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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维护和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
【日】 宫 本 雄 二
（日本外务省 东京）

［摘要］ 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并建立良好关系符合各自的绝对国家利益。两国地方的交流一
直是支撑两国关系的基础。钓鱼岛问题已经发展到一个恶性循环的阶段，对此我们必须真正地加
以注意，小心，小心，再小心，否则日中关系有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我们没有“玩火”的余地。现在
日中两国国民舆论、国民感情和社会氛围都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日中关系已经发展到了
不改变整体国民舆论就不能往前发展的阶段。今后的技术革命会切实改变经济、改变世界。世界各
国的相互依存也会更加紧密。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观是日中双方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依据。日中
战略互惠关系是抓住共同的战略机遇期、追求战略性共同利益的互惠关系。构筑战略互惠关系不
仅是日中两国之间做出的承诺，也是我们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一部分人认为日本有美国这个后
盾，所以可对中国采取强硬姿态，这种想法是对形势的极大误判。在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对立
中，70% 都是来自误解和无知。西方文明有很大的缺点，已经到了极限，需要有东西进行补充才能
进一步发展，所以现在正是需要日中两国携手合作的时候。整个亚洲国家应该站在一起，共同探讨
如何让人类文明更好地发展，让世界文明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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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2 年“中日国民交流友好年”这么一个

枪杆子相互打过仗的，他们认为必须创造一个新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年份，中国驻新潟总领事

的时代，并以发表《日本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

馆和新潟县、新潟市共同举办“回顾邦交恢复历程、

国政府联合声明》的形式建立了两国间的外交关

展望日中关系未来”研讨会很有意义，对此表示

系。我看过很多人为此写的回忆录，大家都认为

敬意和感谢！ 40 年的时间很漫长，中国朋友经常

日本和中国恢复邦交并建立良好关系符合各自的

说，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不是简单的事情，用中

绝对国家利益。为此，从 1972 年邦交正常化以后

文来说叫“来之不易”。对比现在日本政治的现状，

直到今天，我们都在努力维护着这种关系。理由是，

1972 年邦交正常化时两国关系面临的问题比起现

这对我们、我们的儿子、孙子辈来讲，邦交正常

在要严峻和困难得多。日本以首相田中角荣、外

化都是最正确最好的选择。特别是新潟县、新潟

相大平正芳，中国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为

市长期以来致力于发展与中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

主努力实现了邦交正常化。他们这一辈都曾是拿

系，对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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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认为“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

一、日中关系发展中面临的
主要问题

属岛屿）问题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迄今日
中双方都曾经想尽这样那样的办法控制了局面，
现在开始感觉已经过了可以想这样那样的办法加

2006 年 4 月，我接受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的任

以控制的阶段了，也就是说，如果日方为了强化

命前往中国赴任时，日中两国关系正处于相当冰

日本的领土所有权而采取措施，中方就必须对此

冷的状态，但每次到地方访问时，都令我思考甚

采取对抗措施。日方对此再采取对抗措施的话，

至怀疑中央政府层面上的这种政治冰冷状态是否

中方将必须再采取进一步措施，问题已经发展到

是真的。事实上，包括小泉首相任期内的五年间，

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的阶段。对此我们必须相当注

两国地方间的交流一直在扎实推进，并深化扩大。

意，真正地、真正地加以注意，小心，小心再小心，

我深切感受到两国地方的交流一直是支撑两国关

否则日中关系真的有可能面临崩溃的危险。换句

系的基础。所以这次当我应邀来到新潟，在新潟

话说，我们没有“玩火”的余地。所以日本政府

看到大家举办这样的研讨会，双方致力于进一步

和国民必须认真考虑怎么办。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推进两国关系，我感到备受鼓舞。在东京现在很

