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保釣人士批當局打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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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是中
國 人 民 抗 日
戰 爭 勝 利 67
周 年 紀 念 日
， 對 於 日 本
近 期 意 在 侵

佔釣魚島的蠻橫行徑，台灣多個民間
團體在日本交流協會駐台北事務所前
舉行示威集會，不僅要求日本政府為
侵華暴行謝罪道歉，更呼籲日本勿在
釣魚島問題上製造事端。相較於民間
人士高漲的保釣熱情，馬政府近日在
保衛釣魚島一事上卻突然低調起來。
僅僅不過相隔一個月，在同一問題上
，馬政府出現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
耐人尋味。

12 日台灣保釣人士決定，兩天後
與香港保釣人士會合，一同前往釣魚
島，但到 14 日為止，因 「沒有船東願
意提供船隻」，台灣保釣行動宣告擱
置。有消息說，船東受到多方打壓，
為顧及生計，不願冒險出海。海巡署
則極力否認「打壓說」。

孰是孰非，難以查證。但眾所周
知的是，島內保釣運動涉及敏感議題
，保釣人士能否成功出海，全看台當
局的態度。上月台灣民間保釣人士在
海巡署的 「默認」下得以突破封鎖，
成功靠近釣魚島。海巡署不僅派出五
艘艦艇護航，還派特勤人員阻攔日艦
登上台灣保釣船，使保釣人士得以順
利返航。這次保釣人士準備再次行動
，卻遇到了 「種種困難」。細究之下
，上月台灣保釣人士是單獨行動，而
這次則是聯合香港方面的志同道合者
，給外界 「攜手抗日」的印象。而這
正觸動了馬英九敏感的政治神經。台
當局多次重申，不會在釣魚島和南海
問題上與大陸合作。所以，海巡署 14
日一度拒絕為香港保釣船補給，直到
晚間才改變初衷。

馬政府在 「攜手抗日」的議題上
表現得小心翼翼：一方面是認為釣魚
島和南海問題牽涉兩岸政治議題，因
而寧願 「單打獨鬥」，也不想 「聯合
禦敵」；另一方面似乎頗為顧忌日本
方面的反應。曾有日本媒體指出，中
國大陸與台灣雖仍分離，但 「兩岸關
係將以中華意識為黏接劑，而且還外
加抗日體驗。兩岸靠攏，日本人總覺
得有一股不安全感，原因或許就在此
。」馬政府近日對保釣問題的反應不

啻迎合了日方之意，但卻激起了兩岸中國人、乃至
海外華人的憤慨之情。

回想 40 年前，馬英九可是知名的學生保釣領
袖，不僅積極參加各種保釣活動，其哈佛大學的
國際法博士論文也與釣魚島有關。多年後，馬英
九對當年的血氣方剛之舉仍記憶猶新，撰文寫道
： 「徹夜畫海報，與志同道合的同學一邊流淚一
邊工作；爾後，甚至還參與街頭示威，拿起雞蛋
怒砸日本特使座車。」保釣憤青如今手握大權
，本可一圓年輕時的 「保釣夢想」，但卻因為
兩岸政治上的分歧而棄民族大義於不顧，造
成 「親痛仇快」的局面。

以前李登輝、陳水扁等 「台獨」分
子為討好日本而打壓「保釣」運動，
馬英九切勿步他們的後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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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支持精英運動員
特區政府昨日在香港文化中心為

香港奧運代表團舉行盛大的祝捷會，
特首梁振英出席，並向運動員及工作
人員頒發了獎狀，氣氛熱烈愉快。

本屆倫奧香港代表團，不僅在奧
運這樣的國際體壇最高盛會中取得一
面銅牌，而且整體表現良好，多個項
目都躋身四強、八強以至前列，成績
來之不易。而更難得的是，他們之中
，大多是 「土生土長」 的港人子女，
目下不是有很多聲音批評本港青少年
一代嬌生慣養，不懂得盡自己的責任
而只知責怪他人嗎？那麼，眼前的這
一批精英運動員正好給了人們一個有
力的回答：港人新一代是有理想、有
志氣、有能力的，只要各方給予應有
的關心、支持和幫助，他們是可以闖
出一片天，甚至在國際大舞台上毫不
遜色、一展身手的。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祝捷會上提出
了對精英運動員的培訓和退役安排等
問題，表示要進一步做好工作。這一
陳述，是十分重要的。當前的體育運
動事業，已分為群眾性和精英化兩方
面，形式亦可區分為普及和競技化，

