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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又「轉 」稱從未否定侵華
日政界右傾言論遭質疑 專家：倒行逆施勢陷孤立

據日本時事通訊社15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15
日上午的參議院預算委員會集中審議上，就1995年

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針對日本過去的殖民地佔領和侵略歷
史而發表的「村山談話」稱，「安倍內閣將全盤繼承村山
談話」。
據報道，安倍的此番發言是在回答民主黨議員大河原雅

子的質詢時作出的。

曾揚言取代村山談話

另外，在參院預算委員會接受有關以往日本與中國的
關係的質詢時，他還表示：「對(給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害
和痛苦，我們抱有痛惜之念。我一次也沒有說過日本不曾
侵略。」
安倍最近一系列右傾言論令到國際社會普遍憂慮，甚至

連美國前駐日大使和美國國會智庫最近也對安倍的歷史觀
提出了質疑。美國國會研究所最新發佈的一份探討美日關
係的報告稱，安倍晉三持「修正主義歷史觀」，他和他的
內閣在有爭議的歷史問題上的言行令人擔憂，可能會破壞
地區關係並由此損害美國利益。
安倍晉三今年3月表示，希望在2015年，即日本戰敗70周

年之際，就過去的戰爭與侵略殖民歷史發表自己的「安倍
談話」，以取代1995年的「村山談話」。但鑒於巨大國際壓
力，日本外務大臣岸田文雄本月7日說，時任首相村山富
市1995年在「村山談話」中就侵略和殖民歷史表示歉意和

反省，安倍對此持相同見解。

大阪市長慰安婦妄言引炮轟

同一天，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日本不會修改時任
內閣官房長官河野洋平1993年就日本強徵隨軍「慰安婦」道
歉的「河野談話」。安倍在就任首相前曾在接受採訪時公開
表示，「河野談話」的內容存在事實錯誤，應加以修改。
另外，日本大阪市市長橋下徹就慰安婦問題的「奇談怪

論」，近日也遭到了包括日本政府內閣成員、朝野政黨高層
以及駐日美軍高層在內的各界人士的批評和質疑。美國國
防部的新聞發言人批評他的想法很荒唐。13日，橋下徹
稱：「慰安婦制度在當時是必要的」，並稱駐沖繩的美軍應
當利用當地的風俗業(註：色情業)來幫助釋放士兵性能量。
安倍昨日在參院預算委員會上就此問題稱：「我願明確

表示，這與我、安倍內閣以及自民黨的立場完全不同。」
他稱：「（慰安婦們）遭受了不可言狀的痛苦，對此我感
到非常痛心。我和歷代首相們的想法一致。」他還指出這
也是整個內閣的想法。
專家指出，雖然日本政府一再強調已經對歷史問題作出

反省，但日本一些右翼政客作為黨派高層卻又屢屢作出企
圖篡改、美化侵略戰爭的發言，嚴重地傷害周邊國家人民
的感情，這絕對不是一句「僅代表個人見解」可以掩飾
的。如果反覆做出此種倒行逆施的言行，勢必將導致日本
在亞洲乃至國際社會上愈發趨於孤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面對包括盟友美國

在內的國際社會的巨大壓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開始

就其錯誤的歷史言論「口頭」滅火。他15日澄清

指，「安倍內閣將全盤繼承村山談話」，對侵略(給

中國)造成巨大的損害和痛苦抱有痛惜之念，並且

強調他「一次也沒有說過日本不曾侵略。」而此

前，安倍曾宣稱將修改村山談話。專家指出，如

何對待過去將決定日本如何走向未

來，如果日本反覆做出倒行逆施的

言行，勢必導致其在國際上愈

發趨於孤立，進而危害日本

自身發展。

南海今休漁 禁外籍船進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5日主持召開國
務院常務會議。會議研究做好今年
高校畢業生就業工作，決定進一步
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
會議指出，今年要擴大農村貧困

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將去年面
向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1萬名重點高
校招生計劃增至3萬名，招生區域包
括所有國家級扶貧開發重點縣，招
生高校覆蓋所有「211工程」和中央
部屬高校特別是知名高校。
會議要求，按照高考程序和確定

的標準，將今年新增的本科招生計
劃主要用於高等教育資源相對缺
乏、升學壓力大、農村考生多的中
西部省份。繼續實施「支援中西部
地區招生協作計劃」，在全國高校招生計劃中專門安
排18.5萬個名額，由東部高校招收中西部考生。多措
並舉，使更多優質高等教育資源惠及農村、邊遠、貧
困、民族地區的農家子弟。

中央提六要求 保畢業生就業

今年高校應屆畢業生達699萬人，就業壓力明顯增
大。會議指出，要採取有效措施，切實保障應屆畢業
生就業水平不降低、有提高。
會議就畢業生就業提出六要求：一要落實現有政

