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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俄羅斯駐
華大使傑尼索夫昨日在北京宣佈，俄羅斯總統普京將
於今年5月訪問中國，俄方期待此訪進一步推動兩國關
係的發展。此外，中俄兩國總理今秋在俄羅斯舉行定
期會晤。中俄還將在2014年和2015年互辦中俄青年友
好交流年活動。
2013年，習近平主席首選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並

與普京總統進行了四次會晤或見面，三次互通電話，
十六次互致信函，中俄關係迅速升溫。農曆新年前
夕，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程國平與俄羅斯駐華大使傑尼

索夫在北京共同舉行記者會。雙方一致認為，中俄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已成為層次最高、基礎最牢、內
涵最豐富、最具地區和全球影響力的一組大國關係。
應普京邀請，習近平將於2月6日至8日赴俄羅斯索

契出席第22屆冬奧會開幕式。程國平表示，習近平主
席連續第二年選擇俄羅斯作為首訪國，作為中國最高
領導人首次出席境外大型國際體育賽事，充分體現了
中俄關係的高水平和特殊性，體現了兩國元首良好的
工作關係和親密的個人友誼，體現了中俄雙方在彼此
關切的重大問題上的戰略協作，體現了中方對國際奧

林匹克運動的支持。

俄使：中方不需中日問題調解人
程國平透露，在索契期間，習近平將與普京舉行雙
邊會晤，這是兩國元首今年首次會晤，將就今年雙邊
關係發展、推動大型務實和人文合作項目以及重大國
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兩國元首索契會晤將進
一步顯示元首外交對中俄關係的戰略引領和頂層設
計，為2014年中俄關係發展開個好頭，進一步引領兩
國關係邁上新台階。

日本媒體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將於2月7日索契冬
奧會開幕之際訪俄。程國平在回答媒體提問時指出，日
本領導人悍然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突
破了中國人民可以容忍的底線，給中日關係改善造成了
新的嚴重障礙。當前中日關係的困難局面是日方一手造
成的。中方敦促日本領導人承認錯誤，改弦更張，以實
際行動為改善兩國關係作出切實努力。中方不考慮在索
契冬奧會期間同日本領導人進行任何形式的接觸。傑尼
索夫針對記者提問表示，中方完全有能力處理與日本等
其他國家的關係，不需要調解人。

普京5月訪華 中俄總理今秋會晤

日改教材「吞」釣島 中方嚴正交涉
屬華事實變不了 促停止挑釁

香港文
匯 報 訊
（記者葛
沖北京報

道）針對中方有意邀請
緬甸最大在野黨領導
人、緬甸全國民主聯盟
主席昂山素姬訪華報
道，中國外交部28日獨
家向本報回應指出，中
方願繼續同昂山素姬及
民盟加強友好交往，共
同為深化兩國傳統友誼
作出積極努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強
調，中方一貫重視發展
同緬甸的睦鄰友好合作
關係，同包括民盟在內
的緬各政黨和政治團體
保持着良好接觸和溝
通，以促進中緬關係全
面發展。
此前，中國駐緬甸大
使楊厚蘭向媒體表示，
將在「適當的時機」向
昂山素姬發出訪華邀
請。楊厚蘭表示，「昂
山素姬訪華只是時間問
題」。這是中國政府首
次正式表達邀請昂山素
姬訪華的意願。
資料顯示，昂山素姬
所領導的全國民主聯盟
在去年一年時間裡就曾
先後派出四批代表團來
華訪問。最近的一次是
在 2013年 12月，該代
表團由民盟中央執委、
昂山素姬的密友吳年溫
所率領。去年4月，楊
厚蘭亦曾會見昂山素
姬，就緬甸當前改革進
展、發展前景、加強雙
方交流合作等交換了意
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一
幅書本大小的黑白照、兩個蘋果、
一串香蕉、幾根香燭，不足20平米
的出租屋裡支起簡單的靈堂。床單
蓋在箱子上，上面剛剛貼上「奠」
字。南京保衛戰老兵、92歲高齡的
程雲27日晚因病離世。坐在老人生
前睡的床邊，陪伴老人十多年的侄
子程孝明說：「他有幾個心願，我
代他落實了幾個，黃埔軍校武漢軍
校（舊址）、南京陸軍軍官學校，
我都帶他去過了；他還想去台灣，
會會老戰友，還有日本人不道歉，
他心有不甘。」

