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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水河

兩岸血濃於水 保釣責無旁貸 邪惡之事由民選開始？

社 評 井水集

這兩天是台灣保釣運動史上值得紀
念的日子。近百艘漁船昨天浩浩蕩蕩地
從宜蘭南方澳漁港出發，奔赴釣魚島，
將於今天清晨繞島一周，甚至不排除登
島，抗議日本政府強佔釣魚島。這是台
灣首次由漁船自發組織的大規模保釣護
漁行動，為台灣 42 年的保釣史翻開了
新的一頁。上周大陸千帆並進赴釣島，
這周台灣同業以實際行動響應。兩岸漁
民心有靈犀、輪番示威，讓日本公務船
疲於應備，也向日本政府展示了兩岸中
國人團結一致的民族情懷和同仇敵愾的
保釣決心。

位於台灣東部的南方澳漁港當天海
象不佳，並不是一個適合出海的日子，
但宜蘭漁民堅定出航，傾盆大雨澆不滅
積聚在心中的怒火，即使是狂風惡浪也
要一闖釣魚島。多年來只要台灣漁船一
進入釣魚島附近海域就會受到日方艦艇
的干擾，輕則警告驅趕，重則逮人罰款，
嚴重影響了台灣漁民的生計。這次出海
保釣正好可揚眉吐氣、一洗屈辱。

台灣的保釣運動由來已久。1970年
8 月美國駐日本使館發表聲明稱，美國
政府準備在一年後將釣魚島與琉球群島

一起交還給日本。消息傳到島內，社會
嘩然。9 月《中國時報》4 名記者搭乘
海洋探測船登上釣魚島宣示主權，從此
拉開了中華民族保釣運動的序幕。在隨
後的幾十年裡，台灣的保釣運動雖然經
歷了高低起伏，但保疆護土的決心和意
志從未動搖，時至今日，島內的保釣熱
情不減當年，而且反應之快、態度之硬
、聲勢之大，近年罕見。

據悉，日本政府也將派遣艦艇和警
察阻撓漁民繞島和登島，預料屆時情勢
險峻。不過，最近大陸漁政船、海監船
也頻頻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行，相信日
方會有所顧忌。由此也可能會創下兩岸
艦艇同場保釣的紀錄。

兩岸目前由於歷史政治因素仍處於
分離狀態，也因軍事互信不足而未就保
釣問題展開協商。島內 「台獨」 勢力也
對兩岸保釣極盡誣衊之詞，因為他們擔
心這會使兩岸關係更加緊密。儘管存在
種種困難和阻撓，兩岸仍以各自的方式
「抗日」 。因為這種心照不宣的默契並

非人為所能阻撓和打破，它蘊含了濃厚
的中華民族情懷，體現了兩岸同胞血濃
於水的手足情，喚起了兩岸共同的歷史

記憶，尤其是抗日史。在上世紀中國積
弱的年代，兩岸民眾都遭受了日本軍國
主義鐵蹄的蹂躪，大陸軍民固然奮勇抗
敵，但淪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沒有袖
手旁觀。正是這種切不斷的歷史聯結，
令兩岸在處於分隔狀態的時候，仍能同
仇敵愾、一致對外。

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
中國的固有領土，兩岸同胞對這一事實
有着共同認知和主張，對日本近期策動
的 「購島」 鬧劇同感憤慨，堅決反對，
絕不接受。兩岸同胞是一家人， 「兄弟
鬩於牆，外禦其侮」 。維護對釣魚島及
其附屬島嶼的主權，維護中華民族整體
利益，是兩岸同胞義不容辭的共同責任
。北京和台北各自採取的維護中華民族
整體利益的舉措，都得到了全體中華兒
女的堅決支持。兩岸在釣魚島問題上是
命運共同體和利益共同體。聯手保釣，
責無旁貸。

任何團結的力量都足以讓敵人懼怕
。日本一邊佔島，一邊卻聲稱要與台灣談
判漁權。這根本就是「兩面手法」，意圖
分化兩岸保釣力量。台灣對此應有清醒
的認識，切勿掉入日本的「糖衣陷阱」 。

