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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去年中國
海軍北海艦隊、
東海艦隊先後巡
航釣魚島海域後
，17日上午南海

艦隊遠海訓練編隊也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
航。至此，中國三大艦隊主力艦艇均先後
在釣魚島附近 「亮相」。雖然這已是中國
海軍第四次在釣魚島附近海域巡航，但因
當天恰逢中日《馬關條約》簽署118周年
，中國海軍在釣魚島的巡航任務別具
意義。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國因北
洋艦隊全軍覆沒而戰敗，被迫於1895年4
月17日與日本政府在日本馬關簽署了喪權
辱國的《馬關條約》，台灣島及其附屬島
嶼，包括釣魚島在內，一起被割讓給日本
。該條約是繼《北京條約》之後列強與中
國簽定的最屈辱的不平等條約。第二次世
界大戰日本戰敗，《開羅宣言》明確規定
被日本竊取的中國領土必須歸還，包括釣
魚島在內。可見，無論是根據歷史文獻，
還是國際公約，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
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中國海軍艦艇
在中國管轄海域內進行例行戰備巡邏和訓
練，是完全正當和合法的。而中國海軍在
《馬關條約》簽署118周年當天在釣魚島
執行巡邏任務，更是向世人展示中國在攸
關國家核心利益的領土完整問題上絕對沒
有妥協空間和退讓餘地。

無獨有偶，台灣地區領導人馬英九當
天表示，1945年後日本統治釣魚島的法律
依據已經消失，因為日本統治釣島唯一法
源，就是《馬關條約》的第二條，但有關
條文在《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陸
續簽訂後，日本統治釣魚島的法律依據已
消失。他還強調，儘管台日最近簽署了漁

業協議，但台灣漁船還是可以到釣魚島主島12海里範
圍捕魚，海巡署也一定隨行護航。

馬英九再次公開表達保釣立場，除了因為當天是
《馬關條約》簽署118周年，更表明在民族大義問題上
與大陸取態的一致。日本政府本月初突然願意與台灣
方面簽署爭拗了16年的漁業協議，主要是為了分化兩
岸保釣力量。而台灣方面簽署該協議後即聲稱 「將驅
趕進入釣島海域作業的大陸漁船」，這讓大陸同胞情
何以堪？台灣海巡部門昨天又說 「不宜登上釣魚島」
，但去年9月海巡署官員曾言之鑿鑿地說 「可保護漁民
登島保釣」。

台灣方面為島內漁民爭取漁權無可厚非，但漁權
必須以主權為後盾，沒有主權，台灣漁民不可能在釣
魚島享有真正和完整的漁權。這次不過是因為日本懾
於兩岸維護中華海洋權益的強大壓力才向台灣讓步。
難道台灣漁民願意仰日本鼻息、看日本臉色過日子嗎
？台灣曾遭受日本侵略者長達半個世紀的欺凌，每當
想起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兩岸同胞的心都會隱隱作
痛。

118年前的4月17日，中華民族經歷了黑暗和
痛心的一天，但如今中國已不再是 「東亞病夫
」。中國不會惹事，但也絕不怕事。兩岸
同胞應攜手同心，共禦外敵，堅決維護
國家領土完整。

瀾瀾觀觀
隔海台胞捐款支援川震災區

台海巡署轉 稱不宜登釣島

國台辦和海協會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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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20日發生強震，牽動兩岸民眾的心。
台灣政界、慈善團體、商賈及藝人等紛紛表示慰問
，並捐款賑災。國台辦和海協會21日對台灣各界關
心慰問四川雅安地震災區表示衷心感謝。

【本報訊】綜合中通社、新華社及中新社二十二日報道︰
馬英九在獲知雅安地震的訊息後，除立即請陸委會了解相關情
況，並指示陸委會代為向大陸方面表達台灣的關心與慰問。

台搜救隊待命整備
陸委會表示，已與消防署保持密切聯繫，消防署特搜隊已

完成待命整備，大陸方面如有救援需要，可提供即時救助。
台灣紅十字會總會表示，雅安發生強震後已經取得內政部

長李鴻源同意，緊急從汶川地震專案中提撥人民幣500萬元，援
助四川雅安。紅會並已準備8.2萬份睡袋、棉被，衣服等日用品
，可隨時提供給災民使用，並且組成3人小組準備前往雅安。

