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依據日本的官方文
件記載：1885年內務
大臣山縣有朋(Yamaga-
ta Aritomo)要求沖繩縣
令西村捨三(Nishimu-
raSutezo)勘查釣魚島

•西村回報：此列嶼
係經中國命名，且使用
多年，建議暫緩；

•日本政府宣稱自
1885年對釣魚島列嶼多次實地
調查；

•由此看出，從1885年到其
後10年，除了縣令西村捨三曾
經調查過一次，日本政府並未
再進行任何官方調查，日本非
常清楚釣魚島列嶼是中國領
土，沒有再加調查的必要；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戰爭取
得決定性勝利後，明治政府認
為「今昔情況已殊」，便以內
閣秘密決議方式將釣魚島列嶼
納入領土；

•由於未依慣例以天皇敕令
正式頒布，外界（包括清廷）
毫無所悉；

•這種侵佔行動秘而不宣，
形同竊取；

•1895年日本取得釣魚島列
嶼主權的唯一依據，就是甲午戰
後中日簽訂的《馬關條約》；

•「馬關條約」第2條規定中
國割讓「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
各島嶼」；

•釣魚島列嶼為台灣附屬島
嶼，因此隨同台灣被割讓；

•同理可知，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後，日本應依照1943年
《開羅宣言》、1945年《波茨
坦公告》、1945 年《日本降
書》及1952年台北《中日和
約》的規定，釣魚島列嶼應隨
同台灣歸還我國；

•日本政府聲稱二次大戰後我
國未對釣魚島列嶼被美軍託管表
示異議，這種說法也大有問題；

•日本於1900年將釣魚島列
嶼名稱改名「尖閣諸島」，隸
屬沖繩；

•1945年我國接收台灣時，
無由知悉尖閣諸島就是清朝方
志中提到的釣魚島列嶼。

沒有主權，就沒有漁
權」，台灣當局切勿因小
失大，必須拋棄對日不切
實際的幻想，清醒認識與
大陸聯手保釣才是正道。
釣魚島問題不僅與台灣

的利益密切相關，而且日
本最怕兩岸聯手保釣。兩
岸聯手保釣並合作開發，
將對釣魚島問題的未來發
展產生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因
此，討論釣魚島問題，必須討論兩
岸合作維護中華民族共同祖產釣魚
島的問題。
日本進行所謂「國有化」釣魚島

以來，全球華人義憤填膺，再次掀
起保釣熱潮。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
領土。兩岸聯手維護釣魚島主權利
益，合作開發釣魚島海域的油氣資
源，是雙方的共同責任，也符合兩
岸共同利益。日本在釣魚島漁權問
題上向台灣讓步，就是為了分化兩
岸。
兩岸應在維權開發合作方面實現

歷史性突破，形成更緊密的利益共
同體，進一步提升兩岸政治互信和
事務性合作水平，掀開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的新一頁。
兩岸保釣維權已進入新階段，未

來兩岸應以民族大義為重，在維權
巡航、軍事保釣、油氣開發、漁業

合作、觀光旅遊、輿論保釣等方面
採取聯合行動，在釣魚島維權開發
合作方面實現歷史性突破，使兩岸
形成更緊密的利益共同體。為此提
出以下建議：
1、兩岸在維權巡航上加強呼應

與配合。
2、在軍事保釣的互信與合作方

面，兩岸要採取實質性措施。
3、兩岸應透過海協海基兩會建

立合作開發機制。
4、兩岸可採用民間行業協會的

身份合作開發油氣資源。
5、兩岸應簽署漁業合作協議，

並共同為雙方漁民護漁護航。
6、兩岸應研究合作開發釣魚島

旅遊。
7、兩岸加強輿論保釣合作。
8、兩岸應共同努力促成「習馬

會」，為保釣提供更牢固政治基
礎。

兩岸聯手日本最怕 日本謬論 逐一駁斥

其實歷史常常也像
演場戲，中國人應該
做製片人和導演，歌
劇團也要唱新調子，
要吸引更大的國際認
同及增加民眾的理解
和配合。
中國明代初期朱元璋

於洪武五年（即公元
1372年）首次冊封琉球
酋長為中山國王（清代
改稱琉球國）。冊封大
使楊載先生在旅途中首
先發現、命名和使用釣
魚列嶼，最後選在最大
的主島釣魚島上立碑為
記。中國的冊封使開創
了首條從中國大陸福州
經台灣基隆（古稱雞
籠）和釣魚列嶼往返琉
球首都那霸港的中琉海

