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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前!#月!$日清晨!日
本陆上自卫队的两架%&'($直升机
悬挂两个巨型水桶从仙台霞目基
地起飞" 随后!全世界都看到了这
样的电视直播画面#)时(*分!自卫
队飞机开始从空中向发生氢气爆
炸而受损严重的福岛第一核电站
多个机组洒水降温"

出人意料的是!这是日本政府
的一场$危机秀%& 日本'每日新闻(

""日爆料!那次注水根本没有实际
作用!$就是做样子给美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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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称!#月!"日日本地震的
第二天下午#点多! 传出福岛第一
核电站!号机组氢气爆炸的消息&

太平洋对岸的美国意识到了事态
的严重性! 于是五角大楼发出指
令!立即派出核管理委员会的先遣
部队)**核动力航母$里根%号前
往侦查+

#月!(日! 从航母上乘坐舰载
直升机的美国官兵经过福岛海域
附近上空后受到辐射!随后!美国

核管理委员会证实!,(号机组乏燃
料棒池中已经没有水了%& !$日!美
国驻日本大使要求在日美国侨民
撤到核电站*+公里半径以外&

面对国内外的质疑和不信任!

日本防卫省感到 ,必须有所作为!

填补日美裂痕!消除美方的不信任
感& %于是!防卫省和东京电力直接
接触!提出一个方案***从空中向
升温机组洒水!唯一的担心是洒水
导致氢气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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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菅直人第一时间批准了
这个计划!自卫队的直升机地面被
铺满了厚厚的铅板& 接到政府下达
的命令后!自卫队的飞行员们很不
安!但是军官严令,必须上%&

可是!-日准备就绪时!传来现场
上空放射线量过高的观测结果!于是
只好停飞& 当晚!防卫大臣与陆海空
的自卫队总指挥商议决定!,第二天
即使放射线量再高也要飞- %

!$日清晨! 在做过空气测量
后!发出,安全通报%!并命令自卫

队出动& 于是陆上自卫队的两架
%&'($直升机下面悬挂两个巨型水
桶从仙台霞目基地起飞&

随后!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样的
电视直播画面#)时(*分!自卫队飞
机开始从空中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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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知道实情的日本官员日前
承认!,洒水是做给美国看的& %该
官员透露!空中注水事实上是在作
秀!以消除美国的不信任感和国内
外对日本政府的质疑!对于解决福
岛核危机根本没有实际作用&他说!

,洒水就是为了让美国看到我们的
全力以赴%!以避免日本经济遭受更
大的冲击&

正因为如此!当时的空中注水
作业!仅仅动用了(架直升机!在注
入#+吨水后就草草结束了&

据介绍!洒水作业结束!+分钟
后!菅直人给奥巴马打电话通报情
况& 日本大使藤崎一郎随即接到美
国打来的电话说!,感谢自卫队的英
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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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菅直人""

日根据'原子能灾害对策特别措施法(

向福岛县知事佐藤雄平下达指示!要求
限制福岛县部分地区种植大米& 日本
农林水产省表示!种植限制将以饭馆村
等!"个市町村的约$+++家稻米种植户
为对象&

此举是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关
联措施! 旨在避免遭放射性物质污染
的大米进入市场流通& 福岛县内大米
种植面积约为*万公顷! 其中!万公顷
在限制区域内& 据悉! 受限量相当于
该县"+!+年约(,万吨大米产量中的约,

万吨&

日本农相鹿野道彦在内阁会议后
的记者会上称该措施,对整体需求没有
影响%! 强调不会造成大米供应不足&

此外他还称#,非常对不起各位农户!但
希望大家能理解& 政府将力争做好补
偿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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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为福
岛核电站抢险人员提供健康诊断的医
学教授说! 很多抢险人员面临四重压
力!包括,工作危险%.,失去亲人和朋
友%!同时本人既遭受辐射又被视为辐
射源!这些人需要尽快接受心理治疗&

日本爱媛大学医学部教授谷川武
!-日至!)日前往福岛县! 为福岛第一
核电站和第二核电站的抢险人员进行
健康诊断& 他日前在接受日本媒体采
访时指出! 很多工作人员诉说自己有
失眠症状!长此以往!抑郁症和过劳死
的危险将升高& 他呼吁改善洗浴和饮
食条件!让工作人员及时得到休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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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川武从!))!年开始就定期到福
岛第一核电站和第二核电站为工作人

员进行健康诊断&他透露!有的工作人
员要"(小时参加抢险工作! 有的人还
被临时禁止外出& 有的工作人员失去
了家人!还有的无法确认家人的安全!

因此精神压力巨大& 工作人员的饮食
条件也欠佳! 最初每天甚至只能吃一
顿饭!虽然现在可以吃三顿饭!但是基
本上都是罐头和蒸煮的袋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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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核电站参加抢险的工作人
员!在清除了身上的放射性物质后!就
回到福岛第二核电站一个能容纳,++

人的体育馆里休息&他们铺上榻榻米!

