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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田外交被抨野田外交被抨粗暴失禮粗暴失禮
無視胡主席警告無視胡主席警告 返國次日即返國次日即購島購島

【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及新華社12日報道：日本前總務大臣、民
主黨黨首競逐者原口一博12日激烈地批評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指他在與中國國家主
席胡錦濤見面後第二天，即確定 「國有化
」 釣魚島，是在外交上失職，導致中日關
係遭遇冰點。

日本民主黨黨首競選討論會12日在東
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行。首相野田佳彥、前

農業大臣赤松廣隆、前總務大臣原口一博和前
農業大臣鹿野道彥4名候選人展開了激烈的辯論。

無視中方立場和感情
其中在進行到外交問題討論環節，日本前總務大臣

原口一博毫不留情地當面批評了野田佳彥，他表示，野田
在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當面交談後第二天，就確定釣魚

島的 「國有化」方針，完全沒有考慮對方的立場和感情，這
在外交上非常失禮。

胡錦濤9日在俄羅斯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次領導人非
正式會議期間與野田 「相遇交談」了約15分鐘。胡錦濤當時鄭
重指出，日方採取任何方式 「購島」都是非法的、無效的，中
方堅決反對。日方必須充分認識事態的嚴重性，不要作出錯誤
的決定。

原口說，野田一直強調要與中國深化戰略互惠關係，發展
雙贏的關係，而行動上卻強硬地一步步把對方逼到牆角。原口
最後表示，野田的外交方式是粗魯而缺乏誠意的。如今導致中
國對日本一系列強硬表態，只能怪野田咎由自取。

叫囂舉全國之力 「護島」
野田則辯稱，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領海安全，日本必

須加強防衛。在談到釣魚島問題時，野田宣稱，日本必須
對釣魚島實施 「國有化」方針，並舉全國之力強化對釣魚
島的 「警備體制」。

野田在闡述其執政理念時表示，自己已經擔任了
一年的民主黨黨首和國家首相，但目前仍有很多沒

有完成的事業需要去繼續完成，因此決
意再次參加黨首競選，以完成自己的政治
目標。

野田提出的4項新執政理念分別是，實現日
本經濟的重建；建設溫暖型社會；實行政治改革、
行政改革和地方主權改革；捍衛國家自立，建立亞
洲繁榮新秩序。

12日的競選討論會上，除野田以外的3位候選人紛
紛對野田佳彥就增稅導致民主黨分裂，脫核政策，日本
是否加入TPP等進行了激烈的提問。新黨首選舉將於9月
21日投票。如果屆時野田佳彥不能連任，日本將再次面臨
首相更迭。

日外相堅稱不取消「購島」
此外，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12日在東京表示，日本政府

不會撤銷購買 「尖閣諸島」（即中國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中三個島並 「收歸國有」的決定。

玄葉在記者會上辯稱， 「尖閣諸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
，此次（購買）是（國內土地）的所有權過戶，因此不可能
改變（日本政府）購買和擁有的決定。

有關國有化以後的釣魚島問題的處理方式，玄葉表示：
「目前基本做到了平穩安定地維持管理」，但暫不考慮建

設漁船避風港等設施。
玄葉同時表示： 「希望中方以冷靜、恰當的方式對

待此事」，再次要求中國政府確保在華日本人的安全。
他還說： 「不能讓事態進一步激化，雙方都能從大局
出發加以應對是非常重要的。」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及《朝鮮日報》12日
報道：美國 12 日再次強調自己在領土爭議問題
上保持中立，但表示希望中國與日本不要因為領
土爭端而令矛盾升級，並指出全球第二大與第三
大經濟體間的緊張關係，有可能會產生全球性影
響。

美國助理國務卿坎貝爾在華盛頓表示， 「這
（亞太地區）是全球經濟的操控室，分量無可比擬
，希望所有領導人都牢記這點。」

他還表示： 「坦白地說，我們認為，基於現
階段情況，我們希望雙方保持頭腦冷靜。保持和
平及穩定與美國利害攸關。我們相信，和平對話
以及保持和平穩定一向最為重要，尤其是在當前

這種情況之下。」

李明博籲美勿一味偏袒
另訊，韓國青瓦台相關人士11日透露，總統

李明博在 APEC 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同美國國務
卿希拉里會面時表示，日本正在走向極右主義。

李明博說： 「日本正在走向極右翼主義。為
了東北亞和平，日本應該放棄右翼主義態度。」
報道稱，李明博此番發言，是希望美國不要只忙
着調解韓日關係，還應積極指出日本的錯誤。希
拉里9日在記者會上表示，APEC期間分別同韓日
首腦舉行會晤，敦促雙方在領土糾紛問題上保持
冷靜和克制。

【本報訊】據中央社東京12日報道：日本 「讀
賣新聞」12 日報道，日本政府曾研擬 8 種運用釣魚
島方案，包括在釣魚島上修建燈塔，但為避免刺激
中國作罷。

報道指出，日本政府當初擬定從A案至H案的
8階段方案：A案是維持現狀、B案是實施環境保護
、C案是修建燈塔、D案是建 「船塢」、E案是進行
海洋資源調查。

日本政府在研擬將釣魚島國有化的過程中，首
相野田佳彥對於 B 案、C 案關心度高，希望在釣魚
島既有的燈塔上，將燈塔的光源改為LED燈。至於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要求在島上建 「船塢」是 D
案。E 案是進行海洋資源調查、最強硬的 H 案是派
自衛隊常駐。

