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的历史、现状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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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是以美国为样板发展起来的。到目前为

止，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从事这一调查

工作的既有官方调查机构，也有民间调查机构，而日本舆论调查协会对调查

机构发挥着整合力量、规范行为的作用。日本国民意识调查体系有严格的制

度做保证，既有法律上的保障，又有人才上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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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意识调查，也称为“民意调查”。它不仅包含调查民众短时间

对某一社会事件、现象或政策的意见和意愿，而且还包括调查长时期内

民众对所处内外环境的看法、心理状况和宗教信仰等的变与不变的状

况。国民意识是反映时代状况的一面镜子。① 对国民意识展开调查，是

了解国民思想意识状况的重要手段，也是思想研究的重要方法。日本是

民意调查开展得很普遍的国家，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形

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对于我国建立和健全国民意识调研机制具有重要

的参考意义。

一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的历史与现状

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主要是二战后发展起来的，其所使用的理论

方法和技术主要从美国引进。1945 年 9 月，盟军司令部 ( GHQ) 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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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撤销言论统制法案的一系列指令后，《中部日本新闻》、《每日新闻》、

《朝日新闻》、《西日本新闻》和 《读卖报知新闻》等多家报纸开始着

手设立专门从事国民意识调查的部门。1945 年 10 月 20 日， 《每日新

闻》以《知事公选方法———全国调查 2000 名男女》为标题，发布了日

本将首次进行全国性国民意识调查的预告，随后于同年 11 月 12 日公布

了该项调查的结果。自此以后，日本全国规模的国民意识调查从报社开

始了。①

为了及时掌握日本国民意识的变化情况，1945 年 10 月，盟军司令

部民间情报教育局 ( CIE) 局长 K. R. 戴克准将授意日本情报局第三部

部长加濑俊一设立舆论调查课。同年 11 月 1 日，以小山荣三为顾问的

舆论调查课成立，隶属于情报局企划资料部，课长是与小山荣三同样毕

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科的冢原俊郎。1945 年 12 月 31 日，

日本情报局被撤销，舆论调查课也被划归到内务省地方局下。1946 年 1

月 26 日，舆论调查课又被划归总理大臣官邸内阁审议室，更名为舆论

调查班，从事国民意识调查和一般政治情报的收集以及新闻、出版、投

稿的分析工作。1946 年，米山桂三的《舆论与民主主义》、小山荣三的

《舆论调查概要》和时事通讯社调查局编 《舆论调查》出版，特别是

《舆论调查》，实际上成为内阁审议室舆论调查班的正式入门书，指明

了战后国民意识调查的方向。② 1948 年 1 月 23 日至 2 月 15 日，舆论调

查班为了按照新宪法的精神选择适合和平民主日本的节日，实施了

“关于祝祭日的舆论调查”。这次调查，是日本政府战后初期实施的第

一次大规模的国民意识调查。③

实际上，这时科学的调查方法在日本还未普及。为了提高日本国民

意识调查的技术水平，1947 年 3 月在总理大臣官邸召开了第一次舆论

调查协议会。以东京大学的户田贞三为首的社会学界、统计学界的权威

以及与舆论调查相关的各公私机构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从

美国招聘来的专家和盟军司令部民间情报教育局官员，对与会代表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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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意识调查的技术培训。这次会议对战后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影响极

大，使日本国民意识调查的精度和可信性大大提高。

战后日本国民意识调查的兴起，主要是由四个原因引起的: ( 1 )

