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关系的既往 、 现实与未来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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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至今的道路并不平坦。20 世纪 90 年代前
期，中日双方尽管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
摩擦，但本着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精神处理重大问题，友好合作仍是两国关
系的主流。90 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
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两国结构性矛盾凸显，“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
作伙伴关系” 和 “战略互惠关系”，先后经历了严峻考验。今天的中日两国
的战略关系与真正意义上的民间和解仍在调试、变化、发展过程中。尽管日
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逐步超越自己，但最终也只能接受这一客观现实。面向
未来的中日关系，双方更需夯实新形势下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基础，由此开创
健康稳定、和谐相处、互利共赢的新阶段，造福于两国人民、亚洲乃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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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 相对于两千多年的历史，45 年不过是短暂的一
瞬。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 中日关系的主线几经变化， 从 20 世纪 70 年
代初期的复交努力到 80 年代蜜月般的友好往来， 再到 90 年代以后频发的矛
盾纠葛，伴随发展的变化从未停息。进入新世纪后，两国关系在政治、 经济、
人文交流等各领域、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就， 但同时也经历了复杂的波折
和极为严峻的考验。在国际局势急剧变化背景下， 中国的快速崛起与日本争
夺地区主导权的战略目标迎头相撞，历史认识问题、钓鱼岛及海洋权益冲突、
台湾问题等矛盾斗争叠加在一起， 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 推动两国重回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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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成了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改善关系的目标。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年以至久远的中日交往
史，始终昭示着一个真理——— “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应成为双方共识和
共同敬畏的 “历史法则”。

一、邦交正常化是现代中日两国关系的原点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 签字仪式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日两国经过多年 “以民促官” 的努力，两国老一
辈领导人运用政治智慧①，经过艰苦细致的谈判，终于成功开启了复交的大门。
时隔 45 年，我们重读 《中日联合声明》 这一标志着 “迄今为止的不正常
状态宣告结束” 的现代两国间第一个政治文件， 深刻地感受到其原则精神对
于处理今天中日矛盾仍然具有重要的规范意义。 其中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
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 表示深刻反省 ” 和 “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日本
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
的立场” 等内容，直指困扰今天两国关系三大问题中的两个——— “历史认识
问题” 和 “台湾问题 ”， 而复 交 谈 判 中 以 “搁 置 争 议 ” 的 默 契 方 式 处 理 的
“钓鱼岛问题”，更是当前两国矛盾的焦点。
( 一) 至今横亘中日之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历史是螺旋式上升发展的。1972 年签署的 《中日联合声明 》、1978 年签
署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98 年发表的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

