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7 重要新聞 ■責任編輯：黃超然 2014年7月18日（星期五）

日誣衊華防識區 中方斥誤導
防衛白皮書渲染外部威脅 圖為擴軍造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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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拉攏中亞五國 發聲明遏華

日侵華戰爭錄影菲林首現瀋陽

鳩山：日中緊張由日方引起

香港文匯報訊 出席在中亞吉爾吉斯斯坦首都比
什凱克舉行的「日本與中亞五國外長對話」的日本
外相岸田文雄周三晚上與中亞五國外長發表《聯合
聲明》。該聲明包含了針對中國海洋活動要求「放
棄力量威脅」的內容，被共同社形容是一份「牽制
中國的聲明」。日本官方電視台NHK也指出，
「放棄力量威脅、和平解決糾紛是以中國海洋活動
為念」。

要中國「放棄力量威脅」
BBC中文網報道稱，周三開幕的這一六國外長對

話包括了日本、吉爾吉斯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哈
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庫曼斯坦的外長。
在該《聯合聲明》中，未指名地針對中國的內容
是「確認了領土與國境不可侵、放棄力量威脅或在
國際關係上行使武力等，基於國際法的原則和平解
決糾紛的重要性」。
對話中，中亞五國外長對岸田說明的日本安倍晉

三提倡的「積極和平主義」的反應，在《聯合聲

明》中表現為「高度評價和支持日本基於和平國家
的原則，有意在包括安全保障方面對國際社會和平
與安定作進一步的積極貢獻」。

日向中亞施放銀彈
日本與吉爾吉斯斯坦等中亞國家外長對話是從

2004年開始，這次是第五次。到2012年為止，日本
提供中亞的海外開發援助ODA超過36.7億美元。
這次會議上岸田又與吉爾吉斯斯坦簽署了基礎設施
維持和人才培育總額約2,600萬美元的無償資金援
助。
岸田還在與吉爾吉斯斯坦外長阿卜杜勒達耶夫雙

邊會談時，同意援助吉爾吉斯斯坦民主化和開放市
場，恢復對財政困難無法償還日本債務而遭停止貸
款的吉爾吉斯斯坦的日圓低息貸款，新提供的貸款
額為120億日圓（約1.2億美元）。
共同社評論表示，安倍政權的目標是利用國際會

議來說明日本（在容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立場，
謀求國際社會支持。

日本政府的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NSC）17日在官邸召開相關閣僚會
議，批准了向美國企業出口導彈零部
件以及與英國共同研究戰鬥機機載導
彈技術。這是NSC首次依據「防衛
裝備轉移三原則」允許出口武器。防
衛省透露，日本出口的零件有可能被
用在美國提供給以色列的導彈上。
NSC這一決定恐將助長紛爭，令人擔
憂日本戰後信守的和平國家理念發生
動搖。

首批導彈零件或被供給以國
首相安倍晉三出席會議時強調：

「這對日本的安全保障非常重要。」
政府在NSC批准後出示了有關零部
件出口的文件，稱「有助於加強與美
國的安全保障與防衛領域合作」。
NSC將就需要慎重判斷是否允許出口
的「重要事例」展開審議。
此次向美企出口的是「愛國者-2」

（PAC2）攔截導彈的零部件。美國
為向中東國家卡塔爾提供該攔截導彈
而進入了量產態勢。美國國內已停止
零部件生產線，三菱重工將把零部件
出口給作為授權方的美企。
據防衛省介紹，美國國防部迄今已

向以色列、科威特等11國提供過「愛
國者-2」。防衛省稱「能確保出口美
國後的妥善管理」。

日本一年一度的《防衛白皮書》每年都會對中國說三
道四，故意渲染「中國威脅」，今年亦不例外。日

本共同社16日獲悉了日本政府匯總的2014年版《防衛白
皮書》概要。白皮書指出，中國把自身規則強加給那些
在防空識別區飛行的航空器，稱「此舉侵害了公海上空
的飛行自由原則」。白皮書還提及了5至6月中國軍機相
繼與自衛隊飛機異常接近的事例。

