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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頻在國際闡述釣島立場
駐英大使撰文強調釣島屬華史法有據鐵證如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 北京報道）中國繼在美

國、巴基斯坦等國媒體刊登廣告闡述己方立場

後，持續在國際上發聲，嚴正聲明對釣魚島的主

權。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3日在英國《每日電訊報》

發表署名文章《歷史不容翻案》稱，釣魚島屬於中國

是鐵的事實。他指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有史為

憑，有法為據。現在的關鍵是日本要本 尊重歷史和負責任的態度，以實際行動糾

正錯誤做法，停止一切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

一周之內，中國已在國際範圍展開一系列行
動，重申對釣魚島的主權：中國外長楊潔篪9月
27日晚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中國官方媒體
《中國日報》29日在美國《紐約時報》和《華盛
頓郵報》刊登題為「釣魚島屬於中國」的跨版
廣告；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也於10月2日在當
地報章刊登全版廣告闡述立場。

日圖翻案難取信於鄰
劉曉明指出，歷史不容翻案。肯定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成果，維護戰後國際秩序，捍衛《聯
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是中英兩國和國際
社會的共同責任。與德國形成鮮明對比，同是
戰敗國的日本死背歷史包袱不放，對其戰爭罪
行缺乏深刻反省，沒有真誠道歉，反而企圖對
歷史翻案，這不僅難以取信於鄰，更得不到世
界人民的原諒。
劉曉明回溯歷史，向外界展示釣魚島及其附

屬島嶼是中國固有領土。他撰文稱，自己首次
擔任駐外大使是在埃及。而1943年11月27日在
埃及開羅會議發表的《開羅宣言》，是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的偉大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的重要基
石之一。依據《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和

《日本投降書》，釣魚島作為台灣的附屬島嶼理
應與台灣一併歸還中國。
然而時至今日，日本卻仍抱 昔日的殖民主義

心態，無視二戰時達成的國際決議，聲稱釣魚島
是日本「固有領土」。這是對《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的嚴重踐踏，本質上是日本不能徹底反
省和清算其軍國主義侵略歷史，企圖否定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挑戰戰後國際秩序。

事態激化責任在日方
劉曉明表示，日本政府的所謂「購島」完全

是非法、無效的，永遠改變不了釣魚島是中國
領土的事實。他指出，誠信是立身之本，也是
立國之本。當前釣魚島事態不斷激化，責任完
全在日方。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立場倒退，不
願面對和承認釣魚島爭議，否認中日雙方達成
的重要諒解和共識，執意採取錯誤行動，是徹
頭徹尾的背信棄義。
劉曉明稱，「解鈴還須繫鈴人」。現在的關鍵

是日本要本 尊重歷史和負責任的態度，認清
形勢，深刻反省，拿出政治勇氣，作出政治決
斷，以實際行動糾正錯誤做法，停止一切損害
中國領土主權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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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促美勿介入中日爭端

兩岸5公務船巡釣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華僑報網報
道，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後，中日關係
迅速惡化，前往日本觀光的中國遊客也紛
紛取消了行程。因日本對中國遊客開放多
次往返簽證而首先受益的沖繩，目前已經
為此損失約4億日圓（約4,048萬港元）。
據日本《琉球新報》消息，自日本政府

開放第一站停留沖繩的數次往返簽證以
來，到沖繩觀光的中國遊客大幅增加，當
地的各大型企業都花費了很大的人力物力
來迎接中國遊客。現在，這些企業都開始
擔心現狀難以持續。
沖繩縣觀光政策課稱，根據觀光廳公佈

的數據，從那霸機場出發的中國遊客每人
每次的消費額為87,910日圓（約8,670港
元）。截至9月26日，取消沖繩旅行行程的
中國遊客已經達到約4,300人。

與華交惡日經濟復甦無期
此外，日本新華僑報網援引《日本經濟

新聞》消息稱，近日，日本經濟產業省發
布報告8月份礦工業生產指數，稱受中日
關係惡化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影響，日本
8月份的礦工業生產指數為90.5，比7月份
下滑1.3%，跌幅遠遠超出預測值。日媒擔
憂，如果中日關係持續惡化，那麼日本經
濟復甦將遙遙無期。
日媒分析稱，日本的對華出口佔出口

