三分之

二的166席。由于此前修宪势力已经在去年10月的众

议院取得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因此此次参

议院选举之后，修宪势力已经迈过了提起修宪动议

的一个重要“门槛”。

　　参议院选举获胜后，日本修宪势力愈发蠢蠢欲动：

岸田文雄近日向媒体表示，将推动尽早在国会发起修

宪动议，进而举行国民投票；公明党国会对策委员长佐

藤茂树表示，希望保持宪法审查态势，秋天临时国会召

开后继续加强修宪研讨；日本维新会代表松井一郎表

示，既然已经具备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就要定下日

程，由国民（就修宪）作出判断。

　　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普遍担忧，岸田等人的表态可能

加速日本修宪进程。下一步，若修宪势力就宪法修正案的

具体内容达成一致，就会分别在众参两院提出修宪动议，

获得三分之二议员的支持后，在国民投票中如果能够获

得超过半数支持，宪法修正案将获得通过。

　　不过，也有声音指出，尽管修宪势力在参议院选举

之后蠢蠢欲动，但“修宪四党”对修宪的具体政策主张

存在较大差异，就宪法修正案的具体内容取得一致并

非易事。与自民党要求将自卫队明确写入宪法不同，公

明党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对新增紧急事态条款，“修宪

四党”的意见也分为两派。

　　此外，自民党总务会长福田达夫直言，除修宪外，

还有其他很多需要做的事情；隶属于日本维新会的片

山大介也表示，对修宪等可能导致意见严重分歧的重

大问题，有必要慎重地进行反复论证，并认真对全体国

民作出说明。由此可见，修宪势力内部并非铁板一块。

民意并非支持修宪

　　7月11日会见记者时，岸田大言不惭地称，参议院选

举结果“反映了支持修宪的民意”。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根据日本共同社11日、12日进行的全日本紧急电话

