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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日本民間的憂慮
2011年3月11日一場突如其來的大地震，不僅徹底震碎了日本的經濟復興夢，更成為民主黨執政的轉

捩點，安倍晉三如今帶領自民黨時隔三年重掌政權。在野田政府一意孤行上演 「購島」 鬧劇，導致中日關係
降至冰點的背景下，中日糾葛將何去何從？大公報記者近日走訪東京、宮城等地，親身感受民間對中日關係
的憂慮。 圖、文：本報記者 李理

木村長門在宮城縣石卷市經
營一家水產加工廠，不足五十米
的臨時作坊中擺滿了各種罐頭製
品。站在一面掛滿重建照片的木
板牆前面，他對大公報記者說，

「一些中國僱員還是會時不時打電話
回來，但中日關係緊張卻成了他們再

次赴日打工的攔路虎」。
史上罕見的大地震已經過去快18個

月，但在這個蕭瑟的冬季，核心重災區
石卷市入夜後仍猶如鬼城一般，隨處可見廢棄的居所
，森森然的讓每一位外來者渾身發冷。不過，和這種
寒意相比，日本即將卸任的民主黨首相野田佳彥親美
疏中的慣性思維更讓人不寒而慄。木村長門突然加重
了語氣， 「是時候做出改變了，我希望中國僱員能夠
早日歸來。」

在日前進行的日本大選中，民眾以選票懲罰了野
田政府，民主黨慘敗，安倍晉三率領自民黨捲土重來。

時至今日，地震災區仍彌散對民主黨的不滿情
緒。儘管木村長門的損失獲得保險公司的全額賠付，
但像他這樣的中小企業，災後重建進度遠遠落後於中
央政府資金支持的大企業。石卷市賑災復興部次長掘
內賢市則向記者承認，很多災民失去了鬥志，重建之
路並不平坦。

野田視華為最大風險
野田曾在題為《我的政治哲學》署名文章中寫道

，確立安全保障體制這個久拖不決的課題 「是關係到
國民和國家未來的關鍵性問題」。為此，野田徹底貫
徹了親美疏中的外交思路並越陷越深。

對於中國，野田在外交行動上展現出前所未有的
疑慮和擔憂，直接影響兩國關係正常發展。儘管野田
屢次為自己辯護稱 「購島」是為了不讓事態進一步激
化。然而，外相玄葉光一郎早就暴露了野田對華戰略
防範的外交政策出發點。玄葉說，日本外交戰略的出
發點是基於對風險、機遇和秩序的判斷，而風險就是

指本地區擁有百萬人以上軍事力量以及增加海洋活動
的國家。顯然，在野田內閣看來，中國就是日本最大
的風險。

至於安倍上台後，日本對華政策是否會向選戰時
「一致向右」？《石卷日日新聞》總編輯武內宏之告

訴大公報記者說， 「這些都是為政治選舉服務的辭令
，安倍對華政策受到多方面牽制，他不會重蹈民主黨
的覆轍。」

其實，儘管安倍被一些人視為冒險將日本推向極
右翼的鷹派人士，但他在選舉前一篇文章中袒露心跡
，若再次擔任首相，將謀求與關係惡化的中國重新建
立戰略互惠關係。

武內宏之提醒記者，安倍 2006 年出任首相後，首
次出訪的國家就是中國，並同中國領導人簽訂了具有
重要意義的 「戰略互惠關係」的協定。 「相比民主黨
領導人，他處理和中國有關的事務經驗更多，手腕也
更加務實靈活。安倍東山再起，起碼中日的關係不會
繼續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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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 23 日報道：距離
日本新內閣誕生只剩 3 天時間，即將就任新首
相的自民黨黨首安倍晉三卻遲遲未能確定新內
閣中兩名最重要的閣僚：外務大臣和防衛大臣
。分析指出，野田政權因領土問題，與中、韓
、俄關係緊張，與美國的關係也始終處於 「原
地踏步」的境地，因此，外務大臣的人選顯得
尤為重要。

消息說，安倍原計劃安排麻生太郎出任外務
大臣，但最終還是請麻生擔任更重要的副總理兼
財務大臣、金融大臣。安倍再邀請擔任自民黨副
總裁的高村正彥前外務大臣重出江湖，但是高村
沒有接受這一邀請，表示自己還是繼續擔任自民
黨副總裁。

與高村親近的一名自民黨官員表示，高村擔

任中日友好議員聯盟的會長，與中國高層關係
良好。但是，目前中日之間面臨的釣魚島 「國有
化」問題，由於安倍本人態度強硬，找不到解決
的出口，因此高村對於自己出任外務大臣修復日
中關係表示沒有信心，更不希望因此損害自己與
中國高層的信賴關係。因此拒絕了安倍的邀請。

