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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芝加哥 1月 10日
电 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
10日晚在芝加哥麦考密克会展中
心发表长达近一个小时的告别演
讲。他说，种族主义仍是美国的

“分裂力量”，美国面临挑战。
演讲中，奥巴马再次强调他8

年前上台时喊出的“变革”口号，
称进步之路总是坎坷不平，每进
两步就可能倒退一步。他表示，
当年他赢得总统选举胜利后，部
分民众一度认为美国进入了“后
种族主义时代”，但这与现实不
符。他呼吁美国能够弥合分裂，
团结在一起。

奥巴马说，21世纪初的国际
形势严峻，经济不景气，不平等在

加剧，人口结构在变迁，恐怖主义
挥之不去。同时，面对这些长期
性问题，“谁也没有快速解决之
道”。

他警告说，下一波经济紊乱
不是来自海外，而是“来自于机器
自动化不舍昼夜的脚步”，而机器
自动化势将使得大量中产阶层失
去工作，因此尤其需要形成新的
社会契约，保证教育等民生。

芝加哥是美国第三大城市，
也是奥巴马开始政治生涯的地
方。当晚的会展中心人头攒动，
闻 讯 而 至 的 民 众 约 有 两 万 人 。
奥 巴 马 演 讲 时 ，人 群 不 时 发 出

“再干 4年”的呼声。在演讲结
束时，奥巴马抬手拭去眼角的泪

水。
回顾8年白宫生涯，奥巴马在

演讲中把应对金融危机、重启汽
车工业、持续增加工作机会、美古
关系正常化、达成伊朗核协议、击
毙“基地”恐怖组织领导人本�拉
丹、推动使 2000多万美国人获得
医保的《平价医疗法案》等列为自
己的执政亮点。

据此间媒体 9日发表的一项
民调结果，即将卸任之际，奥巴马
在美国民众中的人气支持率为
57％，反对者占37％，但民众意见
的党派分野明显。

奥巴马将于 20日告别白宫。
演讲时，奥巴马表示将与候任总
统特朗普顺利进行权力交接。

发表告别演讲 强调美国面临挑战

美国总统奥巴马泪洒演讲台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11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美国总统奥
巴马离任前最后一次演说的提问
时表示，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
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应当由国
际社会多数成员来评判，而不是
自己说了算。

据报道，奥巴马在演说中谈

到国际问题时说“除非美国放弃
立场，否则中俄无法匹敌美国在
世界上的影响力”。

“可能我们和美方的思维框
架不太一样。中国一向主张国际
关系民主化，所以在谈论我们与
外部世界的关系时，更多考虑的
是中国自身发展，我们可以对国

际社会所作的贡献，而不是我们
对其他国家的影响力。”陆慷说。

“如果非要谈影响力，按中
国人的逻辑，一个国家在国际事
务中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也
应当由国际社会多数成员来评
判，而不是自己说了算。”陆慷
说。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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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交部：一国影响力不是自己说了算

据新华社法兰克福1月10日
电 德国大众集团10日发表声明
说，大众集团与美国司法部、美国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已就尾气“排
放门”事件初步达成和解协议，大
众方面将支付总计 43亿美元罚
款，高于此前外界预测的 20亿至
30亿美元。

同时，大众集团还承诺进一
步加强企业合规管理和内部风险
管控。

大众方面表示，目前尚无法
确定该巨额罚款将对大众集团
2016年业绩报告造成多大影响。
最终和解协议需获大众集团董事
会、监事会及美国相关部门的批
准。

2015年 9月，美国环境保护
署指控大众旗下部分柴油车尾气
检测作弊，美国市场上约 40余万
辆柴油车卷入其中。自此之后，
大众集团遭遇一系列诉讼。

2016年10月，大众与美国联
邦政府和加利福尼亚州监管部门
以及部分柴油车车主达成和解协
议，同意花费147亿美元以了结相
关集体诉讼。

尽管因“排放门”遭受重罚，
但大众汽车销售保持良好势头。
大众 10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
年全年大众集团共向全球客户交
付汽车 1031万辆，比上一年增长
3.8％。⑥4

深陷“排放门”事件

大众拟在美认罚43亿美元

围绕韩国市民团
体在日本驻釜山总领
馆前新设“慰安妇”少
女像一事，日本通过暂
时召回大使等方式表
达强烈抗议，但这一招
似乎没起什么作用。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同

民主党党鞭禹相虎 9
日呼吁，把 10亿日元
封口费“退给安倍”！

韩国外交部10日
表示，希望有关方面集
思广益，以合适的地点
安放釜山“慰安妇”和
平少女像。

韩政府呼吁更换“慰安妇”
少女像放置地点

在野党：把“封口
费”退给安倍！

据韩联社报道，民
间组织少女像促进委
员会负责人当天回应
说：“外交部言论违背
了守护和平少女像的
民心，视日本政府优先
的态度令人心寒。少
女像不可能转移。”釜
山市东区区长朴三硕
也回应说：“要撤外交
部自己来撤。”

少女像促进委员
会于去年 12月 28日
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
馆前突然设立“慰安
妇”少女像，釜山市东
区政府将其强制迁移
至露天堆场，遭民众强
烈抗议。区长朴三硕
去年 12月 30日召开
记者会表示，允许民间
组织在日本驻釜山总
领事馆前竖立“慰安

妇”少女像。同日，民
间团体重新在日本驻
釜山总领馆前设立了

“慰安妇”少女像。
韩国的强硬姿态

令日本束手无策，日本
外务省高官坦言“找不
到问题的出口”。《朝日
新闻》10日称，如果少
女像长期留存，以自民
党为中心的保守势力
很可能要求对韩采取
进一步措施，而日本的
举措已经让韩国舆论
更加强硬，移走少女像
比以往更加困难。但
是，报道同时指出，由
于应对朝鲜方面日韩
合作不可或缺，因此日
本政府也想避免因互
相批判导致双边关系
过度恶化。⑥4

据新华社电

避免关系过度恶化

韩国外交部发言
人赵俊赫10日在例行
记者会上说，考虑到保
护外交使团和符合国
际惯例等因素，同时铭
记“慰安妇”受害者的
痛苦回忆，希望中央政
府、地方政府和民间团
体等问题当事方集思
广益，找到可铭记历史

教训的合适地点。
赵俊赫说，韩方的

立 场 是 ，韩 日 两 国
2015年底所签署有关

“慰安妇”协议的宗旨
和精神应该得到尊重，
同时全面落实双方此
前达成的共识，“政府
在这个方面正付出努
力。”

政府呼吁更换地点

禹相虎在党内会
议上对韩国外交部表
示强烈不满：“（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话说得好
像韩国诈骗了日本似
的，但是外交部长官连
抗议都做不到，世上还
有比这个更令人屈辱
的么？”

安倍 8日在电视
节目中表示，日方已按
照 2015年 底 日 韩 就

“慰安妇”问题达成的
最终协议，向韩国支付

“ 治 愈 金 ”10亿 日 元
（约合 5983万元人民
币），要求“韩国必须展
现诚意”，即搬走竖立
在日本驻韩使领馆外
的“慰安妇”少女像。

韩国第二大在野
党国民之党党鞭朱升
镕 9日批判日本政府
的一系列措施为“外交
报复”：“加害者日本让
被害者韩国撤走设在
自己领土上的少女像，
简直厚颜无耻。”

在野党表强烈不满

奥巴马抬手拭去眼角的泪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