上歷史航道。
幾百年來，中琉兩國
人民長期使用這條海上
專用通道，實現兩地人
民的相互往來，通婚、
通商、捕魚、教育、文
化交流及琉球國（藩屬
國）向宗主國中國進貢
等各類活動，使釣魚列
島成為中國固有領土的
重要基石，也是中國在
國際政治、經濟、外交
及海洋的安全護航站及
戰略大屏障。通過使用
釣魚島，中國必須行使
軍事防衛力量來維持該
地區，特別是琉球國
（中、南、北三區）之
繁榮安定與發展，充分
體現中國對領土的管治
權。

華創中琉海上通道
對日本而言，面對東

亞區域的第二度歷史性
國力逆轉的態勢，究竟
是仿效1945年以前的德
國，走與中國對抗的道
路，還是仿效戰後的英
國，與中國攜手，共同
開創東亞的共贏新時
代，還是尋求第三條
路？
「中日2012衝突」之
所以爆發，從中日關係及區域秩
序的結構性變化的視角而言，乃
中日兩國於20世紀末開始呈現
國力逆轉態勢所造成的，2005
年中日「歷史（認識）問題」的
衝突也是在此脈絡下發生的。重
點是兩國社會都仍未積極面對心
理調適的問題，在此不安的過渡
期，民族主義獲得了溫床並乘勢
高度介入，導致中日衝突的激
化。
從結構上尋求化解中日衝突的

關鍵在於，雙方都應面對現在進
行時的國力逆轉與東亞「中心更
替」的現實所帶來的調適問題。
在重新成為「亞洲一哥」，並

一躍迎來與美國並列「二強」時
代之際，擺在中國面前的，不僅
僅是如何在「韜光養晦」與「有
所作為」之間、在「反霸權主

義」與「新海洋戰略」之間取得
平衡，以消除「中國威脅論」的
問題，更是在東亞區域乃至國際
社會上如何構築起責任大國的形
象、中國人民如何樹立讓世人肅
然起敬的大國國民風範的重要課
題。
另一方面，從「亞洲一哥」淪
為「老二」的日本如何選擇未來
的道路，則是無可避免的課題。
遺憾的是日本社會至今仍未掀起
相關的討論，除了鳩山由紀夫之
外，歷屆政府與主要政黨更只懂
得強化美日安保來尋求自保，而
第二屆安倍政府雖然較有戰略，
所走的道路卻是企圖拉攏價值觀
相同的國家，形成「自由與繁榮
之弧」，藉此圍堵中國，缺乏對
構築亞洲未來和平秩序的積極思
維。

中日國力一長一消

中日關係緊張的其中一個深層次原因是社會經濟，包括
人口老化、福利開支過高、大量非市場因素導致經濟效率
低下、長期發展定制、競爭力下降等。日本歷屆政府無力
解決國內深層次矛盾，加上美國的控制，便利用對外挑釁
來凝聚內部。
緊張關係的另一個深層次原因是政治變革。從SNTV到

混合選舉、從自民黨一黨獨大到兩黨政治，產生黨派政治
定位不清晰、政府政策不連貫等問題。加上美國重返亞太
因素，日本期望通過對抗中國，逐步擺脫美國控制。

日對外挑釁轉移矛盾
1941年12月，太平洋
戰爭爆發，港督楊慕奇
（MarkYoung）於 12月
8日晚上通過香港電台發
表廣播，表示港英當局
願與中國人民聯合抗
戰。其時局緊張，英國
派魏菲爾將軍為代表向
重慶國民政府緊急求
援。至 1941 年 12 月 25
日，港英政府宣布向日軍無條件
投降，香港失陷，展開香港的
「三年零八個月日治時期」，而
日本也於1942年1月，宣稱建立
「大東亞共榮圈」。1943年，
中國於湘、桂戰事危急之時，號
召知識青年從軍，提高軍隊素
質，新軍於6月收復柳州等地。
另一方面，在抗日戰爭期間，日
軍對晉東南、冀西及國民政府敵
後抗日區域，進行「三光作
戰」。
所謂「三光」就是「燒

