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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沪7'二扣付毛核不拈散之保障措置

升~/t:力)t?克元国隙·地域阔凳， NPT，扫二tV、

IAEA 保障措置制度ω役割

\，~ < "?如白7ÿ7白国々到遇去何年如白罔， ?t..ζ69 年幸亏白罔， 77 二/Â è 中国也 *'1己核

核不掂散条的 (NPT) 八白加盟老棋?τ 运光 兵器保有国之怒气2 元。 NPT 力唁15 1..，合bn毛前

ζ 主力去国障社会导国朦原子力楼阁 (IAEA) 告 tζ米国， 'J速，英国陆核兵器毫阔凳，配偏Lτ

心配3 甘τ~ 元。 L 如1.." ζθ状况币， ζζ2 \'~1己 ζ 之毛思U出ðn本乡。

"-'3 年忆Ìò吵毛世界，特tζ7 号;7 亿生l;t..ζ大运 (IAEA 文害 INFCIRC/66 1': 含 *'n τL主

t.t奕化ωt:.~1ζ奕才:>?τ 运元。今争， NPTIζ 毛)保障措置制度怯 NPT 力宣言周印 ðn毛前亿

加盟1..， t:.币，专 Ivt.t条的陈忿U力)~.. è <亿勤U IAEA 加草案毫剧?τu元。 NPT 力去凳助 L τ 

τ \， L~ \，~<"?如ω国々加国瞟社会4旨，心配3 甘τ 如i?， ζω制度陆如忿 P 二~ IJ 殿1..，<怒气2 元。今

U 斗己白茫。 争， IAEA 加盟国前不缸散忆"? \， ~τ取毛责任牛

升'只步工 Jv ~二川午又夕二/陆条的tζ葫印Lτ扫 袭费也步 t:.? τ \， q己。

i? f，寸'7 夕， 17 二/，北朝鲜陆翻印 Lτ如 b 文害 INFCIRC/153 记以 IAEA ωNPT翻

如t.t1J ω峙力T轻一2τ \，~恙。为号'7共和国却|日 y 印後白保障措置到乡 t:. bnτ \，~;，己。 ζ 白文曹t主

遵力f加盟国之 Lτ的束L允若藉』ζ拘束ðn毛如 72 年 2 月亿 IAEA 理事会忆主 P 最榕的忿也白

否力斗ζ"? \， ~τl主国瞟法白尊阿家。〉罔tζ 毛意旦前 tζ ðnt:. 。 ζnl主 NPT 第 3 条去考Ll Iζ \'~nτ

分如才1τ \，~恙。忿亿;主之也~杠，力铲7白外藐 扫 IJ ，第 3 条 tζ 眩，要求ðnτ \，~ oõ保障措置以

大臣陆同国加国瞟逼合θ一虽主忿7 元後?陆， 「号白国白锢土内，专白管辖内可?白， ~oõ \，~ 眩，

NPT 亿加盟?毛 ζ 之毫拒否L忘Uζ 之有E表明 Eζ l"~n专ω管理下?寞施ðn恙， 1"~飞τω

L τ \，~;，己。 平和利用ω原子力活勤忆Ìò吵oÕ1"叫τω原料物

原子力白平和利用去取切损乡 ζ 主力~IAEA 置，每毛 \'~I主特定白核分裂性物黄tζ遁用吝 noÕ

tζ委任ðnt..二榷限l"~毛。司?ω意章』ζl主 Eζtζ 也O) è 1"oÕ J 之规定ðnτ \，~;，己。

也「拣散J è 如「不缸散」之言? t:. ζ 之陈述叫 NPTω目的剖世界iJ' i?核兵器白炎\，>毫取 P

i? nτ t.t\，>L"司~O)羡理也使bnτ \，~t.t\，~ 。 除 < t:.~ 飞:'~ oõ è L, t:. i?, t.t-tf\，~ < "?如ω国々
IAEA 力量鼓立 ðn元 1957 年如色， NPT 力量嚣 I主核兵器保有变彼也丈:~tω独占的?正当忿榷利

L合bn， 与~n""\白葫印剖求占b i? n oÕ ζ 之忆之主 k 主强L幌抄 OÕ 白吃:'~-?步如。 L如毛， IAEA 

t主彼i? 1ζ皮殷 Lτ \，~t.t\，~。彼b 力去恐石1..， \，~如也

1)νν民 l主 4/'rω元外移大臣1:'.才-又卡1) 7大使 之 τ正1..， \，~揄理毫消丁「 ζèl主飞?恙忿U。核兵器
也藐占b元。 1982-85 年ω罔.IAEA 理事会ω4/'r理事。