因为战争时期长期受法西斯政府的言论压制，二战结束后日本民众有表

达自身想法的强烈要求; ( 2) 为了满足市场需要，日本舆论报道机构

和调查机构都积极地尝试进行国民意识调查; ( 3) 盟军司令部对日本

的舆情很重视，并注重对日本舆论调查机构的培训和指导; ( 4 ) 日本

政府出于合理制定政策的需要，有全面了解民众所思所想的要求。

随着各种国民意识调查机构的纷纷成立，为了进行规范管理，1950

年财团法人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成立。该协会由有实力的大众传媒、国民

意识调查机构和从事国民意识调查研究的人员等组成。协会组织会员进

行共同研究，交换内外情报，提高了彼此的调查技术和数据分析水平。

同年 5 月，以参加日本舆论调查协会的报社为中心，成立了报纸舆论调

查联盟，其目的是将 18 家地方报社与全国国民意识调查组织联合起来，

以促进国民意识调查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前，日本所作的国民意识调查，主要还是满

足实际的需要，以科学为目的的调查尚难以发展。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

后期，情况才有所好转，民间财团、文部省等机构表示愿意资助调研费

用，对于研究者来说采用调查这种方法相较以前变得容易多了。① 然

而，即使这样，对于一些没有组织能力和人脉的研究者来说，采用实证

的调查和分析方法来进行研究仍是困难的。1998 年 4 月，东京大学社

会科学研究所附属日本社会研究情报中心，尝试构建起了 “SSJ 数据保

管所”。该机构接受各种研究者和机构的委托保管数据，代办申请手

续，满足一定条件的人，只要申请，都可以无偿获得数据。如今，SSJ

数据保管所已经公开了企业、政府和大学委托保管的多种多样的数据。

有了这个数据库，研究人员和调查机构可以及时了解其他机构所作的调

查情况，对于研究和开展国民意识调查提供了很大帮助。

日本战后不久所作的国民意识调查，既采用过盖洛普的 “分配

法”，也采用过“抽样法”。昭和 20 年代 ( 1945 ～ 1955) 是“抽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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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黄金年代。① 1947 年，民意科学协会进行了 “关于选举的预测

调查”。调查对象是从东京都选民中随机抽选的 500 人。据说，这是日

本国民意识调查中最早采用随机抽样方法的。② 此后，无论是日本的民

间调查，还是官方调查，都开始采用 “随机抽样法”。随着网络技术发

展和网络的普及，网络调查技术也逐渐被应用到国民意识调查中，但是

正式的、官方的、大规模的调查仍然采用的是传统的调查方法。

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已经开展了 60 余年，有两个调查项目到现在

依然持续着: 一个是统计数理研究所开展的 “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

另一个是日本广播协会 ( NHK) 实施的“日本人的意识调查”。这两个

调查，在日本国民意识调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统计数理研究所从 1953 年到 2008 年间每五年举行一次“日本人的

国民性调查”，调查对象是 20 ～ 80 岁的成人国民。调查采用分层多段随

机抽样法、访谈法，每次调查选取 200 ～ 300 个地点，样本数量为 2000 ～

4000 个。调查的原则是尽可能每次调查都采用大体相同的调查手法和

使用大体相同的问卷。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也相应增加了对新出现

问题的调查。为了更好地实施调查，调查团队分为两队同时开展工作:

一个团队负责原有问题为主体的调查，另一个团队负责新问题为主体的

调查。③ 开展这项调查的目的主要有两个: ( 1) 通过长期连续地对相同

问题项目的调查，力图发现日本人思考方式的变化情况; ( 2 ) 希望把

现在与过去的情况联系起来，同时探寻将来发展的动向，并为此做

准备。④

对于与国民生活有关法律的立法来讲，不仅要通过调查把握国民意

识和需求在时间上的变化，还要重视深入地挖掘规定国民在生活上的重

点问题及喜好的意识结构。⑤ 这一点也体现在国民意识研究上。为了追

踪日本人基本价值观和社会观的变化并进行总括性的研究，日本广播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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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广播舆论调查所①从 1973 年到 2008 年几乎每五年都实施一次 “日本

