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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日本方面一厢情愿地把钓鱼岛
“收归国有”， 一边是中国方面公布钓鱼岛的
领海基线。

钓鱼岛， 再次聚焦了全球的目光。
钓鱼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 他人岂能买

卖？ 日方为霸占钓鱼岛编出的种种说辞， 为
何站不住脚？ 钓鱼岛事件升温， 给中日关系
带来什么影响？

“购岛”闹剧居心何在
“购岛”闹剧是近年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

上采取的最严重的单边行动， 严重损害了中
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表面看是政府
出钱购买私人土地，以维持钓鱼岛现状，实际
上是企图通过显示其对钓鱼岛的所谓 “有效
控制”，达到向国际社会“宣示主权”的目的。

近年来，日本政坛混乱不堪，首相因政局
动荡更迭不断。 “野田政权出于挽救民主党颓

势地位的考虑， 欲借购岛之举在未来的大选
中获得中间选民和右翼势力的支持， 并试图
将日本民众对经济下滑的不满情绪外引。 ”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刘友法说。

从深层次看， 战后日本始终没有对二战
战争罪行真心悔悟、 彻底清算， 这也直接导
致了其国内右翼思潮的膨胀和军国主义思潮
的死灰复燃。

日方种种说辞为何站不住脚
为将钓鱼岛据为己有， 日本政府苦心孤

诣， 编造出毫无道理的种种说辞。
钓鱼岛是“无主地”，谁先占了就是谁的。
钓鱼岛是“无主地”吗？当然不是。中国社

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国强说，钓
鱼岛环境险恶，长期无人居住，但“无人岛”不
等于是“无主地”。事实上，钓鱼岛列岛从明朝
时起便已不是“无主地”，而已由中国明朝政
府作为海上防区确立了统治权。

《波茨坦公告》 未涉及钓鱼岛问题。
事实是这样的吗？ 李国强等专家指出，

二战结束时， 日本政府在 《日本投降书》 中
宣示 “承担忠诚履行 《波茨坦公告》 各项规
定之义务”。 而 《波茨坦公告》 第八条的附
属协议———《联合国盟军最高司令部训令第
677号》 明确规定了日本的版图， 即 “日本
的四个主要岛屿 （北海道、 本州、 四国、 九
州） 及包括对马诸岛、 北纬30度以北的琉球
诸岛的约1000个邻近小岛”。 这里面并不包
括钓鱼岛列岛 （钓鱼岛列岛最北的黄尾屿的
坐标为北纬25度56分， 在北纬30度以南）。

日本是从美方接过管辖权的。
李国强说，首先，1951年的《旧金山和约》

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准备、 拟制和
签订，中国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其次，
《旧金山和约》也并未明确提及钓鱼岛。 1953
年《琉球列岛的地理界限》，擅自扩大美国的
托管范围，将中国领土钓鱼岛裹挟其中。美国
的这一做法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既然美国托管钓鱼
岛本身就没有法律依据，1971年美国将钓鱼
岛的“施政权”“归还”日本自然也没有法律依

据。事实上，美国方面也承认，“美国在钓鱼岛
最终主权归属问题上没有立场。 ”

日本欲将中日关系引向何方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钓鱼岛事件不断升

温，中日关系将面临严峻考验。日本作出这样
的极端决定，将使中日关系陷入低潮，日方必
将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李国强说。

在日方挑起“购岛”闹剧后，中国政府随
即公布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

钓鱼岛是中日关系的晴雨表。 “如果日
方一而再、 再而三地单方面破坏共识， 采取
行动 ， 中方也就没有义务继续保持克制 。”
外交学院国际法系副教授龚迎春说。

李国强认为， 目前我国出动海监船、 渔
政船的频率高了， 这种和平执法方式显示了
大国风范。 但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是以海上
自卫队作为执法力量。 我国也应加强海警执
法， 保卫国家领土不受侵犯； 同时， 要完善
海洋立法工作， 尽快形成长远的海洋战略。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就在2007年以前，中国还没有一条可以
称为“高速”的铁路，短短几年间，随着一列
列翩若游龙的高铁列车贴地飞行，中国已经
是世界上高速铁路系统技术最全、集成能力
最强、运营里程最长、运行速度最高、在建规
模最大的国家。

从无到有。 6年间，中国高铁飞速发展。
条条高铁，不仅筑就着祖国大地上的钢筋铁
骨，也悄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四纵四横”高铁布局
改变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
“早上9点还在延庆钓鱼，10点炖鱼汤，