①

复交谈判对双方领导人同样是政治智慧和外交水平的考验。据当年随田中角荣访华的警卫队

长兼贴身翻译鸣海国博讲: 田中一行抵京后，曾在人民大会堂穿行时与周恩来总理有过一段简短却意
味深长的对话。田中首相扇着折扇边走边问道: “周总理，中国有多少人口?” 鸣海将这句话翻译给周
总理后，周总理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用炯炯目光直视田中首相。双方一时间默默对视，鸣海不免紧
张起来，心中暗想: “自己的翻译并没有错误，况且如此简单的问话，周总理本身就能够听懂。可周
总理为什么不回答田中问话呢?” 晚年的鸣海国博分析说，以周总理的睿智一定会想到，田中访华前
作过大量 “功课”，岂能连中国人口这样的基础数据都不知道，突然发问的目的是否是在做战争赔偿
的相关试探? 所以，富有外交经验的周总理才直视对方，等待下文。与中国方面高度重视、审慎处理
相比，来到中国 “客场作战” 的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压力似乎更大。据时任外交部高级翻译的周斌
应 《中国新闻周刊》 约稿撰写的 《1972 年中日复交幕后》 一文回忆，以及中国前驻大阪大使衔总领
事王泰平 《中日关系的光和影》 一书记载，中日成功复交，大平正芳离京前如释重负，曾将 《致姬鹏
飞部长阁下》 写给中国外交部长，表达自己完成历史使命后轻松愉悦的心情: “友情美酒润枯肠，中
国天地新凉爽。得友遂事开国交，飞向东天心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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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和 2008 年签署的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
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 等四个纲领性文件， 不仅是中日领导人代际上的里
程碑，也鲜明地标示出中日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为两国关系的持续发展确
立了共同遵循的政治原则， 在今天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尤其是 1972 年发表的 《中日联合声明》，既锚定了现代两国关系的历史原点，
更是今天改善两国关系必须遵循的 “精神原点”。①
总体上讲，从 1972 年实现邦交正常化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中日双方
尽管在台湾问题、历史问题、领土问题等方面产生过一些矛盾和摩擦，但以日
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 ODA) 和急速发展的经贸合作势头为背景， 两国关系
经受住了国际形势和各自国内政局变化的考验， 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都达到
空前高度。② 但是，到了 90 年代中期以后， 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 政治领域
中开历史倒车的浊浪泛起并不断向整个社会扩散， 在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实现
邦交正常化中运用政治智慧妥善解决的历史问题上出现了反复和倒退。
1995 年，日本自民党历史研究委员会出版 《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 对日
本的侵略历史进行全面、 系统的翻案。1996 年， 桥本龙太郎以现任首相的公
职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打破了 1985 年中曾根康弘之后日本 “现任首相不再
参拜靖国神社” 的政治承诺。1998 年， 日本上映为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翻案的
电影 《自尊———命运的瞬间》，公然为其鸣冤叫屈。进入新世纪后， 日本总体
保守化加快。2001 年， “新编历史教科书编撰会 ” 编写了歪曲历史、 美化侵
略的教科书，并开始在部分学校使用。 同年， 小泉纯一郎上台， 更变本加厉
地每年到靖国神社祭拜战争罪犯亡灵。日本右翼甚至公然叫嚣: “参拜靖国神
社是大和民族历史文化传统， 政治人物参拜与否是日本的内政， 其他国家无
权干涉”，“日本要有独立的立场，不能让中国牵着鼻子走”。③ 2012 年安倍晋
三第二次上台执政后， 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仅不肯真诚反省道歉， 反而在翌

①

中日两国的 “原点” 之争，始见于 2012 年日本政府通过 “购买” 的物权转移方式侵害我钓

鱼岛主权并由此引发中国常态化主权巡航的反制斗争。当时日方要求中国将东海维权行动退回到 2006
年的 “原点”。对此，中国方面明确了现代两国关系的 “原点” 是邦交正常化的 1972 年，以及当年复
交声明中确立的原则精神。
② 1978 年，中日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1979 年底，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从 1980
年到 2000 年，日本共向中国提供了四次日元贷款。从 1982 年到 1992 年的十年间，两国贸易以平均
10% 的速度增长，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
③ 参见武寅: 《中日关 系 的 历 史 分 期 与 转 折》，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网 站，http: / / cass. cssn. cn /
xueshuchengguo / guojiyanjiuxuebu /201405 / t20140514_ 1161472. html［2017 － 08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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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参拜了靖国神社，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新的冲击。2015 年夏季， 随着日
本战败日临近，安倍政府在准备 “安倍谈话 ” 时， 抱定了 “只表示反省却不
再道歉” 的错误思路，不断试探中韩 “日本最起码讲到哪一点， 你们才能认
可和接受? 才能忘掉过去的历史?” 这样的询问， 让战争受害国民众对日本执
政者的 “反省” 感到十分不解。 人们不禁要反问日本: 你为什么不能跳出这
个 “最起码”，像德国那样以深刻的反省、真诚的谢罪，从而获得彻底的原谅
与和解呢? 2015 年 8 月 14 日，安倍晋三发表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闪烁其词的
“安倍谈话”，一方面完全背离了 “村山谈话 ” 精神， 另一方面公然暗示日本
今后不再向战争受害国 “道歉 ”。 结果致使历史认识问题仍旧横亘在中日之
间，日本自身也因未能以切实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而付出更多的国际政治
成本。
时至今日，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与日本还要不要向战争受害国反省道歉，
依然是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两个标志性问题。关于前者，中国人民永远无法接
受日本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毕竟，那里供奉着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
血的各级战争罪犯，这些人或者曾在中国多次屠城虐杀平民百姓，或者违反战
争法展开施放毒气的化学战，或者用战俘甚至抓来的无辜平民做活体解剖实验，
这些丧尽天良的刽子手是永远不会得到战争受害国宽恕的人类公敌。所谓首相参
①
拜是 “文化传统”、“信仰自由” 或 “国民意志” 的说辞，也完全站不住脚。

