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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黨魁之一、大阪市市長橋下徹 「慰安婦制
度有其必要」 等言論，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珍
．普薩基16日批評其 「肆無忌憚」 而且 「無
禮」 。對此，橋下17日在推特上回應稱，美
軍佔領日本期間也利用了當地女性，不應只
譴責日本。

敲打安倍內閣 令其與鄰國合作

日謀建海軍陸戰隊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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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批橋下徹肆無忌憚
國際聚焦

釣島爭端或成安倍修憲跳板
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生 張介福

今年7月，日本將舉行參議院選舉，這場重要的
選舉關係到安倍是否能實現其上台以來的最大目標，
即修改戰後和平憲法，從而實現日本 「軍事崛起」。
自去年底以來，安倍晉三政府圍繞釣魚島爭端，不斷
渲染 「中國威脅論」，以達到加速修憲進程的目的。
對美國來說，日本修憲的利大於弊，奧巴馬政府更將
之稱為日本內政，對此採取樂觀其成的做法。

顛倒肇事方與受害方位置
圍繞釣魚島所謂 「國有化」，日本政府不顧中國

再三交涉和強烈抗議，從 「購島意向」的確立到 「購
島合同」的簽訂，期間每一步有板有眼，章法不亂。
面對中國的一系列反制措施，日本方面不斷模糊事實
真相，渲染 「中國威脅論」，藉機刺激國內民族主義
情緒。《2013年日本外交藍皮書》草案聲稱，中國 「
加強缺乏透明度的國防力量和日趨活躍的海洋活動，
已經引起國際社會的擔憂」。草案列舉了2012年9月
以來 「中國公務船頻繁駛入釣魚島海域」以及 「中國
軍艦艇使用火控雷達照射日本護衛艦」的 「挑釁行為
」，並煞有其事地要求中國 「保持克制，不要使事態

升級」。凡此種種，安倍的目的是顛倒 「肇事方」和
「受害方」的位置，混淆國內外視聽。在這樣的背景

下，安倍閣僚參拜靖國神社，安倍高呼 「天皇陛下萬
歲」和吹響修憲號角等一系列挑釁性的極右言行儼然
成為 「阻止中國掠奪他國領土」的 「愛國」和 「國際
主義」行為。

戰後，日本保守勢力毫不懺悔，或掩蓋侵略罪行
，或歪曲侵略事實，念念不忘為軍國主義招魂，伺機
重披戰袍，走窮兵黷武老路。安倍這次緊鑼密鼓地策
劃修憲表明，釣魚島在某種意義上不過是日本右翼找
茬生事的一個藉口，而絕非其終極目標。稱霸亞洲進
而問鼎全世界才是日本頑固派孜孜以求的夢想。釣魚
島局勢對峙之際，安倍大打修憲牌，是其復辟軍國主
義大戰略的先決條件。毫無疑問，安倍下一步將繼續
營造釣魚島的緊張局勢，但醉翁之意已不在酒。

美放野獸出籠傷人害己
4月29日，美國國防部部長哈格爾在華盛頓會晤

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會後，哈格爾在新聞發布會
上就釣魚島問題表態稱，美國對於這些島嶼的最終主

權歸屬不持態度，但美國認為這些島嶼係由日本管轄
，適用於《美日安保條約》涵蓋的義務。哈格爾講話
的第二天，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就此批評哈格爾，警
告美國 「勿搬日本這塊石頭砸自己的腳」。

中國大使同美方的交涉引起國內主流媒體和資深
國際問題專家的關注。有分析認為，所謂 「《美日安
保條約》第五款適用於釣魚島問題」實際上是一個模
糊的概念。其理由是第五款內容是 「各締約國宣誓，
在日本施政的領域裡，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擊，
依照本國憲法的規定和手續，採取行動對付共同的危
險」，而這個 「採取行動」是何行動，還是美國總統
說了算。該分析因此得出結論，在具體決策中，美國
實際上還是中立的，因為美國不可能為了釣魚島同中
國開戰。

的確，按常理，美國不可能置中美兩國巨大共同
利益於不顧，赤裸裸地袒護日本。但由於受到臆想的
「中國威脅論」的誤導，美國政策昏招連連，不僅一

意孤行地縱容日本緊張釣魚島局勢，而且鋌而走險地
放任安倍覬覦修憲禁區。美國天真地以為日本是其永
遠可控的一枚制衡中國和俄羅斯的棋子。但往事並不

如煙，歷史的警示是，日本一旦穿上軍國主義的制服
，它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成為地區霸主，獨吞地區資源
，其結果是嚴重損害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家在亞太地
區的利益。野獸出了籠子，誰也別想控制得住它。若
條件具備的話，歷史或驚人重演。

從這次中日島爭端聯繫到近年來一系列的涉華爭
端，我們注意到， 「中國威脅論」的影子無所不在，
而且確實有相當數量的 「中國威脅論」的上當受騙者
為這些論調搖旗吶喊。據國外的中國問題專家分析，
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多種多樣，但其中最為滑稽是，
上當受騙者接受到的假事實比真事實聽起來更加 「真
實」和 「可信」。由此看來， 「傳播美麗中國形象」
說易行難。