刚才徐敦信大使谈到的观点，我的想法也非常接

少能听到友好的声音了，我也时常因此感到有些

近，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到了不能再扩大

泄气。但今天我在新潟、在大家身上得到了勇气，

化的时候。

对此再次深表谢意！
可以说，从邦交正常化之前开始，日中关系

二、发展有大局观的日中关系

就有高峰有低谷，在我的记忆里两国关系全是好
事的时候几乎没有，一定会经历各种风雨和波折。

现在，日中两国国民舆论、国民感情和社会

我经常回忆起在这个过程中我和徐敦信大使等许

氛围都对外交政策产生很大的影响。我 40 年来一

多中国朋友一起，努力维护两国关系的场景。我

直从事外交工作，在前 25 年，由职业外交官和政

们努力维护和培育的日中关系经常面临三大问题 ：

治家一起商量后，大致就可以决定外交政策。可

一是台湾问题，二是历史问题，三是现在闹得很

是现在外交决策机制发生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

厉害的“尖阁诸岛”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的人可以发表意见并影响政策制定，本来是由一

等涉及领土主权的问题，最近又涉及安全保障问

部分领导人和政治家制定的外交政策，变成了要

题。有些问题日益复杂，并发生了质的变化。特

与媒体舆论、国民感情结合起来在更大范围讨论

别是“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后协商制定。大家都知道，中国因特网十分普及，

问题，正如徐大使刚才所言，并不是正面交锋就

中国民众有机会通过网络直接表达自己的声音，

可以处理的。日中两国作为主权国家，都在宣称

并作为现实问题影响中国政府。无论日本也好、

这是自己的领土。所谓外交就是妥协，不妥协的

中国也好，国民舆论和感情都很容易影响到外交

外交是没有的，那么在领土主权方面到底是否可

政策，所以从结论上来讲，日中关系已经发展到

以妥协？中国与俄罗斯、越南在陆地上都已经通

了不改变整体国民舆论就不能往前发展的阶段。

过妥协解决边界问题了，可是在海洋上问题还没

现在日中关系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两国外交也在

有解决，日本方面也没有这样的准备。在无法妥

新的环境下变得十分困难。那么日中关系今后该

协的问题上如果硬要跳出来直接对撞，就会发生

怎么考虑？两国只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日中两

冲突，外交就是要避免这样的事态发生。如果这

国无法搬家，经常有人把日中关系比喻成夫妻关

个问题太往前冲，仅靠外交手段也无法避免冲突。

系。夫妻在法律上还可以离婚，不想见对方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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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回娘家。而日中两国极端地说（或许这一比

待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这也是邓小平所说的有大

喻并不恰当）就像被关在没有窗户和门的房间里

局观的两国关系。

的一对男女，想离也离不了只能处好关系。日中
两国基于这样的地缘条件，同时又都是大国，两
国之间决不能打架，正如徐大使所说“和则两利，

三、建立日中互信促进
安全保障合作

斗则两伤”，这是对两国关系非常正确的形容。
我下面想解释一下我自认为是正确的理由。

在安保问题上，各位都听说中国人民解放军

我读过中国共产党的很多公开文件，其对全球形

的军事实力年年不断增强，对此美国人开始觉得

势的判断是，认为当前技术革命方兴未艾，经济

不方便。是否已经到了感受到威胁这一步很难讲，

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不断深

但至少是美国人觉得相当不方便。美国此前全力

化，这与我本人以及大多数日本人的看法是一致

投入到伊拉克、阿富汗等这两个国际问题当中，

的。今后的技术革命会切实改变经济、改变世界。

现在差不多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在军备整体缩小

现在学者们推崇的信息技术（IT）革命，在本质

的情况下，美国正思考如何在全世界进行军力再

上会与过去的几次产业革命一样，将有力地推动

分配的时候，他们开始非常在意中国，然后才有

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世界各

了大家在报纸中看到的美军“重返亚洲”的口号。

国的相互依存也会更加紧密。我认为这一历史趋

我希望大家认识到这一点，就是美国提出回归亚

势不会发生大的变化，并将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洲是与其削减国防预算同时进行的，美国今后还