大陸台企慷慨解囊
四川雅安地震牽動廣大台灣同胞的心。大陸台資企業積

極採取賑災行動，全國台資企業聯誼會、各地台資企業協會及
鴻海、統一、旺旺、頂新、頂益、大潤發、裕隆、寶成、富邦
、仲利等台資企業已捐款捐物。

其中，鴻海旗下富士康科技集團捐款人民幣5000萬元用於
災區救助；富士康表示，富士康工會組織也將向全國百萬員工
展開災區捐助活動，救助集團受災員工家屬。

旺旺集團表示，該集團主席蔡衍明指示捐贈人民幣500萬元
，包括現金300萬元、200萬元物資，希望協助四川災區盡速重建
，災民也都能盡快獲得救援及醫療物資。

除陸委會致函慰問、台灣企業解囊捐助救災外，台灣藝人
也紛紛捐款祈福。

台媒關注川震災情
台灣報紙21日亦不吝版面，大篇幅聚焦四川雅安強震。四

大綜合性台報，有三家將川震消息置於頭版頭條，另一家則在
頭版刊登一張圖片及醒目標題，從2版起用2個整版推出 「420川
震」專題，其中一則報道的大標題為《肉身擋屋塌婦捨命救兒
》。雅安地震的資訊，也被《中華日報》、《青年日報》、《
人間福報》、《台灣時報》用作頭版頭條，中央日報網路報放
在首頁頭條。

台灣各電視台也競相以插播、文字滾動等方式報道雅安地
震的消息。TVBS電視台還派出記者前進災區，其一則報道說，
一張張來自雅安災區的照片，再現了災區民眾的恐懼，但也折
射出人性的光輝。

國台辦發言人21日表示，我們對台灣各界人士和廣大同胞
以各種方式關心、慰問地震災區表示衷心感謝。海協會覆函台
灣海基會，對台灣各界的關切和慰問向台灣有關方面和社會各
界表達誠摯謝意，並通報了災區救援情況。

國台辦及海協會亦迅速啟動應急機制，關心並了解災區台
灣同胞及台資企業情況，要求四川省台辦做好向台胞及台資企
業提供緊急救援的工作。到目前為止，尚未接到台胞傷亡及台
資企業受損的報告。

【本報訊】據中央社桃園機場二十一日消息︰四川
省雅安市強震，台灣旅客21日從成都搭機返台，有人說
，地震很可怕，搖得很厲害，他抱小孩，只穿內衣褲
就逃，所幸大家都平安。

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地震造成嚴重傷亡，前往四川
成都旅遊的台灣旅客都平安，部分旅客21日返台，1名
張先生說，事發時逃命及保護小孩最重要，很多人都是
穿內衣褲跑出來逃命，而他也是一樣，穿內衣褲抱
小孩就往外逃命。

另外1名台灣旅客說，當時地震搖得很厲害，相當

可怕，大家都受到驚嚇，不過，他們在台灣也常常遇到
地震，大家都很鎮定也都習慣了，所以情況還好，所幸
都平安回來。

正在四川訪問的前立委張曉風，晚間也搭機平安返
台，張曉風說，當時所在位置離震央很遠，感受沒有
很強，而成都民眾經過汶川地震，抗壓力都比較
強 。

張曉風指出，她原本打算改班機，前往災區關心協
助，但未能成行，她就捐了身上剩下的人民幣，希望幫
災民做些事。

旅客離川返台 憶述穿內衣逃命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一日消息︰台日漁
業協議簽署後，以擱置爭議、共享資源為方向，至於
保釣行動，海巡署長王進旺說，現階段暫不宜赴釣魚
島執行登島豎旗等作為。

王進旺表示，去年9月11日日本政府進行 「釣魚
島列嶼國有化」行動，再度把釣魚島爭議推向高峰，
並讓中日瀕臨衝突危機。

台灣蘇澳地區漁民也在去年9月24日赴釣魚島進
行 「為生存、護漁權」活動。王進旺說，為妥善處理
漁民自發性的保釣活動，活動前就先召開專案會議，
研議處理原則及勤務部署，並成立應變中心，依情勢
發展即時研討因應對策。

王進旺表示，漁船船隊報關出海後，海巡署艦艇
隨行保護其航行安全，過程中，台灣漁船隊伍進入釣
魚島西南方18浬處時，日本公務船開始以廣播、探照
燈、排放黑煙和噴灑水柱等方式，阻擋和干擾漁

船前進。
王進旺說，應變中心收到現場指揮官回報後，立

即調整勤務艦艇部署，並採取相對應措施，如回噴水
柱、廣播等方式，全力保護漁船和民眾安全。

他認為，蘇澳區漁民自發性維護漁權行動，為歷
來最大規模海上保釣活動，也是首次由政府和漁民攜
手合作，共同捍衛主權、漁權。

至於是否會在釣魚島豎旗，王進旺說，若民眾強
勢登島豎旗，勢必引發各方海上重大衝突，無助爭端
解決。

然而，海巡署官員去年9月曾表示，若島內有漁
民甚至議員要登島 「保釣」，海巡部門不僅不會阻攔
，還會派艦保護，並配備特勤隊員協助登島，以免民
眾登島遭日方干擾。如今海巡署聲稱不宜登島，說法
明顯與去年不同。

