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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長春十七日消息︰在
「九一八」事變爆發 81 周年紀念日來臨之際

，位於吉林省長春市的東北淪陷史陳列館迎來
參觀高峰，許多當地市民、學生及外地遊客自
發來到這裡，重溫歷史，緬懷先烈。

陳列館講解員孟心均 17 日上午表示，隨
 「九一八」紀念日臨近，參觀陳列館的人數
與日俱增，差不多比往日多出一倍。

在陳列館序廳的大型雕刻旁，用中、英
、俄、韓、日等 12 種文字寫 「勿忘九一八
」，格外引人注目，許多參觀者駐足拍照留
念。

展廳內，一幅幅歷史圖片，一件件文物，
向人們控訴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證；而在刻
有東北抗日烈士名字的紀念碑前，擺放花束
，寄託人們對先烈們的哀思；一旁的 「珍愛
和平」雕像前擺滿了千紙鶴，那是前來參觀的
學生所摺，象徵對和平的呼喚。

來自江蘇的遊客徐欣然在看過展覽後說：
「『九一八』雖離我們遠去，但那段屈辱歷史

歷歷在目。今日的中國已非昔日的中國， 『九
一八』的傷痛不會重演。」

今年 70 歲高齡的王貴生老人，當天特意
起早，從100多公里外的吉林伊通老家趕來參
觀，他說： 「日本帝國主義給中華大地留下的
傷痛，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和平生活是先輩
們用鮮血換來的，我們不能忘記！保護釣魚島
是中華兒女的使命，我們更不能忘記！」在陳
列館出口處擺放的留言簿上，不少參觀者還留
下慷慨激昂的感言。

據介紹，東北淪陷史陳列館位於長春偽滿
皇宮博物院內，是國家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館
內共展出 1000 多件文物、1200 餘張歷史照片
及 14 個專題的原始音像資料，向人們揭露日
本軍國主義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炮製偽滿洲國
傀儡政權、推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的罪行。

據新華社北京 17 日消息，日本
明治政府於 1885 年通過沖繩縣當局
調查，認為其是無人島，於是在
1895 年編入日本領土。事實是，無
論是 19 世紀末日本竊取中國領土釣
魚島，還是 20 世紀 70 年代美日對釣
魚島進行私相授受，都不可能也沒有
改變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

《使琉球錄》明確記載
國家圖書館展出的這批資料中，

最早記載中國與琉球海上疆界的中國
官方文獻《使琉球錄》引人注目。國
家圖書館研究館員黃潤華介紹，由
1372 年明太祖派楊載出使琉球，直
到清末光緒年間日本吞併琉球的500
餘年間，明清兩代朝廷先後 24 次向
琉球王國派遣冊封使，留下大量《使
琉球錄》，今次展示的《使琉球錄》
成書於 1534 年，為明嘉靖年間冊封
使陳侃出使琉球歸來後所著。書中明
確記載了 「過釣魚嶼，過黃毛嶼，過
赤嶼，目不暇接……見古米山，乃屬
琉球者。夷人鼓舞於舟，喜達於家。
」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琉球人認
為過了釣魚島列島，到了古米山（又
稱姑米山，即現在沖繩的久米島）後
才算回到國家，而釣魚島則毫無疑問
在中國的版圖之內。

同時展出的夏子陽《使琉球錄》
（1606 年）、汪楫《使琉球雜錄》
（1683 年）、徐葆光《中山傳信錄
》所繪 「琉球三十六島圖」及 「琉球
地圖」（1719 年）等多種著作，都
記錄了釣魚島是中國的領土。

另外，明朝駐防東南沿海的最
高將領胡宗憲與地理學家鄭若曾編
纂的《籌海圖編》（1562 年），將
釣魚島等島嶼列入中國防區，是為
中國對釣魚島實行有效管轄的最早
記載之一。

