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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昨日一意孤行參拜靖國神社，不僅嚴重

傷害了中韓兩國民眾感情，更震驚了亞洲乃至世界。上

台滿一年的安倍政權，正在引領日本社會走向充滿罪惡

和危險的軍國主義道路，世界各國愛好和平的人民必須

高度警惕，強烈譴責。中國是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最大

障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妄想侵犯的國家。中國軍隊對

任何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動向都保持高度戒備，將採取

堅決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安倍拜鬼玩火必自焚，最

後勝利必定屬於中國。

安倍拜鬼，中國「強烈憤慨」，並提出「強烈抗議和

譴責」。韓國指安倍無視鄰國的關注和警告堅持參拜靖

國神社，令韓國感到憤怒。美國罕見批評安倍參拜靖國

神社會加劇地區緊張局勢，表示「失望」。日本國內學

者抨擊安倍參拜靖國神社無論對於日本國民，還是對於

遭受侵略的亞洲各國人民，都是無法原諒的暴行。安倍

拜鬼公然挑戰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再次暴露了扭曲的

價值觀和錯誤的歷史觀，讓亞太局勢蒙上陰影和充滿不

確定性，安倍這一世界和平「攪局者」的真實面目昭然

若揭，也使他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

事實證明，安倍內閣已成為二戰以來「最為右傾化」

的內閣，是對發動侵華戰爭和太平洋戰爭的東條內閣的

借屍還魂。在安倍內閣19名成員中，14人屬極右的「大

家一起參拜靖國神社國會議員會」。安倍選擇這樣「右

翼扎堆」的班底，暴露出其否定和美化侵略戰爭歷史、

復活軍國主義的政治野心。從「侵略無定義」到「效仿

納粹靜悄悄修憲」，從「慰安婦必要論」到「修改村山

談話」，從「戰敗日無反省」到「收購釣魚島國有化」，

再到如今高調參拜靖國神社，安倍政權正向國際社會暴

露出公然挑戰二戰後國際秩序、否定侵略戰爭罪惡史、

敵視人類和平正義道義的猙獰面目。

在軍國主義道路上一路狂奔的安倍，竭力加速擴充軍

備，升格自衛隊，組建海軍陸戰隊等，這一系列威脅亞

太地區安全穩定的挑釁行為，露骨地劍指中韓等亞洲國

家。安倍大肆渲染「中國軍事威脅論」，宣稱釣魚島是

日本「固有領土」，並強化日美同盟，遍訪東盟國家，

四處喊話拉攏，試圖拼湊一個「遏華」包圍圈。今年2

月日本內閣會議通過了三份文件，包括《防衛計劃大綱》

和《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矛頭都赤裸裸指向中

國。

針對安倍在毛澤東主席誕辰120周年同一天參拜靖國

神社，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聲明，此時此刻，我們特別想

起1938年，當中國人民的抗戰正處在艱苦卓絕的時刻，

毛澤東主席在《論持久戰》的演講中這麼說，「中國是

大國。進步、多助，最後的勝利屬於中國。」在今天與

日本軍國主義復活的鬥爭中，最後的勝利也必然屬於中

國和世界人民。 (相關新聞刊A1、A2、A4版)