日若不收斂 終會玩火自焚
近年來，從抓扣中國漁船到所謂購買「釣魚島」，日

本不斷製造鬧劇，但卻同時又反咬稱是中國單方面改變
東海現狀。中國外交部曾明確指出，日本蓄意挑起釣魚
島爭端，單方面改變釣魚島問題現狀的不是別人，正是
日本自己。對此，中方依法採取必要措施維護國家領土
主權完全正當，無可指責。
中國外交部強調，釣魚島是中國的固有領土。日本對
釣魚島的竊取和侵佔從來就是非法和無效的。專家指
出，事實上，近年來，是日本自恃有美國撐腰，不斷在
東海挑釁中國，製造事端，而日本軍機也屢屢在中國東
海防空識別區製造危險行為，抵近跟蹤監視中國軍機，
日本若不收斂，最終只會玩火自焚。

國際社會應警惕日方所為
專家稱，日方的目的就是想通過渲染外部威脅來為自
己發展軍力、擺脫戰後國際秩序的束縛製造借口，這才
真正需要引起國際社會高度警惕。此前，中國外交部和
國防部亦曾多次敦促日本認真反思對亞洲國家的侵略和
殖民統治歷史，認真吸取教訓，走和平發展道路，多做
有利於增進國家間政治安全互信和地區和平穩定的事。
白皮書中還寫入了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的
內閣決定內容。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引起了亞洲愛好
和平的國家對日本未來發展道路的普遍擔憂。專家指
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
戰略意圖是透明的。中國發展正常和正當的國防能力不
對任何國家構成威脅，日方應認真反省自己的所作所
為，而不是為自己的錯誤行動尋找借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日媒

提前披露日本最新版《防衛白皮書》，指書中

將強烈指責中國去年11月在東海上空劃設防

空識別區的行為是「單方面改變現狀、導致事

態輪番升級、會招致不測事態」。白皮書預計

於8月上旬在日本內閣會議上獲得通過。中國

外交部多次重申，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是中國

作為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利，完全符合國際法和

國際慣例。日本在此問題上蓄意向中方發難，

是企圖偷換概念，推行雙重標準，誤導國際輿

論，日本的企圖是注定要失敗的。專家認為，

日方想通過渲染外部威脅來為自己發展軍力、

擺脫戰後國際秩序的束縛製造借口。

大野泰治吃中國人腦漿配藥

香港文匯報訊日本前首相鳩山
由紀夫周三在一個華文作家的新
書發布座談會上表示，日中關係
目前的不正常局面是由日方引
起。
據中新社報道，鳩山由紀夫指
出，在中日兩國急需攜手共同因
應環境等共同難題時，卻因首相
參拜靖國神社和領土問題，使雙

方領導人至今未能實現會談，這是「非常不幸之事」。
鳩山表示，與他執政時期日中關係十分良好相較，必須
承認，後任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及釣魚島「國有化」等問題，
「也就是說日方引起的問題，導致了如今這樣的狀況」。
他說，衷心希望安倍首相能在北京APEC舉行之前的
這段時間內，對這兩個重要的問題，能夠發出一個明確
的信息。
鳩山提到，現在不是日中之間應該爭吵的時候。雙方

共同面對着世界最大的難題—環境問題。面對地球的暖
化過程，環境問題已刻不容緩，日中須攜手投入所有的
智慧與技術，對此加以解決。
他認為，在民間層面上，目前兩國間的交流有所恢

復，比如中國遊客赴日人數增加。這是好的兆頭，重要
的在於兩國關係今後如何發展，應有明確的構想。

香港文匯報訊 據國家檔案
局網站消息，日本戰犯大野泰
治侵華罪行自供昨日發佈，自
供中提到，1935年8月，用毆
打、灌涼水、捆吊等方法拷問
被逮捕的中國人。「其中2名

加上抗日思想濃厚的理由，由石田斬殺了，將頭燒焦，
說用腦漿配藥送來哈爾濱，我吃掉了其中的一個。」

酷刑拷問趙一曼兩小時
據大野泰治1954年11月筆供，他1902年出生在日本

高知縣。1934年12月志願充任滿洲國警務指導官。1938
年10月被派遣到晉北自治政府。1945年8月日軍投降後
投靠國民黨閻錫山部，任太原綏靖公署炮兵集訓團上校
教官。1950年12月12日在山西被逮捕。
大野泰治重要罪行有：1935年8月，從以橫道河子為