至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道歉，表面上看 “已经向中国方面做过多次道
歉”，但由于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以及右翼政治势力驱使右派政治家不断发出歪
曲历史事实的狂言和妄语，日方出于外交需要所做的反省与道歉就只能 “归
② 为了剖析
零”。更何况日本政府极力回避以正式文件形式向战争受害国道歉。

日本不肯谢罪的深层原因，2015 年 《新民晚报》 邀请蒋立峰、吴寄南、胡令
远、苏智良、沈丁立等一批日本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专家， 在该报国际版以

①

关于靖国神社对侵略战争炮灰的片面祭祀并不符合传统神道的理念和祭祀习俗，日本宗教文

化研究权威梅原猛 2004 年曾在 《世界》 杂志上著文 《参拜靖国神社脱离日本传统》，对首相参拜靖国
神社的不合理性做过宗教学和民俗学的解释。
② 2000 年 10 月 14 日下午，正在日本访问的朱镕基总理来到东京广播公司演播室，与日本民众对
话。当一位 51 岁的广岛观众提问说: “我对日本在战争中的残酷行为深感内疚。但中国总是要求日本道
歉，这种道歉到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朱镕基总理回答: “我想提醒一点，在日本所有正式文件里面，从
来没有向中国人民道歉。1995 年，当时的村山首相曾笼统地向亚洲人民表示过歉意。因此，不能说中国
”
没完没了地要求日本道歉。道歉不道歉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希望日本方面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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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本为什么难谢罪” 为题集中撰写了 30 多篇文章，并在当年 8 月出版成书。

各种研究清楚地表明， 围绕侵略战争， 中日两大民族之 间 真 正 意 义 的
“民族和解”，即草根层面的宽恕、 谅解还远未形成。 倘若安倍首相真的为日
本民族着想，真的希望对华关系转暖，就应当在这一类问题上谨言慎行。
( 二) 事关 “一个中国” 原则立场的台湾问题
1972 年实现的中日关系正常化， 是我国领导人出于高度的战略谋划和政
治判断，捐弃前嫌，以宽广的胸怀与日本达成的和解。 其中关于邦交正常化
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双方也形成了重要原则立场。
1972 年 4 月 13 日，中日友协代表团与到访北京的日本民社党代表团发表
了联合声明，提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三原则。 即: ( 1) 中华人民共和
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 2) 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 3) “日台条约” 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以废除。②
中国将这三条原则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必要先决条件， 说明中方自复
交努力之始便把坚持 “一个中国 ” 基本立场作为核心和前提条件， 始终着眼
于祖国的统一和台湾问题的解决。 这一原则精神在此后的一系列中日政治文
件中得到贯彻。③
然而，冷战结束后， 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日益复杂， 到了安倍第二次
执政期间，日本支持台独的政治势力蠢蠢欲动， 尤其是蔡英文上台执政后，
日台关系有发生实质性提升的趋向。2016 年底， 日本在台湾的官方窗口 “公
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 在其脸书及官方网站同步宣布， 将从 2017 年 1 月 1 日
起更名为 “公益财团法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并表示，今后将继续 “扮演日
台间之桥梁，尽心竭力使日台关系更上层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立即做出回
应: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 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制造 “两
个中国” “一中一台” 的企图，对日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消极举措表示强烈不
满。中方敦促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确定的原则和迄今向中方所做的承诺，

①
②

参见王卫新、胡令远主编: 《日本谢罪为什么这样难》，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年。
参见田桓主编: 《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5—1993》，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第 336 页。
③

