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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外交藍皮書再次宣稱釣島屬日
中方：無論日如何宣傳難改釣島屬中國之事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張聰北京報
道）日本昨日公佈的2015《外交藍皮書》提
及其「對過去戰爭的深刻反省」， 並再次宣
稱日本捍衛釣魚島領土、領海和領空的意志
「堅定不移」。對此，中國社科院日本所外
交室主任呂耀東對本報記者表示，日本正試
圖借毫無具體內容的「反省」來淡化侵略歷
史，而選擇在紀念反法西斯抗戰勝利70周年
的節點再次強調不屬實的「釣魚島日本
論」，非簡單針對中國，而是公然挑釁戰後
秩序的行為。

空洞「反省」妄圖淡化侵略史
藍皮書稱，「日本作為和平國家，是基於

對過去戰爭深刻反省的不戰與和平誓言。今
後也絕不會改變。」呂耀東對此表示，反省
一定要有具體的內容，若是反省之後繼續否
認侵略歷史則不能稱之為「反省」，而從安
倍的言論及行為來看，日本正在竭力地淡化
侵略歷史。「觀察日本即將發到中學的教科
書不難發現，內容已經在明顯地去殖民化、
去侵略史，加之安倍的言行、藍皮書的出
版，一系列事實證明日本的歷史修正主義已
經從言論過渡到了行動，甚至是政策。」呂
耀東說。

對於日本一而再，再而三地篡改歷史，謊
稱釣魚島屬於日本領土，呂耀東則稱，這純
屬無稽之談。「釣魚島是在甲午戰爭中被日
本竊取的，而二戰後的《開羅宣言》則明確
提出日本應退出其參與攫取的一切領土，其
中無疑包括釣魚島」。他續稱，「日本已無
視法理和歷史，並選擇在紀念反法西斯抗戰
勝利70周年的節點反覆強調虛假歷史，說到
底是對世界正義的挑戰，對戰後體制的公然
挑釁，而不僅是針對中國。」

此外，他指出，針對日本的行為，除了外
交部的嚴正聲明，中國及其他亞太國家也應
該通過教科書的形式讓下一代認清真正的歷
史，「日本要抹殺這段歷史，我們就應該更
記住它，而不是僅僅停留在譴
責中，認清歷史才是對日本
『 去 侵 略 化 』 最 有 力 的 回
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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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促日擺正歷史觀教育後人

人大副委員長吉炳軒今訪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報
道，全國人大副
委員長吉炳軒率
領的人大代表團
將於 8日起訪問
日 本 ， 為 期 3
日。這是2012年
9月日本將釣魚島
「 國 有 化 」 以
來，中國高級別
領導人第一次訪

問日本。
吉炳軒率領的人大代表團是為了出席中斷已
久的日中議會交流委員會會議而來日本訪問。
到11日為止的訪日期間，吉炳軒副委員長將與
日本眾議院議長町村信孝舉行會談。此前，日
本放送協會電視台也引述日本眾議院消息透
露，日中議會交流委員會可能在中斷接近3年
後重啟，日本眾議院希望此次重啟議會交流，
推動中日關係改善。
另據共同社引述日本前外相中曾根弘文透
露，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會長李小林3日在
北京與到訪的中曾根弘文會談時表示，希望在
以中日友好為主題的芭蕾舞6月演出之際訪問
日本。
去年10月，李小林也曾以中國對外友協會長

名義到日本參加日中友好為主題的活動及會
議，並在東京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及其夫人一
同觀看了上海歌舞劇團的舞劇。其間，李小林
與安倍晉三短暫交談，引起各方關注。

安倍欲藉天氣預報宣釣島「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安倍內閣正在商討對包

括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在內與鄰國存在「領土爭議」
的地區發佈天氣預報，以宣示日本對「爭議領土」的「主
權」。
報道稱，日本政府在當天舉行的內閣會議上通過一份答辯

書，擬在與日本存在「領土爭議」的多個地區發佈天氣預
報。這些地區還包括與俄羅斯有爭議的「北方四島」（俄羅
斯稱南千島群島）以及與韓國有爭議的「竹島」（韓國稱獨
島）。
日本自民黨內部此前有意見指出，有必要增強日本國民的

「領土認識」，政府應通過發佈天氣預報來「彰顯主權」。
中國一貫的立場是釣魚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

