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综合12

希特勒自传进日教材 日本网友：政府发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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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你找保姆
1.龚女士：53岁，土左旗人，性格好，诚

实，干净，找一份长期住家照顾生活自理
或不自理老人的工作。

2.亢女士：45岁，厨艺好，找一份给家
庭或单位做两顿饭的工作。

3.刘女士：47岁，家常菜做得可口，找
一份给家庭做上午一顿或下午一顿饭的
工作。

4.魏女士：40岁，专业保洁，爱打扫，
找一份给家庭一周去一次或几次的保洁
工作，擦玻璃打扫家都可以。

5.田女士：47岁，有多年看孩子的经
验，找一份10小时或24小时看小孩的工作。

鑫旺家政保姆服务公司

联系电话：13171052438

15849392619

0471-6683263

地址：呼市呼伦南路金地商城十字路

口往南走20米路西

2017年集宁义务植树机械作业工程拟用公开招
标方式选定中标人。项目地点位于乌兰察布市集宁
区马莲渠乡。资质要求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
及以上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或城
市园林绿化三级及以上。

注：投标人应同时向包诺敏和杨中华报名方为有效。
联系人：包诺敏 杨中华
电话：15034781604 0471-6580433

广西桂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17年4月17日

招标公告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
在你面前徐徐展开，那只脚
踏太平洋的雄鸡跃然眼前，
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聚集在了
她脖颈扬起的折弯处，这里
就是祖国正北方的大门———
二连浩特。这座城市之所以
被称之为祖国正北方的大
门，不仅是因为它是中国的
正北方边境城市，因为在它
这 里 真 有 中 蒙 连 接 的 大
门———国门。

二连浩特国门是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是游客们能够
最直接体验到边关特色的好
去处。景区以国门、界碑为核
心，以“边关文化”为主题，以
二连城市历史发展为主线，
把旅游观光、军旅体验、爱国
主义教育完美融合为一体。

站在景区入口，首先映
入眼帘的是一座名为“驿路”
的铸铁雕塑，雕塑高8.6米，重
10余吨，造型自下而上依次
为勒勒车轮、汽车车轮、火车
车轮和飞机涡轮，通过交通

工具符号的演变，形象诉说
了二连浩特城市发展变迁、
因路兴盛的历史。穿过12座
预示着月月吉祥如意的引景
门，很快就看到了“中国正北
方的大门———二连浩特国
门”。眼前国门建成于2007
年，高21米，长71.4米，宽13
米，共四层。站在国门脚下，
抬头仰望，只觉威严气势喷
薄而出，让人心中顿生肃穆
之感。国门下方就是连接首
都北京和乌兰巴托、莫斯科，

被誉为“欧亚大陆桥”的钢铁
大动脉。国门侧面是展厅入
口，展厅总面积为2400平方
米，沿楼梯拾级而上，三层楼
五个展厅分别涵盖了中国陆
路边境口岸、国门———二连
浩特展厅、领导关怀、印象蒙
古国等内容，展览图文并茂，
配合多媒体演示，形象生动，
引人入胜。

今日的国门已经是第三
代了，一代国门始建于1955
年，当时中蒙两国政府尚未

正式划定边界，修建铁路时，
在距国际惯例的边境线中方
一侧50米处修建了国门一
座，这就是二连国门的第一
代。1962年，中蒙两国正式划
界时，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
将此国门划归蒙方，蒙方修
饰后一直沿用至今。二代国
门建成于1986年，长15.5米，
高13.5米，宽4.5米，于2007年
完成了历史使命。

景区内还有界碑区、火
车纪念广场、边塞文化可供

参观，登上国门四楼天台凭
栏远眺，向北可见具有俄罗
斯建筑风格的蒙古国边城扎
门乌德市的异国风光，向南
可一睹北疆明珠二连浩特的
风采。

4月28日起，呼和浩特铁
路局将开行呼和浩特至二连
浩特“口岸号”旅游列车，带
您出国门、看恐龙、游草原、
观火山、泡温泉，畅游内蒙古
壮美风光，追忆大草原丝路
文化。 文/张 琦

草原铁路“口岸行”

祖国正北方的大门
———中蒙铁路二连浩特国门

2017年3月18日晚，我公司宸新商砼的蒙A44262混凝土运输车，行驶至呼
和浩特市学苑东街与东二环路交会处南向北时出现了混凝土遗撒，对路面造成
一定污染。后我公司收到信息后，迅速召开了车队全体运输人员工作会，对驾驶
员进行了批评教育。我公司在管理上对驾驶员存在管理工作的疏忽，对道路环
境保护意识缺乏，没有体现市容工作“主人翁”的精神，给市容建设、环卫工作造
成了影响，对此深表歉意。公司就此事完善相关制度，加强了驾驶员的思想教
育，并对运输车辆加装防护装置，坚决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

致
歉
声
明 宸新商砼公司

2017年4月19日

据央视18日报道，德
国纳粹头目希特勒的自传
《我的奋斗》在德国曾经被
禁长达70年，不过，日本出
现有教材引用了这一自传
的部分内容，供学校选用。
此外，据日本时事通讯社
报道，对于希特勒自传《我
的奋斗》的部分内容作为
教材使用，日本政府在近
日的一份答辩书中态度暧
昧，这立即引发了巨大的
争议和质疑。

