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01234 56789:;<$=
>4?@’ABCDE$%&’(FGH
,IJ$KLMNOPQR

)*!#!-S1/TUVWXYZ
[\]^_‘a4bcde4-fghi
jk4 l!mnopqrs4!"!_tu
vR !wxyz{|}~]��R

)*!!!�567$��%&�(4
���!$�_���1�$4 h��GR
�����4.�����������
�� ¡)*¢£¤¥¦!§¨R

©x]ª«¬¬.®¯56�°±
�²³´µ¶·¸¹4)*º3»~¼½
¾¿4MÀÁ|dÂÃÄQRMÅÆÇÈ>
Â~L<$¹4dÉÊË�ÌÍR Q

����Î4!w:;)*L<$¹
ÏÐÑÒ,ÓÌÍ4ÔÕ��Ö×$%&
�(=>ÑÒØÙ¦Ú�ÛR ÜÝ567
Þß4 ×�(à-á$�K%$âã�$R
,�äå=æ|4��xyçèéêëì
íî�G$PLÏÐïR !"#$%

\!4¦ðñò0ñóô-0ñõñ
ö÷øù,l�Þúñ_ûüýþ4ÿ!
"ó#$�%&’®()?�*+Ôô,
-L.�ü/04ýþ·¨123Ð/R

ñ_ûüýþ4�0ñóô5{«6
Ôô$7Ô«6ü/4 896:;ÜÝ6
<ïÐL=¥Ñ>?@,��A96B
CR896BC5D8%EF7Ìé’4G
H¨I7ÌJ64óKLM’N�MNR+
OP/2Q®3NR+®S(TUV2QW
!"Añ_SXïYþZ[7\]éR

^_ýþd‘ÌÍa4dÜb[‘c
de4f7ghû6ÑÒúijû6_k

l48�mn�Lh\S6_op¿qR
ñòr�óóîsttu¸¹av4

wlLûüýþ4 Ö�xyzo×@,
L4 {|LÖ.�96L·¨196Ð
/4,éê�{&ASXïb[�Ì]é4
}mn�~ju�R

�ù�4 �lñ_ûüýþ4�
��8%96:;\��4û���
��%$��4f-��ñ_.�96
_��Yþã�4�-û�ü/(�
¦{|��ù’$��6k6�-�4
ûEù·¨1.�96����U
uû61��L�MR !&’()

!"# !" 2012年9月1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陈多 美术编辑 周培骏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01!23(456
789-:;<

.��;è��1Nd.9�� 
!"!-¡}¢éR ¦�¦£;¤®ð6g
;¤«$¥¦?�¦ððª¬§¨«©
ª6®«©«¬W®eÂ©¯°R

¥¦t±4 ²³´µÖ¶·�ª®�
��ªL,X=4d¸¹�ºÍ»-¼½
¾L¿À4-ªÁ�Â\¯4�ÃrÅÆ
ªÁL^·ÄÅwÆÇ4²³�È/àÉ
ÊÕË4ÌÍ./4,¯S5R

�Ì4 \Sð��ÎÏLÐÑ±^4
²³¦&ÒÓàÔ7ªÁ�]L�B4�
�Ð1²³§¨LÄ:�]4��Ãr;
ñÕVLÄ:Öß4��×÷ªÁØÙL
Ú�÷e4 ÒÛ¿ÅÆw,Ü=LÝ/4
(¦&ªÁ´µÞßàváªÁº«4�
âãKÜéä,�I,åt®Ä:æßL
çèéÄR !"#$%

*+,-./0123456.78
今天，作为中国学生和中国青年的一分子，我们满

怀愤慨，特向您致信。我们震惊地看到，近段时间以来，
钓鱼岛周边海域局势风波诡谲，几代人倾尽心血、致力
推动中日友好的努力几乎毁于一旦。原因众所周知：在
您的姑息纵容下，贵国政府自导自演了一出“ 购岛”闹
剧，企图以“ 国有化”的手段将侵占行为“ 合法化”。

在此，全体北京大学学生可以明确地告诉您，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
国对这些岛屿享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有充分的历史和
法律依据，贵国政府的行动完全是非法和无效的，丝
毫动摇不了中国对这些岛屿的神圣主权；对于日本政
府被右翼政客和军国主义势力裹挟所做出的公然挑
衅中国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亵渎历史与反法西斯战
争成果的丑陋行为，全体中国人都从心底表示最强烈
的谴责！

下面，请允许我们站在青年学生的角度为您回顾
一下中国近现代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土
几度遭逢铁蹄践踏，中华民族几度面临亡国之危，但
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捍卫祖国领土的决心从来不曾
改变。中国曾面临甲午海战水师几近覆没的局面，曾
面临抗战初期半壁江山沦丧的危机，曾以简陋的武器
抵御法西斯的炮火，曾以落后的装备对抗帝国主义的
入侵。正是因为经历过这段饱受屈辱、山河破碎的历
史，如今的中国人民才会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主
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中国有句古语：前事不忘，
后事之师。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有一条重要的结论，
我们很想与您分享。那就是：凡是低估炎黄子孙保卫
领土的决心、轻视中华民族捍卫主权的勇气的人，最
终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此，我们正告您和您所领
导下的贵国政府，面对如今国力增强、民生改善的中
国和勤劳勇敢、团结一致的中国人民，任何妄图侵犯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阴谋都绝不会得逞！

阁下在从政之前，曾经担任过儿童教育中心主
任；阁下的夫人，大学期间主修的是声乐专业。我们本
来期待，像您这样一个喜欢孩子和音乐的家庭，理应
是爱好和平、厌恶暴戾的。但阁下及贵国政府所作所
为，试问，如何能够安然面对两国儿童那一双双渴望
和平的眼睛？如何面对前人为中日友好所付出的辛
劳？又如何面对历史将给予你们的评价？

总理阁下，中日两国在历史上曾有着悠久的交流
传统。在当代，也有众多友好人士致力于推动两国关
系向前发展。2011年3月11日，东日本发生大地震。我国
政府和人民第一时间向日本人民伸出援助之手。您本
人也曾在今年上半年，向我国新华社投稿，感谢包括
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 莫大援助及深情联
系”。而在我们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更是随处可见许多
日本留学生的身影，同时也有许多老师在讲授日本语
言、文化等方面的课程。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是两
国学子，更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景。我们在此强烈地
呼吁您及您领导下的日本政府能够着眼中日关系的
大局，悬崖勒马、迷途知返，彻底终止“ 购岛”的错误
行为，不要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破坏中日友好关系

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我们从不惧怕流血与牺牲，决不姑息任何形式

的挑衅，坚决拥护我国政府为捍卫国家领土主权
所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和正义行动，始终坚

定地与党和政府、与全国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期待您做出正确的选择，期待

日本政府能够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
责，也相信历史必将公正地记录在

这次事件中政治人物所展现出
的智慧与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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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东海的大陆架自然延伸到冲绳海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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