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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越南政府領導人在國內外到處活動，利用
中越在南海的摩擦大肆攻擊中國，歪曲真相，煽風點
火，刻意製造緊張氣氛，渲染中國「海上威脅」。越領
導人不顧中越關係大局、地區和平穩定大局，故意擺出
一副「受害者」的姿態，並聲稱準備將南海爭議問題訴
至國際法律機構。

在越方如此混淆是非、顛倒黑白的情況下，作為長
期關注中越關係發展的我，必須站出來針對越方錯誤言
論澄清基本事實，說幾句公道話，以正視聽。
一、越南指鹿為馬、張冠李戴的做法為世人所不

齒。
越南政府領導人反覆多次說：「越南有足夠的法理和歷

史依據來肯定黃沙群島和長沙群島屬於越南的主權。至少
從17世紀，越南就已經成為真正的主人。在這兩個群島
還不屬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時候，越南就已經成為主人，越
南就已經在實際上、和平地連續地成為主人。」

越南領導人的這番話，實際上是抄襲自中越關係不
正常時期越南外交部1979年發表的《三十年越中關係
真相》白皮書以及其後關於兩個群島的白皮書。而這幾

份白皮書中的論點幾乎都抄襲自南越西貢偽政權1974
年2月發表的一份「白皮書」。

說清這個問題非常簡單：越方所說的黃沙、長沙群
島，本是指越南近海的一些島嶼；而對西沙群島和南沙
群島，中國則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也就是說，越方所
指的黃沙群島並非中國的西沙群島，越方所稱的長沙群
島也並非中國的南沙群島。南越西貢偽政權為侵佔中國
領土，蓄意偽造歪曲了歷史真相，而後來越南的某些人
出於政治目的，全盤抄襲、繼承了西貢偽政權的歪理邪
說，才使問題複雜化，嚴重損害了中越兩黨兩國關係。
二、越南政府和西貢政權誰是正統不容顛倒。
越南政府領導人反覆聲稱：「1974年，中國用武力

攻佔西貢政權（越南共和國政權）當時管理的整個黃沙
群島。越南共和國政權對此表示抗議和譴責，並建議聯

合國干預。」
在中國和世界絕大多數國家政府和人民看來，只有

越南民主共和國即現在的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才是
越南的唯一合法和正統的政府。

請問越南政府：在抗美救國戰爭勝利結束39 年之
後，西貢政權在法理上是什麼性質的政權，難道可以如
此黑白顛倒嗎？如果把西貢偽政權當作一個「合法、正
統」的政權，那就是數典忘祖，就是對胡志明主席領導
的抗美救國戰爭的褻瀆，是對為推翻西貢偽政權而英勇
獻身、犧牲的越南軍民的褻瀆，也是對包括中國在內的
世界各國進步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正義事業的褻瀆。
三、越南政府的立場不容「反言」。
越南政府領導人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承認西

沙、南沙群島屬於中國。這是無恥的謊言。在承認西

沙、南沙群島屬於中國的國家名單中，排在前列的就有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關於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立場在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毫不含糊的，與中國政府的主張沒
有任何分歧。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胡志明主席逝世，甚至
可以說一直到1975年越南抗美救國戰爭勝利之前。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國外交部文件和評
論文章曾以大量確鑿的材料論證胡志明主席領導的越南
勞動黨和政府關於西沙、南沙群島的主張和立場。其中
包括大量的地圖、教科書等等文獻資料，尤其重要的是
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總理范文同1958年致周恩來總理
的照會以及1965年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的聲明。令人
不解的是，越方現在卻刻意迴避、隻字不提這兩份十分
重要的具有法理效力的官方文件。

近年來，越南有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挖空心
思，千方百計地重新「解讀」這兩份政府文件。但是，
違背事實和法理的任何企圖終究是徒勞的。因為他們既
違背客觀歷史事實，又違反國際法中「禁止反言」這條
重要原則。

日質疑戰機視頻 中方斥無恥無聊無理

執政聯盟分歧 集體自衛權或延解禁

評越南方面關於南海的言論
新華社世界問題研究中心研究員 凌德權

越挑西沙事端打錯算盤
中國維護主權意志決心能力不容懷疑

越南主動在西沙挑起事端，卻還
惡人先告狀，在國際上四處散佈謠
言，對中國進行無理抹黑和攻擊，
並試圖引入「外援」，將中國告上
聯合國和國際法庭，提起所謂「國
際仲裁」。然而，越南企圖混淆視
聽，將問題擴大化、國際化的圖
謀，注定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在爭議島嶼上，中國絕不接受任何
所謂國際仲裁，在主權紛爭中，中
國也絕不會手軟。
連日來，越南一方面在中國南海主

動對中國正常作業發起非法干擾，同時
又不斷散佈大量與事實不符的言論，企
圖製造新的領土爭議。越南宣稱，中方
一直拒絕就鑽井平台衝突與越方進行溝
通。但事實是，自5月2日以來，中方
在各個層面同越方進行了30多次的溝
通，可以說每天都在進行。
越南無理指責的目的到底何在