中國對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自2012年
9月11日起，中國中央氣象台已依據中國政府公佈的釣魚島
及其附屬島嶼領海基線，將釣魚島及其周邊海域的天氣預報
納入國內城市預報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海上保
安廳的噴氣式飛機6日上午，在巡邏中發現中國海
洋調查船「東方紅2號」在西北太平洋海域向海裡
投放疑似纜線的物體進行作業。位於神戶市的第5
管區海上保安本部說，「東方紅2號」早上11時
10分左右在高知縣室戶岬南方910公里的「日本專
屬經濟海域」放纜，該船遭日方警告後離開。
海上保安廳的巡邏飛機發現之後，以無線電向

「東方紅2號」發出警告稱「這是日本的專屬經濟
海域，未經同意不准進行海洋調查行動」。「東方
紅2號」隨後收回投放到海裡的纜線，在下午1時
50分左右駛離該海域。日方稱，巡邏飛機仍在密切
注意和監視當中。
日本《朝日新聞》稱，「東方紅2號」活動的海

域隸屬於「日本專屬經濟區」，因此中方科考船要
從事調查活動須向日方提前通報，但日方事前未收
到中方相關通報。

中日6月重啟財務對話料談亞投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財務相麻生太郎
7日在內閣會議後會見記者時暗示，日中財務對話將重
啟。中日上一次舉行財務對話是在2012年4月。雙方此次有
可能在對話中就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進行討論。

報道稱，中日兩國
目前正為6月6日前後
在北京重啟財務對話
做準備。報道另指，
麻生太郎在記者會後
亦表示，如果對話中
涉及到AIIB，日本將
做出與目前同樣的表
態。
據悉，早前日本

政府以AIIB的貸款審查機制不透明等為由放棄在現階
段加入AIIB，但表示將對AIIB意向創始成員國爭取在
6月底前達成的協議進行分析後再做判斷。日本是否加
入AIIB有可能成為中日財務對話的焦點。預計兩國的
財長和負責國際金融、財政等官員將出席對話。

日前首相指無理由拒入亞投行
此外，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6日在東京發表演講，表

示日本也應加入中國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他還敦促兩國開展部長級對話。福田
稱，「作為發達國家沒有理由拒絕加入。對話不應停留
在工作層面，希望展開更高級別的對話」。
關於日本與中韓關係的惡化，福田指出「如果其原

因在於歷史認識，希望能畢業了。戰後都過去70年
了，還陷入這樣的困境是不利的」。

■麻生太郎透露，日中財務會談
即將重啟。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韓國外交部7日
發表聲明，譴責日本外務省的外交藍皮書將韓國主張
擁有主權的竹島（韓國稱獨島）記述為「日本固有領
土」。認為日本政府的這一做法是一種倒行逆施的行
為。為此韓國東北亞局局長李相德緊急召見日本駐韓
國公使金杉憲治，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嚴重抗議。
韓方的聲明說，日本政府在通過嚴重歪曲歷史的教

科書之後，繼續挑釁韓國，又發表了歪曲慰安婦問題
的外交藍皮書。但是日本侵佔朝鮮的歷史是不會因此
而得到改變的。
另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外相岸田文雄7日在記者會上

稱日本政府「無法接受」韓方就初中教科書領土表述

提出的抗議，「圍繞竹島問題，我國的立場是一貫
的。已回應對方稱無法接受抗議。」
除竹島外，還涉及釣魚島。文部科學相下村博文7日

就此事強調稱，「孩子們要在國際社會生存下去，就
有必要在正確理解領土問題等本國情況的基礎上，與
他國的人們進行交流。我認為這不會對日本與近鄰各
國間的友好關係造成負面影響。」他還表示：「如果
有機會，還想向韓國和中國的有關部門部長級官員進
行說明。」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介紹稱，關於教科書審定工

作，「是基於學習指導要領以及教科書審定審議會專
業且學術性的審議，公正中立地開展的」。

韓斥日韓斥日「「倒行逆施倒行逆施」」

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由於2015年正值「二
戰」結束70周年，日本新版《外交藍皮書》開

頭設置了特輯，以展示戰後日本在國際協調工作中以
和平國家的姿態一路走來的實際成果，並強調今後仍
會堅持下去。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積極的和平主義」
立場，展現了日本今後將對世界安定與繁榮作出更大
貢獻的姿態。報道稱，此次特輯明確指出和平國家的
「原點」在於「對過去戰爭深刻反省之上的不戰及和
平的誓言」。同時，特輯還強調，「70年來作為和平
國家的發展變化已深深浸透於日本國民之中」。