同樣，目前的防衛大臣一職也找不到合適人
選。

安倍警告央行聽從政府
另訊，安倍 23 日上午向日本銀行（央行）

發出警告，如果不贊同通脹 2%的目標，那麼就
會修改《日本銀行法》，明確寫入 「日本銀行對
僱傭負有責任」，要求日本銀行不僅對穩定物價
負有責任，同時對保證僱傭也要負責。

安倍認為，日本銀行長期實施貨幣緊縮政策
，導致日本經濟多年來一直處於低迷狀態，無法
走出困境。為此，政府希望日本銀行緩和金融政
策，擴大貨幣投放，以刺激市場，拉動日本經濟
的發展。根據法律，日本銀行在日本是獨立於政
府之外的國家金融機構，只對國會負責，享受獨
立的金融政策的制定權力。

安倍領導的自民黨在此次的眾議院大選中獲
得了壓倒多數的議席，同時在參議院，他的緩和
金融政策的主張也得到了大眾黨和日本維新會的
支持，因此，安倍認為自己完全有信心在日本銀
行不聽政府要求的情況下，通過修改《日本銀行
法》來迫使日本銀行就範。不過，金融界擔心，
政府通過強迫手段來改變日本銀行的獨立性，是
十分危險的舉動。

領土問題惹惱周邊國家
日外相一職成燙手山芋

韓國國防情報本部、國軍情報司令部、航空宇宙研究院等各機構的42名
專家在本月14日至18日間對朝鮮火箭殘骸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該火箭殘
骸是裝有氧化劑的一個桶，而朝鮮使用的氧化劑為毒性很強的紅煙硝酸，是模
仿蘇聯研發的 「飛毛腿」導彈和 「勞動」導彈所使用的氧化劑。參與調查的一
位專家指出，如果是搭載衛星的火箭，一般是使用液態氧作為氧化劑，朝鮮卻
使用了可在常溫下長期保存的紅煙硝酸作為氧化劑，據此判斷，朝鮮要開發洲
際彈道導彈技術的意圖要大於開發宇宙飛行器。

調查顯示，裝在氧化劑桶中的紅煙硝酸達48噸，根據模擬試驗，這可以
使一級火箭產生 118 噸的推力，而 118 噸推力可運載重 500 公斤的彈頭飛行 1
萬公里以上。這個的射程覆蓋整個亞洲、東歐和西非，還有阿拉斯加，以及大
半個美國西岸，包括三藩市。由於沒有第二和第三級可供分析，韓國方面不能
斷定該枚火箭有沒有再入大氣層的能力。要將彈頭實際搭載於彈道導彈，需要
具備能使彈頭在發射至大氣層外後再次落入大氣層時受得了衝擊和高溫的技術
，這是洲際彈道導彈技術的一個主要元素。

未發現抵觸MTCR零件
據悉，韓方蒐集得來的殘骸以鋁鎂合金為物料，有8塊手工焊接板。國防

部一名官員說： 「焊接的部分十分粗糙，是靠手工完成的。」他又說，太空科
技先進的國家很少使用氧化劑容器來儲存有毒化學品，從內部焊接狀況和材料
來看，很難說採用了高級技術。

此外，韓國並沒有發現抵觸 「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MTCR）的
零部件。 「導彈及其技術控制制度」是美國等西方七國建立的集團
性出口控制制度，旨在防止可運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導彈和
無人駕駛航空飛行器及相關技術的擴散。

韓國國防部專家表示，朝鮮採用 「勞動」導彈、
「飛毛腿」導彈技術研發出了三級遠程火箭，並成功

實現了為此所需的分離技術。用4個 「勞動」導彈引
擎開發一級推進器，用1個 「飛毛腿」導彈引擎製
作二級推進器是為了節省時間和費用。

韓再打撈三塊火箭殘骸
另外，韓國於本月 21 日又打撈了三塊朝

鮮遠程火箭 「銀河3」號的殘骸，打撈地點在
之前打撈一級火箭氧化劑桶附近 1-2 公里海
域內。據分析，被打撈上來的三塊殘骸分別
為一級火箭的燃料桶、燃料桶下端、連接燃
料桶和引擎的零部件。由此，朝鮮於本月12
日發射的遠程火箭的一級火箭中，除了四個
引擎之外，其他主要核心零部件都被打撈。
韓聯社援引一名國防部官員說： 「隨更多殘
骸被撈起，我們能夠更深入研究朝鮮的長程火
箭的功能和結構。」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新華社 23 日報道：初步
消息指，埃及新憲法草案公投在國內的支持率過半。最
高選舉委員會預計在 24 日公布最終統計結果。根據報
道，埃及全國除吉薩省外 26 個省的投票結果顯示，在
兩階段投票中，共有約954萬張選票支持新憲法草案通
過，佔有效票數的63.56%。

