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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外交以東盟為優先

1951年，日本同美國等
國家簽訂片面的《舊金山和
約》，將琉球群島（現在的
沖繩）交由美國管理。1953

年，美國琉球民政府擅自擴大管轄範圍，將中國領土釣魚
島及其附屬島嶼裹挾其中。1971年，日、美兩國在 「歸還
沖繩協定」中又擅自把釣魚島等島嶼列入 「歸還區域」。
中國政府對日、美這種私相授受中國領土的做法從一開始
就堅決反對，不予承認。日本政府所謂釣魚島是日本的固
有領土，日中之間不存在需要解決的領土爭端，完全是罔
顧史實和法理，是完全站不住腳的。

1895年，日本在 「甲午戰爭」末期，非法竊取釣魚島
及其附屬島嶼。隨後，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不平等的《馬
關條約》，割讓 「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後，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
國收回日本侵佔的台灣、澎湖列島等領土，釣魚島及其附
屬島嶼在國際法上業已回歸中國。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
立場，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對
戰後國際秩序的嚴重挑戰。 （本報記者李理）

【本報訊】中國新一
屆政府將堅持把加強與東
盟睦鄰友好合作作為周邊

外交的優先方向，堅持不斷鞏固深化與東盟的戰略夥
伴關係，堅持通過友好協商和互利合作妥善處理與東
盟國家間的分歧和問題。

據中新社曼谷報道，這是正在泰國訪問的外交部
長王毅與泰國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素拉蓬，5月1日在
泰國外交部舉行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時所作表述。

王毅在回答記者為何首次出訪選擇為東盟國家的
問題時表示，東盟國家是中國的重要近鄰，中方一向
重視與東盟發展友好合作關係。王毅說，他擔任外長
首次訪問選擇東盟國家，體現了中國新一屆中央領導
集體對東盟的高度重視。當前，中國─東盟關係正站
在新的起點上，面臨繼往開來的新的機遇。他說，雙
方應抓住機遇，排除干擾，推動中國─東盟關係邁上
新台階。

王毅說，中方希望並相信，泰國作為中國─東盟

關係協調國，能夠為此發揮獨特和重要作用。
王毅在會見泰國總理英祿時，就中泰關係所總結

出的三個顯著特點。

中泰關係具特殊性
泰國是本地區重要國家，也是中國重要的友好鄰

邦和戰略夥伴，之所以把泰國作為此次訪問的首站，
是考慮到中泰關係具有的特殊性、穩定性和重要性。

王毅說，特殊性，是指中泰兩國不僅是夥伴、朋
友，還是親戚，中泰一家親已家喻戶曉，親戚之間應
常來常往；穩定性，是指不管兩國國內以及外部形勢
發生什麼變化，中泰友好從未間斷，始終保持了難能
可貴的穩定發展；重要性，是指雙方都把與對方的關
係放在對外關係的重要位置，使中泰關係始終走在中
國與鄰國關係的前列，對於促進中國與東盟整體關係
發展具有示範作用。王毅表示，希望通過此訪深化中
泰睦鄰友好與務實合作，讓兩國關係好上加好、親上
加親，將中泰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提高到新水平。

【本報訊】經過一周緊張有序地運行，海南海洋漁業部門
對在儋州白馬井和洋浦附近海域遙感無人機成功試飛的數據，
4月30日已處理完畢。這為海南省推進全國首批無人機基地建
設奠定了堅實基礎。

據新華社報道，相關人員表示，海南將全方位推進遙感無
人機基地建設。海南省海域動態監管中心相關技術人員介紹說
，海南省海洋漁業部門利用國家海洋局提供的兩架遙感無人機
，成功在儋州白馬井和洋浦附近海域開展了海域遙感試飛，目
前相關試飛數據已處理完成，為下一步海南全方位推進無人機
基地建設打下基礎。他表示，預計年內海南將啟動包括場地、
地面指揮車系統、飛行器軟硬體等遙感無人機基地項目建設。

遙感無人機可按預定航線自主飛行、攝像，實時提供遙感
監測數據和低空視頻監控，具有機動性強、成本低等特點，由
於其獲取遙感數據分辨率高，使用率高、覆蓋面廣，大量用於
海域使用動態監視監測、海洋環境應急監測以及防災減災。

今年4月17日至18日，由國家海洋局海域使用動態監管中
心提供的兩架無人機，首次在儋州白馬井和洋浦附近海域開展
了海域遙感試飛。此次活動由省海洋與漁業廳牽頭組織。

崔天凱儆美勿搬石砸腳
抨美防長妄言抨美防長妄言 批日右翼作秀批日右翼作秀

崔天凱表示， 「我們注意到昨天美國國
防部長和日本防衛大臣共同會見記者的一些
說法。我認為，其中關於美軍參聯會主席將
軍訪華和中方會談的說法與事實不符。中方
和鄧普西就廣泛議題深入交換意見，明確地
闡述了中方的立場和看法，美國有關方面應
該得到了關於這些會談的通報，對真實的情
況是了解的。」