按照中国学者林晓光的分析，“这是一种从政治外交出发、在战略的高度上考虑和处理国际问

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而采取 ‘双方都同意’ 的方式，实际上就是要求日方像中方那样避免纠缠
于烦琐的法律文书，通过最高决策层的政治决断排除国内政治的干扰，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参见林晓光: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回顾与思考———以两国总理会谈为中心》，“爱思想” 网站，http: / /
www. aisixiang. com / data /85090. html［2017 － 08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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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 “一个中国” 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不要向台湾当局和国际社会发
出错误信息，不要给中日关系制造新的干扰。①
这种情况也同样引起中国学者的警惕。有学者撰文明确提出: “中日关系
要顺利发展，就必须恪守 《中日联合声明 》 等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 ”，
包含 “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的立场， 重申中
国只有一个” 内容的第三个政治文件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
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警告安倍政府不要在台湾问题上倒退。② 可见，
不断提醒日本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精神，防止其在台湾问题上开倒车，
仍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是大非问题。
( 三) 复交谈判中的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20 世纪 70 年代，中日在实现邦交正常化和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 两国老一辈
领导人着眼两国关系大局， 就将 “钓鱼岛问题放一放， 留待以后解决 ” 达成
谅解和共识，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在复交努力过程中放弃过维护领土主权及
海洋权益的努力。很多史实清楚地证明，不仅中国方面始终坚持钓鱼岛是自己
的领土，日本方面的进步团体也支持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声索。
1972 年 3 月 8 日，日本外务省就 “尖阁列岛 ” ( 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
屿，下同，不另注) 的领土主权问题发表见解， 仍称中国钓鱼岛等岛屿为日
本 “领土” 的一部分。3 月 10 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安致远在联合国海底委
员会上强调，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领土。1972 年 7 月 7 日， 日本田中角荣内
阁成立，田中首相当天表示， 要努力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就在同一天， 日
中友协中央本部发表 《关于 “尖阁列岛 ” 问题的见解 》， 并发表详细资料说
明 “尖阁列岛” 是中国的领土。③
据张香山回忆，虽然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没有明确约定钓鱼岛问题， 但这
个问题在 1972 年 9 月 27 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时由田中首相首先谈起。
田中说: 我还想说一句话， 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 借这个机会我想问
一下贵方对 “尖阁列岛 ” 的态度如何? 周总理回答说: 这个问题这次不想谈，
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坚持说: 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

，http: / / mini. eastday.
① 参见 《日本对台窗口更名意欲何为? 外交部发言人一语揭穿日本险恶用心》
com / a /161229163128324. html［2017 － 08 － 30］。
②
③

参见吕耀东: 《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及影响》，《日本学刊》2017 年第 4 期。
参见田桓主编: 《战后中日关系史年表 1945—1993》，第 334、3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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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代了。周总理于是说: 对! 就因为那
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做这个文章，把这个问
题搞得很大。看到中方没有深入追究这一问题，田中立刻表示: 好! 不需要再
谈了，以后再说。周总理再次强调: 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
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推
移后再来谈。于是，田中近似于表态地说，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
①
是能够解决的，实际上是认同了中方关于 “搁置” 钓鱼岛问题的主张。

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 1982 年 9 月 20 日英日两国首脑会谈的谈话记录同
样显示，时任日本首相的铃木善幸在会见赴日访问的撒切尔夫人时称， 日中
双方就钓鱼岛归属问题达成谅解和共识，同意 “维持现状”。②
然而，诚如中方发表的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所言: “近年来， 日
本不断对钓鱼岛采取单方面举措，特别是对钓鱼岛实施所谓 ‘国有化 ’， 严重
侵犯中国主权，背离中日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达成的谅解和共识。”③ 表现之一
就是日本外务省片面删除篡改了日本方面关于复交会谈时的外交记录。 针对
日方的片面解释，作为事件亲历者的前驻日大使徐敦信就指出: “1972 年 9 月
27 日，田中首相向周总理提及钓鱼岛问题的会谈记录并不长， 白纸黑字， 应
该是留给后人的重要历史依据。 中日双方各自记录的开头部分基本一致， 不
可思议的是日方记录的后半部分竟不翼而飞， 断章取义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
毫无诚信可言。”④ 在日本国内， 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日方对于当时谈判记录的
篡改，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就将矛头直指时任日本外务省中国科科
长的桥本恕，认为桥本正是篡改历史档案的黑手。⑤
为了维护中日关系大局， 中国方面的专家学者对钓鱼岛主权争端做出深
入、详尽的客观研究， 基于大量历史事实和国际法理依据， 反复证明了钓鱼
岛归属中国，同时也解读并驳斥了日本官方关于钓鱼岛的错误主张。⑥