舆论调查结果，面对修宪势力大幅超过三分之二的选

举结果，认为应该加快修宪的民众仅占37.5%，而认为没

有必要加快修宪的民众占比58.4%。

　　另外，日本共同社的舆论调查显示，绝大多数选民

在参议院选举中最重视的是物价上涨问题和政府的经

济对策，这部分占比达42.6%。日本《读卖新闻》实施的紧

急舆论调查也显示，对岸田内阁后续优先课题（多选），

认为应是促进经济景气与就业的为91%，认为应是物价

对策的为80%，认为应是外交安保的为76%，认为应是修

宪的仅为37%，是所有10个选项中最低的。这也说明参

议院选举结果并不能说明岸田政府在修宪问题上取得

了日本民众的支持。

　　多家日本地方媒体也指出，参议院选举结果与民

意支持修宪无直接关系。据日本枥木县《下野新闻》报

道，针对自民党等修宪势力取得选举胜利，许多选民表

示这只是国民寻求安定的结果，并非出于支持修宪。他

们还对岸田政府表态加快推进修宪表示担忧和质疑。

　　另据日本岐阜县媒体报道，参议院选举结束后的7

月11日，当地护宪派团体还走上街头，反对岸田政府意

欲推动修宪，支持和平宪法。

　　由此可见，修宪势力取得三分之二多数的选举结

果并未促使日本民众更加迷信修宪。恰恰相反，这一结

果引发了日本国内更多有识之士对修宪的担忧、质疑

与反对。

　　分析人士指出，当下，日本经济问题严峻，民众焦

虑不安的情绪日益浓厚，若岸田政府在这样的情况下

仍一意孤行致力于推进修宪，置民生问题于不顾，可能

会发生支持率暴跌、政权不稳的局面，这是岸田政府无

法忽视的问题。

　　7月11日、13日，日本《京都新闻》连续发表社论，指

出选民并不关心修宪，修宪势力尽管取得了数量的优

势，但即使趁俄乌冲突之机在国会强推修宪，最终也无

法取得国民的理解。

　　《京都新闻》还指出，修宪与安保紧密关联，自民党

发展所谓“反击能力”，背离了和平宪法的专守防卫原

则，事实上具备了先制打击能力，只会加剧地区紧张局

势，这是令日本国民和国际社会都无法接受的。

引发国际社会警惕

　　在受到国内质疑与反对的同时，日本修宪动向也

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亚洲邻国、二战受害国的高度

警惕。

　　韩国《朝鲜日报》的社论指出，即便在现行和平宪

法之下，日本也已成为军事大国，可以行使集体自卫

权，国防预算GDP占比将达到2%。一旦修宪，和平主义

理念可能进一步崩溃。

　　《朝鲜日报》进一步指出，对于侵略历史，日本并

未取得被侵略国家的信任与原谅，日本政府的反省和

谢罪也并不充分，部分日本政治家还不时就历史问题

发表错误言论。如果真想走出错误，成为正常国家，

日本应该做的是进一步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然

而，日本却反其道而行之，在未取得邻国谅解的情况

下，又试图修改和平宪法，不可避免地遭到齐声质疑

与反对。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部官员7月12日表示，希望

日本相关议程在尊重和平宪法基本精神的框架下，朝

着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方向进行。

　　目前，韩国外交部正在密切关注日本修宪动向。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指出，由于历史原因，日

本修宪问题受到国际社会和亚洲邻国的高度关注，中

方希望日方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国际形势正经历百年变局，日本又走到了历史发

展的岔路口。日本国内外有识之士及爱好和平人士发

出了符合日本利益的正义之声，呼吁日本政府应慎思

妥处，而非打开修宪的“魔盒”，给地区安全稳定带来负

面影响。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7月12日，修订后的韩国《道路交通法》正式开始实