光」、「殺光」及「搶光」戰
術，發動大規模掃蕩，對中國
軍民的抗日戰爭進行瘋狂的報
復。乃至於1944年，8月6日及
8月8日美國以原子彈先後炸廣
島及長崎，14日日本天皇宣佈
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
葵、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代表

日本政府向同盟軍統帥麥克阿
瑟投降，9日，日本派遣軍總司
令岡村寧次向中國陸軍總司令
何應欽投降。八年中日戰爭告
結。
香港在三年零八個月時期，

不少婦女受淫辱，又缺少食
物，致不少兒童及嬰兒相繼死
亡，甚至有記載人相食樹皮！
也有日軍在醫院內殺死病人！
然而，香港在整個抗日戰爭中
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一為協助
港英政府防衛香港；二為協助
中外人士逃離香港；三為續以
言論及金錢資助中國內地抗
日，其中尤以東江縱隊，港九
大隊更在新界及九龍半島等地
抗擊日軍。當然，是次抗日戰
爭也有香港義勇軍團、加拿
大、英國及印度籍等地士兵為
抗日而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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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梁雲祥發表《中日關係的僵局與出路》主旨演
講。他指出，導致目前中日關係僵局的結構性原因包括共同安全利益下

降、發展戰略衝突、實力對比相對平衡，及歷史和現實問題引起的國民感情惡
化等。改善中日關係符合兩國國民根本利益，除建立必要管控機制，亦須擴大
共同利益，促進東亞地區多邊合作。

百餘幅地圖證釣島自古屬中國
古地圖收藏家、北京大學教授譚兆璋以自己收藏100多幅英、法、中等國古

地圖證據，說明中國人自古就發現、命名、使用和管理釣魚島，中國人在几百
年前就開闢了中琉(琉球)海上通道，從歷史角度證明釣魚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則從結構性原因分析中日歷史
性衝突。另外，中國和統會香港總會理事長盧文端、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
學系助理教授王宇、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亦發表獨到見解。
專程出席的台灣退役將領李海同將軍，則圍繞「東海和平倡議」發表真知灼
見。
主辦方代表、香港文匯報副社長馮瑛冰代表王樹成社長致詞。馮瑛冰表示，

作為香港主流大報，文匯報一直致力推動中日兩國人民世代友好事業，同時堅
決反對日本右翼一系列倒行逆施。他引述唐代詩人杜甫詩句「爾曹身與名俱
裂，不廢江河萬古流」，指即使安倍等右翼領導人在歷史和領土問題上一錯再
錯，也改變不了中國人民維護主權、捍衛人類良知的堅定意志。

回顧歷史防止戰爭珍惜和平
主辦方代表、中華文化交流協會秘書長胡國亨表示，香港曾在二戰期間被日
本法西斯統治三年零八個月，如今上了點年紀的香港人對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
天罪行仍記憶猶新。中國人常講，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回顧這段歷史的
目的，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防止戰爭，珍惜和平。
主辦方代表、京維集團總裁金潔表示，愛好和平是世界人民的共同願望，相
信中日關係將會順利得到改善，為中國與日本之間日益增溫的民間交流和互動
創造更佳的機會，共同分享世界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成果。
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主持人尹樹廣在會議總結時表示，本次會議取得圓滿
成功，與會嘉賓達成三點共識：一是中日釣魚島之爭反映東亞秩序發生改變，
日本不甘失去地區領導地位，卻又無法阻擋中國和平崛起，相信時間對中國有
利，歷史終會站在正義一邊；二是譚兆璋舉證的地圖鐵證如山，告訴我們毋忘
歷史；三是近年日本右翼加速軍國化，我們對中國和平崛起過程中不應沾沾自
喜，要有危機感，要從與日本等其他國家的比較中找到不足。

劉漢銓鄭耀棠王敏剛陳有慶施子清林貝聿嘉任嘉賓
多名香港社會名流賢達擔任嘉賓，包括全國政協常委、劉漢銓律師事務所首
席合夥人劉漢銓，全國人大代表、行政會議非官守成員鄭耀棠，全國人大代
表、剛毅集團主席王敏剛，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僑聯副主席、香港僑界社團聯
會創會會長兼主席陳有慶，恒通資源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施子清，香港各
界婦女聯合協進會主席林貝聿嘉等。

本報舉辦中日關係研討會港台內地學者社團領袖縱論東亞危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易、陳馳、吳沚芊、徐全）東北亞上

