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共同社 28 日報道：日本
地方官員 28 日表示，受持續增強的低氣壓影響，北海
道室蘭市等地遭強烈暴風雪襲擊，超過5萬戶整夜無電
、無暖氣可用。此外還有3人被大風颳倒受傷。北海道
已設立了災害對策聯絡總部。

地方政府官員表示，暴風雪 27 日造成北海道地區
約 5.6 萬戶停電，迫使近 300 人連夜撤離家園。北海道
電力公司表示，停電可能是因為積雪壓垮輸電線造成短
路所致。除室蘭市外，登別市、伊達市、白老町部分地
區也發生了大範圍停電。

室蘭市的市立室蘭綜合醫院切換成了自發電並暫停
門診。室蘭市和登別市全市交通信號燈失靈，電線杆及
樹木倒塌造成道路阻塞。整個北海道至少有 73 所中小
學停課。

日本氣象廳表示，登別市28日清晨出現18公分的
積雪，氣溫降到攝氏零下5.7度。

北海道電力公司發言人表示，部分地區在 28 日上
午以前恢復供電，但不久之後再度停電。截至 28 日上
午10時左右，仍有4萬2540戶無電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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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四A19國際新聞責任編輯：王曉萌
美術編輯：李錦霞

日本政治右傾與釣島問題走向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永明

自日本掀起 「購島」風波以來，中日
之間在釣魚島問題上的矛盾日益尖銳，日本一
些政治人物強硬言辭百出，有些媒體甚至大肆
渲染中日 「對決」，預測中日 「開戰」，國際

社會對中日雙方發生衝突的憂慮也隨之增加。由
於日本武斷地打破了雙方擱置爭議的默契，釣魚
島問題已經難以回到原狀。而今後的事態如何發
展，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日本的國家走向。

釣島問題關乎國際公理
釣魚島問題不僅涉及到戰後國際秩序問題，

而且關乎國際公理。日本竊取釣魚島使用了幾個
歪理。先是將其在甲午戰爭時竊取中國的釣魚島
說成是獲取 「無主島」。爾後將原行政隸屬於中
國台灣省的釣魚島，更名為 「尖閣諸島」，劃歸
沖繩管轄。二戰後，又蒙騙世人，不將釣魚島作
為台灣附屬島嶼歸還中國，而是將其與沖繩一起
交由美國託管。最後，又基於所謂美國的 「歸還
」來證明自己擁有對釣魚島的所謂 「主權」。這

遵循的是一種強盜邏輯，即，首先硬將有主島嶼
說成是 「無主」，加以竊取後，進行更名倒手就
變成自己的。就像盜賊偷了汽車之後，進行改裝
，偽造文件，爾後據為己有一樣。如果這也可以
使盜賊合法擁有被盜汽車，那麼公理何在？

但現在的問題是，日本政府依然在依據這種
邏輯行事。最近，日本外相玄葉光一郎在美報發
表文章，竟然反誣中國不接受戰後國際秩序。他
的邏輯就是，《舊金山和約》規定，美國政府將
包括釣魚島在內的島嶼管轄權作為 「日本固有領
土」交付日本，而中國政府不承認，所以是中國
方面出了問題。這就像盜車賊，在偽造文件之後
，將被盜車輛轉給他人，爾後又要了回來，卻要
求失主認可盜賊為車主是一個道理。而日本將
《舊金山和約》作為戰後秩序的標誌更是指鹿為
馬。確立東亞戰後秩序的基礎文件是《開羅宣言
》和《波茨坦公告》。《舊金山和約》只是在
《開羅宣言》的基礎上，解決簽約國之間的戰後
問題，當然不是解決東亞秩序的文件。該文件更

沒有權利損害《開羅宣言》簽字國中國的利益。
而《開羅宣言》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盜賊搶奪的
領土應該歸還原主。日本在東亞搶奪的有兩大土
地，一是琉球群島，二是台灣及其附屬島嶼。琉
球的主人已經被日本吞噬，美國將琉球的行政管
轄權還給日本，是私相授予。而日本試圖繼續霸
佔釣魚島，本質上是維護侵略成果。

日本走向決定釣島問題方向
日本為什麼可以在釣魚島問題上無視人類社

會的基本公理，而一味堅持其強盜邏輯呢？其根
本原因在於，日本從來沒有從人類正義的角度對
侵略戰爭的邪惡性進行過認真的反省，由於美國
的包庇，日本更沒有對導致日本發動戰爭的社會
根基進行徹底的清掃，以致如今的日本右翼勢力
猖獗。