人的意识调查”。在此之前，日本只有政治意识的调查、社会意识的调

查、国民性的调查、阶层意识的调查等等，还没有总括性的调查。因

此，“日本人的意识调查”具有重要的意义。②

“日本人的意识调查”采用分层随机二段抽样法: 第一阶段抽选调

查地点，将日本全国从北海道北部到冲绳分为 18 个区域，每个区域按

城市规模、产业人口就业构成比例对市町村加以分层。依照各个区域人

数的多少，按比例系统抽选 300 个调查地点，每个地点在实际调查中由

一名调查员负责。第二阶段是从调查地点的市町村居民基本底册中等间

隔抽选 12 名调查对象。调查的内容很丰富，涉及家庭观念、生活观念、

天皇观、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宗教意识，等等。

日本广播协会广播舆论调查所实施国民意识调查的目的是: ( 1 )

掌握人们怎样看待传媒以及对传媒有什么期望等客观数据，以利于日本

广播协会制作和编辑节目以及运作经营; ( 2) 调查人们对某个时间内

的焦点性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抱有的态度和对生活的实际感受，将其结

果作为报道节目的素材; ( 3) 对调查结果加以多角度分析，通过公布

其结果来提高关于媒体的调查研究。③

就官方的国民意识调查机构而言，目前日本内阁官房中设有三个科

室: 内阁总务官室、内阁公报室和内阁情报调查室。其中，内阁公报室

开展的日常活动中就包括实施把握国民的基本意识动向以及对政府重要

政策的态度的国民意识调查。调查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其中有三项调查

属于长期调查，即 “关于外交的调查”、 “关于国民生活的调查”和

“关于社会意识的调查”。

“关于外交的调查”始于 1975 年，此后几乎每年举行一次，其目

的是“把握普通国民对于外交的意识等，以为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关于国民生活的调查”始于 1948 年，但这一次是以 28 个城市的家庭

主妇 ( 夫) 为中心展开的。真正以全日本的 20 ～ 60 岁男女为中心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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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民生活调查是在 1954 年，此后几乎每年实施一次调查，其目的是

“调查国民对于生活现状的判断以及在生活改善方面的各种愿望，以确

定国民舆论的基本动向，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参考”。而 “关于社会意

识的调查”，以“究明普通国民社会意识的现状及其基础，为制定确立

新的国民道德的各种方策提供参考”为目的，开始于 1965 年，此后几

乎每年实施一次。

此外，除总务省统计局之外，有些省厅也设专门机构负责与本部门

工作相关的国民意识调查。例如，文部省就有 “关于学校教育的统计

调查”、“关于社会教育的统计调查”、“关于教育费的统计调查”、“关

于体育、运动的统计调查”、“关于健康教育的统计调查”、“关于科学

技术的统计调查”、“关于文化的统计调查”等多种调查项目。

二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体系的特点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战后以来实施了 60 多年，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

的体系。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

( 一)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体系是官民结合的调查体系

日本政府的许多机构都设有专门的或附属的调查中心。经济企划厅

下设的特殊法人机构———国民生活中心，成立于 1970 年，负责汇总、

分析、评价全国的各消费生活中心送来的信息，并把分析结果提供给相

关部门。国民生活中心几乎每年都将研究成果汇总出版。2003 年 10 月

1 日，依据《独立行政法人国民生活中心法》，国民生活中心被改为独

立行政法人，负责稳定和提高国民生活，从综合的立场上提供关于国民

生活的信息。此外，中央政府中的其他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中，也设有

专门机构从事有关国民意识的调查研究工作。除了官方调查机构外，日

本的民间调查机构也数目众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媒体调查机构。

《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时事通讯社等报社、通讯

社，都设有专门机构对国民意识进行定期调查，内容涉及政治、经济、

外交、社会、教育、文化、国民生活等广泛的领域。这些调查具有以下

特征: ( 1) 几乎都以 18 ～ 20 岁以上的日本国民作为调查总样本;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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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调查能够知道全国范围内关于该问题的意见分布状态。①