呢？看看近日越南向聯合國在內的
國際組織散發歪曲事實的照會，以
及提交所謂「國際仲裁」的行動，
明眼人就會知道，其不過是想為尋
求另一途徑「創造」條件。因為，
要提出訴訟，須有兩前提，一是對
方拒絕直接溝通，二是雙邊溝通已
窮盡了所有其它方法。
不論越方目的如何，中方都有充

分歷史和法理依據來證明中方主張
和行動合理合法。越方對中國領土
主權提起所謂「訴訟」，中國已明

確表明立場，絕不接受國際訴訟或仲裁管轄，中
方這一立場符合國際法規定，也是包括國際海洋
法公約在內的國際法賦予中國的權利。據悉，包
括中國在內的三十四個國家，早已根據國際海洋
法公約作出類似聲明，即在領土和海域劃界問題
上，不接受或排除國際訴訟和仲裁管轄。中方的
權利應該得到尊重。
中越矛盾分歧只能通過雙邊協商談判解決，對此

中越應有信心和智慧，並且也有大量成功經驗。中
越已用30年時間解決了陸上邊界問題，經過26年
談判解決了北部灣劃界，2011年還簽訂旨在解決海
上問題的雙邊協定。解鈴還須繫鈴
人。歷史和事實不容混淆。未來，擺
在越南方面的只有談判一條路可走，
越南不能再打錯算盤，否則，不僅
於事無補，後果還將非常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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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越南繼續在

西沙挑動事端，截至昨日中午12點，越方在現場仍

有51條船，並已累計對中國作業區的衝撞次數達到

1,547次。據悉，越南還計劃投入7.6億美元（約59

億港元）建造更堅固船隻，並敦促漁民到爭議海域捕魚。中國外交部

昨日重申，中方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決心和能力不容任何人

懷疑，越方若想利用中方克制來炮製西沙爭議，是完全打錯算盤，這

種幻想的消極影響與後果將非常嚴重。聯大主席發言人日前則連用3

個「不」，否認支持越南西沙主張。

神風特攻隊遺書申遺失敗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12日晚決定
將京都「東寺百合文書」等兩宗
歷史文檔申報「世界記憶遺
產」，鹿兒島縣南九州市推薦的
「特攻遺書」（「神風」特攻隊
隊員遺書）落選。
據新華社報道，日本共提出4

宗候選對象準備申報2015年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
產」。根據每個國家一次最多只
能提出兩宗申報對象的規定，日
本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全國委員會

最終選定「東寺百合文書」和
「流放西伯利亞日本戰俘歸國記
錄」兩宗申報對象。而反映二戰
期間日軍自殺攻擊記錄的「特攻
遺書」和反映部落民反抗歧視歷
史的「全國水準社宣言」落選。
對此，參與選定申報對象的九州
大學教授河野俊行當天在記者會上
稱：「『特攻遺書』落選是因為偏
重日本視點，沒有以更多樣化的視
點向世界說明其重要性。」
二戰後期，日本「神風」特攻隊
因發動自殺式攻擊而臭名昭著。

千噸級海警船赴南海訓練

香港文匯報訊 北海分局所屬
的中國海警1401船12日從廣州
中船黃埔文沖船廠首次起航，赴

南海某海域進行72小時不
間斷航行海上訓練。此次
訓練預計用3天時間完成
14項訓練任務。
據中新網報道，中國海

警1401船長99米，型寬
15.2 米，設計吃水 5.6
米，設計航速19.1節，滿

載排水量 5,196 噸，續航力
12,000海里，自持力45天，載員
57人。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於日本執政聯盟就解禁集體自
衛權出現分歧，日本傳媒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有可能放棄本月底國會會期完結前決定行使集體自
衛權計劃，繼續與公明黨磋商。
日本傳媒報道稱，聯合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
在解禁集體自衛權問題上出現嚴重分歧，兩黨關係
已出現裂痕。為避免執政聯盟瓦解，公明黨作出讓
步，將根據1972年政府對集體自衛權的解釋，作
為基礎，行使部分集體自衛權。

但是自民黨擔心，這種解讀只容許自衛隊與在日
本近海的美軍艦艇聯合作戰，與安倍晉三的原定計
劃有很大落差。

日175萬人簽名反對解禁
此外，由日本各媒體機搆組成的「日本大眾傳媒

文化信息工會」，12日發表一份聲明，認為安倍首
相計劃通過對憲法的解讀決定行使集體自衛權「是
踐踏立憲主義與和平主義這些憲法核心內容的行

為，是絕對不能容忍的」。
同日，由日本憲法學者及作家等組成的市民團體

「阻止戰爭千人委員會」在東京日比谷公園舉行反
對解禁集體自衛權的集會。據委員會介紹，約有
3,000名市民參加了集會。主辦方當天向眾參兩院
提交了反對解禁的約175萬人的簽名，但首相方面
拒絕接受。
活動發起人之一、作家大江健三郎稱，「（集體

