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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不容日粉飾慰安婦制度
WEN WEI EDITORIAL

社
評

聯合國人權組織關注日本大阪市長橋下徹有關慰安
婦的言論，將向日本政府提出質詢書，要求解釋並表
態。慰安婦制度是人類史上最滅絕人性、傷天害理的
罪行之一，對其粉飾開脫是挑戰人類基本道義和良
知，受到國際社會的一致譴責和聲討，聯合國的干預
是維護人類基本道義與公理的正義之舉。日本無視歷
史教訓，否認戰爭罪行，肯定不為國際社會所容，在
國際上陷入日益孤立的境地。
慰安婦制度是二戰期間，日本政府及其軍隊強迫亞
洲婦女充當日軍性奴的罪惡制度，對高達數以十萬計
的亞洲婦女造成難以彌補的傷害。慰安婦制度是日本
違反人權、違反戰爭常規的國家罪行，是20世紀人類
歷史中最醜陋、最骯髒、最黑暗的一頁，也是世界婦
女史上最為慘痛的記錄。
日本推行慰安婦制度為國際法所不容，早已受到國
際法庭的公審。橋下徹大放厥詞，公然以「讓士兵得以
休息」的論調為慰安婦制度辯護，企圖粉飾日軍的獸
行，開脫歷史罪責，不僅是對受害者實施「二次傷
害」
，對全世界女性的公然侮辱，更是公然挑戰歷史正
義和人類良知，理所當然受到了包括中國、韓國及美國
等整個國際社會的譴責和聲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已發
表聲明，譴責橋下徹的慰安婦問題發言是「不可容忍的
冒犯」
。聯合國就慰安婦問題向日本政府提出質詢、要

2013年5月24日(星期五)

放縱日圓貶值 埋下股市隱憂

求作出解釋和表態，正是代表了國際正義力量對日本至
今仍存在反人類、反人道言論的憤慨和震怒，敦促日本
政府制止這類恬不知恥、挑戰公義的言行。
橋下徹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美化慰安婦制度，與日
本拒絕正視歷史、不知反省的社會氛圍有密切關係。
日本國內總是有一股勢力不甘心接受二戰失敗的結
果，企圖挑戰戰後國際秩序。安倍上台後，日本右傾
化趨勢日益明顯，作為日本首相的安倍接連發表令舉
世震驚詫異的言論，包括侵略定義未定論，質疑東京
審判的合法性。連首相都不顧國際社會的感受，罔顧
事實千方百計為歷史翻案，其他右翼政客更加肆無忌
憚地祭出出位言論，日本政府領導人難辭其咎，理應
反省自己，懸崖勒馬。
除了慰安婦問題外，日本在釣魚島、南京大屠殺、
歷史教科書等問題上，同樣採取迴避、否認的態度，不
僅無視歷史，甚至還歪曲歷史，企圖逃避歷史責任，對
受害國人民感情構成反覆傷害，不可能獲得受害國人民
的原諒，也嚴重損害日本的國際形象。聯合國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委員會日前針對慰安婦問題發表報告，建
議日本政府教育民眾，認識在二次大戰中日軍強徵慰安
婦的歷史。歷史不容翻案，正義不容挑戰。日本唯有正
視和深刻反省歷史，才能搞好跟亞洲近鄰的關係，才能
真正融入國際社會。
(相關新聞刊A3版)

昨日盤初一枝獨秀的日經指數，接近
尾市突然出現股災，震驚環球金融市
場，拖累 指下午跌幅進一步擴大，最
多跌655點，全日跌591點或2.54%。日
股尾市崩潰的原因，是長期日債孳息高
企，拖累全球股市。事實上，放縱日圓
貶值，無論對日本、東亞乃至世界經
濟，都不僅不是出路所在，而且對全球
股市埋下巨大隱憂。日本有必要採取實
際行動，為維持日圓穩定負起自身應有
責任。
昨日投資者擔憂美國聯儲局提早退
市，加上數據顯示中國製造業收縮，拖
累港股昨日早市迅速失守23,000點。其
後，日股出現股災，失守萬五點關口，
急跌1,143點收市，日經指數報14,483
點，跌幅7.3%，是兩年來最大單日跌
幅。日本十年政府債券價格下跌，孳息
升至1厘，為今年以來高位。投資者擔
心美聯儲局減少買債，令市場「收水」
導致日債券孳息上升。另一方面，日股
出現股災，更重要的原因是由於日央行
宣佈推無限期「雙QE」
，決定每月買債7