日本的电台、电视台中也设有专门机构从事国民意识调查。日视新

闻网 ( 简称 NNN) 中就设有“日本电视舆论调查”专栏，定时发布国

民意识调查结果。日本广播协会所属广播文化研究所，更是很早就致力

于国民意识的调查工作。如果说，官方机构所作的舆论调查具有权威性

的话，那么媒体调查机构所作的调查则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特别是针对

一些突发性事件，媒体调查机构可以利用其特有的网络及时进行调查，

并迅速公布调查结果。

总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企业

等机构所作的国民意识调查逐年增加，它们共同组成了日本官民结合的

国民意识调查网络。

( 二) 在国民意识调查体系中，各种协会扮演着重要角色

目前，日本国内为数众多的与国民意识调查相关联的协会主要可以

分为两类: 一类是全国性舆论调查协会，如财团法人日本舆论调查协

会、社团法人舆论科学协会; 另一类是地域性舆论调查协会，如长野县

舆论调查协会等。

日本舆论调查协会是全国范围的专业协会，为了确保舆论调查的准

确性和可信性，该协会制定了 《伦理纲领》和 《实践规程》。《伦理纲

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 1 ) 为了保证调查的准确性，调查要依

照相关的手续和科学的方法来实施; ( 2) 参与调查的人员应不断努力

提高技术和操作水平; ( 3) 应自觉地认识到调查是通过调查对象的协

助才得以完成的，应该尊重被调查者; ( 4) 调查是以把握国民意识和

社会的实际情况为目的的，不能把它作为其他行为的手段; ( 5 ) 通过

调查知道的事项都要进行统计性的处理，然后准确地将结果发表出来。

为保证《伦理纲领》得到遵守，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还制定了 《实

践规程》。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点: ( 1) 在阅览居民基本底册、选举人

名册时，要尊重管理者的要求，不能将其用作调查目的之外的活动;

( 2) 阅览后抽样得出的结果和制成的名册不能让调查工作人员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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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到; ( 3) 调查对象的回答都要经过统计上的处理，必须保守调查

上获得的各种秘密; ( 4) 调查报告中必须明确标记调查目的、调查委

托者和实施者的名称、问卷及总样本的概要、调查设计、样本数、实施

时间、数据收集方法、回收率等事项; ( 5) 调查委托者和实施者在遵

守调查规则的同时，应彼此协助; ( 6) 关于新的调查规划设计和方法，

应该尊重制定者的想法; ( 7 ) 违反 《伦理纲领》和 《实践规程》时，

由评议员大会来决定进行处分。

总之，舆论调查协会在日本国民意识调查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积极

作用。这种作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 1 ) 整合日本国内调查力量;

( 2) 规范国民意识调查工作; ( 3) 提高国民意识调查的理论水平，促

进调查方法创新。

社团法人舆论科学协会成立于 1946 年，是日本第一个独立调查机

构，首任会长是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户田贞三博士。该协会成立 60 多年

来，共组织实施调查 6400 余次，在国民意识调查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该协会的日常工作主要有: 调查的理论研究，关于调查方法的科学研

究，国民意识调查及市场调查的实施，杂志及印刷品的发行及开办演讲

会、研究会及其他活动，为达到协会的目标而必须要做的其他工作。

作为地域性舆论调查协会的长野县舆论调查协会，成立于 1993 年

12 月，第一任会长是小林春男。其设立的宗旨是 “敏锐而迅速地掌握

县民的动向，提供具有可信度的数据，以此为广大县民生活的提高做出

贡献”。目前，该协会拥有 109 个企业和团体会员，是地方舆论调查协

会的代表。

( 三) 注重对国民意识调查的规范管理

对于国民意识调查来说，一个必要而基础性的工作就是先获得总样

本的基本信息。1967 年颁布的 《居民基本底册法》，对调查机构复印、

阅览居民基本底册作了明确规定。2006 年，日本政府又对 《居民基本

底册法》做出修改，将居民基本底册阅览公开的原则改为非公开的原

则。尽管是非公开的，但是对于国家、地方公共团体为了工作需要，统

计调查、舆论调查、学术调查和其他调查研究中被认为具有高度公益性

的项目以及公共团体举办的、在提高居民福利上具有公益性的活动等，

都允许申请复印、阅览居民基本底册。这个法律，一方面保护了公民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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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调查机构工作的顺利展开。