日本右翼有兩大特徵：一是在歷史問題上冥
頑不化；二是堅持要突破戰後和平憲法的束縛。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提出要做政治和軍事大國

以來，日本右翼就颳起一股股的歷史翻案風，試
圖通過對歷史的翻案來引導國民意識，為突破和
平憲法創造條件。進入新世紀後，日本右翼越來
越多地通過渲染中國威脅論來實現自己的目標。
這其中，釣魚島問題成了日本右翼推動修憲強兵
的重要抓手。

如果日本能夠接受依據基本的國際法準則來
解決問題，就應當按照《開羅宣言》的精神，依
據中國在歷史上擁有釣魚島的事實，放棄對釣魚
島的主權主張，而不是繼續執迷不悟。

如今，真正的問題是日本將會向什麼方向發
展。韓國總統李明博警告說 「日本正在走向極右
主義」。這不是危言聳聽。如果說，自民和民主
兩大保守政黨還注意點偽裝的話，那麼，垂暮的
「太陽黨」和少壯的 「維新會」的結合，則正

在使日本右翼的意圖表現得更加赤裸裸。如
果石原的勢力在即將到來的眾議院選舉中
獲得重要地位，那釣魚島就更難得到
安寧。

【本報訊】據《日本新華僑報》網 28
日報道：臨近歲末，日本各類公司正在為慘
淡的經營成績單發愁。善於做預測的日本企
業，做夢都沒有想到今年年初的預算到年底
全成了海市蜃樓。而這主要緣於日本常常掛
在嘴邊的 「中國風險」，在民主黨野田政府
的 「大膽操作」下，轉眼之間就變成了鮮活
的現實。

9月，日本政府宣布將釣魚島 「國有化
」後，中日關係急劇降溫，直接受到影響的
就是日本經濟。日本財務省公布的 10 月貿
易統計數據顯示，該月的貿易逆差達到
5490 億日圓，是繼 1979 年以來最大的赤字
月。財務省表示，受中國抵制日貨運動影響
，對華出口大幅下降是主要原因。

據日本民間機構估算，中日關係惡化可
能使日本GDP減少8200億日圓。這其中，
日本的支柱產業汽車行業的 「犧牲」可謂慘
不忍睹。整個 10 月，日本向中國出口的汽
車產品減少了82%，使得日本對華總出口額
減少了11.6%。這些主要依賴在華業務增長
的日本企業，不得不紛紛下調了原來所做的
業績預測。

最近，日興證券公司調查了469家日本
上市公司 2012 年的業績預測，其中 37%的
公司將銷售預期下調，還有32%的公司將純
利潤預期下調。而接受調查的上市公司中，

超過8成的企業認為中日關係惡化是主要原因。此外，
日本權威調查機構 「帝國數據」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
示，因中日關係惡化，全國29.6%的地方中小企業受到
負面影響。

年初，很多日本企業期望乘着中國經濟的 「東風」
，擺脫 「3．11大地震」所帶來的打擊。誰料， 「東風
」變成了颱風，日本經濟界人士認為，只有改善中日關
係，中國抵制日貨運動才能停止，日本企業才有望擺脫
業績惡化的現狀。否則的話，現在的嚴峻現象將會繼續
下去。

野田：釣島謀維持現狀
民主黨發競選政綱 倡冷靜務實外交

▲6月29日，反核示威者集結在日本首相野田官邸外，
要求政府停止使用核能 資料圖片

◀ 「日本未來黨」 黨首嘉田由紀子 互聯網

民主黨競選綱領標題意為 「改革社會的政治魄力──現在
與未來的責任」，將進行社會保障改革、促進經濟成長、進行
能源革命、制定現實的外交及防衛政策、進行政治改革等5項
內容作為重點。

擺出與鄰國修復關係姿態
在外交安保領域，民主黨提出將 「冷靜外交」和 「負責任

的防衛」結合起來，深化日美同盟，增強防禦能力；同時，加
強與亞洲鄰國的關係，與中方在海洋領域加強溝通。

針對釣魚島問題，民主黨稱 「將堅決保衛主權」，擴充海
上保安廳的警備體制。但相對於自民黨提出的 「派遣公務員常
駐」以加強對釣魚島的有效控制，民主黨則把重點放在維持現
狀上，謀求 「平穩安定的維持管理」，避免刺激中國。

關於與韓國的竹島（韓國稱獨島）問題，民主黨計劃 「依
照國際法謀求和平解決」。民主黨就包括中韓在內的鄰國外交
表示 「將從大局出發強化關係」，擺出了致力於修復關係的姿
態。