失守南京老兵有愧
程雲有着南京保衛戰老兵、南京大屠

殺倖存者的雙重身份。參加南京保衛戰
時，他時任中央軍校教導總隊三大隊五
中隊少尉排長。他辭世後，南京城內健

在的參加過南京保衛戰的僅剩2人：90
歲的李高山、94歲的駱中洋。
上一次在公開場合露面，是在一個

月前：南京保衛戰76周年，程雲在內
的四位抗戰老兵用軍禮為76年前的那
場戰鬥道歉：「對不起，我們沒有守
住南京」。
而這也是程雲老人的心病。「用生
命保衛南京又保衛不了，遺憾得很，
在家的時候，他經常這麼說……」程
孝明說着，用手去抹眼淚。
在老人床頭正對的那面牆壁上，掛

着十來幅大照片，最上面一排是他年
輕時的樣子，下面三排最多的是黃埔
同學會的合影。這麼多年，他還沒有
和當年中央教導總隊的老戰友們取得
聯繫。

「想去台灣」成遺願
「有聯繫上西北的，是黃埔同學會

的，那位老人也不行了，真正的老戰
友還沒有找到」，程孝明回憶，老人
在世時，最大的心願就是去台灣，會
會老戰友。程孝明還說：「日本人不
道歉，他心有不甘。」
床頭櫃上還放着《中途島海戰》、

《文史資料選輯》、袋子紮起來的各
種藥片、老人從遺落街頭撿回來的小
紅旗。
家人眼中的老人是個倔脾氣老頭，

「牛」一般，說一不二，對吃穿無要
求，最多也就是喜歡吃海魚。
不斷有社會各界人士撥打程孝明的

手機，說要到家裡看看，是否需要幫
忙。「社會上關心的人挺多。以前，
鋼材公司、物業公司的老總都捐款，
還有『1213志願者同盟』的志願者、
北京東路的小學生、家長每個月都來
看望。下午，南京民間抗日戰爭紀念
館、黃埔同學會都要來家裡。」

南京保衛戰老兵離世 恨日本至今未道歉

■南京社會各界昨日弔唁去世的抗戰老兵程雲。程雲是曾經向南京市民敬禮致歉的4位
抗戰老兵之一，也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中新社

■程雲2012年參加悼念南京
大屠殺30萬同胞遇難75周年
集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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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經中文網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2015
年底之前修改政府開發援助（ODA）大綱，目前已經啟動
ODA戰略的調整工作。此舉意在應對中國在對發展中國家援
助方面的影響力日趨提高等情況，同時希望借此體現安倍政
權作為核心政策提出的增長戰略和「積極的平和主義」。
日本外務省和經團聯將於1月28日舉辦由主管ODA和經濟

談判的外務省高官與日本企業高管參加的首次意見交流會。
會議將就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建設聽取企業意見，並體現到
ODA戰略的調整上。預計本年度內總計舉行3次會議。在調
整工作中，將比此前大綱更加重視對於日本和援助對象國雙
方來說是否會有助於經濟增長。還將突出與民間實施的業務
的合作、以及人才培養等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日本開發援助的
特色。

日擬改外援大綱阻華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一個國家的領導人如何
認識歷史，決定了這個國家開創怎樣的未來。」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華春瑩28日在北京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國際秩序需要國際社會共同維
護。
俄羅斯總統普京27日在皮斯卡列夫公墓前獻花，紀

念列寧格勒保衛戰勝利70周年。德國總統高克在給普
京的信中寫道：「想到納粹德國針對蘇聯發起的殲滅
戰，我只有深深的悲痛與羞愧」。華春瑩在回答記者有
關提問時，作上述表示。
華春瑩說，以聯合國為代表的現代國際秩序是在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勝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二戰勝利成果和戰後
國際秩序是今天國際社會和平、穩定、繁榮的基石，需要國
際社會共同維護。
華春瑩表示，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中方

將與國際社會共同努力，堅持維護歷史正義，堅持維護二戰
勝利成果，堅持維護世界和平穩定與繁榮。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27日
表示，對於領土主權問題，中國秉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原則，但「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犯了你還要打痛
你」。
崔天凱當日在中國駐美大使館教育處與留學生聯歡，一起
慶祝即將到來的中國農曆新年，期間崔天凱談及中國周邊外
交時做出上述表示。