另據中評社報道，台日簽署漁業協議之後，世界

華人保釣聯盟會長黃錫麟昨天表示，4月底出海保釣
計劃，不會改變，同時會就元月24日出海保釣的 「全
家福號」損失部分，聲請政府賠償。

黃錫麟月底出海保釣
台灣 「全家福號」保釣船今年元月24日搭載大甲

媽祖出海赴釣魚島前，遭日艦水彈攻擊半毀，經海巡
署護航，大陸海監也到場，始平安返航，但在兩周後
， 「全家福號」遭到處分，從3月4日起被收回漁業執
照3個月、船員證1個月；漁民生計頓時陷入困境，經
訴願， 「行政院」法規會18日才通知在4月30日陳述
意見。

黃錫麟表示，有可靠消息來源顯示，此番第17次
台日漁業談判時，日本要求約束保釣人士行動，不准
出海保釣，台方竟然曲意附和日方要求，口頭承諾要
以各種方式，約束保釣人士出海。

去年曾承諾保護民眾登島保釣

【本報訊】據中新社南寧二十一日消息︰中共廣西壯族
自治區委員會書記彭清華22日將率廣西代表團乘包機赴台，
展開經貿、文化交流之旅，並將深入花蓮基層參訪交流。這
是中共十八大後大陸第一位省級主要官員訪台。

廣西壯族自治區台辦主任劉侃透露，將於22日至29日在
台灣舉辦的2013年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及系列活動，主題
為 「心手相連，共創繁榮。」

2009年以來，時任自治區黨委書記、人大常委會主任郭
聲琨，自治區主席馬及政協主席陳際瓦，連續四年率團訪
台，使廣西成為省級主要官員均率團訪台的大陸首個省份。

此次彭清華率團訪台，將第五度與台方共同在台灣舉辦
兩岸產業高峰會─桂台經貿文化合作論壇、兩岸產業共同
市場論壇。廣西代表團8天的參訪交流之旅，在台舉辦的經
貿、文化及交流活動達46項之多，80%以上的活動在花蓮展
開。

廣西與花蓮首創 「一省與一縣」全面大交流、大合作模
式，近幾年成效凸顯：實現每年雙向千人互動往來大交流，
兩地市縣、鄉鎮、村里三級往來互動成為常態。劉侃表示，
這種交流模式開大陸省級地方對台灣大交流大合作熱潮，
廣西在台灣島內的知名度和影響越來越大。

彭清華今率團訪台

【本報訊】據中央社台北二十一日消息︰台北地檢署發
言人黃謀信21日表示，民進黨立委邱議瑩涉嫌踹破法務部長
辦公室大門案，檢方已主動剪報分 「他」字案偵辦。

法務部在19日召開記者會，由政務次長陳明堂說明陳水
扁移往台中監獄培德醫院治療時，民進黨立委葉宜津等10多
人前往現場，指稱 「踐踏阿扁醫療人權」、 「羞恥」和 「是
法務部還是黨務部」，有人把新聞稿丟向發言台，有人搶佔
發言台試圖阻擾陳明堂說明。

多名民進黨立委為見到法務部長曾勇夫，因打不開部長
辦公室大門，立委邱議瑩涉嫌用腳踹破部長辦公室門板，進
入辦公室後包圍曾勇夫。

民進黨 「立法院」黨團總召集人柯建銘20日發布新聞稿
指出，邱議瑩當日受黨團委託與立委前往法務部抗議，曾勇
夫蓄意逃避才激起眾怒，立委絕非蓄意妨害公務。

黃謀信今天表示，北檢已根據19日晚報和20日出刊的報
紙主動剪報分 「他」字案，案由為涉嫌妨害公務等，全案將
交由檢肅黑金專組檢察官鄧媛偵辦，至於法務部將在22日函
送立委部分，會併案偵辦。

檢方立案查綠委踹門案

島內各界積極賑災
台灣紅十字組織

台灣世界宣明會

台灣慈濟基金會

鴻海集團董事長
郭台銘

旺旺集團

旺旺集團總裁
蔡衍明
裕隆集團
富邦金控
中信金控

台灣文藝界

從汶川項目中先撥款500萬
元人民幣投入賑災
第一階段將募集新台幣
1000萬元
調派義工趕往災區勘災和
進行緊急援助

捐款5000萬元人民幣

捐贈300萬元人民幣現金和
價值200萬元的物資

捐贈500萬元港幣賑災

捐贈4000萬元新台幣
捐出100萬美元
捐款人民幣500萬元
周杰倫捐款100萬元人民幣
，何潤東捐出30萬元人民
幣

▲四川雅安災情慘重，島內紅十字
總會準備睡袋、棉被、保暖夾克等
物資，可隨時提供給災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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