本港月初確診第2宗感染H7N9禽流感

的80歲老翁，昨午在瑪嘉烈醫院病逝。

雖然老翁死亡的直接原因仍然有待調

查，但H7N9容易誘發其他致命的併發

症，對於年長或有長期病患者有極強的

殺傷力。當局必須做好周全的準備工

作，特別是針對長者或長期病患者的治

療和防疫工作更是重中之重。

據悉，肇事的老翁本身患有糖尿病及

心臟問題等慢性病，自從感染H7N9禽流

感後病情反覆，曾經一度有所好轉，院

方並考慮安排老翁出院，及後病情卻突

然急轉直下。H7N9禽流感疫情在本港出

現的第一宗死亡案例，反映病毒有極強

的攻擊性，特別是對於年長或有長期病

患的人士，殺傷力更為驚人，醫療部門

必須做好應對工作。

必須指出的是，H7N9禽流感在廣東省

有不斷擴散的趨勢，深圳、惠州、東

莞、陽江等地都出現零星個案，估計有

關個案仍會不斷增加。近日河北省保定

市一個雞場又爆發H5N2高致病性禽流感

疫情，內地接二連三出現禽流感在禽鳥

間爆發，顯示禽鳥之間正流行多種流感

病毒，H5N2病毒有機會傳給人類，加上

H7N9禽流感個案繼續蔓延，令到禽流感

威脅正在不斷加大，兩地部門必須高度

重視。

現時病毒流入本港主要有兩個渠道，

一是通過供港活雞，如果有內地雞隻感

染病毒而流入本港，與活雞有接觸人士

隨時可能會感染病毒；二是在內地接觸

或食用受到感染雞隻的港人，將病毒由

內地帶入本港。當局應因應疫情的加劇

提升警戒級別，一方面加強對內地供港

活雞的檢測，一旦疫情進一步惡化，更

應全面停止內地活雞輸港；另一方面，

本港也應加強與廣東省衛生部門的情報

交流及防疫協作，讓兩地衛生部門在病

毒源頭控制、防疫措施等方面進行對

接，這無論對控制廣東省內感染病例的

風險，還是防範香港繼續出現更多的輸

入型病例，都是必須的。同時，本港也

應做好關口防疫工作，加強街市衛生，

多管齊下防止疫情擴散。

(相關新聞刊A20版)

安倍玩火必自焚 最後勝利屬中國 防禽疫寧緊勿鬆 高危人群乃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鄭治祖）一直爭取日本就
二戰侵華賠償的組織，批評安倍今次舉動傷害中國以至
亞洲人民感情，多個團體亦將於今日到日本駐港總領事
館抗議表達不滿。
一直要求日本政府為日本軍票作出賠償的香港索償協

會主席劉文認為，參拜靖國神社象徵對戰爭犯罪者、殺
人犯的崇拜，堅決反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今次參拜靖國
神社。他又指，安倍今次參拜傷害了中國以至亞洲人民
的感情，是對亞洲和中國的挑釁，一定會影響到中日關
係。
他批評，日本政府近來已採取多個舉動企圖恢復「軍

國主義」，特別是自民黨的右翼分子製造事端。他認為中
國和其他亞洲國家的政府應以行動制止日本的行為，例
如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以喚醒日本民眾反抗右翼分子
的行為，以免日本走向戰爭的道路。

斥公然侮辱受害國家人民

監察日本軍國主義復辟聯盟昨日亦發表聲明，強烈譴責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供奉沾滿侵略中韓等國血漬的甲級
戰犯的靖國神社，批評安倍晉三不理國際社會的強烈反
對，正式以首相身份高調參拜，是公然對受害國家人民的
侮辱，是對世界和平、公義等善良價值的挑釁。聯盟強烈
要求安倍政府嚴肅正視歷史事實，鄭重承諾不再參拜靖國
神社，制止任何將日本推向軍國主義的行為。
網民組織「歷史監察、網民自發」召集人李美娜亦

指，安倍晉三聲稱自己是尊重亡靈，但這些亡靈都是殺
人犯，批評安倍今次做法是希望以行動表達「日本過去
是正確」的想法。她計劃於明年起到鬧市設立街站，讓
更多年輕人了解日軍侵華的歷史。
而「歷史監察、網民自發」和保釣行動委員會等組織

將於今日遊行至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安倍參拜靖國神社。

網民：暴露安倍真面目

安倍晉三昨參拜靖國神社，香港網絡上亦引發熱烈討論。不少網
民狠批安倍行為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亦有人指安倍此舉是露出了真
面目，外界不再對他存有幻想。
本港不少網民都批評安倍今次舉動。網民「keveno」直言：「戰

犯都拜？日本傷害中國人民感情。」「藍色的天」以「倭寇」形容安
倍，指他「死性不改」。「星海揚帆」則認為安倍終於露出了真面
目，而「roger74」稱安倍就此舉斷送其政治前途。
亦有評論指安倍此舉是自揭底牌，令外界不再對他存有幻想，有

網民諷刺會支持安倍「在東北亞地區孤立自己」。又有網民表示，
「讓其他人永遠記得安倍的真面目」。有網民高呼，「其他國家可以
去除對日本任何和平幻想，切實地防範日本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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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侵港蹂躪 人口急跌百萬