據悉，野田、官房長官藤村修等政權核心人物
8 月 30 日聚在首相官邸討論了這些建議案。外相玄
葉光一郎因擔心中國反彈，希望採A案，但是野田
考慮到石原的意向，認為不能什麼都不做。最後，
玄葉與副首相岡田克說服了野田決定A案。

日曾研8方案購釣島

【本報訊】據中新社東京 12 日報道：日本完成
釣魚島 「國有化」後，日本多家主流媒體認為野田
佳彥的做法有個人政治意圖，對中日關係的大局不
負責任。

日本《東京新聞》在 12 日的社論中表示，
「讓人覺得奇怪的是，日本政府為何在中日關係如

此緊張時刻，再以 『國有化』的方式讓兩國關係雪
上加霜？這讓人不禁聯想到正在進行的民主黨新黨
首選舉，野田有為選舉造勢之嫌」。

社論中指出，野田在選舉公告中，特意把釣魚
島 「國有化」作為其政績進行宣傳，並持續在外交
問題上表現強硬立場，刻意想改變外界對他的外交
軟弱印象。由此引來了中國方面的強硬抗議，中日
關係遭遇冰點。

社論中還表明，「面對領土問題，應減少與相關
國家不必要的摩擦。為此要多從對方立場去考慮，
盡量減少刺激對方。而就野田的表現來看，為了應
對黨首選舉，野田可能故作強硬表態，將中日關係
，中國制裁日本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而拋之腦後」。

日本《北海道新聞》則在 12 日的社論中指責日
本政府，一手製造了讓中日關係陷入僵局的惡果。
社論中寫道，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表明要 『購
買』釣魚島，中央政府就以此為理由趁機將釣魚島
『國有化』，難道政府就不能禁止石原 『購島』，

維持現狀嗎？」
社論中還指出，政府匆忙就將釣魚島 「國有化

」，但完全沒有向國民詳細解釋為何 「購島」費用
要佔用百姓稅金。日本此番高調 「國有化」，帶頭
挑起國際爭端，引發了國際社會的不滿，如果中國
將日本告上國際法庭，也理由十足。

日本《琉球新報》也在 11 日發表社論稱，在釣魚
島問題上，作為日本要特別注意不要刺激中國，而
要尋求和平解決的辦法。在當下的日本，沒有人願
意通過武力來解決這個問題，中日戰爭是一場噩夢
，日本人早在二戰中就已經深深明白了這個教訓。

【本報訊】據日本
共同社 12 日報道：日本
前首相安倍晉三 12 日下
午在自民黨總部召開記
者會，正式宣布競選自
民黨黨首。安倍有意與
大阪市市長橋下徹領導
的 「大阪維新會」合作
，使政黨運營方式及政
權結構形態做為本次總
裁選舉的爭論焦點。

安倍在記者會上稱：
「我決定竭盡全力響應志同道合者的呼聲，我將堅

決維護日本人的生命財產。」安倍提及2007年突然
辭去首相職務一事並道歉稱： 「儘管當時有病在身
，但應對國民及黨內成員由衷地表示歉意。」

安倍公布的執政理念中包括修改憲法、允許日
本行使集體自衛權、建設日本版國家安全保障會議
等。作為日本最大在野黨，自民黨將在本月26日舉
行黨首選舉。

曾任日本前首相的安倍具備一定的知名度，在
地方也有較高人氣。然而，自民黨內對其突然辭職
、 「放棄執政」之舉仍有強烈不滿，有觀點認為，
安倍僅能獲得部分國會議員的支持。

【本報訊】據新華社 12 日報道：華盛頓、
紐約、芝加哥、三藩市等地華僑華人正在籌備一
系列 「保釣」活動，抗議日本侵犯中國釣魚島主
權、破壞亞太地區和平穩定，並要求美國政府不
要偏袒日方。

華盛頓地區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吳惠秋
11 日說，按照計劃，華盛頓、紐約、休斯敦、
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磯等地將於15日至18日
舉行遊行、集會、向日本駐美使領館遞交抗議信
等一系列 「保釣」活動，規模從數百人到上萬人
不等。

吳惠秋說，各地華僑華人組織的示威活動得
到來自海峽兩岸及港澳地區僑胞的熱情回應，不
少人積極申請參加、簽署抗議信或捐款。華盛頓
主要的華僑華人團體已組成當地僑界 「保釣」委

員會負責組織活動，定於 16 日上午在日本駐美
大使館前舉行 「保釣護土」示威活動，並於 18
日 「九一八事變」紀念日向日本駐美大使遞交抗
議信。

吳惠秋說，主辦方還計劃致信美國總統奧巴
馬、國務卿希拉里以及國會議員，再度詳細剖析
釣魚島問題的歷史原委，呼籲美方正視中方維護
領土主權完整的嚴肅立場，不要偏袒日方；同時
也呼籲美方在涉及這一問題時使用 「釣魚島」的
英文譯法，而非日方所用的 「尖閣諸島」。

另外，菲律賓中國商會和最大的中文報紙
《世界日報》12 日分別發表聲明和社論，強烈
譴責日本政府不顧中方一再嚴正交涉，宣布 「購
買」釣魚島實施所謂 「國有化」。

美華僑籌備保釣大遊行

美恐中日關係緊張影響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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