白水平缸散(核保有国ω增加)加艳对的忆必要
2) IAEA Bulletin.Vo1.24,No.3 (1982) 起载ω L.W.

h口二/1ζ J: -õ r保障措撞 k 不舷散』ζ?~ ，τω .t.>毛法律 l"~oÕ è 一部ω国々剖言?τ\'>;'己如i?，多〈白

家ω晃解」告参照。 国如 6科学上导技俯上归自由老忿〈吝忿U主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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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ζ 丁「代主-c..t> ~ ， 主言 -:>1己揄理去世界惊受抄λ 军事目梧主专ω他(J) 目穰去区别 L忿U毒物兵器

h毛 ζèf主?若忿仙。 白使用安禁止1..- ， (住民町皆毅I..- è 言 -:>1二)人

ζζ 寸， IAEA 自身怯 NPT 白加盟当事者专 票汇对9"~犯罪去禁止1..- ， 民罔人白防董老主强

以~J.. }è 言乡乙之也留意丁r/飞~L"革~~o 1..-力主 L

NPT加盟国眩， NPT 专机自身记毛主 -r~

IAEA 之精桔?毛蔷藐ω.t>毛必然的~保障措置

悔定忆牛1:: D, IAEA I乙对Lτ黄荡去鱼?τ 主 τ

p~ 。

l三 k 九 Eω国瞟法尊r~家;主 1945 年， 日本忆

落 è ðhl己原爆怯国瞟惯晋法如 i? 1主遣法?态毛

主考文τ 运元。国擦法惊， 鞍圃虽主弈鞍圃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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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自己防街ω J..}如主t~行~遇言也露协τ J..}~

J..}。核兵器毫 ζ 才L以上使用?毛 ζ 主去禁止1..- ，

号台?毛遇程寸， ζω技街去利用 L忿U 乙 uζ

9"~~二言?先考之前.t>-:>元。 L如1..- ， L.W. ./'\ 
口二/民力宣言乡二k 乡忆 ， 哥?白峙代白凰潮如 i?1..- τ

专ω技街去罔t;J2.， ðb 丈:;:!: ~UζL τ置<1乙仗 ， 司f

hl立魅惑的-C".t> D 9" ~'t.ζ 1..- ， 号~ (J)/'~ 7 一』立言秀惑

的专注?-:>元。 2)

IAEA 仍保障措霞查察官

(中央) 烦，原子力凳.p.斤

T新1.， 1.. \燃料要素~T工 γ

夕 Lτυ{'è 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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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Y逼 k英国前核兵器毫保有-97.>前ω~毛峙

点寸，米国去一方的汇核兵器磨艳记向ipv过毛

本当 tζ言觉得丁1 7.> ζk 力~1:'意毛主乡 tζ思vntζζ

主力~~"? t己。

L 如L-， ζ 白缸散到一旦生t; 7.> è ，去 fl 国

ω核保有国如马，专机到 3 国』ζ 忿 IJ ，专 Lτ5 

国tζ l:I:'7.> è 言 "?t己塌合忆之t IJ ，世界陆缸散却也

l主导手tζ鱼之念U 也 ωtζ ~"?t::. ζ 兰在E知 "?t::. 。

ζ 乡 ~"?τ如 b初协τ既存ω核保有国陈水平掂

散(核保有国前新klζ增之7.>乙之)白考之 tζ强

〈皮凳?毛本乡 tζ 忿 7 元。与~nlφ 之， NPT 萨

生主 nt::. 。与~L- τ ， IAEA iß NPT 1ζ 也 è -::5<

黄费白寞施忆力'b'v 7.> 二k 当忆之主 "?t:. ω 1:'~恙。

ζ 乡言"? t::. 背景毫恩、U起ζ 丁「 ζ 兰也有益?态

恙。

最近的核阔凳

奕勤-97.>世界陆最近ω2 年罔忆yÿy1:'多〈

白核阔凳白例毫克τ 主元。

千只步工加以今哥b事芙上白核兵器保有国主忿

?τ如也如忿 Pω峙力~t::."::)。湾岸勒争将了峙

忆， NPT 白葫印国1:'~;，己 1 '7夕剖核兵器塑造

tζ必要忘寅材任密力斗ζλ手-97.>方向记 Eω程度

勤uτ v't::.如加明 b力斗ζ 怒气2 元。芙障， 1 '7夕

tζ对-97.>遣合国倒ω腾利力~I:I:'如 "?t::. i?， 千'7夕

力去核兵器保有tζ密力斗ζ向如台 τ v't::. ζ 主白多〈

ω在抛到凳晃?运忿力主气") t::. 飞:'~石乡。西侧白情

幸IHζ 二tn旺， )'{午又夕二/陆中国b' i? 7 严/~寸'只

~支援毫受妙，核兵器掣造ω一步手前去?来τ

U毛主 v' 乡。米国藩会到/':;午又夕二/1ζ对丁1 7.>怪

湃·军事援助白先协ω资金在E承韶?毛前忆，7'

