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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攜手合作保釣 共護中華民族疆土
盧文端 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副主任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執行會長
本港保釣人士勇闖釣魚島宣示主權，獲得海內外炎黃子孫的支持和聲援，兩岸四地及海外華
人紛紛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日保釣抗議活動，充分顯示中華民族團結一致捍衛國家主權的堅定意
志和決心。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是中華民族的固有領土，其行政管轄屬於台灣省宜蘭縣頭城鎮
大溪里。保釣運動與台灣有深厚歷史淵源，台灣現任領導人馬英九更有強烈的保釣情意結和使
命感。兩岸合作保釣存在堅實民意基礎，如今兩岸關係日益密切融洽，台灣方面應積極與大陸
配合，走上兩岸合作保釣之路，共同應對日本的挑釁。兩岸合作保釣，事半功倍，更有實效和
威力；兩岸各行其是，互不配合，只會讓日本鑽空子，這是海內外華人都不願見到的。

一、「保釣熱血始終蟄伏在馬英九靈魂深處」
釣魚島處於東海海床邊緣，與台灣島處於同一大陸
架上。近百年來，台灣漁民經常在釣魚島附近水域作
業，遇到強風時則駛往釣魚島及鄰近小島之間的海峽
作避風港。兩岸當局一向堅持，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
是中華民族的固有領土，是台灣的附屬島嶼，行政管
轄屬宜蘭縣頭城鎮大溪里。無論從歷史、地理、地
質、使用及國際法等觀點，中國擁有釣魚島及其附屬
島嶼主權的事實不容置疑。
1970年9月，美國政府私下把釣魚島的管理權交給日
本，日本開始驅逐來自台灣的漁民，引發全球各地華
人抗議。1971年4月10日，台灣旅美留學生舉行規模浩
大的「保衛釣魚島」大遊行，勇敢地為保衛釣魚島發
出怒吼，抗議日本政府企圖佔領釣魚島列嶼，同時也
抗議美國政府私相授受把釣魚島管理權交給日本。保
釣運動引發台灣青年捍衛釣魚島主權的熱情，是一場
影響深遠的愛國運動，被視為台灣的「五四運動」
。
在當年轟轟烈烈的台灣保釣運動中，現任台灣領導
人馬英九是參與「保釣運動」的學生領袖之一。他在

哈佛的博士論文題目就是《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列嶼
與東海劃界問題》
，保釣的精神早已在馬英九的血液中
流淌。馬英九從政之後，保釣熱情依然不減，立場堅
定。2002年9月，李登輝聲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
，
馬英九接受台灣電台採訪時明確反駁：「釣魚島自古
以來就屬於中國。」2003年，時任國際法學會理事長
與台北市長的馬英九，發表一篇《釣魚島爭議》的論
文，提出要到國際法院訴訟日本的構想；兩年後，馬
英九公開宣稱，台灣應不惜一戰，逼日本談判。今
年，日本野田政府妄言要買釣魚島，馬英九強調，基
於民族大義和堅持國家主權，「我們一寸都不會讓
步」
。台灣前國民黨立委邱毅近日撰文表示，馬英九幼
承庭訓，他的父親馬鶴凌老先生帶給他完全的中國人
教育，他不該忘記日本對中國人在百餘年所造成的傷
害，「保釣熱血始終蟄伏在馬英九靈魂深處」
。

二、兩岸攜手保釣共識高
近期以來，針對釣魚島和南海問題，關於兩岸聯手
維護中華民族領土及海域權益的民間呼聲迭起。境外
華文媒體輿論不乏對兩岸聯手合作的討論，兩岸有識