以经济为基础的世界观是日中双方构建战略互惠

会进一步减少国防预算，在此过程中把以前投入

关系的依据。在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存日益

到伊拉克、阿富汗的大量军事力量部分转移到亚

发展的世界经济当中，作为世界第二、第三经济

洲。美国还没有最后下决心在军事上与中国进行

大国的日中两国，如果只想从经济全球化当中获

对峙或对立，也不认为有这个需要。因此，一部

取利益，而不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贡献

分人认为日本有美国这个后盾，所以可以对中国

是否可以？战略互惠关系是抓住共同的战略机遇

采取强硬姿态，这是对形势的极大误判。美国只

期、追求战略性共同利益的互惠关系，在国际经

是在大环境变化之下做出了微小调整而已，它们

济框架内我们必须发展这种关系。我们需要真正

非常需要与中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特别是在经

认识到什么是日中两国的战略性共同利益？从长

济上的良好关系。美国是在综合考虑与中国的关

远、根本和宽广的视角来寻找我们的共同利益到

系后采取综合措施的，而不是突出军事来应对中

底是什么？进而根据战略性的共同利益来建立互

国。因此，我希望大家理解的是，当日本因为某

惠的关系。当事关重大的世界经济出现问题时日

种原因与中国关系不好时，有可能美国不会自然

中两国不出手帮助是不行的，世界排名第二、第

而然地帮助日本。在迄今日中关系存在的三大问

三的两个大国关系搞不好，只知道吵架，不仅不

题的基础上，再加上安保问题，导致现在的两国

能为国际社会安定和发展做贡献，反而会成为阻

关系更加复杂，同时美国作为参与方也希望发挥

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要因，从而意味着我们两国

更大作用，日本现在就是处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没有对全世界人民负起责任。构筑战略互惠关系

安全保障问题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之所以

是对我们两国提出的要求，不仅是日中两国之间

说它麻烦，比如经济，诸如经济学原理等书籍可

做出的承诺，也是我们对全世界做出的承诺。因此，

谓堆积如山，想必不少人都读过。一直以来，产

两国有义务建立一种能够合作的两国关系，对全

生了许多诸如金融论等各种理论，形成一个庞大

世界我们有这个责任。我们必须要从这一角度看

的学术理论体系。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这样一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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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体系。但是，各位朋友，军事安全保障也形成

伊拉克问题，更加有力地证明了靠军事实力是不

了同样的学术理论体系，全世界关于安全保障及

能解决问题的。所以，通过军事力量来解决外交

军事战略的书有数万种之多，这也形成了一个学

问题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一点是毋庸置

术体系。然而，经济与军事安全是 180 度不同的

疑的。从事军事安全保障的人应该认识到，军事

问题。开展经济活动，基本上是依靠人们合理的

应该仅限于保卫自己国家这一目的。无论走到哪

判断。在此基础上，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投资，

里，靠自己的军事实力谋取经济利益的时代已经

定位和寻找商业合作伙伴，借以从事各种具体的

结束，美国陷入伊拉克战争泥潭就充分证明了这

商业活动。简而言之，这依托于人们的合理判断。

一点。所以我认为，所有从事军事安全保障的人

所以我们只要读经济的书，就能发现其中有各种

应重新认识到军事力量应仅限于保卫自己国家这

各样的数学方式，也就是说是一加一等于二的理

一基本点，最好不要去扩大自身所谓的“不得不

论，是科学性的。但是军事安全保障怎么样呢？

做的任务”。即便扩大，我认为“任务”也无法完成。

我最近在读《孙子兵法》，里面讲“兵者，诡道也。”