施。此版修订最大的特点是大幅提高了右转车辆对行

人的保护义务。简而言之，就是车辆在右转时必须确认

是否有行人正在或准备过马路，违者将被处以行政罚

款或扣分等处罚。韩国警方期待新法实施后能大幅减

少行人交通事故，建立更加先进的以行人为中心的道

路文化。

修法提高保护意识

　　此次修改的韩国《道路交通法》第27条第1款规定，

驾驶人必须在人行横道前临时停车，以免在行人通过

或试图通过时妨碍或危及行人。此前，司机右转只需在

行人正在穿过人行横道时停车即可。但由于此次新法

中增加了“行人想要通过人行横道时”等字样，因此今

后只要行人在人行横道前站立或准备通过，司机也必

须停车等待。

　　具体来说，当行人在人行横道前犹豫不决或向司

机挥手表示要过马路时、当行人在人行横道前等待时、

当行人向人行横道快速行走或奔跑时、当行人转头注

意信号时，司机都必须暂时停车，这也是警方执法的

依据。

　　此外，在儿童保护区内，不管有无信号灯，在人行

横道前都必须暂时停车观察。

　　如果违反上述规定，司机将受到违反信号灯的处

罚，包括扣10分和罚款6万韩元（1韩元约合人民币0.005

元）。如果期间还发生与行人的交通事故，那么将依据

《交通事故处理法》中的重大过失犯罪，处以5年以下有

期徒刑和20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韩国警察厅已经决

定，将《道路交通法》实施的一个月内，定为执法过

渡期。

　　韩国之所以强化对行人的保护，是因为行人因交

通事故死亡数量不断增加。统计2019年至2021年的韩国

交通事故数据可以发现，行人死亡事故的22.3%发生在

人行横道。

　　此外，20 2 1年韩国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为29 1 6

人，其中行人占34.9%。韩国行人交通事故死亡率是

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值（19.3%）的1.5倍。目前，对很多

韩国司机而言，行车时需注意保护行人的安全意识

仍然薄弱。

开展专项执法行动

　　首尔市警察厅此前就曾宣布，在新法施行后，立即开

展强化教育及打击违反《道路交通法》行为的特别交通安

全活动，重点关注市区主要十字路口和儿童保护区。

  首尔警方还表示，执法初期将以安全宣传、交通引

导和批评教育为主，但对于可能威胁行人安全的高风

险违法行为，也将进行严厉执法。

　　目前，一线警察已经配备了高清摄像装备，近期会

围绕新《道路交通法》开展集中执法。对警方具备视频

资料、能够明确证明违反新法的违法者，警方也将依法

进行处罚。

　　首尔警方相关人士表示，要想建立以行人为中心

的交通文化，离不开广大市民的自发参与。从6月28日

开始，首尔市警方已经在市内主要路口和儿童保护区

域设置了各种条幅等宣传品，期待让更多人了解《道路

交通法》的修改内容。

　　7月12日，在新《道路交通法》实施的首日，韩国警

方进行了专项执法行动，但令警方遗憾的是，遵守新法

的情况不容乐观。许多司机在右转时根本停都不停。仅

在首尔市的一个路口，1小时内就有10多辆车被警方认

定为违反新《道路交通法》。

　　有批评意见认为，新法规定“模糊不清”，最典型的

是“如何界定行人想要过马路”。对此韩国警察厅相关

人士作出如下解释：最少应该是司机能感受到这个人

想要过马路，比如行人采取了挥手或快速向人行横道

移动等动作。此外在人行横道前犹豫的人也属此列。对

于“是否行人只要在人行横道附近走得快，司机就应该

停车观察”，警方给出肯定答复。有专家指出，这意味着

司机在右转时要迅速判断周边行人是否有过马路的意

图，这存在法律盲区。

保险种类因法而变

　　随着旨在强化对行人保护的新《道路交通法》开始

实施，针对广大司机对可能发生事故的担忧心理，韩国

各大保险公司正在加大对司机险相关险种的营销

力度。

　　近期，韩国各保险公司纷纷推出新的司机险，包括

赔付罚款、交通事故处理补贴和律师费等。韩国农协生

命保险推出一款只有司机能加入的“新3000万农协灾

害保险”，规定如果车辆发生事故导致行人受伤，将支

付最低50万韩元、最高5000万韩元的赔付。“Kakao

Mobi l i ty”公司则推出了“Kakao导航车险”，根据在

“Kakao导航”上行驶的距离来支付保费。Carrot损害保

险则推出从每月支付990韩元到9000韩元不等的各种

司机险产品。三星火灾则将部分险种中的交通事故对

受害者接受不足4周医疗治疗的保险赔付金，从150万

韩元提升到300万韩元，对接受不足6周医疗治疗的受

害者赔偿金从500万韩元提高到800万韩元。

　　这不是韩国保险公司第一次因为《道路交通法》的

修改而推出新险种。2020年4月20日，随着《道路交通

法》对特定犯罪加重处罚生效，也发生了保险公司推销

新险种的情况。当时，保险公司突破了此前的司机险条

款，在新司机险中大幅提高了刑事和解金的赔付额。

□ 本报见习记者 王卫 本报记者 吴琼

　　近期，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

BA.4和BA.5在欧洲加速传播，掀起新一波感

染高峰。与此前的毒株相较，这两种新亚型的

传染性、免疫逃逸能力更强，给疫情防控带来

巨大挑战。不少专家警告说，倘若欧洲继续采

取松懈的防控措施，恐在今年夏季及秋季面

临更严峻的局面。

疫情重新席卷欧洲

　　过去两周，由于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