策。二要拓寬就業渠道。開發更多崗位，引導畢業生
到中小企業、非公經濟和基層就業。三要鼓勵自主創
業。四要完善就業服務。各地可將校園招聘活動納入
公共就業服務適當支持。畢業生異地求職，可按規定
享受當地免費公共就業服務和就業扶持政策。
五要開展就業幫扶。六要促進就業公平。嚴防招聘

過程中出現性別、民族、殘疾等方面的歧視。加強國
有企業招聘活動監管，切實做到招聘信息、過程、結
果「三公開」，鼓勵國有企業、科研機構吸納更多高
校畢業生就業。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網報道，由日本沖繩縣當地政
治家、大學教授、社會活動家以及市民團體成員組成的
「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15日下午在沖繩宣告成
立。該學會公開表示，將尋求沖繩獨立並組建「琉球自
治聯邦共和國」。
「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由沖繩縣石垣島出身

的龍谷大學教授松島泰勝和沖繩國際大學副教授友知政
樹等人組織發起。
會長松島泰勝15日表示，日本政府借助於《美日安保

條約》而獲得利益，卻讓沖繩成為犧牲品，沖繩人一直

遭受 日本社會的歧視。他認為，沖繩過去是琉球王
國，並不隸屬於日本。即使在被日本佔領後，琉球也沒
有將自治權交給日本，因此沖繩人民有尋求自己的獨立
的決定權。
松島教授還表示，太平洋島國帕勞只有2萬人，卻依

然獲得了獨立。沖繩有140萬人口，完全具備獨立條件。
據悉，「琉球民族獨立綜合研究學會」將廣泛吸納沖

繩當地居民入會，以期待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地方政黨，
並計劃向聯合國「脫離殖民地化特別委員會」申訴獨立
要求。

沖繩獨立組織成立 欲建琉球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農業部南海區
漁政局15日舉行新聞發佈會稱，從5月16日12時起至8
月1日12時結束，中國南海進入2013年伏季休漁期，休
漁期間，中國漁政部門將採取措施，防止外國漁船進
入領海。
南海區漁政局局長吳壯稱，在南海伏季休漁期，將

加強對上述海域的監管，在相關海域建立防衛來防止
外國漁船進入領海，一旦外國漁船進入領海，將採取
查處與驅趕並重的措施，按照中國的相關法律進行處
罰，情節嚴重的，將沒收漁船和魚貨。
同時，南海區漁政局也加強了護漁力度，據透露，

中國漁政311船已於15日開赴南沙巡航護漁。

海洋局：「蛟龍」號五年可實現業務化運行
香港文匯訊（記者 馬琳 北京報道）據國家海洋局

網站消息，國家海洋局副局長王飛日前表示，「蛟龍」
號載人潛水器將於6月進入試驗性應用階段，計劃用5
年時間完善作業性能，擴大對深海高新技術研發的帶
動輻射作用，培養一支專業化的潛航員和操作維護應
用隊伍，建立開放共享的應用機制，從而實現業務化
運行。

「蛟龍」號載人潛水器試驗性應用工作領導小組成
立暨第一次會議5月10日在北京召開。據介紹，試驗性
應用階段計劃利用5年時間，以中國大洋礦產資源研
究開發協會國際海底資源勘探合同區為重點作業區，
執行一系列其他技術手段難以完成的資源勘探、環境
評價和深淵科學研究等調查任務，取得一批具有國際
影響力的深海科學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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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網
報道，國防科大電子科學
與工程學院研製成功一款
新型衛星導航接收機，可
同時接收中國北斗、美國
GPS和俄羅斯GLONASS三
種信號體制，定位精度達
到10米以內，可廣泛應用於
飛機、船舶、汽車等平
台。
該款衛星導航接收機昨

天在武漢召開的第四屆中
國衛星導航學術年會上亮
相，集成度高，體積輕
巧，大小和身份證相當，使用十分方便，導航定位性能優越，在
某些地區甚至超過GPS的接收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北極理事會15日在瑞典北
部城市基律納召開的第八次部
長級會議上，批准中國和其他
5個國家成為該組織正式觀察
員國。
來自5個北歐國家、美國、

加拿大及俄羅斯的部長級官員
一致同意，中國、日本、韓
國、新加坡、印度、意大利6
個國家獲得北極理事會正式觀
察員國身份。
北極理事會1996年9月在加

拿大渥太華成立，其宗旨是保
護北極地區的環境，促進這一
地區在經濟、社會和福利方面
的持續發展。其成員國包括芬
蘭、瑞典、挪威、丹麥、冰
島、加拿大、美國和俄羅斯。