ν久?一修正条理』ζ 也 èf运必要之吝才1.， 7.> rUE明

告 7γ 二/ζL大就锢陪同国tζ号文主5ζ 之老拒否苦

苦7.>毫得忘<I:I:'"?元。今?眩 ， 1'\午又夕二/白外

薪大臣陪同国和意ω 辈辈 tζ核爆弹去塑造?运毛

ζt二号E韶bτ v' 7.> 。 ζ n 去光 NPT (J)葫印国?

2) IAEA Bulletin.VoI.24.No.3 (1982) 完戴ω L.w.

h口 /'1ζ 卓毛「保障措置 k不拣散亿 "?Pτω <6毛法律

家ω晃解」老参照。

~毛北朝靠羊毛核兵器能力ω撞得比如忿 P 近-::5 v'

τu 毛 k思vn毛。

旧 Y速力主崩壤Lτ b' i? 哥?ω共和国陈独立国

之忿7 元。 ζ 才1.，i?共和国陆~7.>疆白，特定忿分

野汇:ìò 1" τ~ 7.>程度白毓-L- t己目的争槽能老保

各黯防武:1， 'è L- τ 1" 7.>。丁l'飞τω共和国陆自国

ω锢土内忆~7.>-9叫τω核兵器变工口 γ4 二/大

毓锢率v' 7.> 口三/7共和国白锢土tζ移酝丁1 7.> ζ 主

毫的束 LτU 恙。 L如 L忿力~ i?，力妒7等ω 1"

<"::)如白共和国如己白移酝力去遐nτ :ìò1J心配 ð

nτU 恙。

7ÿy白 ζ 乡言"? t::.状况白中?国障社会到宦

面-97.>罔题陆 IAEA ω保障措置制度忆力咱'v

J己也白专以1:1:'<. Ù'L-石不缸散忆力功〉才') 7.> Ð 白

?且~7.>。去元， ζ 白背後亿以能体的主主，司~L-τ

完全忘军辅tζ向妙τ大意〈勤〈之言吾国瞟社会

ω政治的意志白罔题力~~ 7.>。

NPT 白前文 tζ 陆国瞟琛境剖当 t::. vn, ~ 

元，国々剖核兵器ω县造有E止怜，理在保有丁1 7.>

核兵器毫磨素L-，主元，国白兵器摩如包核兵器

k 号~n i? 白凳射鼓俯 k 也 r 也取。除〈 ζ 主力~1:'

拳之3 点乡忆，各国罔白信赖牵强化-97.>必要性变

步 1己 ?τ 1" 7.>。

ζ 当言τ)kζèl主-9'飞τ，融合的1:'，完全1:1:'

罩辅tζ阕-97.>条的伞，殿密1:'，劫果的忿国隙管

理?怒ðn7.>国朦横在制度白毛主寸，逮成吝 n

毛 t主γ气::'~7.> 0 {舍勒棋了 è '7 }ν 三/牛?条的槽槽

解体白宦後亿，哥~n力去乡~ <行"? t::.1主 T飞?态

石。L- b' L-，核兵器保有ω5 力国加新先~核兵

器毫雄持L-，撞得L-， 家 k阔凳L元力与 τ v' 7.> 

ζ 主力宝最大白原因 è~"?τ ， ζ 白可能性l主-91:'

忆消之去?τL 去 "?k 主乡茫。遇去 3 年ω阁，

米国 èl日 y)亘剖多岐忆 vt::. 7.> 军楠措置tζ"::) 1" τ

交涉去重扫τ重要1:1:'手段萨取 i? n， 司~n前ζ 白

分野tζ :ìò 1" τ有意忿造展力~h-i? nt己 ζ 之毫世界

I主韶b忿吵nl王1:I:'i?1:I:'1， '0 L-如L-， ζ n也今牛

立色往生Lτu毛本乡茫。

ζ 乡言"?k背景ω~如寸，核保有国以弈核保

有国亿对Lτ 自分元~力去-91:' 1ζ保有Lτ 1，，;'己也

ω 老持t::. 1:I:' v' 本乡亿忠告Lτ :ìò IJ ，罔题全体力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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忿忆力斗在理寞的l."，徒劳的怒也白亿忿 ?τU