美國防長哈格爾在4月29日與到訪的小
野寺五典舉行會晤，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
釣魚島問題上，哈格爾妄言稱，美國對釣魚
島的主權歸屬不持立場，但承認釣魚島處在
日本管轄之下並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
美國反對任何損害日本管轄的單邊行動。值
得關注的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
西上將早前訪華時曾信誓旦旦的說， 「美國
在此類爭端中不會選擇站在哪一邊。」

明責美國難逃責任
不難發現，美方所謂反對任何尋求破壞

日本管轄權的單方面行動或強制行為劍指中
國。對此，崔天凱回應說， 「釣魚島問題的
歷史經緯是清楚的，應該說從歷史上看，美
國方面對此是有責任的，中方從未承認過日
本對釣魚島的主權或是管轄權，這一點中方
已經反覆向美方進行過說明。在釣魚島問題
上，挑起緊張局勢、加劇緊張局勢的是日本
方面，採取所謂單方面、或脅迫性行動的也
是日本。在這個問題上，事實和是非很清楚。」

去年九月，日本宣布由政府 「購買」中
國的釣魚島及其附屬3座島嶼，即對釣魚島
等島嶼實施 「國有化」，直接促使中日島爭
升溫。中國外交部此後多番表態強調，中國

是釣魚島等島嶼無可爭辯的主人。中國政府
對日美早年私相授受中國領土的做法從一開
始就堅決反對，不予承認。

在回答有關 「美國方面是否在釣魚島問
題上保持了中立」的問題時，崔天凱說，美
國是否保持中立要看美國的行動，美方應該
以自身言行證明其是保持中立的， 「我們希
望，其他方面不要去搬日本這塊石頭，而讓
日本這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千萬不要因小
失大，因為眼前一時的需要而引來長期的禍
害。」

日右翼與國際願望相背
除了告誡美國外，在同一場合崔天凱還

批評了日本政壇近日出現的否認歷史事實的
右翼傾向。他加重語氣連連發問， 「不久以
前，日本政要和大批國會議員參拜了靖國神
社，這是向國際社會發出什麼樣的信號？日
本還有人穿迷彩服登上作戰坦克，這是做
的什麼秀？」

崔天凱指出，日本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所
作所為，和日本政壇上出現的一些消極動向
的聯繫， 「日本還有的政治人物聲稱，關於
侵略，現在還沒有定義，侵略就是侵略，侵
略是一種反人類的罪行，而不是一個空洞的
概念。聯合國憲章稱之為 『慘不堪言之戰禍
』，國際社會對此早有定論。」

在崔天凱看來，日本以上動向同國際社
會的普遍願望和共同利益背道而馳。他說，
「這也不符合我所認識的日本人民的真實願

望，最終也不會符合日本的長遠利益。日本
這些政治人物的舉動，只能是搬起石頭砸自
己的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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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魚島風波猶如一幕情節跌宕起
伏的戲劇，攪動各方勢力匯集東亞。
先是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
奔走中日之間，心裡卻 「揣明白裝
糊塗」妄言美國會站在日本一邊，尊
重《美日安保條約》協助日本防衛。
如今，又有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急
於向山姆大叔投懷送抱，生怕失去長
久以來背靠的蔭涼。外界普遍認為，
中美兩國新領導人尚待磨合之際，美
國就鼓噪日本政客和中國硬碰硬，最
終只會害慘日本國民，於人於己都得
不償失。

其實，美國利用日本牽制中國也
不是一朝一夕，自從中國經濟總量超
過日本，進而令亞洲格局發生質變之
後，美國就使出渾身解數拉攏昔日盟
友充當牽制中國的馬前卒。眼看中
國國力日漸強大，華盛頓更不惜以將
日本捲入戰爭邊緣為代價，苦撐其二
戰後建立起來的東亞戰略均衡。而中
國很早就明確認識到這一點，正如今
次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振聾發聵，回
應日美涉釣島問題所言，美國最好不
要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以免因小失
大。

與鄰交惡只會帶來災難
至於美軍參聯會主席鄧普西猶如

變臉魔術般的 「選邊站」言論，中國
更不會麻痹大意。眾所周知，正是在
美國庇佑下，日本才有機會在二戰後

悶聲發大財傲視亞洲。應該看到，對於美國暗中相
助日本右翼勢力坐大坐強，中國早有防備。《解放
軍報》日前發文指出，安倍政府在釣魚島主權及參
拜靖國神社等問題上，沒有準備回歸理性、尋求合
理解決途徑，而是打算沿 「挑釁到底、頑固到底」
的道路走下去，蓄意鬧亂東海、搞壞中日關係、破
壞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繁榮。在國家領土和主權的原
則問題上，中國政府和人民會鬥爭到底、永不妥協
、永不退讓。

安倍來者不善，自恃依靠經濟剛回暖的山姆大
叔就能重溫亞洲大國夢。殊不知，一味否定歷史與
鄰交惡只會給日本帶來更大的災難。要知道，美國
向來推崇 「現實主義」，關鍵時刻能否靠住還需
安倍三思。