11点半开饭， 下午4点半到北京南站，5点的
京沪高铁，晚上9点50分和老婆回到上海，实
在是太强悍。 ”有网友这样感叹。

2008年，根据调整后的《中长期铁路网
规划》，我国高速铁路发展以“四纵四横”为
重点，构建快速客运网的主要骨架，形成快

速、便捷、大能力的铁路客运通道，逐步实现
客货分线运输。

“十一五”以来，我国高速铁路建设加快
发展。 2008年8月1日， 我国第一条高速铁
路———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 。 随后几年
间，武汉-广州、郑州-西安、上海-南京、上
海-杭州等高铁相继建成投入运行。

快捷高效的高铁网络
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

北京地铁4号线直通北京南站， 乘上高
铁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济南。 在北京中关村
上班的黄先生， 儿子与京沪高铁同月出生。
由于公司有项目在济南，黄先生每周都要在
北京和济南来回奔波。 让他欣慰的是，京沪
高铁的开通使他每天都能方便地回到北京
的家里。 工作虽然忙碌，却没有错过儿子成
长的每一个幸福的瞬间。

京沪高铁开通运营已满一周年。 一年
来，京沪高铁累计开行旅客列车56614列，发
送旅客约5260万人。

高铁的汇聚效应
改变着中国的经济版图

高铁的运量优势， 产生巨大的 “人气”
和 “汇聚效应”， 加快了城市化进程。 京沪
高铁、 武广高铁、 沪宁沪杭高铁、 京津城
际铁路等， 共同构成了中国三大经济圈之
间以及经济圈内部的高速循环系统。 高铁
沿线， 出现新城区新工业区， 改变着中国
的 “经济版图”。

京沪高铁沿线24个车站所在地中，有十
几座城市都在规划建设新城。高铁创造了城
市发展新的增长点。

建设高速铁路，不仅可以直接增加沿线
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能够使城乡
的联系更加紧密，为人才、技术、资金流向农
村和农业创造有利的交通条件。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新华视点 一厢情愿 一意孤行
———3问日本“购买”钓鱼岛

新华社记者 陈玉明 徐松 毛一竹

美国影片侮辱伊斯兰教先知

埃及伊拉克也门民众冲击美使馆
美派出两艘驱逐舰到利比亚海域

据新华社开罗9月13日电 埃及抗
议示威者13日凌晨开始与警方在开罗的
美国驻埃及使馆周围爆发冲突， 至少30
人受伤。 警方还抓捕了十几名示威者。

11日以来， 一些埃及民众在开罗市
中心美国使馆及解放广场周围聚集示
威， 抗议一部涉嫌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
罕默德的美国影片在美上映。 卫生部官
员说，在13日的冲突中，至少有16名示威
者和14名军警受伤。

据报道， 埃及民众抗议的这部影片
是由一些美国基督教极端教徒和埃及科
普特侨民参与制作的，11日在美国佛罗
里达州上映。 埃及总统穆尔西12日强烈
谴责这部影片， 要求埃及驻美大使对该
影片的拍摄者采取一切法律措施。

据新华社巴格达9月13日电 伊拉
克多地13日举行示威游行， 抗议一部美
国影片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同
日， 伊拉克政府和议会发表声明谴责这
部影片， 并号召民众保持克制。

数百名示威者走上各地街头， 呼喊
反美口号， 高举反美标语， 一些标语上
写有号召伊斯兰国家关闭美国使馆、 抵
制美国和以色列产品的字样。 部分示威
者焚烧美国国旗。

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当天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
美国影片， 但同时号召民众 “展示伊斯
兰教的道义和准则， 不诉诸暴力”。

据新华社萨那9月13日电 也门内政
部官员说， 也门安全部队13日与企图冲
击美国驻也门使馆的民众发生冲突，目
前已造成1名示威者死亡、数十人受伤。

一名示威者告诉记者， 此次冲突爆
发的原因是也门民众抗议一部美国电影
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

据新华社华盛顿9月12日电 美国
媒体12日报道， 美国海军当天向利比亚
海域派出两艘驱逐舰， 增加美军在该国
周边的军事力量部署。

这两艘驱逐舰分别为 “麦克福尔”
号和 “拉布恩” 号， 派往利比亚海域的
目的是增加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手段的
“灵活度”。 也有报道援引美国高级官员
的话说， 这一部署只是预防措施。 这两
艘军舰都装备 “战斧” 式巡航导弹， 可
以对利比亚境内武装人员进行打击。

埃及和利比亚11日爆发民众抗议，
指责一部美国影片诋毁伊斯兰教先知穆
罕默德。 驻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的
美国领事馆遭袭。 数百名武装分子冲入
领事馆， 抗议在美国制作的这部影片，
并同领事馆安全人员发生交火， 导致美
国驻利比亚大使死亡。9月13日， 在也门首都萨那， 示威者在美国驻也门使馆外焚烧美国国旗。 新华社发

