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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島爭端升級 美國助紂為虐 輕中史何以言國教

社 評 井水集

就在釣魚島爭端不斷升級，中方開
始出手反制之際，一直躲在幕後的美國
終於出山了。美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的
助理國務卿坎貝爾， 「情真意切」 地對
事態表示關注，希望在當前形勢下能有
「冷靜的聲音出現」 。

美國出山的時機頗耐人尋味。在近
五個月的時間裡，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
郎和野田內閣圍繞 「購買釣魚島」 ，掀
起一波又一波惡浪，美國視而不見。日
本艦艇衝撞我保釣漁船，抓捕我保釣人
員，美穩坐泰山。日本參拜靖國神社，
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慰安婦問題，美
化侵略戰爭，作為參戰一方的美國依然
無動於衷……當日本政府 「購島」 鬧劇
已經謝幕，中國被迫接連推出反制措施
，日本即將為自己的強盜行徑付出代價
的時候，美國出山了。 「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 ，美的 「理性」 也好， 「冷
靜」 也罷，就是要中國不要 「妄動」 ，
所謂的 「維持區域和平與穩定」 ，說白
了也就是保護日本免受懲罰。

在整個 「購島」 鬧劇中，美國扮演
了極不光彩的角色。人們還清楚地記得
， 「購買釣魚島」 是石原在華盛頓的一

次研討會上首次提出。這並不奇怪，日
本極右勢力感到只有在自己 「主子」 的
懷中才有冒險的底氣，才敢 「冒天下之
大不韙」 。此後，美國用聯合軍演為盟
友撐腰打氣，用《美日安保條約》適用
於釣魚島為奴才壯膽，使日本在危險的
道路上越走越遠。釣魚島危機發展到今
天這個地步，有日本的肆意挑釁，更有
美國的助紂為虐。可悲的是，美國敢
「為」 卻不敢 「當」 ，至今仍用 「不持

立場」 來搪塞，着實令人作嘔。
美國在中日惡鬥中獲得了實實在在

的好處：釣魚島爭端成為美 「重返亞洲
」 戰略的重要 「樁腳」 ，把日本牢牢地
綁在美國戰車上。即便社會上偶爾出現
對美軍基地的質疑聲，但再也不會出現
諸如 「脫美入亞」 等大的政策宣示，也
不再奢望能圓 「世界大國」 之夢。中日
對峙越烈，日本對美的依賴越強。在不
斷熱炒的 「中國軍事威脅」 的背景下，
中日大局變得脆弱不堪，美日同盟的基
石卻越築越牢。中國也不得不時常要求
美國別在亞洲煽風點火，呼籲美在涉及
領土爭端中真正秉持 「不持立場」 的立
場。無形中，美國儼然成了亞太爭端的

「仲裁者」 和 「領導者」 ，這正是美國
希望看到的。

回顧歷史，釣魚島爭端的罪魁禍首
正是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
《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確
規定了日本的領土範圍，要求日本將所
竊取的中國領土歸還中國。一九五一年
九月八日，美將戰勝國中國、蘇聯排除
在外，與日本私下達成《舊金山和約》
，將北緯二十九度以南的西南群島（琉
球群島及大東群島）交美託管，釣魚島
未在其中。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美國政府發布《琉球列島的地理界限
》，擅自擴大美託管範圍，將中國的釣
魚島裹挾其中。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七日
，美日簽訂 「歸還沖繩協定」 時，釣魚
島等島嶼也一併被列入 「歸還範圍」 ，
由此種下禍根。冷戰結束後，美日不再
需要借助中國抑制蘇聯，日益崛起的中
國成為威脅美 「一超」 地位的主要對手
，釣魚島爭端遂持續升級，成為美強化
美日同盟，遏制中國的重要平台。

和平、合作是當今世界潮流，美國
靠投機、挑撥獲取利益只是暫時的，遲
早難逃失敗的厄運。

大公報日前舉辦 「中國歷史與國
民教育」 座談會，多位教育界人士出
席。

把中國歷史科與眼前國民教育科
的開設聯繫起來探討研究，顯示座談
會取向正確和公正，並不是為了替梁
振英政府講好話。事實是，自國教風
波出現以來，不少教育界人士已經指
出：問題的根源不在 「國教」 ，而是
「中史」 ；當前急務，也不在開設
「國教」 科，而是重開 「中史」 為中

學必修科。 「反國教」 家長的顧慮主
要是不理解政府為何要在這個時候推
出這一個新科目，名字叫做 「國民教
育」 。 「國民教育」 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什麼內容？是文化、哲學？歷史
、地理？還是時事、政治？

而對不少長期關心教育的有識之
士來說，國教科如何開設、何時開設
，並不是一個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
，更根本的問題在中國歷史科，為什
麼一個如此重要的科目會從中學課程
中 「被失去」 ？

回歸後不久，教育當局大張旗鼓
進行課程改革。改革的結果，中學課

程分為必修科與選修科，四個必修科
是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教育，餘
十多科皆為選修科，包括中國歷史。
學生最少選修兩科即可。如此數年折
騰下來，今年首屆新高中會考，報考
中國歷史科的，只有二千多人！