-õ。之机会-t <<τ欲办i在h-耐之二己之言乡 ζk

l士，口己/7共和国加|日 VJ辜ω核兵器白数量测定

亿嚣。茄克毛主素lãlζ韶rJJ-õ 亿至7τ眩，t:t.括

ð i?困黠飞:';!;恙。尊阿家亿二t -õ è ， ζω黑t:H主

20% 亿也及，J;可能性力，;!;号3 。

ð i? 1ζ ， ζ 才1 i?数之罔逞U白兵器ω一部剖黛

责任主主国々白手亿bk. 毛疑1，， )1ζ-:::> 1，， )τ 以 E 乡 t!.

各乡扣。/{斗又夕二/导千 7 夕白秘密襄白核兵器

音十圃如已， NPTω弃商印国也 ð -õ ζ è t:t. 力'i?

z周印国色，司~n哥:'"n白野心的忘核兵器哥画老窦

施-t-õt.:.rJJ 忆，们力斗ζ7r/{1 又争支援，核物

置若受 17 毛 ζ 主力主?主主3 如去示Lτ 1，，) -õ。核物

置， 7 l' /{1 叉，支援 èp -::J t己也白 l主核分野?

道儿?行bnτ :Jö IJ , L-如也 NPTω葫印国如

注5 号5 1，，) 1立专白规定去守毛主的束L-t.ζ 「国々」扣

b 号n i?刮来τ 1，，) -õ ζu主明如飞:';!; -õ。核分野

tζ :Jö 1，， )τ 眩，政治的t:t.友好罔{系主言乡本lJ ù L

石市塘白?沪 γ 夕力主专白勤横 è L- τf勤uτu 毛

本乡 t!.o ;!;-õ国々白崖棠人白利益老得先U氮持

t，币，核兵器./\白嫌惠tζ打完膀宅，的束奋破占3

ζ 之白氮後nlζ打色膀?τU恙。

保障措置t IAEA 

bnbnl立交化ω峙代li扣。 l."t:t. < ，矛盾ω
峙代也遇;:' L-τu 石。

2 大核兵器保有国剖大幅 t:t.军辅去行1")，与~L

τ世界白对立的忿状况去解消?毛 ζ 之亿合意 L

τP -õ一方， è+ t，已倒也辑合的忿核芙殷禁止条

的亿向如:Jö乡主白意图导，易-õ PI士，峙罔的亿拘

束老受吵丈:梓内寸，榕体的寸，完全忿军辅老遣

成-t-õ必要性牵言N rJJ -õ意国老毛示 Lτu合U。

世界亿新t:. 忿安全保障璋境力'l."主元。-t<<τ

ω大国以 ζ 白新f己 t:t.臻境亿扫 L 马τ 自国ω核兵器

ω再隔成tζ罔心老抱uτU毛主思bn斗己。 L如

L-，哥?才1 i?白国々 l主僵越 L- tu{ '7 一ω追求老;!;

~i?rJJ毛 ζ 主去拒儿l."P ~己。

保障措置牵强化L-， IAEA 白榷限老高协毛主

主强-t-õ~命言差别忘毛。 L如L-， ζ 才11主核掂散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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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白保有国数ω增大白点亿限定吝才lτ 1，，) -õ。毛