2030年實現零核電
關於能源政策，民主黨打出實現 「零核電社會」，明確將

依照政府9月彙整的能源環境戰略，達到 「2030年代零核電」
的目標。這個政策，也與自民黨的主張大相逕庭，後者主張在
決定日本能源去向之前，先進行更多辯論。

就日美關係，有些人曾猜測野田會把日本可能加入美國為
首的 「跨太平洋夥伴合作協議」（TPP）作為其主要競選政綱
，但是與這些猜測相反，政綱的經濟承諾中，並沒有突出這個
問題──表明民主黨內部有人反對加入該貿易協議。

政綱說，雖然民主黨會爭取加入 TPP 和其他貿易協議，
但是最後將由政府來作決定。政綱寫道： 「在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將根據保護國家利益這個前提，來保證保護日本的農業、
食物安全和全民保健體系。」

經濟政策上，民主黨設定在 2020 年前國內生產總值每年
穩步增長的目標，同時在新能源、醫療等領域至少創造400萬
個就業崗位；抑制日圓過度升值和股市急劇變動；大力吸引外
國遊客。在政治改革方面，民主黨主張削減參、眾兩院議員人
數，禁止議員世襲制，禁止企業、團體政治獻金。關於社會保
障，民主黨提出將消費稅的增額全部用於社保領域，增加對嬰
幼兒和老年人的扶助力度。

野田安倍今網絡辯論
野田在會見記者時，就綱領在具體性方面有所後退

解釋稱： 「接受了3年來的教訓並進行了反省，寫進綱
領的內容比此前更具現實性。」

日本眾議院下月 16 日舉行選舉。最新民調顯示，
自民黨、民主黨和公明黨支持率居頭三位。

此外，野田28日下午在福岡市內回答記者提問，表示將
同意安倍提出的29日在網絡節目中舉行黨首辯論的建議。野
田同時還稱： 「我將提議舉行更廣範圍的、讓更多的人看到公
正中立的辯論，希望對方能夠接受。」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社及共同社【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社及共同社2828
日報道：針對下月中眾議院選舉，日本首相野田日報道：針對下月中眾議院選舉，日本首相野田
佳彥佳彥2727日公布了執政民主黨競選綱領。在外交方日公布了執政民主黨競選綱領。在外交方
面，區別於主要反對黨自民黨的鷹派強硬措辭，面，區別於主要反對黨自民黨的鷹派強硬措辭，
民主黨提出以民主黨提出以 「「冷靜且務實冷靜且務實」」 的外交手段來維護的外交手段來維護
本國利益，避免刺激中國。本國利益，避免刺激中國。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日本共同社28
日報道：日本主張 「去核電化」的新黨 「日
本未來黨」28日通過東京都選舉管理委員會
向總務相提交了設立申請。

該黨黨首、滋賀縣知事嘉田由紀子在大
津市表示： 「感到責任重大，我已經緊張起
來了。」就任代理黨首的環境能源政策研究
所所長飯田哲透露，已有約70名前眾院議員
和參院議員表示願意加入。該黨將於12月2
日公布眾院選舉公認候選人名單及競選綱
領。

嘉田28日上午就該黨核電政策表示，計
劃提出爭取10年後實現零核電的目標。她說
： 「我們將盡可能快地實現零核電，正在考
慮以2022年為期限」。

日前， 「國民生活第一黨」黨首小澤一
郎表示計劃加入 「日本未來黨」。對此，嘉
田反駁認為小澤將掌握該黨實權的觀點稱：

「外界無權對此說長道短。我黨將採取與目
前的永田町（指政治家）、霞關（指官僚）
理論不同的運營機制。」飯田也在東京都政
府對記者明確表示，小澤不會進入新黨領導
層。

有分析認為，以政治明星、大阪市長橋
下徹為代表的日本維新會本來高舉反核大旗
，但同原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代表的太陽
黨合並後，開始閉口不談反核。這使得日本
政壇原本的反核勢力開始希望另結一股勢力
，最終 「日本未來黨」成為了反核力量的集
結地，組成了除民主和自民黨以外的第三極
勢力。

日本維新會代理黨首、大阪市長橋下徹
27 日就 「日本未來黨」成立一事批評說：
「雖然能夠結成新的 『去核電化』團體，但

無論他們打算制定多高的目標，也絕對無法
付諸實施。因為他們毫無相關經驗。」

日反核勢力組黨 搶第三極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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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中國海監船在釣島
附近巡邏 資料圖片

▲自民黨黨首安倍在街頭拉票▲自民黨黨首安倍在街頭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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