失去香港主教一職的陳日君，近
年屢有驚人之語。本來公眾對這位
「半個」 政客的怪言怪語習以為常，

但令人想不到的是，為達到反對國民
教育的目的，竟然搬出德國納粹、意
大利法西斯與之相比，聲稱 「邪惡之
事由國教開始」 。此等言行，只能用
胡言亂語、恬不知恥來形容了。

什麼叫做 「納粹因國民教育而起
」 ？任何讀過歷史的人都知道，納粹
上台有着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背景，
絕非所謂的 「國民教育」 導致。事實
上，當時歐洲幾乎所有國家都有推行
效忠君主的 「民族主義教育」 ，何以
英法荷比盧沒有納粹法西斯，只有德
意才有？這足以說明問題。按陳日君
荒謬的邏輯，納粹上台是基於民主選
舉制度，那麼是否同樣可以說，由於
民主才導致了戰爭、 「邪惡之事由民
選開始」 ？

其次，當前特區政府推行的國民
教育，是類同於西方社會普遍存在的
公民式教育，其根本目的是要鼓勵學
生認識自己國家，並培養獨立思考能
力。這種國民教育與七十年前的德國

納粹黨、意大利法西斯、日本軍國主
義洗腦教育有着本質區別。將七十年
前的事物與當前相比，到底是陳日君
自己被 「洗了腦」 ，還是說他仍然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陰暗羅馬世界
裡？

其實完全可以明白，陳日君如此
胡言亂語，無非是要以極端的例子來
證明自己反國教的正當性。不可否認
，國教獨立成科一事上，社會存有爭
議。但如果實事求是地去看，公眾並
非反對國民教育本身，更非反對認識
自己的國家，而是對課程的部分內容
以及推行方式存有疑問。

身為前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的陳
日君，明知如此仍然以一個極其錯誤
的比喻來抹黑國民教育，更意圖以反
國民教育來反對實施多年的 「校本條
例」 ，做法自大自私之極，幾近恬不
知恥。

奉勸陳日君一句，以極端的手段
去證明自己，最終傷害的只會是他個
人的公信力，以及整個天主教會的公
眾形象。

另據新華社 24 日引述中國農業部消息稱，目前
有10艘漁政船在釣魚島海域執行護漁維權和執法管
理任務。

10艘漁政船在釣島護漁
農業部新聞辦公室負責人說，為維護海上生產秩

序，加強漁業資源管理，保障中國漁民生命財產安全
，農業部依法在東海及釣魚島海域等中國管轄海域堅
持實施常態化護漁巡航。目前，在釣魚島周邊有近
200艘漁船。

另據《讀賣新聞》24 日報道，北京時間 24 日上
午9點40分左右，中國漁政船 「漁政310」從赤尾嶼
西北約 22 公里海域駛入 「日本領海」。截至 24 日上
午 10 點，共有 3 艘中方公務船在釣魚島 12 海里近海
內巡航。這是日本政府自9月11日實施 「國有化」方
針以來，中方公務船第3次進入12海里海域。

報道稱，還有8艘漁政船在釣魚島周邊水域航行
，當中6艘在日本所謂毗連區水域。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藤村修在 24 日上午的記者會
上稱， 「日方要求中方公務船退出日本領海，已通過
外交渠道向中方提出抗議」。

中國反制 日感棘手
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長杉山晉輔當日上午與

中國駐日公使韓志強通電話，對中國海監船駛入釣魚
島12海里水域表示 「抗議」。

據共同社報道，鑒於中國海監船和漁政船駛入稱
釣魚島附近海域，日本政府 24 日以首相官邸的危機
管理中心為核心展開情報收集和局勢分析工作。

野田身邊人士對日本政府將釣魚島「國有化」之後
中方船隻頻繁駛入該島附近海域感到十分棘手，強調
「無論重複（駛入）多少次政府都會做出適當應對」。

警惕日「軟化」虛招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日外交專家黃大慧

教授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採訪時表示， 「日本對華政策
在做兩手準備，中國不能輕信」，黃大慧強調。一方
面，日本否認釣魚島爭議態度強硬，另一方面，日本
政府又偶爾釋放談判的軟化緩和信號。」但從政府藉
口縱容警察登島可看出，日本的政策實質仍是強硬。
」黃大慧預計短期內，日本態度不會軟化。