政府回应态度暧昧

《我的奋斗》一书以希
特勒个人传记为主要线
索，讲述了希特勒的生活

经历及其世界观。纳粹德
国战败后，此书因宣扬纳
粹思想，在包括德国、俄罗
斯、阿根廷等不少国家被
禁止出版。这本书在德国
被禁70年后，2016年再次
在德国上市销售，再出版
时，增加了批判性评论，即
便如此，也还是引发了巨
大争议。

目前，已经出现有日
本教材引用了希特勒自传
《我的奋斗》的部分内容，
供学校选用，对此，日本民
进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
疑。在14号的内阁会议上，
日本政府确定了回复民进
党议员的答辩书的内容，
表明了政府的态度。答辩

书中说，可以使用希特勒
自传《我的奋斗》的部分内
容作为教材使用，答辩书
称，“在授课中，使用书中
部分内容作为教材，让学
生了解书籍编写时的历史
背景，这样的例子是存在
的”。

日本政府对日本教
材引用书中相关内容的
态度，在日本国内引发巨
大的争议和质疑。有日本
网友在社交网站上批评
说，政府真的在发疯，还
有网友说，这是世界的敌
人、人类的敌人，知道这
是给世界发送了什么信
号吗？不能相信，不能原
谅。

对儿童洗脑推行极右

翼教育

不仅日本教材出现这
样的问题，日本右翼的毒
瘤也扩散到了教育机构。
森友学园是一家私人教
育机构，一直推行极右翼
教育。森友旗下正在建设
中的小学，此前便由安倍
晋三的夫人安倍昭惠担
任名誉校长。近日，日本
富士电视台公布了一段
2014年4月，安倍昭惠参
观森友学园旗下■本幼
儿园时的视频录像。当森
友学园理事长笼池泰典
向其中一个小男孩提问

“来自中国的什么？你说

说看”时，小男孩的回答
显得战战兢兢：“虽然中
国会有炮弹打过来，但是
我们一定会保卫日本。”
听到这段话，安倍昭惠在
摄像机前“感动落泪”。视
频一经曝光，引发日本舆
论广泛关注。此外，在森
友学园旗下的■本幼儿
园，每天早上，小朋友们
要背诵1890年由明治天皇
颁布的《教育敕语》，同时
还要向日本天皇的照片鞠
上一躬。《教育敕语》是过
去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1945年日本
投降后，日本国会于1948
年通过正式决议，从学校
教育中将《教育敕语》排除

出去。
有评论认为，这是对

儿童的洗脑，不是教育，
非常危险。事实上，在日
本这也是一种违法行为，
日本《教育基本法》第14
条规定：“学校不可进行
支持某一特定政党的政
治活动。”

“森友学园”还深陷
“地价门”。该机构不仅是
以近乎白送的超低价，拿
到了建校园的国有土地，
还在没有获得办学资格的
时候就先拿到了大量政府
补贴。大阪府知事表示，学
校申请补贴的材料涉嫌造
假，纯属欺骗行为。

（据《法制晚报》）

白宫：特朗普不会在朝核问题上设定军事行动红线
新华社消息 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

塞17日说，特朗普总统不会在朝核问题
上设定采取军事行动的“红线”，因为美
方过去的此类做法并不奏效。

斯派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特朗普将握紧手中的牌，不会预先透露
自己将如何应对各种局势。但斯派塞同
时表示，美国本月初针对叙利亚的军事
行动显示特朗普将在合适的时候采取果
断措施。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
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苏珊·桑顿当天
通过电话会议对记者表示，美方一直
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核
问题，并不寻求与朝鲜发生冲突。特

朗普政府当前倾向于通过对朝施压，
使其主动放弃“非法的”核武和导弹计
划。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里克17
日在例行发布会上说，联合国对朝鲜半
岛局势升级深表关切，呼吁各方加强外
交努力。朝鲜进行的最新一次发射活动

“令人担忧”，联合国呼吁朝鲜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缓和局势。迪雅里克说，安理
会相关决议必须得到全面执行。安理会
一直重申，将致力于达成和平、外交、政
治解决方案。正在韩国访问的美国副总
统彭斯17日说，美方希望以“和平手段”
促使朝鲜弃核，但同时会考虑“所有选
项”。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7日说，俄罗
斯希望美国不要像对叙利亚那样对朝鲜
采取单边行动。 （周而捷 陆佳飞）

◎◎国际速读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7日发布消

息说，执法人员当天在莫斯科郊外又

逮捕了一名圣彼得堡地铁爆炸案嫌疑

人阿布罗尔·阿齐莫夫，并从他身上缴

获一把手枪。阿齐莫夫为中亚裔，目前

已被移交俄联邦侦查委员会接受调

查，他涉嫌训练了在圣彼得堡地铁实

施爆炸袭击的犯罪嫌疑人阿克巴尔

容·贾利洛夫。

●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17日宣布

与美国谷歌公司就后者涉嫌垄断案签

署和解协议，谷歌公司将缴纳总计

4.39亿卢布（约合783万美元）罚款，双

方大约两年的法庭对峙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