看來，要不了多久，大學歷史科
可能會收不夠學生，而 「惡性循環」
，未來中學能夠教中史的老師也會
「買少見少」 ，選修中史的學生就更

成 「怪物」 了。
當然，有關主事官員會說，此種

課程劃分法是最先進、最靈活、最能
適應學生未來升學和就業需要的，歐
美中學多是如此。此話可能不虛。但
是，美國不是香港，不是一個曾經經
歷一百五十年殖民統治的地方；香港
回歸祖國，學生需要的不是少講過去
、不讀歷史，而恰恰是要多講過去、
多讀歷史，只有增加對中國千年歷史
文化的了解，包括近代史和當代中國
，才有可能對這個國家的變化和今天
的一個中國人應有的態度有正確的認
識。多讀中國歷史，就
是最好的國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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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倘經濟制裁中國倘經濟制裁 日難招架日難招架
【本報訊】日本政府一意孤

行，實施所謂釣魚島 「國有化」
，中方如何反制，備受各方關注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
研究院研究員金柏松12日向中
新社記者表示，不排除官方進行

經濟制裁的可能。目前日本經濟嚴重依賴中
國，一旦中方啟動經濟制裁，或引發日本經
濟危機，日本將為此付出巨大代價。

擁戰略資源與市場優勢擁戰略資源與市場優勢

中新社引述金柏松指出，中日兩國一衣帶水，分別
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經濟體，雙方經貿往來頻繁，經濟
依存度不言而喻。面對日趨緊張的局勢和隨時可能引發
的經貿關係惡化，金柏松說，經貿對峙對雙方都有殺傷
力，但中國承受能力遠高於日本，日本經濟軟肋明顯。

主權債務風險是日軟肋
日本經濟發展的 「腠理之疾」在於其超高的公共債

務水平和主權債務風險。日本是全世界政府負債最高的
國家，加上近年來日本已陷入經濟下行、稅收減少、刺
激無力的惡性循環，主權債務風險超過危機警戒線，任
何外來或內在因素都可能誘發大規模危機。如果中國啟
動經濟制裁，引發日本經濟衰退，其稅收必然隨之下降
，政府債務惡化趨勢將無法扭轉。此時若國債持有人失
去信心拋售國債，危機極可能爆發。

戰略資源制日王牌
目前，日本經濟界已經開始擔心，釣魚島事件可能

引發的中國經濟制裁 「組合拳」會讓日本招架不住。對
此，金柏松強調，戰略資源是能夠有效制衡日本的一張
「經濟牌」。以稀土為例，稀土等戰略資源是發展高端

製造業、生產高端工業材料必不可少的原料，而中國的
稀土儲量約佔世界總儲量的23%，承擔了世界90%以上
的市場供應。日本高端製造業的稀有金屬多從中國進
口。

金柏松建言，中國政府可以援引世貿組織國家安全
例外原則，建立戰略資源出口管制體制，禁止向日本出
口軍用或可能用於軍用的戰略資源。

日本不能失去中國市場
此外，就一般商品的進出口貿易而言，日本對中國

市場的依賴程度遠甚於中國對日本的依賴，中日經濟對
峙還可能讓本已 「難產」的中日韓自貿區雪上加霜。

金柏松指出，日本企業失去中國市場等於失去世界
市場，但中國完全可以通過開發國內市場和新興市場取
代日本。食品、農產品佔中國出口日本產品的很大比重
，由於檢驗檢疫標準很高，這些產品質量優良，在中國
國內或第三國非常暢銷。

「中國會告訴日本，中國的經濟制裁足以令其明確
將為在釣魚島問題上挑釁付出巨大代價。」金柏松強調
說。

經濟反制 戰略首選 馬浩亮

在日本政府執迷不悟推行 「購島」鬧劇的情況
下，中國通過各個途徑和層級表達了抗議，以實質
行動反制日本已經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綜合各方
面因素來看，經濟反制應當成為中國的戰略首選。
此間觀察家認為，以經濟手段反制日本，從效果上
而言可以直接迅速地令日本感到疼，而相較於政治
和軍事手段，經濟手段也更具有伸縮彈性，進退更
為靈活，為中國自身預留足夠的迴旋餘地。

首要的一點是，中國現時有足夠的實力來進行
經濟反制。中國已成為日本的最大貿易夥伴，日本
則為中國第三大貿易夥伴，雙邊經貿規模由 1972
年的10億美元上升到2011年的3400多億美元，但
當中日本出口中國達 1946 億美元，佔 57%，日本
對中國經濟的依賴更大。許多日本銀行、財團和製
造企業，已經將大部分業務布局中國。尤其當前日