之士還共商提出具體建議，這些都顯示兩岸合作的民
面對目前釣魚島爭議的
意期待。
升溫形勢，最佳方案就是
台灣《中國時報》與大陸《環球時報》的民調顯 海峽兩岸的炎黃子孫聯手
示，在「保衛釣魚島主權」的立場上，兩岸民眾有共 合作來維護釣魚島主權，
識。大陸民眾有64%認為兩岸在此議題上存有默契。兩 共同應對日本的挑釁。只
岸對保釣是否應該合作，雙方民眾多樂觀其成。調查 要有政治互信，就不難找
呈現，52%的台灣民眾支持兩岸攜手合作，大陸民眾更 到保釣的具體辦法。比如，兩岸四地一起聯手做大
有高達85%支持兩岸共同保釣。
「世界華人保釣聯盟」組織；聯手就釣魚島主權的索求
對於兩岸就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上是否合作，海外華 展開輿論攻勢；互通和共用釣魚島海域的氣象、資
文媒體輿論多持正面肯定的態度。本港《明報》援引 源、情報信息；在釣魚島海域實行聯合執法、兩岸輪
專家觀點認為，台灣保釣行動若能與大陸聯手，將能 崗值班巡邏等。
夠更為靈活地應對不同局面；美國《僑報》的社論指
中國軍事科學學會副秘書長羅援為兩岸保釣支招，
出，在捍衛釣魚島主權問題上，兩岸的共同參與，特 表示首先要凸顯「主權屬我」
，兩岸在「保釣」問題上
別是台灣的積極配合，可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是有某些共識的，應以釣魚島為樞紐連接兩岸，形成
台灣民進黨也堅持，釣魚島是台灣的領土，政府職 大陸、台灣、釣魚島三位一體的生命共同體、行政共
能部門尤其是海巡署必須維護領土主權。
同體和主權共同體。兩岸軍人應攜起手來捍衛「祖
權」
。
三、兩岸聯手保釣 團結力量更壯
上世紀70年代，中國大陸為捍衛南沙群島主權時曾
近期釣魚島的糾紛升溫，馬英九曾提出「東海和平 與越南一戰。當時的台灣領導人蔣經國在記者招待會
倡議」
，呼籲各方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但日本斷然拒 上堅定表明決不允許外國霸佔南沙群島的態度。當記
絕，反而頑固地表示釣魚島是「日本的固有領土，不 者問，如果中共海軍與南越在南沙群島開戰，台灣海
存在主權問題」
。日本既不領悟也不領情的回應，對台 軍持何態度時，蔣經國回答說：「共軍也是中國人，
灣不啻是一次打擊，由此可見，在保釣問題上，台灣 中國人當然站在中國人一邊，『中華民國』海軍絕不
不能對日本有任何幻想。大陸與台灣同是一個中國， 會趁中共海戰之時出擊，做不利於中國人的事。」馬
不管現在還是將來，兩岸關係都比台日關係要靠得 英九曾任蔣經國的秘書，在涉及國家領土主權、民族
住。正如美國《世界日報》評論說，台灣借助與大陸 大義的保釣問題上，相信會傳承蔣經國的遺命，更積
的特殊淵源，搭上了中國崛起的順風車，就是馬英九 極推動兩岸合作保釣。兩岸以民意為依歸，合作保
「總統」連任也要靠ECFA加分。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曾 釣，並繼以行動，顯示兩岸在保釣問題的明確態度，
指出，在「保釣」的問題上海峽兩岸要相互合作： 兄弟一致對外展現團結力量，日本肯定不敢輕舉妄
「如果不能夠合作，不是分散力量嗎？」
動。

民記新政才結業
林煥光「功夫」教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政壇這個「熱廚房」近年的
溫度越來越高，不少官員或議員
都經歷過如誠信或個人操守等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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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亦令部分年輕有志從政人有
所卻步。在政府做了30多年，行
政會議召集人林煥光昨日於民建
聯第二屆政治專才班結業禮上，
首次與大家分享從政之道，借功
夫喻從政，向一眾有志從政的學
員「教 路」
。他形容，從政者是
一膽、二力、三功夫，其中特別
佩服一位建制派老友很有膽識，
「『政府山』搵佢又好，『西環』 ■林煥光(前中)出席民建聯第二屆政治專才班結業禮。
搵佢又好，『阿爺』搵佢又好， 過競選擂台的林煥光，首次以學功夫喻 夫」，林煥光笑言，這方面從敵人方面
最後都是按自己的立場決定」
，坦 從政，講自己年輕時學功夫的經歷：
「當年真係跪係度拜師、斟茶遞水、抹
地，由紮馬學起，學了五、六年，但師
一貫的清晰立場，否則便成了政 傅臨尾對我說，學拳
，一膽、二
力、三功夫，不過好在佢解釋，膽同力
壇「變色龍」
。
都係由功夫開始。」他相信，從政這個
擂台亦是如此，要捱過風吹雨打，才能
捱過政壇風雨 方能出人頭地 出人頭地。
民建聯與香港專業進修學校早前二度
毓民有「演技」 文光擅「金句」
聯手打造「第二屆政治專才文憑課
不少從政人都有自己一套獨門「功
程」，昨日舉行結業禮。笑言自己無打

言從政要有性格出來，而且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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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鄭治祖）近年網
上流行惡意改圖。隨
立法會選舉臨近，
不少候選人的宣傳品
中招，沒料到連專注
地區服務的區議員同
樣不能倖免。
民建聯觀塘區議員
顏汶羽昨日發出聲
明，澄清在互聯網上
一張印有其肖像及寫
上「成功爭取雲佩斯
加盟曼聯」的橫額，
內容失實，他本人
及其辦事處沒有製
作及懸掛該款橫
額，相信該圖片為
惡作劇，但感謝網
民對他的關注，並
希望大家繼續留意
他的工作。

學習更佳，黃毓民和張文光的演說功力
值得大家學習，「有次 西洋菜南街，
毓民一講，有三、四百人圍實唔走，他
火可以參考 」，又「親眼見證過張
文光在立法會如何鬧我，佢一篇演說有
3個soundbite（金句）
，我 一篇裡面有
1個已經很高興」
。