前者志在強身健體、全民參與，參與
的人越多越好，而成本方面，政府只
須興建場地設施便可。

但另一方面，精英化運動卻大不
相同，參與的人數不可能多，而且要
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而其特點就是
要與其他國家、地區的運動員競爭，
競技術、競體能，爭成績、爭金牌，
這就不可能不需要由政府有關部門作
出一定的投入與承擔，包括平日的培
訓、出外的比賽以至退役後的安排，
這是必須由政府而不可能由個人承擔
的，而這種投資，正如前述，是一種
有助青少年成長和對社會整體性有正
面效益的投資。

而更重要的是，精英運動員的付
出實在很多，包括精力、體能和時間
上，從十幾歲開始接受訓練到跑不動
、跑不快了，一生的青春歲月就貢獻
在體育場上，為所在的地區、城市爭
了光。如果缺乏足夠的支援，叫運動
員又怎能安心接受培訓和比賽，叫家
長又怎放心把孩子交給體院呢？

井水集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台北十五日消息
：15 日上午，中國統一聯盟、勞動黨、中華保釣協
會等數十人率先抵達現場，高喊 「記取815歷史教訓
，侵略必敗，懸崖勒馬」， 「停止侵佔釣魚島」，
「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反省侵略戰爭責任」， 「反對

美日安保條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日本要為戰
時強制勞動道歉、謝罪」， 「日本要對慰安婦道歉、
賠償」等口號。

日本應停止侵佔釣魚島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兩位召集人勞動黨主席吳榮

元，中國統一聯盟主席紀欣發表聲明說，今年 8 月
15 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接受《波茨坦公
告》宣布無條件投降 67 周年的日子。作為世界反法
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對日抗戰期間，承
受了至少 3500 萬的軍民傷亡和慘重的物質代價，才
得以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其間不少台灣人赴大陸參
加抗戰。

聲明指出，世人無法忘記這段歷史，原因不只是
戰爭期間各國人民所飽受的災難，更是因為人類必須
銘記二戰的原因與教訓，才能避免毀滅文明的災難再
次發生，才能更好地維護歷史正義與世界和平。而日
本作為當年發動侵略戰爭的國家，更應以史為鑒，徹
底地反省戰爭責任，才能誠實面對未來。特別是當前
，日本應立即停止侵佔中國的領土釣魚島及其附屬列
嶼，停止參拜供奉戰犯的靖國神社，對於包括日本在
侵略戰爭期間所犯下的性犯罪、強制勞工、毒氣彈等
罪行，及強制 「慰安婦」問題，日本政府也不能繼續
推卸及逃避責任。

要求日方向慰安婦道歉
聲明表示，再次清算日本侵略戰爭遺留的歷史問

題，並非要挑起民族仇恨，而是為了珍惜東亞的和平
與發展。

隨後，婦女救援基金會、婦女新知基金會等團體

到場。她們拉出 「日本向阿嬤道歉認錯」橫幅，高舉
「還我正義」、 「道歉賠償」牌子以及 「阿嬤的眼睛

」圖像，推五輛空輪椅，代表臥病無法前來慰安婦
阿嬤（阿婆）對當年日軍罪行的見證和對日本政府的
憤怒；訴求日本盡速以清楚、不曖昧的態度，公開正
式地向慰安婦受害者道歉，還給慰安婦應得的正義與
尊嚴；對過去所有的侵犯慰安婦受害者之犯罪行為展
開調查和公開事實；公開史實、拋棄扭曲事實的歷史
教科書；推動及通過 「戰時強制被害者問題解決促進
法案」或相關法律賠償等。

最後，抗議婦女們還撕毀了象徵日本軍國主義的
旗子。

據悉，今年是前台籍慰安婦對日求償運動 20 周
年。曾勇敢揭露歷史、為爭公道而站出來的慰安婦阿
嬤們，近年已相繼離世，目前在台灣剩下不到 10 人
，平均年齡88歲。