總額的20%，中國已經超越美國，成為日
本最大的出口對象國。中國經濟增長開
始放緩，所以對日本的產品需求也隨之
減少。如果日中關係長期惡化下去的
話，日本企業的生產活動勢必會遭受嚴
重打擊。

日媒：中國軍艦經沖繩海域往太平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中國海軍的7艘艦隻傍晚通過沖
繩縣宮古島東北約110公里的海域駛
向了太平洋。
報道稱，該批軍艦6時至7時（香港

時間下午5時至6時）前後，通過沖繩

縣宮古島東北約110公里的海域駛向
了太平洋。日本防衛省稱，正在調查
中國軍艦此舉的目的。
日本讀賣聞稱，該批軍艦包括了驅

逐艦、護衛艦和潛艇救援艦，被確認
時距離釣魚島以東約200公里。

中國主力核潛艇戰鬥訓練

軍方媒體昨日

公開中國主力核

常潛艇戰鬥訓練

的圖片。（上圖）

海軍宋級改進型

常規潛艇與卡－

28反潛機協同

演練。（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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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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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聲言不在南海問題讓步
香港文匯報訊 環球網消息：據

《菲律賓每日問詢者報》4日報道，菲
律賓外長德爾羅薩里奧近日在一個有
美國和菲律賓官員參加的高級別會議
中表示，儘管菲律賓將繼續發展同中
國之間的長期關係，但菲方在通過國
際法來重申其對南海「主權聲索」上
不會讓步。
德爾羅薩里奧還在講話中歡迎美國

加強其在亞太地區的存在。他說，這
樣的存在「對維持地區平衡非常重
要」。
德爾羅薩里奧說，「地緣政治家將

這視為美國戰略轉向亞太的一部分。
考慮到東亞日漸上升的地緣經濟影響
力，商界領袖認為這種轉變是合理
的。而我們更願意將這看做是美國回
家了。」

■澳大利亞墨爾本當地華人華僑4日在日本駐墨爾本領事館門前舉行保釣

和平示威活動。圖為一名示威者在日本駐墨爾本領事館門前手舉標語。

新華社

華

澳

人

華

僑

保

釣

示

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消息：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當地時間4日早晨7點左右，日本海上保安
廳的巡邏船確認了有4艘中國海監船相繼駛入了
釣魚島久場島附近「日本領海」外側的毗連
區。

海上保安廳 感疲於奔命
日本第11管區海上保安總部（那霸）稱，其

中的「海監15」、「海監26」和「海監27」這3
艘中國海監船已在本月2日、3日連續兩天駛入
所謂「日本領海」。
報道稱，4艘中國海監船截至當天早晨7點半

左右仍在毗連區內航行。日方巡邏船「警告」
中國海監船「勿駛入日本領海」。
同時，台灣海岸巡防署的1艘巡邏船也於當地

時間4日凌晨0點45分左右駛入毗連區，約2小時
後駛離。
日本媒體稱，釣魚島問題長期化苦了海上保

安廳。《讀賣新聞》3日報道稱：距釣魚島「國
有化」已過去3周。前來「示威」的中國海監船

和台灣漁船不斷侵入日本領海，
海上保安廳集結了全國各管區的
巡邏船以確保該海域的警戒態
勢。在日中船隻長期對峙「國境
之海」的背景下，有聲音開始擔
憂海保的海難救助及確保海上通
行安全等職能受到影響。
目前全日本共有海保隊員1.26萬

人，與警察和自衛隊相比少得可
憐。各管區本部留下的人員即使
休息日加班也難以排開。海保幹
部擔心，雖然隊員士氣都很高
漲，但若局勢持續緊張，還是難以應付。
《產經新聞》3日報道，釣魚島海域的日中對

峙進入比拚耐力的消耗戰階段。只要沒有颱風
和巨浪，中國大陸和台灣的公務船就會不斷出
現。他們的戰術是，以數量優勢令對手膽怯。

華動用海警 美軍難插手
報道稱，中國在東海實施消耗戰，對海軍實

力較強的日本，中國則動用「海洋警察」的力
量，比拚耐力，海監船和漁政船不斷出現。中
國海軍則實施「心理戰」，暫時由將級軍官發出
威嚇言論，以動搖日本國民的信心。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一位教授指出，中國動用

海警是為了不讓美軍插手，同時讓日本疲於奔
命。的確，中國動用海監船和漁政船挑釁，規
模太小，美軍無法介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凡、王由頁 北京報道）