反觀美國，一旦 「軍國主義」陰影籠罩東亞，
所謂的亞洲利益也必將統統化為泡影。從日本國
內的情況看，現時以貨幣寬鬆為導向的安倍經
濟學確令經濟短期出現增長態勢，但若沒有
和平穩定的外部環境，一旦陷入與近鄰大國
軍事對抗的旋渦中，眼前些許的復甦徵
兆將如鏡花水月，萬事成空。慎請三
思。

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對抗持續升級，就在日防衛相小野寺五典自以為
獲得美國庇佑而相慶時，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針鋒相對，以強硬辭令回應日
美歪理，明言是日本挑起並加劇釣島緊張局勢，採取所謂單方面、或脅迫行
動的也是日本。針對美方在釣魚島問題上前後不一的表態，崔天凱警告說：
「不要去搬日本這塊石頭，讓日本這塊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本報記者李理綜合報道】

海南將建無人機基地
監測海域使用動態

新加坡《聯合早報》：安倍政府此時不顧觸及鄰
國的敏感神經一意孤行，一種解讀是，日本將於7月舉
行參議院選舉。在去年的眾議院選舉中，自民黨獲得
多數席位，但在參議院，自民黨目前的席位還未過半
數，安倍顯然很希望能奪得參議院多數，以穩固其政
權。在安倍看來，保持右傾姿態既是保持政府團結的
需要，也是拿下7月參議院選舉的 「法寶」。不過，他
如此玩弄政治邊緣遊戲，播撒靖國火種，若不及時收
斂，恐將引火上身。

美國《華盛頓郵報》：雖然有些歷史問題確實會
被反覆詮釋，但一些歷史事實是不容置疑的。日本佔
領朝鮮，佔領滿洲和中國其他地區。它還入侵馬來半
島，構成了侵略。在德國因正視歷史而再次屹立歐洲
數十年後，為什麼有些日本人仍不願承認歷史事實？
沒有哪個國家會原諒像安倍表現的那種自我毀滅般的

「歷史修正主義」。

美國《華爾街日報》： 「安倍可恥的發言會導致
日本失去外國朋友。」

英國《金融時報》：上任4個月後，安倍推行的廣
受歡迎的經濟刺激政策掩蓋了政治上的敏感問題。但
如今，安倍右傾化的世界觀及其對日本與鄰國關係的
潛在影響再次受到審視。 （本報記者王麗萍整理）

外媒斥安倍「可恥」

美私授釣島埋下禍根

▲4月27日，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身穿迷彩服頭戴鋼盔登上
日本陸上自衛隊最新型戰車進行選舉宣傳。有日本網民尖
銳地指出，安倍這是被高支持率沖昏了頭腦，用實際行動
為國際社會指責日本軍國主義復活提供了「實證」 法新社

▶4月25日，中國
駐美國大使崔天凱
在華盛頓舉行的美
國知名華人精英組
織百人會上發言

新華社

▲5月1日，在泰國總理府，泰國總理英祿（右）
與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會談 新華社

▲美軍與日自衛隊協商今年6月在美國舉行奪島作戰聯合軍演，有分析認為，此次軍演
將以 「奪取釣魚島」 為假想作戰方案 資料圖片

中國近期加強宣示釣島主權
4月28日

4月23日

4月17日

3月 3日

2月19日

2月16日

1月25日

1月20日

1月15日

1月11日

1月 9日

1月 8日

1月 1日

（本報記者李理整理）

外交部發言人首次稱釣魚島是中國 「核心利益」
中國海監8艘海監船進入釣魚島12海里巡航

中國海軍南海艦隊編隊在釣魚島巡航

政協發言人稱釣魚島若擦槍走火，日本需承擔全
部責任

中國海監船首次進入釣魚島1公里位置

外交部駁斥日本涉釣島言論，稱是小偷邏輯

習近平提出通過磋商解決釣魚島問題的辦法

外交部回應美國涉釣島言論，稱其不分是非

中國宣布將對釣魚島進行清晰測繪

中國軍機出現在釣魚島上空例行飛行

外交部稱對日方升級行動保持高度警惕

中國駐日大使駁回日方就我海監巡航釣魚島所提
交涉

中國三艘海監船巡航釣魚島海域

崔天凱針鋒相對狠批日美涉釣言行
崔天凱

■ 「挑起並加劇緊張局勢的是日本」

■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鄧普西上將
訪華，和中方會談的說法與事實不符」

■ 「參拜靖國神社，發出何種信號？」

■ 「還有人穿迷彩服登上作戰坦克，這
是做什麼秀？」

（本報記者李理整理）

日美

■日本2012年9月11日簽訂 「購島」 合同；美
國宣稱釣魚島處在日本管轄之下並適用於《
美日安保條約》

■鄧普西在中國說： 「不會選邊」 ；在日本時
則說： 「必會站在日本一邊」

■安倍內閣3閣僚和近170名議員參拜靖國神社
；美國敦促安倍保持克制，不要刺激中韓兩國

■安倍4月27日身迷彩服登上陸上自衛隊最
新研發的10式坦克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