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被指借購島獲抗華快感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環球網10日報道：日本
《NEWS POST SEVEN》雜誌6月9日刊登了日右翼
分子櫻井良子的文章。文章對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
郎提出批評，稱 「保衛」釣魚島的第一步，應首先從
撤換日駐華大使開始。

文章稱，東京都政府為 「購買」釣魚島所募集到
的捐款已超過10億日圓，由此可見日本民眾對於 「領
土」的關心度很高，但日本政府的態度依然不夠強硬
，令人氣憤。中國已開始通過公務船隻定期巡航的方
式，將 「目標」鎖定釣魚島；中國官方以及媒體也不
斷在強調，釣魚島是中方的核心利益。然而日本政府
面對中方的強硬仍然無動於衷。

文章宣稱，釣魚島 「所有者」當初正是因為出於
對日中央政府的不信任，才與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就 「買島」進行了磋商。在 「買島」計劃公布當初，
首相野田佳彥和官方長官藤村修曾考慮將釣魚島實行
「國有化」，但這僅僅是 「口頭行為」。此後，外相

玄葉光一郎令 「國有化」方案 「急剎車」，認為 「一
旦實行國有，中日之間將衍生出新的衝突」。文章認
為，日外務省並未完全彰顯日政府的主張和立場，幾
乎是在 「聽命於中國政府」。

該文章還稱，日本的外交現狀是 「察言觀色且不
逆中國的意向而行之」的 「兼顧外交」、 「聽命外交
」，日本政府越是重視外務省的態度，日本的國家利
益就越得不到保障。而將 「聽命外交」體現得淋漓盡
致的就是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

該文章最後還稱，中國一向主張 「鬥則兩害」，
但中方卻一直在 「鬥」。中方將 「無可爭辯的日本領
土」釣魚島 「爭議化」，通過 「常有理」的方式盯着
釣魚島。所以， 「合則兩利、鬥則兩害」應是日方要
向中方傳達的話語。丹羽向來本着這樣的主張，令人
不禁會問 「他是哪國的大使？」因此，立即撤換日本
駐華大使是 「守衛」釣魚島的第一步。

日國會審購島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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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共同社及NHK網站11
日報道：日本近期購島鬧劇小動作不斷。繼右翼團體10
日在釣魚島附近海域舉行釣魚比賽，企圖宣示所謂 「主權
」 之後，日本國會眾議院決算行政監視委員會11日就東
京都政府購買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問題召開聽證會
， 「購島」 的始作俑者─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出席，
批評了日本政府對購島一事的態度。

日本6名國會議員10日參與釣魚島海域的 「海上垂釣大會」，故
意刺激中國輿論。他們釣的不是魚，而是中國公眾有怒氣卻無處撒的
窘境，以及它帶給日本右翼的快感。

日本學者指出，由於中國的崛起和日本經濟的不景氣，出現了
「以前是中國求日本援助，現在倒過來是日本要求中國救助」的新情

況，讓很多日本人受不了。因此才會有人願意捐錢來支持石原這個
「買島」計劃。事實上，人們是花錢買一份對抗中國的快感。但這種
「逞一時之快」的做法是危險的，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還會給日本

外交找麻煩。
釣魚島是中日主權爭議地區，但對中方不利的是，它處於日本的

實際控制下，這給日方做各種操作 「氣中國」帶來了方便。客觀說，
如果中日僅僅拿釣魚島 「鬥氣」，日方是有些優勢的。

日本社會近年來對同中國 「鬥氣」很熱衷，最大的原因是日本國
運走衰，跟中國別的鬥不過，最容易鬥的就是 「氣」。此外由於中國
越來越樹大招風，與中國 「鬥氣」比過去更容易吸引眼球，因此搭
「氣中國」台的人逐漸增多。

隨着中國實力變強，實質性的反制工具顯然在增多。這使得日本
政府層面同中國 「鬥氣」逐漸投鼠忌器。比如近幾任日本在任首相都
不再敢公開參拜靖國神社，這是中國實力的勝利。在與日本做一招一
式鬥爭的同時，中國人必須同時保持大的理性和清醒。比如我們需要
知道我們的國家並非無所不能，遠做不到事事讓對手屈服，否則我們
就有可能越鬥越氣，總覺着自己 「輸了」。

其實日本近年來在中國面前的挫折感很多，日本右翼因中國總體
上還較落後而有傲慢的一面，但同時又對中國的快速發展和欣欣向榮
生出各種 「羨慕嫉妒恨」。現在應是日本右翼焦慮不安的時候，而不
應是中國人。 （《環球時報》、新華網）

雖然中方一再表示，日本對釣
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採取任何單方面
舉措，都是非法和無效的。但石原
依然執迷不悟地繼續着自己的 「買島
」鬧劇。

稱日政府遇搶劫不關門
在 11 日的聽證會上，石原慎太郎

及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等出席，說明
購島原因。這是日本國會第一次舉行
有關釣魚島問題的公開聽證會，以此
了解東京都政府從個人擁有者手中購
買釣魚島的目的和計劃。

石原當天陳辭說： 「中國將尖閣
諸島定位為核心利益。這等於宣稱
『中國正在準備相關裝備，為挑戰日

本實際控制而採取果敢行動』。這無
異於說 『我要到你家裡搶劫了』。面
對這種情況而不採取關門防盜行動的
國家十分愚蠢」。石原還批評日本政
府說： 「有人說 『購島不合理』。就
算不合理，也不得不採取行動。」他
說： 「事實上這應該是中央政府做的
事，由東京都政府來做不合適，但也
不得不為之」。