①
②

参见张香山: 《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 年第 5 期。
?尖阁 ? 现状维持の合意? ? 、? 琉球新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吖。冈田充 ? 棚上げ以外に途は

ない铃木首相言と日中首脳仝谈? 、? 海岵両岸论? No. 49、2015 年 1 月 21 日。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中国网，http: / / view. k618. cn / mtgd /201501 / t20150101_
④ 转引自 《历史真相是新年最好的贺礼》
5799157. htm［2017 － 08 － 30］。
⑤ 大平正芳记念财団 ? 去華就宓闻き书き大平正芳? ( ? 桥本恕の2000 年 4 月 4 日 清水幹夫へ
の讵言? ) 、2000 年。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466—560 页。
⑥ 参见刘江永: 《钓鱼岛列岛归属考: 事实与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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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实状态是中日国力对比在持续变化
诗人巩丕钧说: “历史是凝固的现实，现实是流动的历史。”① 我们今天回
顾中日复交 45 年走过的道路，很多活生生的人物、事件都成了回忆录、教科书
以及影视记录中二维的历史片段，但 “现实” 既可以是浩然长卷中的 “一帧”，
也可以是位于既往与未来之间的历史长河中的 “一段”。毋宁说，给国家关系的
“现实” 的时长作量化赋值，其标准主要取决于观察尺度的大小。
为了扭转中日关系因日本政治领域的错误认识与错误行为造成的扭曲局面，
中国领导人亲力亲为，主动开展对日工作。2014 年 11 月，中日双方就处理和改
善两国关系达成 “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了安倍晋三首相。此
后，两国领导人先后在北京和雅加达、杭州、汉堡举行会见，努力使两国关系
从前几年的困难局面向正常轨道回归。2015 年出版的 《日本蓝皮书》 为今天的
中日关系作了一个形象的表述: 目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一种 “战略错肩” 的非
常时期，从这种特定的历史大周期看， “今天的中日关系的调整不可能一蹴而
就，需要用十几年、几十年的时间同步完成战略的磨合、利益的调整以及大众
心理的调适”。而且，这种 “战略错肩” 的总体趋势是从过去的 “日强中弱”
② 2016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出席中日友好交流
向历史的常态回归。

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
③
人民手里，只要中日两国人民真诚友好、以德为邻，就一定能实现世代友好。

最近，中日关系出现了改善的新迹象，从事日本研究与中日关系研究的专
家学者对此提出了见智见仁的分析。“乐观派” 希望顺势而为，加快推进中日关
系早日回归正常轨道; “谨慎派” 则强调安倍领导的自民党的本质没有变化，日
本政府的对华战略并没有发生转变，不过是为了某种现实目的做一点政策性、
④ 显然，这两方面意见是从中日关系的不同视角，以及安
手段意义的调整而已。

①

参见阿红编: 《迷你哲理诗》，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 年，第 51 页。这首言简意赅却

又深刻透辟的 “迷你哲理诗”，经王毅外长在对日交涉中多次引用，成为提醒日本不可忘却或割断历
史的外交名句。
②

参见李薇主编: 《日本蓝皮书: 日本研究报告 ( 2015)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23 页。
③ 参见 《习近平 出席 中日友好交流 大会 并发 表重 要 讲 话》，新 华 网，http: / / news. xinhuanet.
com / politics /2015 － 05 /23 / c_ 1115384356. htm［2017 － 08 － 30］。
④