另外，日本有严格的社会调查员资格考试制度。社会调查协会是社

会调查员资格的认定机构。2001 年，鉴于社会调查的重要性，且担忧

从事社会调查的专门人才培养体系尚未齐备，为 “完善社会调查教育

体制，科学地、有组织地培养从事社会调查工作人才的同时，使这一专

门职业制度化”，以日本社会学会、日本行动计量学会和日本教育社会

学会为基础，成立了“社会调查员资格认定机构”。2006 年，该机构更

名为“一般社团法人社会调查协会”。到 2006 年 11 月为止，该协会共

认定了 5134 名社会调查员和 1523 名专门社会调查员。

所谓社会调查员，是指具有社会调查基本能力的专家，他们通过学

习调查计划和报告制作等社会调查的全过程，能够指出基本调查方法和

分析手法的妥当性和问题。要想取得社会调查员资格，需要有大学毕业

证书，且须取得设有社会调查员专业的大学 ( 机构) 中的社会调查员

所需全部标准课程的学分。

所谓专门社会调查员，是指具有高水平调查能力的专业社会调查人

员。他们不仅能够指出调查的问题，而且能够运用多种调查手法，具有

运营管理实际调查的能力和通过高水平分析方法执笔报告等实际能力。

取得专门社会调查员的资格要件是: ( 1) 具有社会调查员的资格; ( 2)

在设有社会调查员专业的大学 ( 机构) 中取得专门社会调查员所需全

部标准课程的学分; ( 3 ) 撰写过利用社会调查结果的研究论文 ( 含硕

士论文) ; ( 4) 硕士毕业。

总之，《居民基本底册法》既是一种保护，又是一种约束。保护的

是调查机构获得调查对象信息的合法性，约束的是调查机构负有保护被

调查者隐私的义务。社会调查员制度则保证了调查人才培养的规范化和

持续性。

( 四)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具有较高的科学性

这种科学性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得以保证: ( 1 ) 从调查本身来

讲，调查可以分为单项调查和连续调查。单项调查，是围绕一个单独的

题目所进行的专门调查。连续调查，指的是有规律地对一个题目不间断

地调查。因为对同一问题作连续调查，每次获得的数据可以做比较，从

中可以发现变与不变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连续调查要比单项调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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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结论相对科学和全面一些。因此，无论是日本政府调查机构，还是