中國維權是形勢所逼
崔天凱說，過去一年，中國總的態度還是跟周邊國家搞好

睦鄰關係，爭取合作共贏，但「確實在維護權益上採取了一
些新行動，我自己的感受是形勢逼出來的」。
他指出，中國一些周邊國家，看到中國日益發展壯大，覺
得領土主權問題如果留在將來解決，談判地位會越來越弱，
「將來沒有多少牌打」，所以現在把事情挑起來，而且有些
國家想把美國拉進來為自己撐腰。
崔天凱以日本為例，指出日本明治維新後，國力較中國強
大，然而現在中國發展越來越快，逐步走向富強，日本覺得
可能不久的將來會喪失優勢，現在既不甘心也很着急。
「它利用領土主權問題，跟我們一個回合又一個回合地較
量，包括參拜靖國神社，雖然是歷史問題，但實際上着眼的
是未來。」崔天凱表示，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最近幾年中國
周邊不斷出現問題，一些國家意圖挑起爭端，如果中國不做
回應，那麼自己的領土主權主張將被「釜底抽薪」，手中沒
有任何談判資本。
崔天凱強調，在領土主權問題上，中國不是主動「挑

事」，而是被迫做出回應，但這些回應必須是強有力的，正
如「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而且既然
犯了你，還要打痛你」。

以正確史觀教育下一代
此次修改的是日本初中社會科、高中地
理歷史科和公民科的解說書，「學習指導
要領」是日本編寫教科書及教師授課的指
南，在多數情況下，其解說書根據每10
年修訂一次的指導要領進行修改。因此，
解說書本應在2016年內修改，此次中途
修改的做法十分罕見。
對於日本文部科學省篡改教科書舉動，
華春瑩表示，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已
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華春瑩強調，釣魚
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
不管日方如何處心積慮，絞盡腦汁，變換
手法宣傳自己的錯誤立場，都改變不了釣
魚島屬於中國這一基本事實，「我們敦促
日方尊重歷史事實，停止挑釁，以正確的
歷史觀教育年輕一代，以實際行動為改善
與鄰國關係作出努力。」

日若不收回 韓嚴厲應對
韓國政府當天也強烈譴責日本企圖通
過修訂中學教科書編寫指南主張其對獨
島（日本稱竹島）擁有主權。據韓聯社
報道，韓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強烈譴責
日本政府，並要求日本立刻收回此舉。

如果日本不接受要求，韓國將採取相應
措施予以嚴厲應對。韓國政府還表示，
在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獨島曾是最先被
日本吞噬的韓國領土，而日本政府反覆
主張對獨島擁有主權，甚至要把這種主
張灌輸給後代，這如實地表明日本仍未
拋棄歪曲歷史的惡習，依舊迷戀帝國主
義。
金燦榮對本報表示，日本文部省篡改青

年教科書的授課指南，將釣魚島定為日本
「固有領土」，意在為下一代洗腦，為日
本成為正常國家掃清障礙。他指出，日本
想要實現正常國家化，需要得到日本民眾
和美國支持。而篡改教科書指南就是扭曲
日本下一代歷史觀的重要步驟。

中國已部署強硬對日
金燦榮表示，面對日本一意孤行，中國

在軍事、國際輿論、經濟方面有多重應對
措施，對日強硬手段已開始部署：中國執
法船巡邏釣魚島海域，結束釣島的單邊控
制；中國劃設防空識別區，壓縮日本西太
空間；中國啟動東海油氣田開採，寧波已
用上來自東海油氣田的天然氣。金燦榮表
示，這些動作都是中國對日本的無聲威
懾，亦是強硬應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孟慶舒 北京報道）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文

部科學省27日決定修改日本初中和高中「學習指導綱要」解說書，妄

稱釣魚島以及韓日有爭議島嶼為日本「固有領土」。對此，中國外交部

表示，不管日方如何處心積慮，絞盡腦汁，變換手法宣傳自己的錯誤立

場，都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這一基本事實。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中方對此表示嚴重關切，已向日方提出嚴

正交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對本報表示，中國在

軍事、國際輿論、經濟方面有多重對日反制措施，這都將是對日本的無

聲威懾。

華春瑩：
領導人史觀決定國家未來

■華春瑩表示，
不管日方如何變
換手法宣傳自己
的錯誤立場，都
改變不了釣魚島
屬於中國這一基
本事實。

網上圖片

■■釣魚島釣魚島

■■日本新教科書妄稱釣魚島

日本新教科書妄稱釣魚島、、獨島為獨島為

日本日本「「固有領土
固有領土」。」。

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

■■中國外交部多次聲明中國外交部多次聲明，，釣魚島是中國的釣魚島是中國的
固有領土固有領土。。日本教材指南還妄稱釣魚島為日本教材指南還妄稱釣魚島為
領土領土，，挑釁意圖明顯挑釁意圖明顯。。圖為民眾抗議日本圖為民眾抗議日本
侵佔釣魚島侵佔釣魚島。。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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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凱：
人若犯我我必打痛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