鬧長毛李永達變肥似吸民膏
不過，他亦奉勸有志從政人要注意形
象，「千萬不要越做越肥，我成日鬧李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慶威 攝
華明、李永達、長毛，越做越肥，好似
食晒民脂民膏，不似是為市民打拚」
。
對於從政中的「力」，他形容，自己
做沙田民政專員時，民建聯副主席當時
的地區工作已做得很仔細，他逐個業主
委員會、逐個鄉委會去拜訪，地區人脈
是慢慢積累下來的。
是次「第二屆政治專才文憑課程」共
有38人合格畢業，其中有3人成績優
異，課程內容包括從歷史角度看香港價
值、香港政治結構與管治、香港經濟之
轉型與發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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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建源(左)、何漢權(右)就國民教育事件
在電台節目中辯論。
商台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珈南）立法會選
舉將至，令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議題亦被反
對派政治化，一度聲言發動罷課的教協更
備受市民批評。立法會教育界兩名候選人
昨日在電台論壇中互相質詢。教評會副主
席何漢權批評對手、教協總幹事葉建源漠
視學界意願，一開始就提出以9月3日為
「死線」，要脅特區政府撤回該科，否則發
動罷課，及後因被群起反對才看風使舵只
稱「未必罷課」
。葉建源則稱，現時暫未見
罷課的迫切性，但若政府未有在9月3日前
明確表態，才「不排除會罷課」
。
何漢權昨日在節目上表示，教協一直以9
月3日為死線，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德育及國
民教育科，否則發動罷課，但其所謂「升
級行動」根本漠視學界的意見，中學校長
會日前已明確指出反對罷課，並對有關行
動表示擔憂，所以教協才隨即「轉 」，
「整個學界根本反對你們發動罷課，所以你
們才退一步，轉為『未必罷課』
」
。

宜聚社會力量 制港特色國教
何漢權又指，有不少學校已經推行國民
教育，因此應該凝聚社會各界的力量，重
新作出討論和研究，期望制定出一套具有
香港特色的國民教育。
葉建源則回應稱，教協的行動從來未有
「降級」，又辯稱教協一直無以9月3日作為
死線，但他促請當局在該日前對撤回德育
及國民教育科作出明確表態，若政府仍無
表示，則會採取任何方法向當局表達訴
求，而罷課「將會是其中一個方法」
。

市民斥教協「洗腦式」反國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鳴）聲稱是專業教
師團體的教協，昨日在旺角街頭收集簽名，
煽動市民向政府施壓，以撤回德育及國民教
育科。其間，多名工作人員不斷重複口號，
以疑似「洗腦」的方式反覆聲言「國民教育
是洗腦教育」
，有路過市民看不過眼，忍不住
上前質疑搞事者的動機。不少路過市民亦反
對教協的罷課、罷教建議，直指這類行動激
進，會損害學生利益，取態絕不可取。
教協由本月19日起，一連7日在全港設置街
站，收集市民簽名，要求特區政府撤回國民
教育科，昨日第二站到了旺角西洋菜南街行
人專用區。街站設置不久，數名不滿教協鼓
吹「罷課、罷教」立場的巿民，忍不住上前質
疑教協工作人員的動機，其間雙方發生推撞，
警方接報後到場調停，該批市民後來散去。

教協建議三輸 罔顧學生利益
教協近日不斷鼓吹罷課、罷教，引來社會

各界強烈批評後，一度放軟口風，稱「罷課
是最後一步，事前要凝聚共識」
。香港文匯報
記者昨日在街站附近訪問多名市民，他們均
批評教協的罷課建議激進，不單罔顧學生利
益，而且「教壞細路」
，更未有考慮在職家長
的難處，造成「學生、家長和社會」的三輸
局面。

罷課行動激進 應採其他方法
退休公務員劉女士表示，罷課會影響學生
利益，又擔心小朋友年紀小，以為只要罷課
便可解決問題，以後「有樣學樣」
，「我的侄
孫一聽到罷課，立即話不用做暑期功課，反
正9月不用返學」
。
的士司機周先生表示，教協一旦發動罷
課，很多雙職父母根本無條件照顧留在家中
的子女，為這些家庭帶來麻煩。育有1子1女
的家長陳先生亦認為，罷課屬激進行為，如

■數名巿民不滿教協罷課的立場，忍不住質疑搞事者的動
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國權 攝
果教協不滿政府政策，應用其他不會影響學
生的方法表達意見。
另一名家長林先生，有一名4歲的女兒。他
說自己反對德育及國民教育科，但承認自己

■家長林先生不支持全面罷
課。
劉國權 攝

並沒有看過教育局制訂的國民教育課程指
引，對是次爭議的認識均來自傳媒。不過他
亦指，教協一旦全面發動罷課，將會影響小朋
友讀書，故他並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