8月15日是中國抗日戰爭勝利67周年
紀念日，台灣統派、婦女和保釣團體當天
在日本交流協會駐台北事務所前舉行集會
，要求日本政府為侵略暴行謝罪道歉，呼
籲日方以史為鑒，停止意在侵佔釣魚島的
行為。

【本報訊】綜合中評社及台灣媒體十五日消息：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會長黃錫麟15日表示，原訂14日下
午兩點出海與兩岸保釣船會合的台灣保釣人士，遭到
台灣海巡署無端阻止，鎩羽而歸。黃錫麟批評台灣政
府採取打壓行動，讓台灣保釣人士無法出航。

黃錫麟與台灣中華保釣協會理監事謝夢麟、殷必
雄、游嘉文、許登魁等人，已辦好船員證，原訂14日
下午2點，從宜蘭頭城梗枋漁港搭乘「新航268號」出海
。台灣海巡署卻搶先以地毯式搜索，找到「新航268號
」船東，無故阻止他們出航，什麼理由也不說。

船東反悔疑受壓
黃錫麟表示， 「新航 268 號」去年底曾載保釣人

士出海，這次也很爽快答應載他們去釣魚島，卻遇到
與今年7月4日載他們出航的 「全家福號」同樣的命運
，遭到有關單位暗地施壓，而且被暗示一旦出海，就
要遭到處分，以致被迫放棄保釣任務。

黃錫麟說，原本要到澎湖、台中整補的香港保釣
船 「啟豐 2 號」，因物資落海，亟需整補，原本已把
物資在宜蘭裝船，出海後到彭佳嶼會合時整補，因此
無法成行，基於人道立場，他已爭取有關單位讓 「啟
豐2號」14日晚間於基隆八斗子漁港整補。

對於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島遭日警逮捕，黃錫
麟呼籲日方放人，否則將發起大規模抗議活動。

香港保釣人士登島消息傳來，中華保釣協會即發

布 「狂賀」的簡訊，但仍對協會無法成行表示遺憾。
黃錫麟表示，香港保釣人士登島是好事，很遺憾台灣
未能共襄盛舉。他表示，釣魚島列嶼不是日本的領土
，無權拘捕保釣人士或台灣漁民，日方的作法極為蠻
橫無理，若不放人，聯盟計劃將發起大規模的抗議活
動。

陳稱按既定政策處理
台 「行政院長」陳15日上午被問及 「對香港保

釣船遭到台灣海巡署船艇驅趕有何回應」時說，海巡
署已基於人道立場，為香港保釣船補給，這是按照既
定政策來處理。

針對釣魚島問題，民進黨發言人林俊憲表示，兩
岸不應合作，避免被操作為台灣與中國大陸合作對抗
日本，也不可以協助保釣人士製造衝突。他還說，馬
英九近來所說的 「東海和平倡議」，就是民進黨的主
張。

民進黨籍的宜蘭縣長林聰賢15日與多名漁民代表
，在蘇澳港搭乘 「護漁號」救援船，並於海上 「宣示
釣魚島主權」。

狂賀港人成功登島 遺憾未能共襄盛舉

【本報訊】據中評網台北十五日消息：8月15日是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滿 67 周年，位於台北市的日本交
流協會很不平靜，單是一個上午，就有兩大社運團體先
後到場抗議，參與抗議的民眾，各有200人上下。他們
控訴日本侵華三大罪狀，慰安婦、奴役、細菌戰，要求
日本公開道歉、停止侵佔釣魚台、阻止日本右翼極端勢
力破壞東亞穩定，記取教訓。

這兩場抗議活動分別是由兩岸和平發展論壇與婦女
救援基金會各自號召社運團體一同發起，和平發展論壇
結合時事議題，訴求日本停止侵佔釣魚島、禁止參拜靖
國神社；婦團則是抗議日本強徵台籍慰女婦，原本要求
日本政府對慰安婦作出賠償，但台籍慰安婦相繼凋零，
因此改要求正式公開道歉。

一個上午兩場抗爭
日駐台機構不平靜

▲兩岸和平發展論壇15日在日本交流協會抗議，呼籲日本政府停止侵佔釣魚島、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反省
侵略戰爭責任 中央社