7Jv予基本主忿毛考之，科学平技衔，轻演力恙，

专 Lτ，军事的强主主1，，) -::J t.ζ 丁「叫τ白面到解时

合乡夕ν一. '/-/1ζ如如b 毛多〈 ω罔题Iζ对

?毛容易 t:t.答 t:t. è'忿 U。

国牒社会白意志去反映L-t.ζIAEA 剖， NPT 

ω葫印国l.";!;号己力'fφ 之汇 7Jν又'2-7".{:-

7 式f- 1' 1ζ 自已去般 P 自 b 去搏 P 付ητ 1，，) -õ 

国々忆， è+ω棒tζ L-t.ζb彼bω遵守度去主i? 1ζ

增大l."~-õ白吃?连5 各乡扣。 7Jν又'2-7"ω保障

措置θ外倒 tζ留幸亏 τ 1，，)毛道老遵 Iv l." 1,,) -õ中

国， /'\午又夕二/，千/ l' è 1，，)-::J t:. 国々白核哥面

白透明度去 IAEA 1主号 ω慧章亿毛主 7 善， è+ 

乡L-t.ζ 已高rJJ-õ ζ 主力'l."运斗5 t!. 石步如。保障措

置白取i? b才1τP -õ物黄力f罩事目的tζ酝用ðn

公U 主当 tζE 乡L- t:. i? l." ~毛l.";!;石步加。如-::J

τ，故 H. 川一/~'博士剖用 1，，) t:. 言票去借 IJ -õ 

t:t.i?, r核保有国亿罔?毛保障措置陆居θ忿U

示一卡白二k 乡l.";!; ~己。」

中国力量理在主?比较的小规模t:t.原子力凳雹轩

面去保持Lτ 主 τ扫沙，与?ω大部分怯核兵器志

向白毛白l.";!;-õ ζ 主力f想起ðn -õ 如也 L 忘1，，)。

同国陆陆儿ω2， 3 白赤军事用原子力施鼓去保

障措置ω对象之?毛 ζ 主任遣Iv l." ~ t:. 0 /{ 'f- A 

夕/白力 7 夕漠捕7"7 二/卡以 10 年近〈毛逞酝

ðnτ 运 τu毛剖，同国 l主力 7 夕?漠捕态才1f:.

'/7 二/老利用?毛 ζk ω?若毛原子力凳雹轩圃

毫持台 τu忿Uζ 之如已， ζ 白旗辅7"7/ 卡盯

目的θ正当性会就明-t-õ ζ 之安置 rJJi? nτ~

7ζ 。

IAEA 剖直面?毛罔踵眩，专ω意章tζ 基-::5<

责藐tζ国?毛毛 ωτ?忿<， NPT 1ζ 二t IJ IAEA 

tζ嚣ðntd量割如马生匕毛黄费忆力功三b -õ 也白

?连5 恙。简单tζ言乡 è ，罔题以 IAEA 加 NPT

Z周印国ω密如公施茧， ;!; ~己1，， '1立，宣言 ð 才1τp

忿们在偏』ζ探知?毛式:rJJ ω粗辙毛，可能性也持

t:. t:t. P ζ 之 .. C;!; -õ。

NPT :b'~周印 ð n t.ζk 运忆， IAEA 1ζ嚣吝才1

7ζ黄荡陆秘密白活勤去探7ζ 之1." 1主 t:t. <, t.二

茫，宣言3 才1元活勤力2保障措置下亿置如nt:.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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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吉/乍 )~v求-卡

物黄力主事云摸ðn忿\， ~ζk 毫横在T~ ζè 1:'íÕ?

7己 ζk 老恩、U起ζ T"飞意1:'íÕ毛。世界白丁「代τ

白凳雹原子伊白 t:.? t:. 32% (世界ω原子力凳

雹鼓偏合轩白的 32% 毫示T) 萨文蕾 IFCIRC

/153 亿规定ðnτu毛 NPTω保障措置ω对

象 k 忿?τu毛 ζk 老韶盼式:è 意忆，世界中ω

原子力凳雹所记罔 L τIAEA 到保障措置毫取

?1之物黄忆-::> \， ~τω状祝加明b力斗ζ 忿毛。言\，~

替之毛主，保障措置陆各国ω原子力活勤老取切

精*~ζ 之二t 1) tl' l-石， NPTIζ 毛主-:1<言黄

牛的束忆-::> \, ~τ注意去促Tt:.~白色 ω?易恙。

NPTf主奔核保有国亿对Lτ一瞿白核军辅老

3位主乡 k言雪也 ω吃:"íÕ毛。今伞，与?乡言? t:. 

国々白\，~ < -::>如 l主密力对ζ核兵器老持之乡之前办

τ扣。， ζnf主 7 工 7 t:t争。方1:' f主忿 \'~o IAEA 

保障措置(153 夕寸'7'1:'也， 66 夕千 7'(J) 也白?

也)汇点。核不缸散毫生U吝甘k\'~--.特亿状

况t主T 1:' 1ζ缸散气之勤uτu毛主 ζ 石?以忘:t3

ð l?一-è言乡漠然 è l- t二望办有E国障社会以抱

uτu毛本乡烂。

NPT 加盟国1:'íÕ ;，己核保有国， íÕ ~μ 』立先造

工棠国剖，奔核保有国记核兵器老同亮?毛手助

ft~ 丁1~ζ 之苦?防止T~手段老 IAEA f主持?