保釣人士赴京研向日索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保釣行動委員會主席羅就和前主席陳

妙德昨日帶同起訴狀及公證行的驗船報告前往北京，希望北京最高
人民法院跟進保釣船「啟豐二號」去年在釣魚島被撞毀事件，向日
本政府提出起訴，並索償約1.6億元人民幣的精神賠償及45萬港元維
修費用。

就「啟豐二號」被撞毀起訴日政府

去年8月15日，日本海上保安廳船隻在釣魚島撞毀保釣船「啟豐二
號」及將11名保釣成員扣留在石垣及那霸。昨日羅就和陳妙德帶同
起訴狀及公證行的驗船報告前往北京，要求國家協助向日本政府追
討約1.6億元人民幣精神賠償及45萬港元維修費用。羅就在出發前表
示，去年已經入稟北京最高人民法院，遞交過一次起訴書，但羅就
引述法院表示，由於沒有相關案例，需要研究是否立案。
對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昨日參拜靖國神社，羅就說，希望此事能

刺激國家領導人為體現釣魚島主權，立案起訴日本政府非法進入中
國領土，羅就又認為，釣魚島是中國領土，內地的司法部門有權管
轄在釣魚島發生的事。
兩位保釣行動委員會成員表示，希望中央政府盡快立案向日本提

出起訴，藉此宣示中國對釣魚島的主權。他們計劃於北京逗留5日，
希望透過公安局港澳台辦公室安排與法院法官會面，了解法院是否
受理。

盧文端：擴軍路應警惕

全國工商聯副主席、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

任盧文端批評安倍晉三的做法是不正視歷史，更
甚者是罔顧中國及韓國等鄰近國家人民的感情，
意圖淡化二戰時侵略周邊國家造成的傷害。盧文
端敦促日本以史為鑑，又批評安倍政府近期「動
作多多」，憂慮日本走上擴軍之路，鄰近地區亦應
警惕軍國主義復辟。

陳勇：各國應嚴厲譴責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勇表示，
靖國神社是供奉甲級戰犯的地方，作為日本首相
的安倍晉三公然參拜戰犯，崇拜殘酷的軍國主
義，是有違人類的文明精神。他奉勸安倍政府理
應仿效德國，深切反省昔日的侵略行為，亦應如
國家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所指，到南京大屠殺紀念
館認識當年日軍的暴行，自能理解世界各國嚴正
反對參拜神社的因由。他又指，安倍晉三的所
為，亦令人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復辟，大大增加了
發動戰爭的可能性，認為全球各國及社會各界必
須嚴加譴責，以免日方變本加厲。

陳鑑林：加劇中日對立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鑑林批評，安倍晉三如同
歷來不少日本政客一樣，希望透過參拜靖國神社
贏取及討好當地激進派的支持，卻忽視了此舉必
然導致與鄰國的關係愈趨緊張，對日本的經濟及
社會穩定絲毫沒有好處，行為十分短視。他亦不
滿日方多年來從不承認對鄰國的侵略行為，不尊
重及正視歷史史實，近期更在釣魚島等事件上挑
釁中方，令中日關係更加對立緊張，對兩地人民
帶來更大傷害。

黃國健：暴露極右心態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健批評，安倍晉三不顧
中國堅決反對，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顯示日本復

辟軍國主義之心「路人皆見」。他狠批日本利用釣
魚島、東海等紛爭，意圖煽動中國人民情緒，近
期又加快修憲組建國防軍及出口軍火，質疑日本
走向備戰、擴充軍備、改變戰後《和平憲法》的
路向，以重新樹立所謂「大和民族的威風」。他認
為今次事件將令中日關係持續緊張，而整個亞太
地區國家均須對日本提高警惕。對於秦剛昨日
指，倘安倍晉三對鄰國懷有敬意，真心希望改善
和亞洲鄰國的關係，就不應去靖國神社，而是應
去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黃國健表示「絕對同意」，
「日本對二次大戰受害者不屑一顧，對發動戰爭的
戰犯，卻以國家英雄的形式去供奉，暴露日本執
政者的極右心態」。

王國興：反映日趨右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王國興直斥，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到靖國神社參拜已非象徵式舉動，而是反映
安倍政府越來越右傾，明顯走向軍國主義。他舉
例指，日本早前向於南蘇丹執行維和任務的韓國
軍隊提供1萬發子彈，以及計劃修改憲法等種種舉
措，明目張膽透過政治勢力令日本走向軍國主
義。王國興認為，曾遭受日本侵略而愛好和平的
國家應齊聲譴責日方行為。