▲台灣婦女團體向台北日本交流協會代表遞交抗議信
，要求日本政府公開向台籍慰安婦道歉 中新社

▲台灣保釣人士黃錫麟呼籲日本盡快釋放香港保釣
人士 資料圖片

台團體紀念抗戰高呼保釣
促日以史為鑒反省戰爭責任

保釣人士遭橫逆 全港市民燃怒火
十四名本港保釣人士，乘漁船前往

釣島宣示主權，竟遭到日方強橫無理的
拘捕扣留。事件已激起全港市民的怒火
，全球華人紛予聲援，中國外交部和特
區政府正循不同層面向日方提出嚴正交
涉，要求確保人員安全和立即放人。

事件的發生，令人完全不能接受。
本港保釣人士行動的肇因，完全是由於
日本右翼勢力近日不斷就釣島問題作出
挑釁，先有 「東京都知事」 石原慎太郎
上演一幕 「購島」 鬧劇，接日本 「自
衛隊」 又宣稱已就釣島擬定 「應對作戰
計劃」 ，一時間釣島上空烏雲密布，本
港保釣人士才憤而作出前往釣島宣示主
權的決定。他們手無寸鐵，甚至 「糧草
」 不足，但就是憑一股民族義憤，駕
駛一艘破舊漁船頂風破浪出發，不料船
甫抵釣島海域，即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廳
多艘船隻強行攔阻和蓄意猛烈撞擊，漁
船破裂下沉，五名保釣人士冒險成功登
島，最後全船十四人被日方以所謂 「非
法入境」 罪名拘捕，帶往沖繩扣押。

事件自始至終，本港保釣人士只是
和平行動，揮舞國旗、呼叫口號、宣示
主權而已，日本海上保安廳人員大可從

旁監視，但他們竟如狼似虎，開動強力
水炮衝擊，又圍攻夾擊、兜頭猛撞，假
如船上保釣人士被撞墮海，隨時性命不
保。因此，事故的發生，完全是由日方
一手造成，一切嚴重後果只能由日本方
面承擔。

中國主權不可侵、中國人民不可
侮。事件發生後，全港市民高度關注
， 「新仇舊恨」 、怒火如焚。事實是
，萌生於七十年代的 「保釣運動」 ，
正是由本港大專學生及海外留學生團
體所發起，推動、促成了整整一代人
的覺醒和成長，回歸後特區政府主要
官員和各行各業的精英中，不少就是
當年的保釣大將。而更令港人記憶猶
新、憤慨難平的是，一九九六年，前
「學聯」會長陳毓祥偕同一批保釣人士
，為回擊日方挑釁而前往釣島宣示主
權，遭到日方艦隻的攔截撞擊，陳毓
祥不幸遇溺死亡。本來平和無惡意的
宣示主權行動，在日方強蠻無理的暴
行下竟導致一位大好青年無端喪生，
事件令港人留下難以磨滅的傷痛。

今天，港人保釣，絕不孤單。昨天
在十四名本港保釣人士被日方拘捕後，

國家外交部立即作出及時的關注和強有
力的回應。昨日下午，外交部發言人秦
剛在記者會上就事件重申釣魚島自古是
中國領土，中國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
是明確和堅定的，中方正密切關注事態
的發展，要求日方不能有任何危及中方
人員及財產安全的做法。事隔僅數小時
，晚上十時半外交部副部長傅瑩，緊急
召見日本駐華大使丹羽宇一郎，並與日
本外務省副大臣山口壯通電話，就日方
在釣魚島非法抓扣中國公民事提出嚴正
交涉。

在這裡，傅瑩副部長明確指出了日
方的行動是 「非法抓扣」 ，而被抓扣的
都是 「中國公民」 。

日方無理，欺我港人，但保釣有民
心、港人有祖國，今天，港人為宣示主
權、為國家民族利益，在外遇到不公義
的對待，強大的祖國絕不會袖手旁觀，
一定會代為出頭、取回公道。

港人在保衛國家領土主權和民族大
義的大是大非問題上，從來都是義無反
顧，堅決與祖國和人民站在一起。日方
必須立即釋放被扣十四位保釣人士，並
就事件賠償他們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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