空近來陰雲密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悍然參拜靖國神社，加劇

釣魚島爭端持續緊張，令中日關係降至歷史冰點。香港文匯

報、中華文化交流協會和京維集團，昨日在港島香格里拉酒店

舉辦「釣魚島和歷史問題與2014年中日關係發展前景」學術研

討會，多名香港、台灣及內地權威專家學者及社團領袖，為中

日關係如何突破僵局把脈獻策，吸引百餘名各界人士出席。與

會講者認為，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等右翼勢力無法抵擋中國人民

維護歷史正義的意志，以及捍衛領土的決心，相信時間對中國

有利，任何勢力都阻礙不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步伐。 日本難擋正義 時間有利中華
■日本「國有化」釣魚島引來全球
華人齊聲怒吼。研討會上，北京大學
教授譚兆璋以「圖」說話，力證釣魚
島自古屬於中國。但原來，譚兆璋還
是名副其實的「骨灰級」地圖收藏
家，私藏的20多萬幅古地圖重達16
噸，是有關釣魚島的地圖就有100多
張，難怪被譽為「全球古地圖第一
人」。
譚兆璋展示一幅1787年法國繪製的
「大發現海圖」，圖上「釣魚嶼」、
「花瓶嶼」等譯音，用的是閩南語拼
音，相信是西方繪製地圖時，沿用中
國沿海一帶民眾使用的閩南語標註，
證明中國早於日本發現釣魚島。他又
引述地圖及文字記載說，早在1372
年，中國出使琉球的大使楊載，就在
釣魚島豎立「釣魚嶼」碑，較日方稱
1884年曾有日本人在釣魚島居住的記
載早512年。他展示的僅僅幾幅英、
法、中等國航海圖即令聽眾大呼過
癮。

台學者斥日本首相說謊
■至於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辯稱參拜

靖國神社是遵從日本傳統文化，台灣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
泉忠就直斥「不可接受」。他眉頭微
蹙道：「靖國神社自明治維新建立
起，就由軍隊直接管理，在日本文化
中屬於戰爭性質神社。」

港學者倡學中日近代史
■「歷史與現實不能割裂，只有將

釣島爭端放入中日近代史大背景，才
能提高對日本右翼的警覺」。香港樹
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區志堅被問到
為何以日本侵華史作演講主題時，義
正嚴詞表示，中日釣島爭端是日本侵
華史之延續。他又抬高聲線，批評部
分香港青年民族意識淡漠，皆因國民
教育缺失。「唯有將中日近代史寫入
國民教育，才能讓他們領悟中國崛起
之意義，增加國民認同。」

以戈止戰 Vs 一戰雙輸
■專誠趕來參加研討會的鴻安企業

總裁徐偉樞建議，中國應探取「以戈
止戰」策略，即通過展示強大軍事實
力，起到威嚇作用，屆時所有國家都
不敢挑釁冒犯。同時透過教育下一代
了解歷史真相，凝聚民心抵抗外力。
港澳深圳市僑聯聯誼會會長林智華

認為，一旦戰曲響起，任何一方都是
輸家，故以和平的談
判方式，拿回領土主
權才是上上策。

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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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甚至戰
爭不可能解決
問題，只可能
延續仇恨和加
劇彼此和地區
的緊張關係，
和解是唯一出
路，所謂「和
則兩利，鬥則
兩傷」。
近年中日經貿文化及民
間交流關係持續發展，政治
安全關係卻日益緊張，先後
由於中國核試驗、台海危
機、日美同盟強化、小泉連
續參拜靖國神社、東海油氣
田摩擦、釣魚島爭端，直至
目前的東海防空識別區問
題、安倍參拜靖國神社、兩
國外交官直接相互指責等
等，中日關係出現摩擦。摩
擦因素中的大部分問題並非
新問題，但為什麼在目前成
為中日關係中的死結呢？
原因有四點：首先，共
同安全利益下降，兩國處於
「安全困境」：蘇聯的消失
導致中日兩國共同的安全威
脅不再存在，中國與西方國
家的潛在競爭關係反而導致
中日兩國在安全上的不信