作為專家學者，我們應秉持嚴謹的學風，屏蔽一
葉障目式的預測以及盲人摸象式的判斷。著名歷史學
家張海鵬和李國強近日撰文《論馬關條約 與釣魚
島問題》，呈現多視角的歷史材料，生動的語言表
達，嚴密的邏輯論證，引起國內外巨大反響，為學
術研究和對外關係交涉提供了典範，值得大家傾心效
法。

▲在首爾，韓國 「慰安婦」 倖存者（前）4月24日在日本駐韓使館前抗議 美聯社

▲橋下徹17日在大阪就 「慰安婦必要論」 召開記者
會 法新社

這場喧鬧，開始於星期一，當時橋下就 「慰安婦」
問題發表講話稱， 「慰安婦」制度有其必要。橋下說，
他最近訪問南部沖繩島時，還曾向那裡的美軍將領建議
， 「美軍要用好（日本的）風俗業」。

美國務院很憤怒
美國官員拒絕接受橋下的提議。五角大樓新聞秘書

喬治．利特爾16日在華盛頓說： 「那還用說（我們當然
拒絕）。」

普薩基周四回答日本《朝日新聞》記者的提問時說
，橋下徹的發言「肆無忌憚且無禮」（outrageous and
offensive）。

普薩基指出，那個時代婦女遭到以性為目的的販賣
是可悲的，明顯屬於 「極大規模」嚴重違反人權的行為
。她說： 「我們希望日本繼續與鄰國合作，處理好這個
問題和其他與過去有關的問題，培養關係，使這些鄰國
可以繼續向前走。」

關於普薩基用嚴厲措辭譴責橋下的原因，共同社引
述美國務院官員稱： 「這是因為她要就非常令人不快的
發言做出評論」，並稱 「（國務院）大樓裡的所有人都
感到憤怒」。普薩基是美國國務卿克里主掌國務院後，
接替紐蘭的新發言人，13日才首次正式在記者會上露面。

橋下：美佔時曾用日女性
對此，橋下17日先在自己的推特中反駁道： 「難道

美國在佔領日本期間，就沒有利用過日本女性嗎？在戰
場上為解決性需求而利用女性是令人髮指的」， 「不能

容許將日本利用慰安婦正當化。但是只有日本受到譴責
非常不公平」。

當晚在大阪的記者會上，橋下就挨轟一事又怪罪媒
體嚴重誤導，還稱日本大眾的解讀能力不足。他怪媒體
說： 「這次是被媒體嚴重誤導給擺了一道」，今後他除
了正式的記者會以外，拒絕採訪。

韓媒：日極右政客已瘋
迄今為止，日本不時有政客對二戰歷史的不當發言

只是激發中國和韓國譴責，美國很少公開表示不滿。對
美國公開譴責，日本多家媒體周五形容， 「這是美國政
府當局首次在公開場合發出直接批判」。

共同社分析稱，美國國務院強烈譴責橋下徹的言論
，間接為圍繞歷史認識問題招致韓國等反彈的安倍晉三

政府敲響了警鐘。美國政府通過譴責橋下，也向安倍政
府明確顯示出了哪裡是無法允許的底線。

專家說，日本多位領導人近期一系列講話和行動，
可能會影響世界對日本的看法。上智大學政治學教授中
野浩一說： 「我認為損害很大。有些人很矚目和出名
。如果日本新聞只能以這種方式引人注目，而不是講
了什麼開創性的話或樹立謙遜的榜樣，那對日本就很
不好了。」

韓國《中央日報》星期四在社論中說： 「日本極右
政客已經瘋了。」社論說，安倍和橋下 「恬不知恥地為
日本戰時過去招魂，使仍然對日軍侵略的痛苦記憶猶深
的鄰國厭倦」。

社論說： 「他們的不良行為，就如同希特勒領導下
的納粹時代德國人被軍事狂熱沖昏了頭腦。」

▲日本海上自衛隊日前公布大量宣傳圖
互聯網

8國網友齊轟橋下徹

維新會議員污衊韓女被開除

【本報訊】綜合英國BBC網站及日本新聞網17日報
道：日本執政自民黨的新防衛計劃大綱建議書稱，為了
應對中國的軍事威脅，日本有必要建立海軍陸戰隊。

該建議書說，為了加強對沖繩附近西南諸島的防衛
及強化離島作戰能力，應當讓自衛隊增加海軍陸戰隊的
能力，其中包括編制一支擁有可垂直起降魚鷹運輸機的
水陸兩棲部隊。

日本媒體報道說，日本如果要增設海軍陸戰隊的進
攻性新編制部隊，則必須修改相關法律。報道還說，日
本自衛隊目前正同美軍合作，訓練駐守長崎縣佐世保基
地的陸上自衛隊一支約有600人的部隊，希望成為 「準
海軍陸戰隊」。