萬億日圓，購買範圍包括40年期的長
債，刺激日債孳息高企，其後果是推高
企業貸款利率，拖累正逐步回暖的日本
經濟。而且，很多金融機構持有日債，
孳息上漲會迅速蒸發這些金融機構的資
本，從而引發流動性收縮、帶來風險資
產崩潰的連鎖反應，造成全球股市動
盪。
日圓貶值刺激日債孳息高企，除了推
高企業貸款利率以及蒸發金融機構資本
之外，在日圓貶值刺激日本出口的同
時，作為一個進口大國，日本也遭遇了
日圓過快貶值帶來的負面影響。儘管對
於出口型大企業而言，日圓貶值導致其
報表更加美觀，但對於進口企業以及中
小企業而言，日圓過快貶值使其生產成
本提高。日圓貶值可能使得日本對外貿
易狀況有所好轉，但難有根本好轉；可
能有助於日本擺脫通貨緊縮，但無助於
日本重振和重建經濟。日圓貶值可能使
得日本經濟更加游離於亞洲經濟之外，
使其越來越偏離亞洲經濟的主導角色。
(相關新聞刊A1版)

中巴決建經濟走廊
李克強形容兩國友誼是「鐵哥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綜合報道)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伊斯蘭堡與巴基斯坦
總統扎爾達里、看守總理霍索舉行大、小範圍會談，就深化中巴戰略合作夥伴關係達
成重要共識。雙方決定加強互聯互通建設，打造中巴經濟走廊。李克強昨日在
巴基斯坦議會發表演講時再次強調中巴友誼：「中巴兩
國是患難之交。用中國的俗話說，就是『鐵哥們』
。」

李克強亞歐行
李 結束、新政府尚未成立的特殊時刻。巴基
克強此訪正值巴基斯坦國民議會選舉剛剛

斯坦穆斯林聯盟(謝派)領導人、候任總理謝里夫
前日專程參加李克強同扎爾達里總統、霍索總理
的會見。

加強戰略溝通 助中企到巴國投資
在與巴基斯坦總統扎爾達里、看守總理霍索會
談時，李克強就深化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提出五點
建議：一是加強戰略溝通與協調，保持高層互訪
和會晤，引領雙邊關係發展；二是加強戰略和長
遠規劃，開拓互聯互通、海洋等新領域合作。
手制定中巴經濟走廊遠景規劃，穩步推進經濟走
廊建設；三是提升雙邊貿易水平，在擴大規模的
過程中實現動態平衡。鼓勵中方企業參與巴基礎
設施建設；四是深化人文交流，為巴方推廣漢語
教學提供師資培訓、資金、教材等方面支持；五
是密切在國際、地區事務中的合作，維護發展中
國家的共同利益。
李克強說，中國願向巴經濟發展提供力所能
及、不附帶任何條件的幫助，並就治國理政經驗
開展交流，互學互鑒，共同進步。
當地時間23日，李克強又單獨會見了謝里夫。
李克強稱，中方願與巴方深入探討加強兩國經貿
等領域全方位和戰略性合作，特別是做好中巴經
濟走廊這篇大文章，抓緊推進相關規劃和建設。
謝里夫表示，中國是巴基斯坦最親密和最強有力
的朋友，對華友好是巴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無
論哪個政黨上台執政都會將此作為巴外交首要任
務。他說，巴方願同中方擴大戰略合作，全力落
實此訪成果，打造中巴經濟走廊。

增設孔子學院 培訓千名漢語教師
此外，對於未來兩國合作的發展，李克強當地
時間23日在巴國民議會演講時還宣佈，要拓展中
巴務實合作，繼續集中力量推進在基礎設施建
設、互聯互通、海洋、能源、農業、防務等領域
的合作。他還表示，未來5年，中國將為巴基斯坦
培訓1,000名漢語教師，並在巴增設多家孔子學院。
當地時間23日上午，李克強在巴基斯坦議會
發表演講時表示，「中巴兩國是患難之交，是信

義之交，是兄弟之交。正如巴基斯坦朋友說的那
樣『寧捨金子，不捨中巴友誼』。我們不會忘
記，在事關中國核心利益問題上，巴基斯坦始終
毫不猶豫地給予中方寶貴支持。在巴基斯坦推動
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階段，在巴基斯坦維護地區
安全的重要時刻，中國政府和人民始終不渝地同
巴方站在一起。」
李克強表示，中巴友好有 深厚而廣泛的民意
基礎，深深扎根於兩國人民心中。「中國的網民
在網上發明了一個新的網絡語言，把中國和巴基
斯坦的友誼稱作『巴鐵』
，用中國的俗話說：『鐵
哥們兒』；還有一句網上流行的語言讓我印象深
刻：『如果你愛中國，也請你愛巴基斯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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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見軍方領導 挺巴制定反恐戰略
此外，李克強還分別與巴基斯坦參議院主席博
哈里和國民議會議長米爾扎，以及巴基斯坦參聯
會主席韋恩、陸軍參謀長基亞尼、海軍參謀長桑
迪拉、空軍參謀長巴特等舉行了會談。李克強指
出，巴基斯坦為打擊恐怖主義作出了艱苦努力，
付出了重大犧牲。中方支持巴方根據本國國情制
定反恐戰略。國際社會應在尊重巴獨立、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幫助巴基斯坦克服困難，應
對挑戰。
據巴基斯坦媒體報道稱，在李克強訪問期間，
中巴雙方在經濟、科學技術、空間和太空通信、
能源以及文化領域簽署11項協議和備忘錄。
此外，雙方還簽署了包括海事合作、中巴經濟
走廊長期規劃以及海事科學技術合作的諒解備忘
錄。同時，中方還宣佈給巴方提供5,000萬元人民
幣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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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與扎爾達里出席簽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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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總24分鐘演講
直擊
透視
巴議員14次喝彩
「如果你愛中國，也請你愛巴基斯
坦。」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
花
巴基斯坦國民議會大廳就中巴關係發
表精彩演講，獲得了在場巴方參議員們的熱烈響應，他們
用巴基斯坦傳統的敲擊桌面的特殊方式，表達對演講內容
的強烈贊同和對中巴友好的支持。據報道，在短短24分鐘
的演講過程中，巴參議員敲桌喝彩達14次之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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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媒：小
防武裝分子施襲
議
寫
巴曾關閉手機通訊
香港文匯報訊 據美國《環球郵報》報道，在中國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訪問巴基斯坦之際，將執政的巴穆斯林聯盟
(謝里夫派)面臨 一系列令人生畏的難題：血腥的伊斯蘭
極端武裝、緩慢的經濟增長、高企的通貨膨脹、貿易支付
危機以及嚴重的電力短缺等。新德里電視台說，出於中國
總理到訪的安全原因，巴官方22日一度暫時中斷首都伊斯
蘭堡和附近拉瓦爾品第的手機通信服務，巴官員稱武裝分
子經常用手機策劃實施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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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瑞媒撰文 推動中瑞自貿區
直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昨日在瑞士《新蘇黎
世報》發表題目為《為什麼選擇瑞士》
的署名文章，提到「推動中瑞自貿區進
程」
。