希望负责军事安全保障的人重新思考和定位军事

在这里，诡道就是欺骗。军事安全保障的基本就

安全保障的作用。如此一来，国家间在军事安全

是欺骗，并设想要应对最坏的事态，认为敌人一

保障领域的合作余地将有望扩大。当然，为此要

定会利用我们的疏忽来攻击并消灭我们。这是从

先克服彼此不信任这一首要问题。

事军事安全保障的人的思维前提和思维模式。世

刚才也提到，日中两国除开展合作，别无他

界各国的军队都是如此，但凡在军队里工作的人

选。对世界而言也是如此。如果从亚洲的角度来看，

都持有同样的观点，这理所当然就是军人的工作。

这一点就更显而易见了。如果日中两国产生矛盾

这一点影响很大，带着巨大的影响力，这种观点

和争吵，就没有未来的亚洲和平与繁荣，只有日

也对我们的政治和外交产生了影响。如何解决这

中两国携手合作，才能给广阔的亚洲地区带来和

个问题，人类还没有找到答案。经济的话就比较

平与繁荣。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很重要的

简单了，因为双方通过合理的判断，最终可以建

国家，日本也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国家。刚才，就

立起双赢关系。如此，经济上就很容易建立起合

日中合作对世界的作用我向大家做了说明。同样，

作关系来。军事安全保障则建立在我刚才所说的

日中合作对于亚洲也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两国都

观点的基础上，所以合作关系的实现几乎是不可

应该有这样的责任感。

能的。这一点我们也有体会。这个问题也存在于
日中两国之间，当然还有美国夹杂其中，不断插

四、日本如何与中国进行交往

足日中两国事务，这是现状。然而，我希望从事
军事安全保障的人对此进行思考，单纯依靠军事

我希望日中两国普通民众间能够尽快实现如

实力能解决问题吗？现在经常听到讲中国的军事

世间普通朋友般的交流。我 2006 年到中国赴任时，

能力已经追上了美国，事实并不是如此。美国的

结识了许多在中国学习日语的朋友。从我个人感

军费是远远大于其他国家的，被列入“第二位军

受坦率地讲，我认为在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和对

团”的有很多国家，中国目前只是稍微领先于第

立中，70% 都是来自误解和无知。我在此使用了“误

二军团而已。二战以后 60 多年来，美国的军事力

解”与“无知”，这两个词，这是我个人的切身感

量一直是远远领先于世界的，这是一个惊人的积

受。目前，日中两国间正产生矛盾和争吵。换言之，

累过程，这导致至今美国的军事实力仍然是最突

我认为，日中两国间 70% 的问题是可以不产生争

出的。但是即便作为这样一个军事强国，美国也

吵的。有一位刚刚从日本回到中国的中方学者对

没能解决伊拉克问题。连这样的美国都没能解决

我说 ：
“宫本先生，你提到七成这个数字，这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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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我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解释说 ：
“应