埃及新憲法草案境內公投本月15日和22日按地域
分兩階段舉行。自由派和科普特教派代表抵制此次投票
，批評制憲委員會中的伊斯蘭教成員壟斷憲法起草工作
，不尊重他們的意見和利益。但也有民眾表示，如果草
案得不到通過，埃及將重組制憲委員會，所有制憲進程
也將重來一次，反對派對於再次耗掉大量時間和金錢的
結果很可能還不滿意。

分析人士認為，即使憲法草案最終獲得通過，也並
不意味埃及的政治危機會終結。美國《華盛頓郵報》
評論稱，該法令引發的總統與司法機構之間、世俗派與
宗教勢力之間的矛盾仍未緩和。

反對派將上訴 延續抗爭
埃及反對派 23 日表示將就新憲法草案公投的結果

提出上訴，並聲言要將一場已令示威持續數周、不穩定
狀態製造破壞的鬥爭持續下去。埃及主要反對派組織
「全國拯救陣線」說，投票的 「欺詐和違規」歪曲了這

次分兩個階段進行的公投。該組織成員哈姆扎維在開羅
一個記者會上說： 「我們準備要求（選舉）委員會，先
調查違規行為，然後才宣布官方結果。」

德國已立即表態支持調查公投結果。德國外長韋斯
特韋勒說： 「新憲法只有在接納它的過程不受指責時，
才會為人所接受。」

此外，就在第二階段投票舉行當天，副總統馬哈茂
德．馬基向總統穆爾西遞交了辭呈。馬基在辭呈中表示
，自己此前已提出辭職請求，但因當時國內外局勢和出
訪安排而被擱置。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法新社、共同社23日報道：韓國
國防部23日公布了對此前在韓國西海打撈上來的朝鮮遠程火箭
「銀河3」 號一級火箭殘骸的分析結果，指朝鮮相當於測試了
一枚能攜載半噸有效負荷、射程遠至美國西岸的彈道導彈。

埃新憲法草案支持率過半

【本報訊】據韓聯社23日報道：當選第18屆韓國
總統的朴槿惠在大選後第二天，即本月 20 日參拜國立
顯忠院時，在訪問錄上寫道 「將開啟新變化和改革的新
時代」，朴槿惠執政之後在國政運營上會進行哪些改革
，受到普遍關注。

有消息稱，朴槿惠對消除 「親盧（盧武鉉）」、
「親李（李明博）」、 「親朴（朴槿惠）」等派別政治

的意志十分強烈。而根除政治腐敗是朴槿惠一直強調的
改革方案之一。另外，保障國務總理的實質性權力，遵
守憲法規定的三權分立也是其實現政黨改革的重要課題
。朴槿惠還主張政府應對情報機關、媒體機構的人事和
運營保持中立，不應該將其利用為穩定政權的手段。

另外，朴槿惠在選舉期間不斷強調，女總統是變化
的起點，預計她會在下一屆政府的重要職務上大膽任用
有能力的女性人才。

朴槿惠或任用女性人才

外界相信朝鮮擁有
過千枚能力各異的導彈
，包括可能終有一天攻
擊美國的長程導彈。根
據獨立智庫外交關係委
員會所說，朝鮮有些導
彈亦有能力攜帶核彈頭
，但外界普遍認為朝鮮
尚未發展出這種彈頭。

朝鮮的導彈計劃主
要由 「飛毛腿」導彈開
始。朝鮮早在 1969 年
已從蘇聯手上獲得戰術
導彈，但朝鮮首批 「飛
毛 腿 」 導 彈 據 報 於
1976 年經埃及獲得。

外界相信埃及向朝鮮供應導彈及
設計，以換取朝鮮支持埃及在贖
罪日戰爭中對抗以色列。

到了 1984 年，朝鮮開始建
造 自 己 的 「飛 毛 腿」、 「火
星-5」和 「火星-6」導彈，還
有 「勞動」中程導彈。該國最新
的導彈把這些技術綜合起來，以
製造出長程導彈 「大浦洞」。

朝鮮 2006 年試射被專家指
射 程 可 達 數 千 英 里 的 「大 浦
洞-2」導彈，之後又在 2009 年
和 2012 年試射具備相關技術的
火箭。這3次發射都失敗。但朝
鮮2012年12月12日成功試射了
遠程火箭 「銀河3」號。

（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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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勞動：1000公里
2. 大浦洞-1：2200公里
3. 舞水端：4000公里
4. 大浦洞-2：6000公里

朝鮮導彈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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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就任首相的安倍晉三遲遲未能確定外
相人選 資料圖片

▼韓國一名專家正在檢查朝鮮火
箭殘骸─氧化劑桶 法新社

▲韓國於21日又打撈起三塊朝鮮火箭 「銀河
3」 號的殘骸 法新社

▲開羅工作人員22日為新憲法草案的第二輪公投點
票 法新社

▲石卷市遭人遺棄的房屋

▲水產加工廠廠長木村長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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