民间调查机构，都很重视连续调查，“日本人的国民性调查”、“日本人

的意识调查”、“日本人的生活意识调查”等都属于这类调查。 ( 2) 从

国民意识调查方法上看，主要包括调查对象的选取方法和调查的实施方

法等。调查对象的选取方法，主要分为全面调查法和部分调查法两类。

相较部分调查方法来讲，全面调查方法因为是对所有的调查对象进行无

遗漏的调查，所以相对科学一些。日本内阁府所作许多调查，都采用的

是全面调查方法。即使是部分调查方法，为了保证调查的科学性，日本

调查机构多采用分层随机二段抽样法。从调查实施方法来看，日本调查

机构多综合运用“访谈法”、“问卷法”、“电话法”等多种方法，以保

证调查的科学性。从法律和制度保障上看，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机构可

以依法使用居民基本底册从而保证了总样本的全面性，社会调查员资格

考试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调查人员的素质，而各种协会可以起到

对调查机构的监督和管理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提高调查的科

学性。

概而言之，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体系是官民结合的体系，在这个体

系中，协会发挥着整合力量、规范调查行为的作用。日本国民意识调查

体系有严格的制度做保证，既有法律上的保障，又有人才上的保障。

三 日本国民意识调查的作用和界限

战后以来，日本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国民意识调查体系。国民意识调

查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重要的

作用。

( 一) 通过国民意识调查，可以把握民众思想意识的动向，为制定

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参考

事实上，战后国民意识调查本身就是作为日本民主化的一环而出现

的。日本政府很重视国民意识调查，许多全国规模的大型调查主要是由

官方调查机构来做的。日本的官方调查机构定期对国民意识进行调查，

并及时将调查结果向社会公布。除了综合性的国民意识调查外，日本政

府各省厅的附属研究机构，也负责开展与本部门相关的国民意识的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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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工作，而民间调查机构所做的舆论调查对于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也具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二) 国民意识调查可以为民众提供一个表达自己希望与意愿的通

道，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

无论民众的希望与意愿是否被反映在政府政策上，民意调查都可以

为国民情绪的发泄提供一个端口，从而有利于维持社会稳定。日本社会

素以稳定著称，国民意识调查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毋庸赘言，政府

主持开展的国民意识调查，具有将政策与国民意愿联系起来的功能。而

实际上，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所属的调查机构，在这方面也

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的优势是它具有完备的网络，比较容易实施大规

模调查，而且其本身就是大众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可以及时将调查结

果公之于众。

( 三) 通过国民意识调查所得出的调查结果，可以为国民的自我认

识提供参照

国民意识调查的结果所呈现的是一个关于国民意识状况的整体样

态，国民既可以在其中发现自身想法所处的位置，也可以看到他人想法

的分布情况，在相互对比中，有利于国民形成对自身的客观认识。更进

一步讲，通过国民意识调查，国民的意识可以被重新 “塑造”。特别是

对于具有较强从众性格的日本人来说，这种 “塑造”作用似乎更有效

果。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时期出现的 “一亿总中流”意识，既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产物，同时也不能排除受一次次国民意识调查 “塑造”的

影响。

从目前来看，日本的国民意识调查仍然存在两个主要的问题亟待

解决。

其一，随着历史的发展，调查方法需要革新。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

日本主要采用的是访谈调查法。但是，从当前情况来看，过于考虑调查

成本、调查人员素质下降以及高龄化和担心受到犯罪侵害使调查对象对

调查人员抱有不信任感等，使访谈调查法的回收率普遍较低。

最近，网络调查法和随机数字拨号 ( random digit dialing) 调查法

令人关注。网络调查法的优点，是成本较低，而且可以迅速、广泛地收

集大量的信息。其缺点是存在明显的样本偏差问题。在网络调查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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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者以年轻人、高学历男性居多，平时不用电脑的人则被排除在外。

并且，在调查中存在着问卷的设计过于简单地罗列问题、将重点放在广

告和促销上，缺乏对战略性市场进行充分调查的倾向。①

随机数字拨号调查法在大众传媒中应用比较普遍。它的优点是成本

低，缺点也是样本存在明显偏差。随机数字拨号调查法依靠的是固定电

话，那些只用手机的人自然被排除在外。近年来，日本二三十岁的年轻

人当中只有手机而无固定电话的人越来越多。不仅如此，90 年代后许

多日本人都不愿意将自家的电话号码纳入到电话簿中。这些因素，使随

机数字拨号调查法的样本偏差问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并且，在利用随机

数字拨号调查法进行调查时，调查人员在调查前除调查对象的电话号码

之外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调查对象来说，随机数字拨号调查法没有给他

们像访谈法和邮送法那么长的准备时间。另外，随机数字拨号调查法的

回收率也比较低，很多调查对象都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调查。

其二，战后以来日本非常重视对选举的预测调查，至今地方选举和

首相选举的预测调查仍是国民意识调查的 “重头戏”。然而，归根结

底，国民意识调查应体现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宗旨，应当把国民意识

调查的重点放在与民众息息相关的问题以及民众的生活价值观、政治意

识和国际观念状况的调查上，使之真正为民众服务，为政府制定政策提

供参考。

(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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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日本廑橐物1理の2史考察