τ t:t \, ~二k 乡?每毛。íÕ~\'~<-::>如白核兵器保有

国为主遣捉 l- täF核兵器保有国亿核兵器θ鼓轩喜

若E与之先 1)， 于一夕鼓偏毫寞酸l- t:. 1) l- τ支援

L τμ 占5ζè f主一般 tζ 知l? nτ \，~恙。 IAEA

I立， ζ 白瞿白活勤苍i: è+ω 二k 乡忿手腼寸，克~ \，~ 

t主， è+白二k 乡忿兵k儿学的(口沪又尹 4γ 夕)

t:t取。泱b去通Uτ尹工 γ 夕 T~ ζk 剖飞?运占5

白茫与5 乡扣。íÕ~ \'~I立国遭安全保障理事会加尹

工 γ 夕 T~ ζk加?意毛白茫石乡扣。

突瞟白 k ζ 忍，小规模忿力~l?， 47 夕予北朝

鲜汇点毛核保有国代白仲罔λPω努力加成功亿

近-:J\'~ τ \，~ ~ζè iJ> l?, IAEA/NPTω规定

忆毛主7差多大白努力ω黯果，形成l-，周凳吝

nt:.缸散防止制度加意味毫持元f，披ft穴力~íÕ

沙，妨果力~t:t\，~ ζ 之力主露呈3 才L元。台湾力~t:. è+ 

?τ\，~~原子力政策亿对Lτ 也何年tζ 也 bt:. 1) 

苦々l- < )恩节 τ \，~~己国々剖íÕ号50 IAEA ω保障

措置制度前陈先 Lτ~ 光 ζ 主力~íÕ毛 èTn旺，

哥~nl主潜在的t:t蓝散毫暴< è \，~当二t 1), tl'l-毛

隐L 也白， íÕ;，己 U眩，假面 è l- τ助抄占3役割毫

果t:. l- τ~ 元。

原子力的~v二~"';l

7971:'世界力f[i![面 Lτu毛原子力白二Yν 二/

?除核兵器白基本的忿遣法性tζ焦点去合b甘忿

吵nl王怒 l?t:t\，~。之 U 雪白 l主核兵器如恨办去晴

l? Tt:.~1ζ使用 3 才ä:. 白眩， 7 己/7t!. 吵沱iJ>l?

t!.o b才lbnf主，核不缸散白罔题加核罩辅导核

兵器ω除去白罔题之固保剖忿 \'~.b 1) f主飞:" ~ t:t 

U。今tζ 忿气3τ 陆，核保有国陆成熟·造展Lτ

运 τ :t3 1) ， 自分元i?白兵器;主自衙白先占bθ合法

的忿手段 èl主考之l?n忿\，~ è 宣言?运斗5 è 白期

待力~íÕ~。

湾岸鞍争後白最近白程E贫如l?1J.毛主，条构tζ

葫印l-， 7Jν又 -::.I-7' .~-7 式r-)qζ 自 b 去

精 P 付 ft 毛 ζ 主力击， íÕ~檀白国々亿以改善ðn

Tζ透明性毫示丁「白?以 t:t < ，一疆白为毛 77-
9 ::1.去每之毛 ζèlζ t:t~ ζ 主力f明已如?态恙。

侮物1:'t:t < ，真挚t:t民主主萎t!.lt剖国隐的主主的

柬J\ω遵守老保IDET~ 毛白1:'íÕ~之 U 乡最接括

输代之人以追U立τ l? n-::>-::> íÕ恙。

破壤目的亿核技俯在E使用T~ ζ 之老防寸』ζ 陆

IAEA 剂， 5-::>ω宣言l- t:.核保有国毫合主H~如

忿毛国tζ :t3 \, ~τ 色，核兵器毫保有?毛 ζèlζl主

断固反对-r+íÕ毛 k 宣言T~ ζk 剖不可欠?且5

恙。 L如l-，核掂散白香威惊奇~n1:' 也消之忿U。

r{- 7' 口·本加一夕 (1904 一 73 年;于口 ω

爵人·外交官. / -/'{Jν文学童受赏者)ω苦，

「水ω爵」白 t:t如ω1 卸去思U泛To

ffl ι~l人 .J:. tbω (T儿t.!色刃/\'三7~祈夕，苦苦

J1!ωÆ~ι 』古 ?τ，厌~大地tζ埋tb -3 蹄。

号 ιτ，

f3 ðï...- τμ t.:λ t.: 各主→籍IC

窃D光 9 亿，目击Þð~T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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