盧偉國：令人深感遺憾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盧偉國表示，他作為中國人

對於安倍參拜靖國神社表示非常不滿及強烈抗
議。他指出，自2006年以來，日本首相對參拜神
社的問題均表現得非常敏感，今次安倍雖然聲稱
不是要表揚戰犯，亦無意傷害中國和韓國，但其
舉動不單不尊重歷史，再次傷害在二次大戰中受
苦受難的中國及其他國家人民的感情，更令人擔
心日本軍國主義抬頭，令人深感遺憾及不滿。

何俊賢：恐回侵略之途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表示，日本近
期的連串動作，予人觀感就是軍國主義再次抬
頭，日本應反省二戰時的侵略行為。他又指，事
件令人警惕近期日本政府意圖修憲組建國防軍，
以及向外國輸出軍火等行為，令日本再次走向侵
略外國之途。

劉銳紹：添不明朗因素

時事評論員劉銳紹認為，安倍是要向國內選民
及政界顯示強硬作風，鞏固地位，同時配合政治
需要，保持中日兩國的緊張氣氛，順應美國重返
亞洲的部署，令日本繼續取得美國的支持。他並
分析，安倍參拜靖國神社會損害中日關係，增添
不明朗因素，雪上加霜，但未必會激發至兵戎相
見。對於安倍聲稱不是要表揚戰犯，無意損害中
韓人民感情，劉銳紹說，有關說法無助降溫，安
倍只是藉此掩飾他激化中日韓緊張關係的責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參拜供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

社，中國提出強烈抗議和譴責。香港社會

各界亦狠批安倍晉三罔顧歷史事實，漠視

中方及各國堅決反對，公然參拜靖國神

社，崇拜軍國主義，是再次傷害在二次大

戰中受苦受難的人民的感情，也顯示了日

本復辟軍國主義之心，整個亞太地區國家

均須對日本提高警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日本侵華時期，曾
侵佔香港長達3年8個月，除了肆意姦淫劫掠和殺
戮，更沒收貿易商的資產，控制存糧，造成無數
居民餓死。亦由於糧食嚴重缺乏，加上憲兵隊隨
意抓人，強行押解出境，香港人口由1941年的161
萬人跌至1945年的60萬人。當時日本政府強迫香港
市民用港幣、黃金、外幣、物資等，兌換日本貨
幣及軍用手票，隨 日軍撤出香港，軍票變成廢
紙，至今香港尚有逾5億4千萬元軍票無法使用。

搶掠姦淫殺害無辜

日軍於1941年冬天至1945年秋天，侵佔香港長

達3年8個月。日軍在港隨意拘捕和殺害華人，並
以「總清查」之名搜查所謂「抗日分子」，搶掠財
物、姦淫婦女，殺害無辜居民，僅其中一次「總
清查」就使2,000餘人被殺害和被捕失蹤。
而自日佔初期起，日軍沒收貿易商的資產，控

制存糧，並對居民的糧食、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實
施苛刻的配給制度，不少居民因食物不足，被迫
進食木薯粉、花生麩、番薯藤，甚至樹葉樹根充
飢，餓死的人不計其數。1942年1月，日軍為減輕
「防衛香港」的資源和糧食負擔，頒佈華人疏散方
案，以勸諭、利誘甚至威逼等方法迫使香港居民
離港。至1943年，由於糧食問題日趨嚴重，歸鄉

政策的執行變得更嚴厲，憲兵隊甚至當街抓人強
行押解出境。

發行19億軍票換黃金外幣

日軍佔領香港期間，還強迫香港市民用港幣、
黃金、外幣、物資等等，兌換日本貨幣及軍用手
票，日軍撤出香港，軍票頓時變為廢紙，不少市
民一夜破產，部分淪為乞丐，更有不少人因此餓
死。一直向日本政府要求兌換軍票的香港索償協
會主席劉文表示，當時日本軍政府在港發出19億5
千萬元軍票。現時協會約3,500名會員中，仍持有5
億4千萬元軍票。

■盧文端

■黃國健 ■王國興 ■盧偉國 ■何俊賢

■陳勇 ■陳鑑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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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然再傷受難人民感情 顯復辟軍國主義野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