任。
其次，兩國國家發展戰

略的衝突：中國崛起的大
國強國夢與日本追求「正
常國家」目標之間的矛盾
與衝突，彼此都不願看到
對方軍事能力和政治權力
的增加。
第三，兩國實力對比相

對平衡：中日兩國在歷史上
第一次出現了「兩強並列」
的局面，東亞的國家主義、
民族主義傳統導致了所謂
「一山難容二虎」局面。
最後，歷史和現實問題

引起的國民感情惡化：日
本政治的右傾化以及在歷
史問題上與中國的不同認
識等問題引起彼此國民感
情惡化，很大程度上制約
了兩國政府的政策選擇。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梁雲祥

和則兩利 鬥則兩傷

■■京維集團總裁金潔致辭京維集團總裁金潔致辭。。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勿忘港淪陷三年零八月

■■本報副社長馮瑛冰代表社長王樹成致本報副社長馮瑛冰代表社長王樹成致
辭辭。。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中華文化交流協會秘書長胡國亨致辭中華文化交流協會秘書長胡國亨致辭。。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昨日下午的會場上，十幾名滿頭銀髮、胸前掛獎章
的老者吸引台上台下的目光，他們就是原東江縱隊港
九大隊的老戰士們。抗日戰爭時期，一批由農民、學生
和海員組成的香港新界原居民子弟，在當時中共屬下的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原廣東人民抗日游擊

隊）領導下組成游擊隊（簡稱港九大隊），以加強東江
及珠三角洲一帶的抗日力量。十餘名原港九獨立大隊老
戰士昨亦來到研討會，講述當年參戰經歷，希望讓更多
人正視這段歷史。

9歲林珍毅然加入游擊隊
港九獨立大隊的黃立光，當年負責用帆船運送地下游

擊隊員橫渡大埔吐露港，其間成功營救一名戰機被日軍
擊落的美國飛虎隊員，並護送他離開。50年後，飛虎隊
員的兒子根據父親日記，先後三次來港尋找當年的營救
小隊，終於找到黃立光等三名健在隊員。

年逾古稀的林珍早早來到會場。她憶述，家姐早前在
日軍公寓收集情報時，遭日本鬼子誣陷偷竊軍票，慘遭
毆打及抄家。親眼目睹這一切的九歲的林珍，毅然決定
跟隨母親及兄長加入游擊隊，投身抗日事業。她在游擊

隊先後擔任通信員和護理員，直至1945年抗戰勝利。
年屆82歲的馮錦標，是原東江縱隊粵贛湘邊縱隊香港老

戰士聯會副會長，抗戰經驗使他對釣魚島議題特別關心，
認為日本屢次挑釁，野心昭然若揭，中國應速戰速決。

游擊故事擬集結成書
香港回歸後，港九獨立大隊的事跡開始廣為人知，近

300名健在老兵也得以重聚。林珍為在抗戰中犧牲的戰
友感到惋惜，批判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為首的右翼不僅
不認真反省，反而不斷參拜供奉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
挑撥中日關係，「實在令人憤慨」。

她又表示，港九獨立大隊正與嶺南大學邱義
博士合作，通過口述歷史，將游擊隊老戰士的
故事集結成書，或拍成電視短片，向香港中小
學讀者和觀眾，展現這段難忘的歷史。

�
�

老兵現場回憶 營救美軍機師

■■與會嘉賓合照與會嘉賓合照。。後排左起後排左起：：王宇王宇、、盧文端盧文端、、譚兆璋譚兆璋、、李海同李海同、、梁雲祥梁雲祥、、胡國亨胡國亨、、林泉忠林泉忠、、尹樹廣尹樹廣。。前排左起前排左起：：區志堅區志堅、、林貝聿嘉林貝聿嘉、、王敏剛王敏剛、、
鄭耀棠鄭耀棠、、馮瑛冰馮瑛冰、、陳有慶陳有慶、、劉漢銓劉漢銓、、金潔金潔。。 曾慶威曾慶威 攝攝

■■釣魚島和歷史問題與釣魚島和歷史問題與20142014年中日關係發展前年中日關係發展前
景學術研討會景學術研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徐偉樞徐偉樞((左左))和黃素卿和黃素卿((右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主戰的馮錦標主戰的馮錦標((左一左一))認為認為，，日本屢次挑釁日本屢次挑釁，，野心昭然若揭野心昭然若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攝

古地圖收藏家、北京大學教授 譚兆璋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林泉忠 中國和統會香港總會理事長 盧文端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區志堅 台灣退役將領、正聲廣播電台台長 李海同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助理教授 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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