有利提振全球經濟
李克強在文章中提到，瑞士是他就任
中國國務院總理後出訪的第一個歐洲國
家，並表示訪歐「首站」選擇瑞士並非
偶然，因為有幾件重要的事情要做。

李克強在文章提到了「推動中瑞自貿
區進程」。他說，2010年訪問瑞士時，
雙方一致同意加快建立自貿區的準備工
作。3年多來，兩國的相關部門一直緊
鑼密鼓地推進談判，進行了九輪並最終
結束了談判。邁出這一步，瑞士將成為
歐洲大陸和世界經濟20強中首個與中國
達成自貿協定的國家，其意義非同一
般。
李克強指出，達成一個高水平的中瑞
自貿協定，也等於是樹立一個好的標

中國

動向

記

述評

杆，不僅會促進兩國經貿合作全面升
級，而且會向世界發出反對貿易和投資
保護主義、倡導貿易自由化便利化的強
有力信號，給中歐經貿關係深化帶來新
的動力，給兩國消費者和企業帶來實實
在在的好處，也有利於世界貿易振興和
經濟復甦。
此外，李克強還提到了「加強雙方金
融領域交流與合作」。他說，中國正在
深化金融業改革開放，這將為兩國金融
企業互動發展提供新的機遇。

記

北京

快遞

■《新盧塞
恩 報 》、
《圖爾報》
等瑞士媒體
在昨日出版
的報紙中對
李克強出訪
進行了大篇
幅報道。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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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
李克強總理訪問巴基斯坦期間，兩國領
導人不斷重申中巴友誼歷久彌新、牢不
可破的「全天候」性質。著名南亞研究
學者傅小強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中
巴「鐵的友誼」是在歷史中形成的，經
受了時間考驗，且正得到新的發展，這
就是打造中巴經濟走廊。這將為中國西
部大開發打開一個輻射到巴基斯坦的經
濟通道，通過其輻射到整個南亞次大陸
和印度洋地區，對保障中國經濟安全具
有重大意義。
在李克強訪問期間，雙方決定加強互
聯互通建設，打造中巴經濟走廊，對兩
國發展具特殊戰略意義。因為建設中巴
經濟走廊，可以使巴基斯坦融入中國西
部經濟圈，將為兩國的盟友關係奠定更
強大的經貿基礎。
中國南亞問題研究學者王旭亦對媒體
表示，巴基斯坦地理位置特殊，且有巨
大經濟發展潛力，按照建立經濟走廊的
構想，兩國將建立自貿區和工業園區，
這將極大促進兩國在服務業和製造領域
的合作，不僅對巴基斯坦人民有好處，
同時對於中國，特別是西部大開發帶來
巨大的發展機會，改變雙邊貿易不平衡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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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小強說，在南亞次大陸，印度和巴
基斯坦間的矛盾衝突由來已久，中國需
要妥善處理與印巴的關係。在中國的周
邊外交當中，印度和巴基斯坦角色不
同。印度發展潛力巨大，是中國的新朋
友，發展前景光明。中印之間是面向繁榮和發展的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這就是說中印在和平和發展問題上
有共識。
他強調，巴基斯坦是中國外交的「鐵的支柱」。巴
基斯坦地緣位置特殊，是伊斯蘭大國，也是擁核國
家。因此，「中國既要發展
印度這個新朋友，也不要忘
記巴基斯坦這個老朋友」
。

台灣

新星

大陸

唔到
理講
甜趣

有道

熱

做

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