■內地今年高校畢業生逼近700萬，就業難形勢嚴峻。圖為杭州某高校

舉行的春季招聘會現場。 資料圖片

■安倍15日上

午在參院預算

委員會上回答

質詢時，聲稱

從未否定過侵

華。 法新社

■國防科大研製成功高性能衛星導

航接收機（左）。 網上圖片

內地重點高校增農村生比例

內地成功研發新型衛星導航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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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陝西省商務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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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鄉縣位於陝西南部、漢中東部，是陝西最
大的產茶縣，被國家列為名優綠茶生產基地
縣，同時也被譽為中國最美麗的茶鄉，素有
「小江南」的美譽。「雲霧繞青山，其間有仙
茗。茶樹梯梯排，茗香口生津。」描述的正是
茶鄉西鄉春季的美景。
由於所處位置緯度高，海拔高，雲霧機率

高，氣候溫和，雨量充沛，西鄉成為中國北方
茶區中最優良的茶葉適生地，富含鋅硒，所產
茶葉具有香高、味濃、形美、耐沖泡的優異品
質，自古就是貢茶。
西鄉的茶葉種植歷史悠久，始於商周，興於

秦漢，盛於唐宋，繁榮於明清，自古就是茶馬
互市的重要供茶地，曾有「男廢耕，女廢織，
其民晝夜製茶不休」的記載。在漫長的歷史長
河中，西鄉不僅積澱了深厚而獨特的漢茶文
化，還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茶歌、茶舞、茶詩、
茶影、茶藝等民間藝術。
歷經千年發展，如今，西鄉茶區內依然林木

茂盛，空氣清新，土質肥沃，富含鋅硒，具有
「雨洗青山四季春，陰晴雲霧漫山川」的宜茶
環境。
純天然的生長環境，讓西鄉綠茶香氣四溢，

口感極佳，並形成了許多品牌。以午子仙毫為
代表的全國名茶多次榮獲國內外大獎，躋身全
國文化名茶；西鄉炒青，素以香高、味濃、耐
沖泡而著稱於世，國內外茶學專家無不稱讚其
雋永味長，健康人心。近年來，西鄉縣陝南綠
茶有限公司推出的漢辰牌有機茶，更是堪稱茶

中極品，讓品茶人讚不絕口。
名茶「漢辰有機茶」的生產基地位於海拔近

900米的西鄉縣駱家壩鎮，這裡地處無任何污
染的大巴山深處、牧馬河源頭，是一個環境優
美，四面環山的船型小盆地，也是陝西省政府
命名的省級生態鎮。在青山綠水的環繞下，此
地四季分明，雨量充分，氣候溫和，晝夜溫差
大，土壤微酸且富含人體所必需的微量元素
鋅、硒，水質優異並富含生物生長所需的多種
微量元素和礦物質，是一塊水好、土好、氣候
優越的宜茶種植聖地，為生產有機茶提供了得
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因色澤嫩綠，湯色黃綠明亮，栗香持久，滋

味醇爽，耐沖泡等優點，「漢辰有機茶」一直
在市場上享有極高的聲譽。自2006年以來，連
續六屆在中國楊凌農高會上榮獲「后稷特別獎」
稱號，深受消費者喜愛。
今年年初，陝南綠茶公司精心培育的西鄉駱

家壩金家嶺茶園、棋盤梁茶園、牛背梁茶園等
上千畝茶園所產的鮮葉及茶葉又一舉通過了歐
盟有機食品認證、美國有機農業認證和日本有
機農業認證。如此大面積的茶園100%通過國
際有機標準認證，不僅在陝西省是首家，在全
國也為數不多，這為陝西茶葉進入歐美及國際
市場奠定了良好的質量基礎。
漫步在西鄉縣的20多萬畝生態茶園中，一種

「人在畫中走，心在仙境遊」的無窮樂趣湧上
心頭。千年茶鄉西鄉，正以其獨特的茶情水韻
吸引 各地的人們前來品茗、旅遊。

■西鄉縣陝南綠茶有限公司駱家壩有機茶園

巴蜀勝地西鄉，自古出貢茶。在漫長的歲月裡，話茶，西鄉是繞不過的一段歷史。
巴蜀之地是中國茶的搖籃，陝西省漢中茶區屬古老的巴蜀茶區的最北緣，是茶葉

的原生地和優生區，也是茶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一。漢中種植茶樹至少有3000多年
歷史。商朝末年，周崛起於西北，其勢力逐漸向漢水流域滲透，使漢水流域形成
「群夷之國」。據中國最早的地方志書《華陽國志》記載，約在公元前12世紀，古代
巴人便把茶葉作為地方特產敬獻給周天子武王，貢品茶因形似月亮，緊壓成團，名
曰「西鄉月團」，應算是世界上最早的貢茶之一。而「西鄉月團」正是產自如今漢
中市的西鄉縣一帶。

特刊　■責任編輯：陳秀麗　版面設計：劉坻坻

（下期將於5月26日刊出，敬請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