日史料也證釣島屬華
除我國歷史文獻外，國家圖書館

還展出日本方面的史料，其中包括日
本著名學者井上清《釣魚島：歷史與
主權》、《關於釣魚島等島嶼的歷史
和歸屬問題》等著作，以及一幅甲午
戰爭以前日本的地圖。國家古籍專家
保護委員會主任李致忠說，這幅日本
國全圖成於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當時
並無包括釣魚島，可見無論是從歷史
角度還是法理角度，釣魚島都是中國
固有領土，連日本人也得承認。

民間貢獻逾百文獻
用客觀歷史證據說明釣魚島屬中

國，民間同樣不遺餘力。民間收藏家
、瀋陽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名譽館
員詹洪閣公開展示百多份釣魚島歷史
文獻，其中包括 1895 年在日本出版
的《日清戰爭實記》，據記載，日本
佔領了琉球 36 個島嶼，當中並不包
括釣魚島。另外，1951 年上海大公
報出版的《反對單獨對日媾和》中記
載，1951 年舊金山和約是在中國政
府未參加的情況下簽訂。二戰結束後
，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國際法上
已回歸中國。

【本報訊】據央視報道，中國學者曾赴日本國家級檔案館取證，
發現該國1885至1894年多份文件證明，1895年日本政府批准在釣魚
島設置標樁的時候，早已知道釣魚島是中國的。

日本官方曾宣稱，1885 年以後，日本政府曾多次勘查釣魚台列
嶼，並未發現中國控制的跡象。然而多年從事釣魚島研究的中國學者
、北京師範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趙英軍，近日赴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取
證後，展示了幾份日本政府的公文，證明事實恰恰相反。

1885年9月26日編號315號文件，由當時的日本沖繩縣令向內務
廳伯爵呈交，有一段關於釣魚島的表述，提到 「已為清國冊封原中山
王使船所知悉，且各自命名，並作了航標。」1885年11月21日的另
一份文件也說： 「近來報紙盛載我政府佔據台灣附近的清國屬島的傳
言，頻頻提醒清政府注意，若此時匆忙公然建立國標，恐怕反易招清
國猜忌。」

趙英軍說，上述公文說明了兩點。第一，日本在1895年前，對
於釣魚島在中國的大量歷史文獻裡有記載，已有所認識。第二，日本
當時承認清國對釣魚島擁有主權，否則不會擔心招致清國的猜忌。至
於後來日本將釣魚島編入其所謂 「領土」，只是評估清政府實力下降
，沒有實力反對與抗議而已。

【本報訊】日本共同社十七日消息稱，鑒於內地反日遊
行不斷升級，在華日本人恐慌情緒蔓延，上海、青島及蘇州
等地部分日企開始暫時撤離在華員工及家屬。

報道引述山東省青島市一名日本人說，早前約有10家
日企在反日遊行中遭襲，但對外公開的只有3家，擔心它們
的名字曝光後可能再次成為反日遊行目標。

該報道又稱，江蘇省蘇州市日本人學校的牆壁，15 日
晚至16日晨被人塗寫上辱罵日本的字句。當地15日發生的
遊行中日本料理店等約40家店舖遭到破壞。鑒於有人呼籲
在 「九一八」事變81周年當天發起遊行，蘇州和上海的日
本人學校正研究是否停課。

報道引述上海市警方人士稱，現時在地鐵裡說日語非常
危險，雖然日本人學校的小學和初中部學生乘校車上學，但
高中部學生大多乘坐地鐵，因此家長對此非常擔心。當地某
日企對日籍員工及家屬發出通知要求周末切勿外出。

北京方面，部分日企則勸告日籍員工讓家屬回國。如果
反日遊行持續下去，預計將有更多日企暫時撤離日籍員工及
家屬。一位住在北京日本大使館附近的日本主婦甚至表示，
最近一直在家裡，不敢外出。