擬今夏公開「史料」
在與中國外交關係這一章節中，藍皮書表示，日中
兩國隔海相望，在人文、經濟領域有着廣泛交流合
作，去年訪日中國遊客達到240.9萬人次，同時也首次
突破200萬人次。但藍皮書還強調，由於日中兩國政
治立場不同，在許多問題上仍有很大摩擦。藍皮書指
出，「不論從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法層面來看」釣魚島
都屬於日本領土，並指責去年中日首腦會晤以後，中
國公務船仍然持續「侵犯」釣魚島附近領海。
另據日本《讀賣新聞》報道稱，為進一步向國際社

會強化對釣魚島和獨島的「主權宣傳」，日本政府將
通過由大學教授等專家組成的專門委員會進行討論，
同時委託民間研究機構搜集挖掘有關釣魚島和獨島的
「史料」，使其數據化。報道稱，日本政府計劃在
2015年夏天，將這些所謂的「史料」通過內閣官房
「領土對策室」的網站對外公佈，實現全民自由閱
覽，以便與中韓兩國在領土問題上展開對抗，公開資
料預計在100份以上。

中國堅定維護釣島領土主權
針對日本昨日發佈的2015版《外交藍皮書》談到的

中日關係及釣魚島爭端問題，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
應稱，中方願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本着「以
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推進中日戰略互惠關係。
同時她強調，釣魚島屬於中國，中方維護領土主權的
決心和意志不容懷疑，「無論日方採用什麼手段宣傳
自己的錯誤立場，都無法改變這一基本事實，我們將
繼續堅定維護中國釣魚島領土主權，同時將繼續致力
於通過對話磋商妥善管控和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聰、朱燁 北京報

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昨日上午在內閣會議

上正式匯報了日本 2015 年版《外交藍皮

書》，其中正式寫入日本對戰爭的深刻反

省，卻又聲稱 「不論從歷史事實還是國際法

層面來看」釣魚島都屬於日本領土，並指責

去年中日首腦會晤以後，中國公務船「仍然

持續侵犯釣魚島附近領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聰北京報道）日
本文部科學省6日公佈初中教科書審定結
果，新版教科書把釣魚島稱為日本「固有領
土」，並在南京大屠殺等歷史認識問題的表
述上出現倒退。有媒體預測此次日教科書問
題或將成為外交的新糾紛火種。對此，中國
外交部昨日回應稱，日方對有關問題的認識
和處理，實質上反映出日方能否持有誠實、
負責任和正確的歷史觀。中方再次嚴肅敦促
日方本着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以正確的
歷史觀教育年輕一代。
據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2014年1月修改了

教科書審定標準，要求教育界在沒有定論的歷
史、領土問題上適度體現政府官方主張。特別
是在與日本相關的領土爭議問題上，地理、歷
史、公民三種教材18本教科書中均提及日本政
府的立場和主張，沿用了「固有領土」的日本
官方說法。對此，華春瑩表示，中方對日本國
內有關動向表示嚴重關切。她強調，釣魚島及
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這
有充分的歷史和法理依據。無論日方採用什麼
手段宣傳自己的錯誤立場，都無法改變這一基
本事實。

以實際行動改善與鄰國關係
談及日本新版教科書中出現篡改南京大屠

殺等歷史問題的表述時，華春瑩表示，南京
大屠殺是日本軍國主義在侵華戰爭中犯下的
殘暴罪行，鐵證如山，早有定論。她強調，
歷史就是歷史，不能也不容篡改。中方再次
嚴肅敦促日方本着對歷史高度負責的態度，
以正確的歷史觀教育年輕一代，切實履行正
視和反省侵略歷史的承諾，以實際行動為改
善與鄰國關係作出努力。

■日本公佈外交藍皮書，釣魚島仍是焦點。 資料圖片

■日本內閣官房網站，不僅針對釣魚島，還針對日韓
爭議的獨島和日俄爭議的北方四島。 網上圖片

■日本早前曾出現過右翼勢力篡改教科書事件。
網上圖片

■吉炳軒今日起開始訪日行
程。 網上圖片

■日本新教科書篡改領土問題。 網上圖片

■■「「東方紅東方紅22號號」」日前在西北太平洋作業時遭日方干擾日前在西北太平洋作業時遭日方干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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