自衛權）將使日本的年輕人在海外殺人或被殺」。
一名來自東京大田區的主婦嚴肅地表示：「為了保
護孩子們的未來而反對。（如果解禁）將無法與亞
洲的人們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針對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質
疑中方就中日軍機「異常接近」事件公佈的視頻、
照片，並要求中方刪除有關記載，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華春瑩昨日回應說，「面對鐵的事實，日方還有
人說這樣的話，我只能用三個詞來形容，那就是無
恥、無聊、無理。我們要求日方立即停止一切行動
和語言上的挑釁。」
綜合新華社報、鳳凰衛視報道，日本政府昨天對

中國國防部公佈中日軍機接近的視頻作出回應，菅
義偉說：「自衛隊飛機並沒有接近中國飛機30米，
也沒有嚴重影響中方飛機的飛行安全。我們已向中
方提出，中方說法不符事實。」菅義偉表示，日本

已通過外交途徑，在周四深夜向中方表達抗議，要
求中國刪除「不符事實的視頻和記載」。

外交部促日立即停止挑釁
對此，華春瑩昨日表示，針對近日發生的所謂中

國軍機「異常接近」日方軍機事，中方已經表明了
立場。中國國防部已詳細介紹了事情經過以及現場
細節，並且公佈了相關視頻和照片。
華春瑩說，「面對鐵的事實，日方還有人說這樣

的話，我只能用三個詞來形容，那就是無恥、無
聊、無理。我們要求日方立即停止一切行動和語言
上的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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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昨日下午就中越海上問
題向中外媒體舉行專題吹風會，

並向媒體展示了多段視頻和大量照片，
證實越南方面發出挑釁，主動衝撞中國
漁船和公務船，干擾鑽井平台正常作
業。

越未停干擾 衝撞達1547次
記者現場看到，視頻中越方船隻主動
撞向中國船隻，多條中國船隻船舷被撞
出大洞。同時越方還在水中投下大量大
型障礙物，現場中國船隻要十幾人配合
才能撈起大量綑在一起的長桿，以及大
漁網，這些漁網一旦纏住螺旋槳，將對
船隻造成極大威脅。
中國外交部邊海司副司長易先良介紹，
5月27號，中建南項目第一階段順利完
成，進入第二階段，但越方仍出動了大量
的船隻，包括武裝船隻，對中方正常作業
進行干擾，並且對中方現場的公務船進行
衝撞，包括派出蛙人等水下特工，布下大
量的漁網、大型漂浮物等，對作業安全構
成威脅。
易先良稱，截至昨日中午12點，越方在

現場仍有51條船，已累計對中國作業區的
衝撞次數達到1,547次，對於越方在海上
的挑釁行為，中方不得不採取必要的防範
措施，不得不派遣公務船到現場維護生產
作業秩序和保障航行安全。
易先良又舉出大量事實和證據反駁越方，
指大量的歷史證據表明，西沙群島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固有領土，中國人最早發現、
最早命名、最早開發經營、最早進行管轄
和行使主權，中國人是西沙群島無可爭辯
的主人。他說，上世紀70年代中期之前，
越南方面一直公開和正式承認西沙群島屬

於中國。
易先良強調，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國

家主權領土完整的決心是堅定不移的。
他說，中國雖然希望與越南發展良好關
係，但不能放棄原則，特別是在領土和
主權問題上。他敦促越方停止干擾，撤
走所有船隻和人員，並停止發表歪曲事
實的言論，妥善處理事態。同時他說，
中方過去沒有，現在和將來也不會派出
軍事力量參與正常的民事商業活動。

越贊助漁民造鋼鐵外殼船
儘管中方保持極大克制，但越南方面

似乎並不肯善罷甘休。德新社11日報道
稱，越南漁政部門一名官員確認，越南
將花費7.6億美元贊助漁民和海警，包
括建造更堅固的船隻。這筆資金將用於
購買巡邏設備，為越南海警、越南漁監
部隊和漁民建造新的海上漁船。這包括
建造3,000艘更大的鋼鐵外殼漁船。越
南現有的約10萬艘船隻都是由木頭製造
的。
據美國之音電台網站11日報道，越南

當局敦促漁民堅持到有爭議海域去捕
魚，保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但是批評人士說，河內在利用漁民做人
肉盾牌。

聯大主席否認支持越主張
另據新華社報道，第68屆聯合國大會

主席的發言人阿法夫．孔賈12日否認聯
大主席約翰．阿什曾表示支持越南解決
「981」石油鑽井平台事件主張，強調
阿什不會發表偏袒某個會員國的言論。
據悉，孔賈一連用了三個「不」字予以
堅決否認。 ■中國海警44044艇5月3日被越方船隻撞擊受損，船頭出現一個大洞。 中新社

■在中外媒體吹風會上，中國外交部展示了多段視頻和大量照片，顯示越南船隻主動衝
撞中國船隻。 記者葛沖 攝

■日自衛隊F-15戰鬥機近距離跟蹤中國圖-154
飛機。 中新社

■■ 中 國 海 警中 國 海 警
14011401滿載排水滿載排水
量量55,,196196噸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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