参见 《中日关系的困境与机遇: 海外华人学者的新思考》，《日本研究》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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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政府的对华两面性提出的不同判断。
中日关系出现新变化， 是因为过去几年无论是中日关系本身还是作为宏
大背景的中美、日美乃至全世界都发生了许多从量变到质变的变化。 中国克
服经济下行压力， 在政治外交、 经济社会、 科技、 金融， 乃至 “一带一路 ”
合作等诸多领域成功取得了创新发展。 尤其是在军事技术、 航天工业、 海洋
钻探、量子通讯、移动互联网， 以及全产业链经济结构、 包含民间企业在内
的高科技研发投入等， 中国正在快速跨越式地超过日本。 而日本发展速度无
论是增幅还是绝对值都比不上中国， 外交上安倍政府为孤立与围堵中国的
“价值观外交” “俯瞰地球仪外交” 都很不成功， 丑化、 遏制中国的种种做法
也未能收到预期效果。 同时， 日本也看到美国的相对衰落以及中美力量对比
的变化。中美关系的改善、 调整逐步打碎了日本 “联美制华 ” 的幻想。 新世
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中国从追赶日本到 “并肩竞争”，再到越过日本、 开始追赶
美国的 “错肩期”。在这样的背景下，尽管日本并不希望看到中国对自己的超
越，但今后逐步接受中国成功发展这一客观现实， 并随之逐步增强对华两面
性中的合作的一面，已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三、未来关系取决于政治互信与民族和解
社会历史的发展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无论是生命个体还是国家行为体
都不能摆脱时代的制约。 置身时代洪流与国际风云变幻的中日两国， 唯有正
确看待过去的历史，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稳妥处理好现实中存在的问题，
才有可能赢得光明的未来。 就此而言， 未来关系取决于能否解决好 “民族和
解” 与 “政治互信” 这两个互为因果的重大问题。
( 一) 通过民族和解跨越过去不幸的历史
伫立于时代的潮头，回望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年的历程， 人们感念当年两
国领导人正确决策，东亚两大民族化干戈为玉帛， 亦感慨推动这一进程的民
间交往的巨大力量。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 中日要赢得光明的未来， 就要实
现真正意义的民族和解。中日两国为什么需要民族、民众意义上的真正和解?
这是由于中日关系的复杂的结构性矛盾所决定， 不仅需要两国领导人积累互
信，还需民众、草根层面的和解， 以民促官， 才能争取早日跨越过去不幸的
历史。说到底，是因为和解符合两国民众长远和根本的利益。“和解” 的英译
“reconciliation” 和 “settlement” 均带有法律契约性因素，而中日关系的根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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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需要在政府间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之上，真正建立草根层面的彻底和解。
“中日两大民族的历史和解 ”， 与一个个具体的人有关， 与一个个人的心
灵有关。为了让整个东亚社会通过真相实现和解， 重建理性与互信， 让真正
有良知的、向善的人通过真相获得解脱， 就不要只要求受害方忘却。 单纯的
遗忘并不是真正的宽恕。 遗忘只是忽略， 而宽恕则是一种有意识的决定， 宽
恕需要基于对历史真相的还原， 受害方与加害方共同面对历史， 才能对抗狭
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旧的冷战思维下零和博弈的对抗情绪。 实现民族和解是
一个宏大的政治命题， 也是当今日本重大的政治和良心工程， 如果安倍政府
真想带领日本越过 “战后 ” 这道坎， 就需要明白: 正视历史是东亚和解的必
经之路，以真诚合作的务实态度同中国交往才能处理好两国关系。
( 二) 为增加政治互信展开新的对话交流
尽管中日复交 45 年来两国关系长足发展，双方的合作与交流达到史上空
前的广度和深度， 但中日关系的脆弱性近年来尽显， 双方政治互信缺失， 普
通民众相互好感度走低，两国政治关系持续低冷，并有向其他领域蔓延之势。
因此，当务之急是重建政治互信。 为此中日应该相向而行， 抱持共同发展的
信念，开展新的对话交流。