高铁之“变”
———近年来我国高铁发展成就综述

新华社记者 齐中熙 樊曦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 许栋诚 ）
外交部发言人洪磊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长
期以来， 南海一直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地名， 为
世界各国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广泛接受。

有记者问： 据报道， 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发
布行政命令， 将菲律宾群岛以西海域由 “南中
国海” 改名为 “西菲律宾海”， 阿基诺称此举
旨在澄清菲方主权海域范围， 菲将把新名称提
交联合国。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表示， 菲方这一举动丝毫不能改变中
国对包括南沙群岛、 黄岩岛在内的南海诸岛及
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这一事实。

菲擅将南海改名“西菲律宾海”，
我外交部发言人回应：

南海是国际公认地名

据新华社首尔9月13日电 （记者 宋成锋）
韩国首尔高等法院13日下午对中国船长程大伟
涉嫌刺死韩国海警一案做出二审判决， 判处程
大伟23年监禁，比一审减少7年，罚款2000万韩
元（约合1.75万美元）。

二审判决中，另一名船长刘连成被判4年监
禁，比一审减少1年，罚款2000万韩元（约合1.75
万美元），对其余涉案船员维持一审判决。

韩国仁川地方法院4月19日就此案作出一审
判决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韩在黄海尚
未划定专属经济区界限，中方不接受韩方单方面
适用“专属经济区法”对中国渔民作出判决。

韩法院二审
判中国船长23年监禁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9月12日电 据巴基斯
坦媒体12日报道， 巴基斯坦两座工厂11日发生
的火灾已造成至少315人死亡，275人受伤。

巴基斯坦南部卡拉奇市西部一栋4层楼高
的服装厂11日傍晚6时左右发生火灾。卡拉奇所
在的信德省省督12日晚说， 火灾目前已导致至
少289人死亡，另有249人受伤。

卡拉奇市市长谢赫当天说， 由于该工厂关
闭了紧急逃生通道， 大量人员在火灾中遇难。
医院消息人士说，很多遇难者都是窒息而死。

就在此次火灾发生前不久， 巴基斯坦东部
城市拉合尔的一家鞋厂11日下午发生火灾，造
成至少26人死亡， 另有26人受伤。 初步调查显
示，该工厂的一个发电机短路进而引发大火，火
势迅速蔓延至堆放在发电机附近的化学材料，
导致这栋两层楼高的工厂迅速被大火吞噬。

巴工厂火灾 315人遇难

据新华社武汉9月13日电 13日13时许，武
汉一在建工地发生一起载人电梯从百米高空坠
落事故，目前已造成19人死亡。

据武汉市委宣传部介绍， 事故发生在武汉
市东湖风景区“东湖景园”在建楼C区7-1号楼
建筑工地。一台施工升降机在升至100米处时发
生坠落， 造成梯内准备进场作业的施工人员随
升降机坠落。 截至17时，已发现19人死亡。

武汉一工地电梯高空坠落
造成19人死亡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蔡矜宜）第9届全国
大学生运动会游泳比赛昨晚在天津工业大学揭
幕，代表上海队出战的株洲妹子李玄旭，在女子
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4分40秒60的破赛会
纪录成绩夺冠。在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浙江
选手孙杨以1分47秒15的成绩轻松夺魁。

在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作为伦敦
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获得者，位于第4道的李玄
旭表现出众。 她在仰泳和蛙泳阶段不断扩大领
先优势，并在最后的自由泳以出色的冲刺折桂。
尽管江苏队选手朱晓雅在最后50米奋力追赶，
但最终以微弱劣势屈居亚军。

孙杨在本届大运会中将参加6个项目的角
逐，男子200米自由泳是他参加的首个项目。 作
为伦敦奥运会2金1银1铜的奖牌得主，孙杨无疑
是本届赛事的最大热门，在当晚的决赛中，他虽
然以1分47秒15的成绩轻松夺冠，但相比奥运会
的成绩却慢了近3秒。 赛后，孙杨表示对自己的
表现较为满意，“第一个比赛日感觉还不错，后
面有点放松。我这次参加大运会的主要目的，是
为月底进行的全国锦标赛作准备。 ”

全国大运会
李玄旭折桂400米混合泳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谭云东）湖南省第
三届俱乐部健美健身锦标赛长株潭赛区比赛将
于9月16日在长沙举行。作为湖南省第三届全民
健身节10个主打竞赛项目之一，该赛事的举行，
也标志着本届全民健身节正式拉开序幕。

省俱乐部健美健身锦标赛成功举办了两届，
已成为我省一项重要的全民健身赛事，也是水平
最高的健美健身比赛。 本届比赛设长株潭、湘北、
湘南、湘东和湘西等5个赛区，通过选拔，最终将有
160余名选手晋级10月5日至7日在衡阳市举行的
全省总决赛。 本届比赛共设男子健美、女子健美
以及健身先生、健身小姐比赛等4个大项。