BA.4和BA.5的快速传播，全球新冠感染病例

增加了30%。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2日

警告说，新冠病毒正在自由传播，很多国家并

没有根据自己的能力有效地管理疾病，急性

病例的住院治疗人数和有长期新冠肺炎症状

的人数都在增加。全球科学界、政治领导人和

公众之间在对新冠风险的认知上存在严重脱

节。新一波病毒来袭再次表明，新冠疫情远未

结束。

　　在欧美，奥密克戎毒株新亚型BA.4和

BA.5正在引发新一波疫情。

　　法国正遭遇第7波新冠疫情的挑战，单日

新增确诊病例数一度突破20万例，其中12%的

新冠确诊病例属于“重复感染”。

　　意大利和德国也表现不佳。意大利每日

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已反弹至近10万例。另

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发

布的数据，德国全国7天内每10万人发病率为

700.3，再度突破700大关。

　　匈牙利每周的病例数也以两位数的百分

比增长。除了病例数增加之外，匈牙利的一周

内住院治疗新冠肺炎患者从233人增加到488

人，涨了一倍多。在匈牙利邻国中，斯洛文尼

亚和克罗地亚的病例数也明显增加。

　　此外，波兰卫生部副部长克拉斯卡近日

表示，最近波兰新冠确诊病例有相当大的增

长幅度，如果逐周比较的话，增幅已超过

100%。

　　西班牙疫情也呈现恶化趋势，60岁以上

群体的确诊病例数保持上升趋势，住院病例

也持续增加，多地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

　　拉脱维亚近期新冠确诊病例呈激增之

势，每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数达到今年4月21

日以来最高水平。拉脱维亚疾控中心专家尤

里斯·佩雷沃希科夫斯指出，感染率不仅在拉脱维

亚，而且在整个欧洲都在飙升。

反思疫情防控政策

　　针对疫情大规模反弹，部分欧洲主管医疗的官

员及医学界专家开始反思“躺平式”疫情防控政策。

　　意大利卫生部顾问指出，意政府以重

新开放的名义，放弃抑制新冠疫情的所有

办法，这是新冠病毒恢复传播的最大原因。

“我们正处于一场强烈的大流行浪潮中，如

果不取消所有防疫措施，我们本可以避免

这种情况”。

　　意大利卫生部预防健康司司长乔瓦

尼·雷扎深入剖析意大利应对新冠疫情中

的不足之处，认为有必要充分汲取此前的

教训、采取更为积极的应对措施，并将儿童

等弱势群体作为疫情下的关注重点。

　　目前，正如谭德塞12日的警告，新冠病例

持续上升给欧洲多国卫生系统和卫生工作者

带来进一步压力。根据最新报告，德国已有

55%的重症监护室报告运营能力“受限”或

“部分受限”。德国重症监护和急诊医学协会

主席马尔克斯表示，在卫生系统内部也有大

量的医护人员感染，同时，一直超负荷工作的

医护人员也到了应该夏休的时间，必须重新

协调人员配置。

　　匈牙利一位资深医学专家指出，流行病

学准备不足、信息不完整，这些都让匈牙利成

为第6波疫情的受害者。

部分政界人士发声

　　不仅是医学界专家，拉脱维亚总理卡林

斯等欧洲政界人士也在反思疫情防控政策。

他呼吁民众注意遵守流行病学防控规定，避

免自身和他人感染。

　　与此同时，还有欧洲主管医疗的官员重

提佩戴口罩等防疫措施的重要性。

　　克拉斯卡指出，“如果感染率急剧上

升，我们会采取某些措施，建议患有多种疾

病和免疫力低下的老年人在较高风险的地

方，如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佩戴口罩。”

　　欧洲疾控中心主任安德烈娅·阿蒙则在

一份声明中呼吁接种第二针加强针，她说：

“我们目前看到，在新冠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新

亚型的驱动下，一些国家的新冠感染率不断

上升，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及使用重症监护

病房的比率也呈上升趋势。”

　　阿蒙认为，这标志着欧盟开始了新一波、

传播广泛的新冠疫情，而现在就给60岁以上

者和免疫力较弱的人接种第二剂加强针，可

以避免出现大量住院、重症和死亡病例。

　　此外，意大利顶级传染病学专家马西

莫近日从专业角度分析了“长期新冠”的次生危

害，并引用《柳叶刀》子刊的英国最新研究报告及

《肝病学杂志》的德国最新临床研究成果，表示某

些疾病的暴发源自于长期新冠疫情影响的可能

性很高，提出“新冠疫情不会轻易结束”“在疫情

防控上应有所作为”。

参院选举后日本修宪势力再度蠢蠢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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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版《道路交通法》大幅强化行人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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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进一步追究枪支行业的责任，美国加州