再放上一块防寒垫! 就盖上毛毯或是
钻进睡袋和衣而睡&除了干部以外!普
通工作人员都是按照,上(天班休息两
天% 的制度轮班!(天工作时间内根本

没有办法洗澡&

谷川武说#,没有透气性的防护服
导致工作人员汗流浃背& 不仅没有办
法解除疲劳! 还很容易患上皮肤病等
各种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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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谷川武诊断的工作人员中!有
,+人出现了高血压和感冒症状! 还有
约#+名工作人员向他反映! 除了危险
的工作带来的巨大压力外! 还面临着
其他烦恼& 有的,家人不让来!但是还
是坚持过来了%!有的,家没了!休息日
的时候都在避难所生活! 却遭到其他
灾民的冷眼%&

谷川武还说! 现在社会上有种论
调认为他们是 ,在肇事公司工作的
人%!导致他们自己都抬不起头来&

��� ���,���( 

E9:=>?FGHI-JKLM

D¡s(Y¢£¤

¥���¦§¨©

'ABANO

$

(

%"

)> 美国国
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日说!奥巴马总
统已批准,捕食者%无人侦察机携带导
弹!在利比亚执行武装飞行任务" 五角
大楼方面说! 这将使北约有能力在利
比亚发动低烈度的精确打击"

盖茨当天在国防部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说! 奥巴马之所以批准 ,捕食
者%携导弹在利比亚上天!是出于对当
地,人道主义局势%的考虑"

,捕食者%可以使北约在利比亚针
对政府军发动低烈度的精确打击" 他
介绍说!这种飞行器能低空飞行!可以
更清楚地查看地面情况0续航时间长!

可以持续对目标施加压力0 攻击烈度
较低!可以减少,间接伤害%& ,捕食者%

此前已在利比亚执行任务! 但一直是
不携带导弹执行侦察任务&

,捕食者% 由通用原子能!航空系
统公司制造!可携带,狱火%空地导弹!

由后方遥控操纵!一般用于侦察& 近年
来! 它多次被用于在阿富汗与巴基斯
坦边境地区打击武装分子& 其攻击烈
度较低!但仍频频造成平民伤亡&

近日! 一段拍摄俄罗斯总统梅德
韦杰夫伴着流行音乐,热舞%的视频在
网上爆红&在这段#+秒的视频中!梅德
韦杰夫身穿银灰色西装! 正伴随流行
歌曲,美国男孩%的节奏!,激情%地舞
动& 他略显奇怪的舞姿立即调动了俄
罗斯网民的搞怪神经! 一名网民评价
道#,梅德韦杰夫看起来像吞了根棍
子%!浑身不自在!嘲讽梅德韦杰夫,舞
姿笨拙%& 对此!梅德韦杰夫通过博客
回应! 承认自己的舞姿的确老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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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墨西哥贫困少女为得到
英国威廉王子大婚邀请函而绝食
长达!-天&最终她美梦成真!一位
好心人被她的坚持所感动! 为她
支付了飞赴伦敦的旅费& 这名少
女希望至少能在西敏寺的门外亲
眼目睹这场王室大婚的盛况&

!) 岁 的 艾 斯 蒂 巴 利 斯
./01234520 %64789:正在接受中学同
等学历教育&她"月在英国驻墨西
哥大使馆外搭起帐篷! 进行了长
达"个多星期的绝食!引起广泛关
注&她希望自己的坚持不懈!能够
换取一张威廉王子与凯特大婚庆
典的邀请函&

艾斯蒂巴利斯并没有为自己
的家庭贫困与毫无社会关系而感
到气馁&

很多墨西哥人都对艾斯蒂巴
利斯的绝食行动给予了无情的嘲
笑!叫她,大使馆前的疯女人%&

但是一名碰巧路过艾斯蒂巴利
斯帐篷的男子走上前! 借给她!",+

美元用以购买飞往伦敦的机票& 他
说#,没有人能理解她& 我认为她
为自己的梦想而斗争没有错& %他
在"!日将艾斯蒂巴利斯送到机
场!送她坐上了飞往欧洲的班机&

艾斯蒂巴利斯的母亲在生她
的时候难产而死! 她知道母亲非

常喜欢戴安娜王妃&

艾斯蒂巴利斯从小就阅读了
大量有关英国王室的书籍! 家中
小小的房间里挂满了英国王室王
子与王妃的画像与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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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是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的生日!今年她已经*,岁!

当了,)年的女王! 她如今已经是
英国历史上最长寿的君主&

"!日! 女王在威斯敏斯特大

教堂参加了王室濯足节布施活
动& 这是一项已经有数百年历史
的活动!在复活节前举行!主要是
王室领袖向贫困的老年人派发布
施硬币& 当天所分发的硬币的数

目加起来是*,便士! 正好是女王
的年龄! 这些成套硬币发给*,名
男士和*,名女士! 作为特殊的纪
念品&不少民众看到女王时!都对
她高喊,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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