本經濟萎靡不振，本月 10 日日本內閣修正今年第
二季度實際GDP僅增長0.7%，按名義GDP計算更
萎縮1%。

雖然日本具備資金和技術優勢，但中國現在是
亞洲乃至世界經濟的重要發動機，擁有廣袤市場和
發展潛力，如果停止向日本傳導動力，則日本經濟
將滑向停擺邊緣。

中國手中的 「經濟牌」也比較多，譬如可以對
支持右翼的日本企業進行制裁，提高來華投資門檻
，暫停兩國在金融市場方面的合作，停止對日資源
出口等。去年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訪華時，中日簽署
了互購國債的協定，並同意推動便利人民幣與日圓
在貿易結算中的使用，允許日企在東京發行人民幣
債券等。如若釣魚島風波持續，未來的合作落實前
景堪憂。

另外必須看到的是，日本此次的愚蠢行徑，不
僅開罪中國，更失信於亞洲鄰國。在亞洲經濟一體
化的進程中，東盟與中日韓 「10+3」被認為是核
心動力，而中國與東盟的合作更為有成效，自貿區
穩步推進。如中國對日本實施經濟反制，並與日本
在東南亞市場展開競爭，則日本將在亞洲經濟舞台
上被邊緣化，令經濟雪上加霜。

當然，經貿往來都是雙向的，中國固然也要遭
受損失。但主權和領域高於一切，為維護領土完
整，經濟犧牲也應在所不惜。中日本來應構建戰
略互惠關係，但既然日本執意變 「惠」為 「毀
」，則中國退無可退，自當奉陪，拉滿強弓
，用經濟反制的利箭直射日本經濟的靶
心和命門。

【本報北京十二日電】

【本報記者夏微上海十二日電
】針對日本政府所謂 「購買」釣魚
島行為，在上海，12日不斷有市民
湧到日領館門前揮動五星紅旗高唱
國歌。儘管昨日是工作天，但不少
抗議群眾專門請假或借休息時間趕
來，當中遍及各個階層的人士。

記者12日一早到日本駐上海領
事館區域觀察發現，截至下午五時
，至少有 8 批人士前來抗議，國歌
4次響徹日領館區。

另一方面，多個香港保釣團體
十二日到日本駐港領使館請願遞信
。新界社團聯會聯同民建聯逾三十
名成員，昨午到日領事館下撕爛軍
旗，高呼抗議口號。新社聯理事長
陳勇表示，為讓其他國家的人知道
他們的訴求和主張，組織特意派出
一名代表，並用帶濃重日本口音的

英語讀出聲明。

民眾籲抵制日貨
據中通社12日報道︰除上海和

香港外，包括北京、廣州、石家莊
、威海在內多個內地城市民眾舉行
反日遊行，同時網絡上 「抵制日貨
」的聲音也驟然增多。

本報記者王悅、實習記者何欣
報道︰記者12日走訪廣州市內日式
餐廳和日資超市，發現其生意都受
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位於廣州
珠江新城的某日式餐廳，下午五時
只有三兩零星食客，與周圍其他餐
廳幾乎店店滿座的情況形成鮮明對
比。在日資超市裡，與往日相比這
裡的人流明顯減少，售貨員比顧客
還多。

【本報訊】正當國家對日實行
經濟反制引起熱議之際，民間已率
先採取實際行動。一場拒絕到日本
旅遊的浪潮，已在內地各大城市猛
然颳起，有旅行社甚至停辦日本遊
以示抗議。現時內地是日本的第二
大旅客來源地，若怒潮持續下去，
對日本經濟的 「殺傷力」絕對不容
低估。

上海︰旅客憤而退團
記者張帆、實習記者俞宛岑報

道︰赴日遊退團始於 11 日，當天下
午上海國旅就有 2 位已報名赴日遊
的旅客前來辦理退團手續；上海錦
江旅行社 12 日上午也有 6 名遊客退
團。上海春秋旅行社則稱，從 11 日
開始報名人數開始減少，初步統計
截至今天比月初減少了 3-4 成左右
。

北京︰旅社停辦日本遊
記者張靖唯報道︰為抗議日本

侵犯中國對釣魚島主權，12 日上午
，中國康輝旅遊集團宣布，全國220

家公司及 5500 家門店從即日起停止
銷售日本遊產品、停止組團前往日
本旅遊，在「釣魚島」問題沒有解決之
前，都不會恢復日本遊的組團。

深圳︰日本機票滯銷
記者黃仰鵬報道︰深圳招商國

旅負責人 12 日表示， 「以前一天有
幾十張出票，現在一天一張都不到
。」迄今已連續一個多星期未出過
赴日本遊的機票。她還稱，赴日遊
客擔心受近期局勢影響，日本當地
不安全，也有人退團以示對日本抗
議。

廣州︰撤日本遊廣告
記者黃寶儀報道︰廣東中旅、

南湖國旅等都表示撤銷各種線路推
介廣告，廣州中青旅則直接表示，
「現在沒有日本團隊了，已經停止

收客。」不過旅行社表示，如果釣
魚島事件持續升級，對於剛從地震
後恢復過來的日本旅遊將又是一大
重創，可能影響程度將不亞於 2011
年的日本核災難。

民眾示威 抵制日貨

▲多個香港保釣團體在日本領事館外抗議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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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多個大城市昨日有民眾上街抗議日本政府 「購買」 釣魚島
法新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