中國同意日副外相來華磋商
【本報訊】新華社報道，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應日方要求，中方同意
日本常務副外相河相周夫於24日至25日來華，同
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就當前中日關係特別是釣魚
島問題舉行磋商。

洪磊表示，中方將在磋商中闡明在釣魚島問
題上的嚴正立場，要求日方糾正錯誤，為改善中
日關係作出應有努力。

中通社引述日本媒體報道，河相周夫在京期
間將與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張志軍會談。河相
據稱將向中方說明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立場，
同時呼籲中國政府冷靜應對，如期舉行兩國邦交

正常化40周年的相關紀念活動等。
日本政府於 9 月 10 日宣布釣魚島 「國有化」

方針後，曾於翌日派外務省亞洲和大洋洲局局長
衫山晉輔赴北京磋商，但無果而歸。

玄葉想見楊潔篪
日本政府正在與中方協調，希望日本外相玄

葉光一郎本周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與中國外交部部
長楊潔篪舉行會談，就如何修復關係展開磋商。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24日下午前往美國紐約參
加聯合國大會。日本與中韓因相關島嶼主權問題
對立，野田計劃於當地時間26日下午在一般性辯

論上發表演說，呼籲遵照 「法的支配」原則及依
照國際法來解決領土領海問題的重要性。

共同社報道，日中經濟協會24日決定，將原
定25日起前往中國的經濟界訪華團行程延期到27
日。該協會解釋稱，原定與中國政府要人的會談
現在難以舉行。

報道稱，中國方面已表示，將在27日下午舉
行 7 個日中友好團體最高負責人等與中國政府高
官之間的小規模會談，而日中經濟協會為其中的
一個團體。日中經濟協會會長、豐田汽車董事長
張富士夫及經團聯會長米倉弘昌將為此訪華，並
應中日友好協會的邀請出席宴會。

【本報訊】《日本經濟新聞》24日報道
稱，中日摩擦已顯示出拉低日本對中國出口
的可能性。如果中國對日本產品的抵制運動
擴大，可能對汽車和電子產品等產品的出口
產生負面影響。據推算，假設日本汽車相關
產品對華出口暫停 1 個月，日本國內企業生
產活動遭受的損失約為3000億日圓，折合約
242億人民幣。

日本對華出口在2011年度為12.5萬億日
圓，佔出口整體的 19%。目前，中國已經超
過美國，成為日本最大出口目的地。日本對
華出口在 10 年前僅為 8%，但隨着中國的快
速增長，出現了持續擴大。

尤其是汽車出口，在10年時間裡增長了
8 倍。對中國而言，如果日本產機械和材料
進口下降，也將對中國企業的生產活動產生
影響。不少意見認為此次爭端更容易對最終
產品造成影響。

日本大和總研對在日本汽車相關產品對
華出口停止 1 個月時對日本國內產業產生的
影響進行了推算。如果日本汽車對華出口停
止1個月，將對生產活動造成1445億日圓損
失，如果是包括面向當地日資企業的業務比
例較高的汽車零部件在內，將造成3002億日
圓的損失。

雖然將對用於汽車零部件生產的鋼鐵和
負責零部件流通的商業也產生影響，但損失
更大的則是運輸機械。假設包括汽車零部件
出口一起停止，包括零部件生產在內的運輸
機械的日本國內產值將下降5%左右。

日本經濟由於受海外經濟減速的影響，
出口和生產均出現了下滑，復蘇腳步也處於
停滯不前的狀態。多數經濟學家均預測，到
年底前，日本出口將出現復蘇，但如果中日
摩擦持續發酵，出口被拉低，日本經濟重返
復蘇軌道的時間有可能延後。