另據本報記者方俊明廣州十七日報道，當地警方今天通
報，16 日下午民眾進行反日示威期間，個別不法分子趁機
打砸停靠在路邊一輛日系汽車。之後，又有不法分子砸碎某
舖面門玻璃和損毀兩塊廣告牌，涉案11人被查處拘留。廣
東省公安廳同時提醒群眾，凡危害公共安全或破壞社會秩序
者均屬違法，對有關行為，公安機關將堅決依法查處。

【本報訊】釣魚島自古是中國領土，
鐵證如山！國家圖書館17日舉行 「館藏釣魚

島有關文獻情況介紹會」 ，展示了數十種從館
藏中精選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簡稱釣魚島）相

關古籍善本、輿圖、報刊等資料，用大量歷史文獻證
明中國最早發現並命名釣魚島，且對釣魚島進行了長
期管轄。日方所謂 「無主地」 乃至 「先佔」 原則取得
釣島等，完全站不住腳。

日政府曾認釣島屬中國

毋忘國恥 珍愛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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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 「九一八」 事變81周年紀念日
臨近，各地與 「九一八」 相關的歷史
博物館迎來參觀人潮。圖為瀋陽 「九
一八」 歷史博物館 新華社

▲陳侃的《使琉球錄》明確記載了釣魚島在中國版圖之內
中新社

▲民國 34年由中國內政
部地圖發行許可、中國史
地圖表編纂社出版的《中
韓日形勢圖》，其中明確
標出釣魚島、赤尾嶼、黃尾
嶼等為中國領土 中新社

▲1951年上海大公報出版的《反對
單獨對日媾和》一書中已論及，釣
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在國際法上已回
歸中國 網絡圖片

社 評

日本政府必須正視中國民間呼聲
「九一八」 是中國 「國恥日」 。八

十一年前的今天，日本藉口 「柳條湖事
件」 ，悍然發動了對中國東北的侵略。
短短四個月，東北三省一百二十萬平方
公里淪陷，三千多萬父老成為日本的鐵
蹄下的亡國奴，飽受長達十四年的蹂躪
。八十一年後的今天，日本侵略本性不
改，軍國主義死灰復燃，想通過所謂
「國有化」 ，侵佔我神聖領土，再次點

燃中國人民的抗日怒火。
連日來的保釣示威是中國反日情緒

的大爆發，震驚世界，也震懾了日本。
從北京、上海到廣州、深圳，從香港、
台灣到美國、加拿大，成千上萬的中華
兒女，自發走上街頭，高呼 「還我釣魚
島」 、 「主權領土不容侵犯」 等口號，
道出海內外炎黃子孫保家衛國的共同心
聲。這次自中日建交以來規模最大、人
數最多的保釣大示威，反映了中國民間
對日本侵略行徑的強烈憤慨，展現出中
國捍衛領土主權的堅定決心和意志，是
中國民間對釣魚島主權的強硬宣示。

遺憾的是，日本方面 「冷對、漠視
」 中國民意，在釣魚島問題上依然一意
孤行，不思悔改。在談到應對中方反制

措施時，野田一面假惺惺地大談中日友
好大局，呼籲中方對日 「國有化」 釣魚
島表現出冷靜和理解，一面頑固堅持
「釣魚島是日本領土」 的立場，繼續強

化對該島嶼及周邊海域的警備，並賦予
海上保安廳以陸上警察權，對中國保釣
人士登島宣示主權可現場拘捕。同時，
野田還準備在聯合國大會上與中國繼續
對抗。隨事態發展，日本方面可能還
會進一步冒險，繼續激化釣魚島局勢。

日本政府自認聰明，以為摸清了中
國的行事風格和習慣，估計中國人的憤
怒是暫時的，中國政府的反制也會適可
而止，日方可暫避風頭，蒙混過關。然
而，日本的 「小算盤」 完全打錯了。漠
視中國民意，只會引起社會反日情緒的
更大反彈，低估中國的捍衛領土主權的
意志和決心，也會令日本付出更慘重的
代價。在釣魚島問題上，無論是短期的
「遭遇戰」 ，還是長期的 「持久戰」 ，