王 文英

2史(展の角度から1945 年以後の日本廑橐物1理の2史を4つの时期に分ける

ことができる。 1945 年から1969 年にかけて、 日本は市町村を责任者とする廑橐

物1理制度を推行し、 主に公共卫生问题を解3してきた。 1970 年から1990 年に

かけて、 市町村と生产企业を责任者とする廑橐物1理体系が构筑され、 工业廑橐

物1理问题を重视してきた。 20 世纪 90 年代は、 日本は循环型社仝への,换期で

あり、 正式に廑橐物循环利用の国策の宓施を开始した。 2000 年以、 日本は、

循环利用という鲜明な特4を有する法律体制および国家、 地方公共*体、 企业、

国民による役割分担の廑橐物1理体系を确立し、 廑橐物1理产业面でも著しい(
展を遂げている。 中国は、 廑橐物1理事业の(展における日本の0と教训を参

考にして飞跃的な(展を5ることができる。

日本の野菜)格安定制度の仕组みへの评)と示唆

陳 永福 馬 国英

野菜は、 人々の日常生活に欠かせない基本的な农产物の一つであり、 その生

产と取引に特殊性があるので、 うまく庥できなければ、 その需给の动が激し

くなりがちで、 その)格が急に暴腾したり暴落したりする。 日本政府は、 野菜生

产农家の生产意欲を高め、 野菜の安定供给を确保するために、 法律法规作りや手

当政策措置などを通じて、 比较的に有な野菜)格安定制度の仕组みを构筑して

きた。 野菜)格安定基金制度と紧急需给调整策という具体措置によって、 日本

は野菜)格と供给の安定を长期的に保ってきた。 日本の野菜)格安定制度の仕组

み及びそのやり方は、 中国の参考に6する。

日本における国民意识调7の2史·现状
およびその意义

唐 永亮

!後日本における国民意识调7は、 アメリカをモデルとして(展してき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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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にいたって、 理论面においても宓跷面においても既により完备な体系が构筑

されている。 国民意识调7に攉わる者には、 政府侧の调7机8もあれば、 民间の

调7机构もある。 日本世论调7协仝は、 9々な调7机8にする统合、 规制の役

割を果たしている。 日本における国民意识调7体系は、 格な制度をもって保障

されている。 法律上の保讵だけではなく、 人材の保障もある。

现代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の国际化

臧 佩红

泾のグロ$バル化や知识泾の进行に:って、 教育の国际化は世界教育の

(展における重要な趋势の一つとなり、 日本政府が教育の改革を推进する基本视

点の一翼であり、 また日本が新しい泾成长点を开(して国家のソフト·パワ$

を;强する 国家!略 でもある。 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の国际化政策は、 定着

化 · 国策化 · !略化 という三段阶をて、 既に国际的なハイレベル

に达している。 日本における教育の国际化を研究することは、 我が国における教

育の国际化にとって、 有益な参考になる。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史研究の理论と方法

宋 成有

古代では、 中国人は 华夷の< という察视点を重视して、 全体主义と宓

讵主义という二つの研究法を用いて日本研究を行った。 近代、 特に清の末期と民

国の顷になり、 中国の学者たちは、 华夷 という念をて、 日本研究の理论

も多9化され、 研究方法も十人十色となった。 1949 年以降、 大陆と渲の学者

は、 研究の理论と方法において各々の特色を持っており、 しかも相互の隔离から

渐次の接近へと向かってきた。 大陆の学者は、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史研究の主力と

なっている。 唯物史と宓讵主义は、 その研究理论と方法の多9的な进展に伴

い、 中国における日本史研究の基本理论と方法として定着してき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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