2017 年 8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承办了本年
度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 ”。 中日
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 以及日本众议院前议长
河野洋平、驻华大使横井裕到会并分别作了重要发言。
唐家璇在讲话中提出了双方推动中日关系朝着正确方向改善发展的努力
重点: 第一，树立正确认识， 增进政治互信。 双方可以抓住今明两年的重要
契机，加强对中日关系的顶层设计和高层引领，保持政府、政党和会议交流，
开展外交当局、防务安全领域对话， 及时就双边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各自内
外政策和发展走向进行深入对话与沟通， 化解彼此疑虑， 防止战略误判， 通
过实实在在的努力， 让彼此走得更近， 而不是渐行渐远。 第二， 着眼大局长
远，管控矛盾分歧。 中日关系既有历史纠葛， 又牵涉现实分歧。 历史和台湾
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2017 年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
战争和南京大屠杀 80 周年的敏感年份，希望日方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和迄今承诺，慎重妥善处理历史和台湾问题。 当前东海和钓鱼岛存在不容忽
视的潜在风险和挑战， 容易引发不测事态。 双方应切实遵循四点原则共识有
关精神，做好危机管控，共同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南海形势目前已趋稳降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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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应顺应南海形势出现的积极变化，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多发挥建设性作用。
第三，深化经贸合作， 谋求互利共赢。 双方应积极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 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谈判进程，推动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 ” 是中日开展合
作的新平台和 “试验田 ”。 亚洲合作离不开中日两国的参与。 只有中日携手，
亚洲合作才能走得更远， 走得更顺。 第四， 加强友好交流， 增进国民感情。
这些年中日国民感情下滑较为突出， 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双方应发扬中日民
间友好传统， 为增进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多做实事， 聚沙成塔， 积水成渊，
有效拉近两国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心理距离。
王伟光在致辞中特别就发展中日关系提出了推动中日关系稳定改善和发展
的 “总规矩”，即从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养分，在 “信”
“实”“合” 三个字上下功夫。他指出，双方应该在维护既有的四个政治文件和
四点原则共识基础上增强政治互信; 日方应该避免言行不一，在历史和台湾问
题上做到 “言必信，行必果”，把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更多体现在政策和行动当
中; 双方应该共同创新经贸合作模式，探讨在 “一带一路” 框架下合作的可行
性方案，拓展在文化、媒体、青少年交流等多领域的合作基础，增进民间友好。
作为著名知华友华政治家，河野洋平在基调报告中重申了他坚持 “一个中国”
立场，正确认识过去的历史，希望健康稳定地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一贯主张。他回
顾了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历程，感念 45 年前日中领导人为推动两国关系向好发展所
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克服的重重阻碍，呼吁两国民众 “不忘初心”，继承和发扬当年
①
两国领导人推动日中友好的信念与决心，共同为改善当前两国关系做出贡献。