中心的附近地區逮捕來許多中國人民，其中約20名禁拘
於橫道河子警察署，「用毆打、灌涼水、捆吊等方法拷
問。其中2名加上抗日思想濃厚的理由，由石田斬殺
了，將頭燒焦，說用腦漿配藥送來哈爾濱，我吃掉了其
中的一個。」
1936年2月12日，在珠河縣公署接收了兩名女人，
「一名是27歲的趙一曼（編者按：著名抗日烈士），」
我「用手握或用鞭刺她的手腕彈傷，就共產黨的組織和
聯絡關係進行了將近兩小時的拷問」。

割戰俘耳朵頭顱證功績
1936年8月—1937年6月，組織保甲自衛團，並命令

在殺害抗聯和「通敵分子」時為證明功績，要割下耳
朵。保甲自衛團「於阿城縣內槍殺了抗日聯軍的兵士和
工作人員9名，把其中8個人的耳朵和一個人的頭割下送
來阿城縣公署」。

1937年2月，「在濱江省阿城縣南門外看到一個年約
40歲左右的患癲病的乞丐，坐在城外非常髒，」遂命部
下日人警士用亞砒酸放在饅頭內把他毒死。第2天聽報
告說，「給他吃了後毒死了」。
我從1935年—1945年，「殺害了中國人35起計654
名。」「我放火3起，燒燬民房約47戶計146間。」強
姦9起14名；拷打37起724名；掠奪合計36起，糧食
64,000噸，銀洋3,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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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70尺長展現五處日軍侵華戰爭場景的
膠片、「七三一」部隊的四本相冊、一條手寫記錄了侵華
日軍攻佔南京的精確時點的手帕……近日，瀋陽收藏家張
廣勝向記者展示了他收藏的日本侵華戰爭史料實物。

「七三一」部隊相冊曝光
據新華社報道，在位於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附近的一個居民小區內，42歲的張廣勝將自己珍藏了
20餘年的幾十個日本侵華實物證據展示出來。
張廣勝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個紙盒子，戴上白手套，取出

其中一個小圓盒，盒上寫着：「家庭映畫——滿洲事變實
況」，打開盒蓋，裡面是一盤50尺長、35毫米的膠片。
這是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時隨軍記者拍下來的
紀錄片，它真實記錄了當年的戰鬥現場。此外，張廣勝
還拿出了另外四盤錄影膠片，分別是：南京入城（30
尺）、上海事變——閘北掃蕩（30尺）、杭州灣登陸
（30尺）、武漢三鎮攻略（30尺）。這五盤電影膠片
保存完好，只要有設備，就可以放映出來。
日本「七三一」部隊的四本相冊裡保存着大量合影、
生活照、工作照。由於日本投降之際的大肆銷毀，「七
三一」部隊的罪證極少能留到今天，學者認為這四本相
冊是揭露日本在侵華戰爭中使用生化武器最有力的物證
之一。

日軍手帕記錄南京城破時間
此外，張廣勝藏有兩張侵華日軍手帕。這兩條已經微
微泛黃的手帕，其中一條寫有「支那事變出征記念」字
樣的手帕上寫道：「中支旅遣中島部隊、大野部隊、恒

廣隊、石橋隊、中野隊、本分隊，昭和12年（注：
1937年）12月13日午前3時10分中山門佔領。」張廣
勝說，侵華日軍把攻陷南京的時間精確到分鐘，這在同
類史料中還很少見。
另一條手帕記錄了侵華日軍攻陷武漢的時間。上面寫
道：「昭和13年（注：1938年）10月25日武漢三鎮攻
略成」「大別山、靈峰突破」等字樣。這兩條手帕上都
有多個部隊的簽名。
張廣勝說，這些當年日本隨軍記者記錄下來的「戰
果」，今天成了不可否認的侵華鐵證。

■日本自衛隊戰機多次「異常接近」在中國東海防空識別區空域執勤的中方軍機。 資料圖片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左）和吉爾吉斯斯坦外長葉爾蘭．阿
卜杜勒達耶夫會晤。 法新社

■侵華日軍一條手帕清晰標記着攻入南京的具體時間等
字樣。 新華社

■安倍政府批准向美企出口「愛國者-2」攔截導
彈零部件。圖為日本自衛隊「愛國者-2」導彈。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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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野泰治當年在法庭上陳述大野泰治當年在法庭上陳述
自己的罪行自己的罪行。。 新華社新華社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
紀夫。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