針對釣魚島主權爭議，基辛格公開澄清，稱當
年協議單純係中日間簽訂，美方沒有介入。與
此同時，有美國歷史教授列舉了7條有關釣魚島
主權爭端的基本史實證明「日本對釣魚島的主
權要求是站不住腳的」。

中日早達成擱置爭議
近日，有日媒曝光了兩份美國政府內部關於

釣魚島主權紛爭的文件，對此外界稱，美國將
釣魚島交給日本，是違反國際法的私相授受行
為，而時任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則是敲定管
轄權不等於主權的關鍵人物，對此基辛格3日在
華盛頓參與一場研討會時公開作出澄清。
基辛格說：「我聚焦的是當時鄧小平和日本

對釣魚島已經達成的協議，也就是有效的管轄
權控制，擱置主權爭議。當時美方並沒有主動

介入協議。」他還表示，「內心最深的希望是
中美雙方對此議題仍各持立場。對於主權議
題，美方也不應該支持任何一邊。」

美教授：日主權要求站不住腳
日前，有媒體刊登了美國塔夫茨大學歷史學

教授加里．勒普發表題為《從中國人那裡竊取
的領土》的文章。
勒普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稱日本政府關於擁

有釣魚島主權的「法律依據」不僅是崇拜帝國
主義的表現，更刻意忽略了二戰後合法歷史的
重要細節。
該文章列舉了7條有關釣魚島主權爭端的基本

史實證明「日本對釣魚島的主權要求是站不住
腳的」。文章指出，中國人最先登上釣魚島、繪
製地圖，並從15世紀開始就將它作為中國與琉
球的邊界線。日本只是在1895年打敗中國後作

為戰利品獲得了釣魚島，因此根據《開羅宣言》
和《波茨坦公告》應該在二戰後將釣魚島歸還
給它的合法主人。然而美國作為1972年之前沖
繩的託管者，希望將釣魚島保留在它的防衛範
圍之內，後來又將主要防衛責任轉交給日本自
衛隊。「美國口頭上說保持中立，事實並非如
此，它擔心中國的崛起，擔心南中國海的衝
突，但會支援它多年的盟友日本以維持自己的
地緣政治戰略。」

香港文匯報訊 據路透社引述，日本官員
透露，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計劃在釣魚島
構築建築，「彰顯日本主權」。
報道說，儘管該計劃不是馬上實施，仍可

能衝擊本就脆弱的中日關係，可能引發美國
政府的指責。美國政府曾敦促中日放置爭
議，緩解緊張情勢。
石原的計劃似乎意在逼迫日本政府在釣魚

島問題與中國亮底牌。兩位接近石原的官員
稱，其計劃基於日本最大的在野黨—自民
黨有望贏得未來數月的大選而上台，而自民
黨能夠接受石原的強硬政策。
日本參議院議員山東昭子表示，石原將試

圖獲得未來新政府的支持，使用其募集的約
1,900萬美元在釣魚島建設一些基礎設施。

美副防長：應與華建牢固關係
據新華社華盛頓3日電 美國國防部副部

長阿什頓．卡特3日在華盛頓伍德羅．威爾
遜中心舉行的一次中國軍事研討會上發表
講話時說，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其中一
項基本內容是與中國建立「牢固的合作關
係」。
卡特稱，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政策「並非

針對任何其他單一國家或國家集團，而是
為了確保亞太地區的和平，讓地區所有國
家都能分享安全的好處，並繼續繁榮」。
卡特提到，美國防部長帕內塔日前訪華

時表示，美中建立牢固的合作關係是在確

保21世紀全球安全與繁榮方面不可或缺
的，美亞太再平衡政策的關鍵目標之一就
是「建立一種健康、透明和可持續的美中
防務關係」。美國正謀求在外交、經濟和安
全等一系列問題上與中國進行合作，包括
共同努力為美中軍事關係的持久發展創立
基礎。
卡特再次稱，美國對亞太一些國家領土

爭端不持立場，但將確保航行自由和各方
和平解決相關爭端。他說，維護亞太和平
與安全以確保地區繁榮和發展是「大局」，
美希望爭端各方都以這個「大局」為重。

■中國多艘海監船相繼駛入釣魚島海域。圖為

中國「海監15」2日在釣魚島海域巡航。法新社

■基辛格指美方沒有介入當年中日有關釣魚島

問題的協議。 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