老一代中日关系发展的亲历者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者的谆谆话语，
值得人们仔细体味。
( 三) 开创中日关系的光明未来
作为从事日本问题研究和致力于中日关系改善工作的从业者， 我们盼望
中日关系能够早日摆脱矛盾纠葛， 将积累的宝贵经验凝聚成正能量， 使两国
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但我们也深知， 光明的中日关系离不开双方的
扎实努力，从曲折历史中走来的中日关系， 道阻且长， 两国的仁人志士需有
“路虽迩，不行不至; 事虽小，不做不成 ”② 的执着精神， 坚定信心， 不畏艰
难，持之以恒，努力推动中日关系开创光明的未来。

参见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 年 8 月 28 日。
《荀子·修身》
。
②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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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作为国家对日研究智库提出了 《中国
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关于发展中日关系的基本见解 》。 其基本精神， 认为今
天的中日关系处于爬坡过坎、 转型发展的历史关头， 双方更需夯实新形势下
两国间相互依存与合作的基础， 由此开创健康稳定、 和谐相处、 互利共赢的
新阶段，造福于两国人民， 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做出应有的
贡献。
“基本见解” 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我们认为它为未来中日关系指明了方
向，因此愿意将其附录如下，作为本文的结语:
( 一) 正视历史，面向未来。正确看待过去的历史，深刻反省日本军国主
义侵略战争罪责， 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 只有汲取历史经验教训， 中
日两国才能携手共进，建立起面向未来的国家关系。
( 二) 恪守原则，积累互信。改善中日关系，关键在于恪守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及四点原则共识精神， 妥善处理台湾问题等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
大原则问题。双方应客观看待对方的发展和面临的问题，逐步积累政治互信，
确保两国关系不偏离正常轨道。
( 三) 经济合作， 互利共赢。 经贸合作是中日关系的 “压舱石 ” 和 “推
进器”。中日互为重要经济合作伙伴，相互依存， 优势互补， 双边经济交往已
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融为一体。 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 倡议为中日经贸
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 未来双方应继续加强财政金融、 节能环保、 技术
创新、旅游和全球产业链及全球经济资源配置等领域的高质量、高水平合作。
( 四) 加强往来，和谐共处。 “国之交， 在于民相亲。” 民间交流曾在中
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更需要发挥民间交流的优势和传
统，努力消除误解和偏见， 进一步加强两国社会、 文化、 教育及青少年等方
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中日关系赋予新的内涵。
( 五) 求同存异，化解矛盾。 中日互为重要近邻， 实现邦交正常化 45 年
来，中日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深度与广度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同时，
中日间也存在东海问题等影响两国关系正常发展的不利因素， 需要通过对话
协商，加强风险管控，寻找妥善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 六) 平等相待，世代和平。21 世纪的国际关系正经历着深刻变化， 经
济政治中心向东方转移的趋势在加强， 全球化推动国家利益高度互融， 亚洲
面临着历史性复兴机遇。 中国和平发展、 永不称霸的庄严承诺， 不仅源自文
化基因的天然引领，更是基于对世界大势、时代潮流的科学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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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Sino － Japanese Ｒelations: On the 45th
Anniversary of Normalization of Sino － Japanese Ｒelations
Gao Hong and Wu Xian
The path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has not been smooth since the normalization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in the 1970s. In the first half of 1990s，in spite of some disputes and contradictions over historical
issues，the Taiwan issue and the territorial issues，both China and Japan could deal with key issue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Sino － Japanese Treaty of Peace and Friendship，with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remaining
as the mainstream. Since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there has been a growing trend of political right －
deviation in Japan，with a wave of denying the truth of history and an expanding influence in Japanese
society，as well as the outstanding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The partnership
aiming at peace and development”and“the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mutual benefit”have been faced with
severe challenges. Now the Sino － Japanese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the 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re still
under the stage of adjustment. Japan has to accept the fact that China is surpassing Japan in terms of
national strengths even though it wouldn’t like to accept it. Faced with the future，both China and Japan
should work together in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co － existence and cooperation in the current context
and creating a stage of healthy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 of mutual benefit and win － win cooperation．

中日阌の过去、 现在と未 来
—中日国交正常化 45 周年を记念して—
高

洪

!

限

中日国交正常化から今日に至るまでの道程は平坦ではなかった。 1990 年代前半に、 中日
方には渲问题や历史问题、 领土问题などにおいて、 いくつかの矛盾と摩擦が生した
にもかかわらず、 中日平和友好约 の原则と精神に基づいて重大な问题を"理し、 友
好协力が依然として#国阌の主流であった。 1990 年代中期以降、 日本政治の右倾化が进
み、 历史に逆行する波が起こって社仝全体に庀がり、 #国の构造的矛盾が日$しに%著に
なった。  平和と展のための友好协力パ&トナ&シ ップの构筑 と 戬略的互恵阌
への努力はしい试练にさらされた。 今日の中日#国の戬略的阌との意味での民间の和
解は、 依然として调整、 化と展の最中にある。 日本は中国が自分を超えることを望ん
でいないとしても、 最终的にはその客的现宓を受け入れるしかない。 未来の中日阌
に向け、 方にとっては、 新しい情势下における相互依存と协力の基础を更に固めていく
ことは急务である。 それによって、 健全安定、 平和共存、 ウ ィンウ ィンという新たな段
阶を开き、 #国民、 アジア及び世界により多くの福祉を提供することになる。

(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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