州长纽森当地时间7月11日签署一项新的法律，允

许个人、地方政府和加州总检察长起诉枪支制造

商和销售商。纽森就新法评论说：“枪支行业再也

无法逃避他们的产品造成的毁灭性伤害所带来的

责任。我们的孩子、家庭和社区应该拥有没有枪支

暴力的街道，枪支制造商必须为他们在这场危机

中所扮演的角色负责。”据美国媒体报道，新法案

由加州议员丁右立等人提出，将在一定程度上削

弱枪支行业一直享有的民事诉讼豁免权。2005年，

美国国会曾通过《武器合法贸易保护法》，该法保

护枪支制造商和销售商在他们生产的枪支被用来

实施犯罪时免受民事诉讼。而此次加州的新法案

利用联邦法规的豁免，允许枪支制造商或销售商

因违反有关枪支销售或营销的州法律而被起诉。

纽森的办公室在发布的新闻稿中表示，加州新的

枪支安全政策可以挽救生命，并为其他州提供了

一个可以效仿的模式。

　　近日，法国内政部长达尔马宁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法国政府希望修改法律，驱逐任何在法国

犯了严重罪行的外国人，且不再受年龄等条件的

限制。法国《解放报》报道称，依照法国现行法律，

驱逐外国人需要符合一些条件。例如，如果犯罪

者是13岁之前移民到法国的，就不能驱逐。《解放

报》认为，此次修法动向是法国政策的“又一次右

转”，达尔马宁的表述就是总统马克龙的要求，未

来也将被写入内政部指导和规划方案。不过，分析

人士指出，法国执政党想要推动这个新法案，对驱

逐犯重罪外国人取消限制，还需要获得右派、中间

派甚至是部分左派的支持。事实上，马克龙2017年

第一次当选法国总统后就曾表示，赞成驱逐有严

重犯罪行为的非法移民。近年来，法国发生多宗

恐袭，导致数百人死亡。因此，法国当局决定采取

更果断行动，对曾犯下刑事罪行的外国人，加强

审查他们的居留许可，将极端分子和触犯重罪的

罪犯驱逐出境。

　　根据挪威新的营销法，从今年7月起，在挪威各

类媒体上推出的所有广告，若是有透过修图改变身

形、尺寸及皮肤状况等，都必须在广告左方加上清晰

标示，以减少受众对身材、外貌的焦虑。据悉，受营销

法规制的范围包括传统媒体、Instagram等社交媒体、

社群网红及KOL（新媒体崛起后的产物，意为“关键

意见领袖”）的赞助广告。应该标示的修图范围广泛，

包括修脸型、牙齿、手部或腿部增长，改变鼻、眉和眼

型等，甚至连修饰痘疤、伤痕、妊娠纹、瘀青等皮肤美

化以及改变唇色的小范围修图都必须作出清楚标

示。若民众看到疑似有修图但未作出标示的广告，也

可向挪威消费者署举报。这项营销法的法律草案去

年获得通过。挪威儿童及家庭部部长图培对媒体表

示，希望此法生效后，广告界能减少修图，进而减少

年轻人的身材焦虑。她也表示，挪威并不是世界上唯

一一个立法规定广告修图需标示的国家。虽然规定

的严格程度不同，但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

都有类似规定。

美国加州新法允许追究枪支制造商责任 法酝酿取消年龄限制驱逐犯重罪外国人 挪威推出营销法规定广告修图均需标示

　　图为日本爱好和平人士与韩国民众一起举行抗议活动，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      （资料图片）

　　疫情重新席卷

欧洲。德国全国7天

内每10万人发病率

为700.3。图为当地

时间7月7日，防疫

松懈、人头攒动的

德 国 勃 兰 登 堡

机场。

CFP 供图  

　　图为韩国交警

向过往车辆发放道

路 交 通 安 全 宣

传单。

CFP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