中方將奉陪到底，絕不會後退半步。
民意是水，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過去，中日老一輩領導人以卓越的智慧
和膽識，破解了中日關係 「死結」 ，兩
國人民通過頻繁的民間交往，奠定了堅

實的互信基礎，共同托起了中日大局，
保證了兩國幾十年的友好合作關係。如
今，日本右翼反華勢力大行其道，致使
兩國關係的基礎受到毀滅性衝擊。

在反日示威中確實出現的不理性舉
動，對此中國社會各界給予了嚴厲譴責
，相關人員也將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
，不要忘記，這些事件因何而起？誰才
是導致日本企業、產品受損的真正 「元
兇」 。正是野田、石原等一批政客，為
一己之利，轉移國內矛盾焦點，在中日
關係上玩火，才把自己的國民、企業推
向中國人的對立面。在中方懲處打砸搶
肇事者的時候，最該捫心自問、作深刻
反省的是日本政府，最應為受損日企負
責的是野田內閣。日本政府必須看到，
只有放棄冒險，使中日關係重回正軌，
在華日本國民和企業的安全才有保障。

經歷過 「國恥」 屈辱和磨難的中華
民族，最珍惜和平，最痛恨侵略，在捍
衛領土主權完整上有最堅強的意志。在
「勿忘國恥，振興中華」 成為中國時代

強音的今天，日本的陰謀注定不會得逞
。日本政府若對中國強大民意置若罔聞
，繼續 「玩火」 ，最終必將自食惡果。 關 昭

特首宴議員 被當鴻門宴

井水集

特首梁振英昨日在政府總部宴請
新一屆立法會議員，在港的主要官員
司局長全部出席；然而，新當選的七
十位議員，只有四十七人出席，民主
黨、公民黨、人民力量的當選者都沒
有出席，場面難免顯得有點尷尬。

當然，改善行政立法關係是一個
長遠而又複雜的問題，並不是靠一餐
飯便可以解決；但新一屆立會會期即
將開展，特首和主要官員也是新上場
，兩方正好坐下來在一個適當的場合
互相交流、認識一下，觥籌交錯當然
不會有什麼深入的探討，酒酣耳熱也
不是討論尖銳議題的時機，但 「摸酒
杯底」 最少也不失為一個表示善意的
形式。民主黨、公民黨和人民力量竟
全部缺席，實在令人驚訝。

缺席者大概以為， 「道不同不相
為謀」 ，拒絕出席特首午宴是一種
「政治態度」 ，是 「站穩立場」 的表

現，也是給梁振英一點顏色瞧瞧。那
麼，人們實在很難明白，他們這個議
員日後怎麼當得下去。

立法會議員當然負有監督政府施
政之責，但同時行政立法之間也存在

一個互相配合的關係；這配合不是為
政府、為梁振英，而是為市民。因為
政府政策、施政最終的受惠者或受害
者都是市民，而政府施政不可能每一
項都對或每一項都錯，這就需要議員
以市民利益為依歸、以實事求是的態
度去作出審議，督促政府落實或改善
。只有這樣，行政立法才能發揮應有
功能，才能造福社會和市民。

不幸的是，剛結束的一屆立法會
，人們見到的行政立法關係是掣肘的
多、配合的少，反對的多、贊成的少
，而在審議過程中則是理性討論、積
極建言的少，惡言謾罵、粗暴否定的
多，還有 「拉布」 、流會就更不在話
下了。如此一種行政立法關係，如此
一個立法會，是市民所願意見到的麼
？是符合全體市民根本利益的麼？答
案是不言而喻的。

一頓午宴事小，但觀微知著，未
來反對派議員對特區政府、對特首施
政拒不合作的態度，以及對未來議事
規則、效率和行政立法關係的損害，
十分值得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