【本報訊】據國家海洋
局消息，9月24日，執行東

海維權巡航執法的中國海監
66船和中國海監46船，依照中

華人民共和國有關法律，再次在釣
魚島領海內開展例行維權巡航。

日車企如停對華出口
每月損失三千億日圓

再巡釣島領海再巡釣島領海
24 日，北京保

利藝術博物館舉辦
釣魚島主權鐵證以及國寶大展，圖為一位外國遊客正在觀
看門口處展示的清代《邊海形勢圖》，其中標明了釣魚島
的位置 中新社

2424日，中國海監日，中國海監6666船（前船（前
）再次在我釣魚島領海內維）再次在我釣魚島領海內維
權巡航，日艦（後）企圖攔權巡航，日艦（後）企圖攔
阻未能得逞阻未能得逞 路透社路透社

【本報訊】新加坡聯合早報網 24 日刊出新
加坡學者、亞洲與全球化研究所所長黃靖的文章
，指出釣魚島之爭顯示出亞太戰略平衡的轉變。

文章指出，中國在處理釣魚島和最近南中國
海黃岩島的爭端中，不僅立場異常強硬，而且採
取了實質性政策和措施，是前所未見的。首先，
中國不再一味爭取 「擱置」甚至迴避爭議。而是
以積極態度應對之。更具實際意義的是，中國始
終堅持在中國法律和行政管理的框架內處理這些
領海／土爭議，派遣海監、漁政等國內執法機構
的船隻和人員去應對因主權爭議引發的糾紛與衝
突，而軍事力量則作為威懾工具，並不直接捲入
到爭端之中，避免 「打第一槍」的猜忌。當然，
如果海監、漁政船隻受到軍事攻擊，則又當別論
。這些既展現了中國 「和平發展」戰略與姿態，
也表明了中國在領土主權問題上決不讓步的決心
。

文章認為，以上看似低調但具有實質意義的
政策轉變，絕非一時之舉，而是有着充分的醞釀
和準備的，具體的政策和應對措施也有着明顯的
一致性和連貫性。而支撐這一政策轉變的，是中
國不斷增強的對遼闊海疆的保護和經營實力。

文章分析說，當今世界的經濟中心，已經轉
移到亞太地區。隨之而來的，是世界政治、安全
和外交中心也向亞太轉移。在這一轉移過程中，
中國的迅速崛起起到了主導作用。在這樣的形勢
下，亞太戰略平衡出現了根本性的轉變。十年以
前，亞太各國都唯美國馬首是瞻，以美國的戰略
選擇為界定自己的根本利益的標杆，並以此制定
相應的發展規劃和對外政策。然而，隨着中國逐
漸成為整個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心，亞太各國在對
外政策上也做出兩手準備：一方面在安全問題上
依然以美國及其主導的亞太安全體系為標杆，而
另一方面則以中國以及中國經濟作為自己經濟發
展的政策標杆。政策制定中的雙軌導向─政治
安全以美國為中心，經濟發展以中國為中心─

的必然結果，是包括中美兩國在內的亞太各國普遍採納 「兩
面下注」（hedging）的政策，防範最壞結果，爭取最佳利
益。

文章進一步指出，美國高調 「重返亞洲」的戰略姿態導
致了一些亞洲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盟國、對美國的戰略意圖
產生了誤判，認為可以借美國 「重返亞洲」之機，提升自己
在和中國交往中、尤其是在領土爭議中的地位和實力。這樣
的誤判，是包括日本在內的一些國家在與中國領土爭端中採
取強硬措施的一個重要原因。

但是，亞太地區戰略平衡的轉移是誰也改變不了的現實
。美中兩國在亞太以至全世界遵循的其實是同樣的遊戲規則
：一方面充分利用其他國家與對方的矛盾在美中雙邊關係中
爭取主動，另一方面又絕不會為他人的利益來左右兩國在全
球戰略中的 「大棋局」。正因如此，中國在南海、東海的領
土爭議中，即便是面對美國在亞太最重要的盟友日本，也表
現得異常強硬。

文章認為，將中國等新興國家納入亞太安全體系，才是
從根本上保障亞太和平與安全的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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