自民黨去年就聲稱 「中國海軍在東海的頻繁活動」
並提出修改法律，以使自衛隊能夠迅速應對領海、領空
的 「非法入侵」等突發事件。自民黨認為日本現行法律

無法靈活應對武力衝突發生前的 「灰色狀態」，因此 「
有必要對其進行修改」。但分析人士認為，日本相關水
域的警備任務一直由海上保安廳和警察廳負責，擴大自
衛隊權限的設想可能會遭遇這些部門的反對。

自衛隊去年79人自殺
另一方面，日本政府17日上午舉行的內閣會議上透

露，過去一年中，日本自衛隊員中，有79人自殺。會議
上確定的一份有關2012年度自衛官自殺情況的答辯書指
出，在過去一年中，共有79人自殺，其中49人是準尉以
下的軍銜。

按照自殺原因分，29人是因為精神病而自殺，13人
是因為家庭原因自殺，8人是因欠債自殺，5人是因為工
作原因自殺，4人是因為疾病而自殺。還有8人的自殺原
因不明。

【本報訊】據共同社17日消息：日本一個名為 「全
日本阿姨黨」的團體，將日本維新會共同黨首、大阪市
長橋下徹日前有關慰安婦的言論翻譯成8國語言，公布
在社交網絡臉譜上，引來全球各地的網友在文章下留言
批評。

「臉譜」評論中不斷出現批評意見， 「我只能想到
悲哀一詞」、 「太野蠻了！這還是市長？下台比較好吧
」、 「真是年輕人的壞榜樣」、 「政治家居然說出這種
話，真是難以置信」等批評不絕於耳。

雖然當初也有人認為此舉 「只會在全世界丟臉」，
要求謹慎從事，但是代理黨首、大阪國際大學副教授谷
口真由美表示： 「我們想要知道，自稱重視培養國
際化人才的橋下的這番言論，從世界標準來看究竟如
何。」

公開譯文的大阪 「全日本阿姨黨」，是一個通過 「
臉譜」網站開展活動的女性市民團體，在全球約有成員
2800人，其中不乏地方議員和學者等。媒體13日曝光橋
下徹有關隨軍慰安婦問題及呼籲美軍利用日本色情行業
的言論後， 「阿姨黨」想知道國外如何看待此事，於是
分工在16日前將發言譯成了英、中、韓、法、西、葡、
俄、荷等8國語言，公布在網站上。

【本報訊】據共同社17日消息：日本維新會眾議員
西村真悟17日就隨軍慰安婦問題發表不當言論稱， 「韓
國賣淫女充斥了日本」，引起爭議，當天下午，他提交
了退黨申請和脫離黨團的申請。維新會幹事長、大阪府
知事松井一郎表示計劃對西村處以開除黨籍處分，並要
求其辭去議員職務。

西村在接受採訪時說： 「給黨添麻煩不是我的本意
，所以主動提交了退黨申請。」

西村真悟在當天的記者會上收回上述發言，稱 「說
出韓國國名是不妥的」。西村就海外有關橋下發言的報
道強調： 「隨軍慰安婦被轉換成了性奴。如果這在國際
上廣泛傳播，他們的陰謀可能會得逞。」

維新會正在努力平息橋下發言造成的影響，西村的
發言則可能使該黨再度受到指責。松井在大阪府廳接受
記者採訪時說： 「該發言侵害了人權，是語言暴力。不
能讓他留在我們黨內。」

此前維新會共同黨首、大阪市長橋下徹關於隨軍慰
安婦的發言受到各方批判。不過，松井就這兩者的關聯
性指出，發言的 「宗旨完全不同」。

松井就對西村的處分表示，將和橋下、共同黨首石
原慎太郎討論之後再做最後決定。國會議員團幹事長松
野特向記者團強調說： 「該發言包含歧視性內容，是不
妥當的發言。」

而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當天下午在記者會上批評西
村的發言 「不值一評」。菅義偉同時就隨軍慰安婦問題
表示： 「想到她們曾遭受過難以言表的痛苦，我感到非
常心痛。安倍內閣與歷屆內閣想法一致，不會將此作為
政治問題或外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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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17日報道：日
本時事通訊社在本月10日至13日實施的一項
最新輿論調查顯示，安倍內閣的支持率比上
個月的調查結果下降了1.9%，降至60.2%。
這是安倍政權開始以後支持率首次下降。

調查結果還顯示，安倍內閣的不支持率
增加了1%為17.6%。表示支持安倍內閣的民
眾，理由最多認為安倍首相有領導能力（佔
19.2%），其次認為安倍首相值得信賴（
17.3%），另外還有16.8%的人認為沒有其他
更加合適的人選。其他支持理由中還包括 「
政策好」。

另外，表示不支持安倍內閣的人的理由
多為 「無法讓人期待」、 「政策不好」、 「
首相不值得信賴」。

安倍晉三上台後推出 「安倍經濟學」力
推日本經濟增長，他17日在東京一場演講時
稱，6月將提出經濟成長戰略，創設促進企
業技術革新的特例制度、增加出口、打造具
競爭力的農林水產業。

安倍談到他拚經濟的大膽 「3支箭」：
量化寬鬆、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獲成效，接下
來就是喚起民間投資增長的戰略。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7日在東京發表演講 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