對於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明確表

示反對東京都購島一事，石原批評稱
， 「發言內容與政府想法不一致的大
使應該撤換」。

此外，中山義隆則在陳辭中附和
稱： 「石原知事的想法十分難得。島
嶼若在私人手中，不知道什麼時候會
被什麼人買走。由公共機構買下其所
有權最好不過了。」他還呼籲： 「有
必要修建燈塔和港口，從而實現對尖
閣諸島的實際控制。」

11 日當天，另有日本議員提議稱
，日本政府應允許一個專家小組前往
釣魚島，去從事開發可能性和環境問
題等方面的研究。美聯社分析稱，這
項提議，是強硬派試圖加強日本對這
些島嶼的 「主權」宣示的最新舉措。
如果真的實施，可能會加劇與北京的
緊張關係。

當天日本的國會聽證會上對此提
議進行了辯論，但並未達成任何定論
，有部分議員發言支持。保守派議員
木村太郎在國會聽證會上說： 「我支
持政府批准這些任務。」而石原慎太
郎在聽證會上說，東京已收到超過 10
億日圓購買釣魚島的捐款，預期總共
需要20至30億日圓。

日本向誰買釣魚島？

野田內閣支持率再創新低
【本報訊】據中央社11日消息： 「日本放送協會」（NHK）最新民調顯示，

野田內閣的支持率為27%，比上個月下跌2個百分點，這是內閣上路以來最低的數
字。

日本放送協會 8 日起連續 3 天對全日本 20 歲以上民眾作電話調查，受訪的
1642人當中有1079人回答。其中 「支持」野田內閣的為27%、 「不支持」的51%
，支持率創下新內閣上路後新低數字。

支持的理由，以 「相信他的人格」佔36%，最多；其次是 「看起來比其他內
閣好」，佔33%。不支持的理由中，以 「並不期待新內閣所提政策」佔47%，最
高； 「沒有實踐力」佔27%，居次。

至於是否贊成野田賭上政治生命的 「社會保障與稅制一體改革」相關法案在
本會期國會通過？有25%的受訪者回答 「贊成」、29%表示 「反對」、42% 「未置
可否」。對於野田表示即將重啟關西電力大飯核電廠，受訪者是否贊成核電廠重
新運轉，表示 「贊成」的有25%、 「反對」的32%、38% 「未置可否」。

對於何時應解散眾議院舉行大選，20%的受訪者認為 「應該盡快舉行」、15%
認為 「應該在9月民主黨和自民黨黨魁選舉之前舉行」、21%認為 「應該今年之內
舉行」、36%認為 「在明年眾議院任期結束前沒有必要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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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右翼分子10日舉着國旗在釣魚島附近海
域 日本《產經新聞》

▲ 「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 的旗幟掛在船頭
日本《產經新聞》

▲日本右翼團體10日在釣魚島附近海域舉行釣魚比賽
日本《產經新聞》

▲在釣魚島附近參加釣魚大賽的日本右翼團體 日本《產經新聞》

▲4月19日，香港保釣團體在日本領事館外拉出橫幅示威
路透社

【本報訊】據中新社11日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 11 日
就日本國會議員赴釣魚島參加釣
魚比賽一事表示，中方已向日方
提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停
止製造新的事端。

劉為民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

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方對此
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日方任何
單方面的舉動都是非法和無效的。

劉為民說： 「中方已向日方提
出嚴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停止製
造新的事端，以實際行動維護中日
關係的大局。」

中方籲日停止製造新事端

早在明朝初期，釣魚諸島就已明確為中國領土，明、清兩朝均將
釣魚諸島劃為我國海防管轄範圍之內，並非 「無主地」。

在19世紀末爆發中日甲午戰爭前，日本沒有對中國擁有對釣魚島
列島的主權提出過異議。但是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戰爭後，通過強
迫清朝政府簽訂《馬關條約》而攫取了台灣及附屬各島嶼。並在簽訂
前的三個月竊取這些島嶼，劃歸沖繩縣管轄。

1971年6月17日，日美兩國在簽訂 「歸還沖繩協定」時私相授受
，把釣魚島等島嶼也被劃入 「歸還區域」，交給日本。

日本將釣魚島分為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大正島與久場島。
自1972年起，除了大正島以外其他四島土地所有權均歸栗原國起，他
是琦玉縣大宮市的一名企業家。

今年4月16日，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美國華盛頓宣布要
「購買」釣魚島後，釣魚島、北小島、南小島的 「地主」栗原國起成

為媒體紅人，頻頻發聲表示對石原慎太郎的仰慕，並批評民主黨政

府 「對中國軟弱」，自己願意出售釣魚島給東京都是 「為了保護領
土」。

石原與釣島「地主」係世交
與此同時，石原家族和栗原家族的舊情也被日本媒體挖出來。今

年4月底的日本《周刊文春》報道稱，石原慎太郎與栗原之家是 「世
交」，石原慎太郎的母親與栗原兄妹的母親就有交往。

日本《周刊星期五》發文分析稱，釣魚島已成為栗原家族的 「搖
錢樹」，其名下所有的釣魚島3個島嶼自2002年起已從日本政府收到
超過2.6億日圓的租金， 「而這些錢，都是日本國民繳納的稅金」。日
本《AERA》周刊也指出，栗原國起頻繁在媒體上稱有外國企業出40
億、甚至 350 億的高價購買釣魚島，其賣島給東京都表面看起來是
「愛國」， 「實際上有用此事敲詐東京都政府之嫌」。

（本報資料室）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