据介绍，由省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委员会、省
体育局和衡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湖南省第
三届全民健身节将于10月5日至7日在衡阳市举
行。本届全民健身节，设置了广场健身舞、体育舞
蹈、健美健身、大力士、攀岩、极限小轮车、大众健
身操等10个竞赛项目，比赛不设任何门槛，参赛
选手不代表市州，只代表俱乐部、社区或个人。

健美健身锦标赛周日开赛

第三届全民健身节拉开序幕

据新华社西安9月13日电 从护士岗位下
岗，共产党员杨瑞辉却舍不得深爱的护理事业，
更舍不得那些得了职业病需要护理的老矿工。
她带着一起下岗的众姐妹， 利用职防院闲置病
房办起了托老院。她把老人们叫“爸妈”，像女儿
一样，用亲情为他们撑起一片天。

今年53岁的杨瑞辉从事医护工作33年来，精
心护理了570位老人，为98位老人送终。先后荣获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医药卫
生系统先进个人等殊荣40多项。现任铜川市职业
病防治院党支部副书记、金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康复护理部主任，并当选了十八大代表。

杨瑞辉1979年被分配到铜川矿务局职业病
防治院工作，1998年医院停业成了下岗女工。在
家人和朋友的反对声中，她带领曾一起工作过的
4位好姐妹，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为那些年
老体弱、生活不便、无依无靠的老人开办托老院。

杨瑞辉和护理部的同事们， 常年坚持精心
照料每一位老人。 她贴心地设置了老人口味一
览表，因人而异制定了多套食谱。她还定期和老
人们谈心交流预防老年病，进行心理疏导，组织
开展保健操、健身操、太极拳、棋艺比赛等文体
活动， 让他们真切地感受到家庭般的温暖和亲
人般的关怀。

杨瑞辉用青春、 汗水和爱心浇灌着她一生
钟爱的康复护理事业， 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落实在一点一滴的行动上， 在平凡的工
作岗位上，实现着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追求。

杨瑞辉：
用亲情为老人
撑起人间大爱

十八大代表风采录

科学发展 成就辉煌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发表声明
坚决反对日本非法“购岛”

（据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新华社供本报专电 日本媒体报道， 新任
日本驻华大使西宫伸一13日上午在首都东京街
头晕倒， 随后在医院接受治疗。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 西宫伸一当天在他
位于东京都涩谷区住所附近的街道上晕倒。 共
同通讯社报道， 西宫失去意识， 被一名路人发
现， 然后被送往医院。

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 ：
“我们了解， 西宫大使因健康不佳今早入院。”
但他没有提及更多细节。

日本警方说， 西宫晕倒与生病有关， 没有
发现遭遇不法行为的迹象。

外务省本月11日任命西宫为新任驻华大
使，接替首位选自民间的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

按外务省惯例， 新大使应在接受任命后40
天内赴任。 在此期间， 前任大使将在日本向新
大使通报情况。

日新任驻华大使东京晕倒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曾楚禹 苏原平）在
9月13日进行的第3届中国·常德杯世界围棋名
人争霸战决赛中， 中国围棋名人江维杰九段成
功剿灭上届冠军韩国棋手朴永训九段的一条
“大龙”，首次夺得该项赛事冠军。

在上届决赛及9月10日的本届首轮比赛中，
江维杰曾两负朴永训。专家赛前预测，朴永训此
役心理上略占优势，双方胜算各占一半。

开赛后，朴永训执黑布下“星·小目”阵型，
江维杰以“二连星”对抗，双方序盘即展开对攻，
棋盘上一时狼烟四起。 两军在右下一带贴身肉
搏，双方纠缠在一起比内功、拼杀力。激战中，朴
永训似乎低估了对方的杀力， 竟然不顾自己一
块“大龙”的死活。江维杰见状暗喜，一连串强手
将黑棋团团围住。朴永训这时才发现大事不妙，
不住摇头叹息，连捶脑门懊悔不已。 下至第126
手时，“黑龙”被剿灭，朴永训只好投子认输。

赛后专家点评说，江维杰首轮惜败意在“投
石问路”麻痹对手，决赛轮再战时，江维杰利用
对手的轻敌成功“复仇”。

有意思的是，此次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3场
比赛均以黑棋败北收盘。 首轮江维杰对阵朴永
训，江维杰执黑先行惜败；次轮日本棋手山下敬
吾执黑被江维杰斩落马下；第3场朴永训黑棋先
行，卫冕失利。

江维杰夺冠
世界围棋名人争霸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