电影里面那样的人物都是社长，电影里表现的日

该是八成左右。”所以非常了解日本的中国人和非

本开重要会议时，都是那样的人物出场，自然给

常了解中国的日本人就是这样理解的。在他们来

大家留下一个印象，认为日本是一个可怕的国家。

看，两国经常为不必争吵的事情而争吵。我经常说，

我想说的是，日本和中国在一定程度上都应该意

只要是国与国的交往，势必产生利益冲突。为避

识到自己生气的对象大部分都是自己头脑中想象

免这种冲突的发生，我愿做出最大的努力。如果

出来的对方的形象，所以现在日本认为中国恐怖，

产生利益冲突，两国间争吵也实属无奈。然而 ，

中国不好，但那可能只是自己头脑中臆想的东西，

我感觉，目前 70% 是不必要的争吵，所以我希望

其中当然也有媒体的影响，说媒体的坏话不会有

两国普通民众能够尽快成为国家间交流的主力军。

好结果，我在这里也就不再多说了，当然今天在

加强这些群体间的交流，将有望建立一个更加均

场的《新潟日报》是不一样的。中日之间的误解，

衡、互相认识和了解对方的社会。如果不这样做，

这种事情是经常有的，所以我希望双方无论如何

正如刚才所说，国民反应会给两国外交带来很大

应该互相接近，加深了解。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词

的影响，日中两国关系也确实处在这种反应链中。

是“等身大”，无论好的坏的都是整个的自己，怎

这样，日中关系也不会平稳发展。

样装扮自己都掩不住自己的缺点，比如我这个人

今天也有很多学者到场。我衷心希望，大家

也无例外地包括我的缺点。我认为国与国之间的

对对方国家问题的研究不是仅停留在表面，而是

交往也应有“等身大”的意识，双方必须用对方

要深入到对方的文化、历史等各个领域，并将研

能够理解的理由进行交流。现在，经常有人批评

究成果对两国国民进行宣传和发表。日本是这样

外务省软弱，指责对华外交官如何如何，为什么

的，中国是那样的，但是为什么中国会那样做呢，

不能坚决地坚持日本的主张。大家请想一想，“坚

需要大家进行思考。人们做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

决地坚持自己的主张”就能解决问题吗？没有这

从对方来看也是合理的理由，如果我们能理解这些

么简单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日本的各位会认为

理由，中国的各位也能理解我们的理由的话，各

从我们的立场来看是“正确”的立场去跟对方交流，

种问题就都能够迎刃而解了。1994 年的时候我在

就能说服对方，但在外交世界中，对方也有对方

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当总领事，当时正好是日

认为“正确”的立场，对方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来

美贸易战争最后的阶段，当时美国以日本国内市

处理问题也是“正确”的，而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

场封闭等“不平等贸易”为由，要求日本丰田的

确”的事情如果发生冲突的话，无论如何“坚决

雷克萨斯、日产的英菲尼迪等高级车征收很高的

地主张”都是不能说服对方的。这个问题的复杂

关税，引起了很大争议。当时正好是日本用泡沫

之处，令我想起克林顿总统说过，美国律师很可怕，

经济的钱买了美国洛克菲勒中心、圆石滩高尔夫

因为他们更换了立场之后可以给双方辩论，今天

球场等资产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反感。我在美国

给被告辩护，明天同样可以给原告辩护，好的律

电视上和电影里看到了他们所说的日本和日本人，

师可以为双方辩护，这就是人们生活中的现实。

在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等大城市都能感受到

在人们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一方 100% 对而另

反日情绪，但是他们所说的日本和日本人与我理

一方 100% 错的，外交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这些

解的日本和日本人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明白

外交官的宿命就是妥协，要站在对方的立场考虑

了美国人是对自己脑子里面想象出来的日本和日

对方的理由去理解对方，对方的外交官也会考虑

本人生气。在好莱坞的电影《旭日追凶》中，讲

日本的理由，然而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进行妥协，

述了日本征服美国的故事，日本企业的人物一出

往往就被说成了“软弱”。小村寿太郎在日俄战争

来，全都是黑西装系黑领带，头发理成短寸，在

后的朴次茅斯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领土，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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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生了日比古纵火事件，现在看来那是一次伟

帮助中国实现更充裕的发展，使其有实力恢复其

大的外交，但在当时却受到了国内严厉的批判。

应有的世界地位，中国很大，影响力可能会超过

所以外交就是有这样的宿命，我并不是辩解，外

日本，这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在创造新的体系里面，

交就是用对方能理解的理由，用结果上让对方认

我认为日本的安全也是会得以保证的。那时候中

为对其有利的理由去说服对方，客观上也必须是

国作为自豪的大国来思考问题，不需要通过不断

为对方考虑的，而不光是嘴上说说而已。只有这

增加军费也可以得到世界的尊重。在发展新的国

样才能够说服对方，并且得到对方的理解和支持。

际体系时，应该考虑中国也加入其中，我认为这

这是需要双方去磨合的。在日中两国交往过程中，

样的中国作为我们的邻居不仅对日本，对亚洲也

最初的阶段彼此都用自己认为“正确”的立场去

是非常重要的。

碰撞，这是正常的。比如上次那个人说了那样的话，

在北京的时候我也经常对朋友提起，我个人

这时候不应该单纯地生气而是应该去考虑对方为

一直以来有个梦想，其实我们根本没时间光考虑

什么说那些话，为什么那样做，考虑对方做出判

日本或者中国，因为我们面对的“世界文明”全

断的理由，理解了这些之后就不会因为一件事而

是别人的，大家所说的“民族主义”、
“自由”、
“人

简单地生气或者耍态度，而是在理解对方理由的

权”，这些概念都出自西方，那么我们亚洲又贡献

基础上，双方更容易接受彼此了，这样双方才能

了什么呢？中国人可能会说指南针、火药、造纸

创造性去考虑我们两国乃至亚洲的问题。

术等等都是中国发明的，但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东

我们现在面临着安全保障这一十分严峻的问

西了，这些都是中国古代的智慧，我们也都认同，

题，迄今为止，世界上都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的世界文明是价值观，亚洲对此又贡献

而日中之间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从

了多少呢？西方文明有很大的缺点，所以恐怖主

事安全保障的人们能够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包括

义没有结束，世界纷争没有结束，战争还在持续，

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所有国家的人们，应

我认为这是因为西方文明已经到了极限，需要有

该考虑如何创造一个能够安心地建设自己国家的

东西进行补充才能进一步发展，所以现在正是需

框架，现在正是这样一个时机。这不光是说日中

要日中两国携手合作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共同点

两国，而应该包括很多相关国家，大家一起来考

在哪里呢？我认为我们共通的地方就是中国古典，

虑。很多人对中国的军事实力表示了很多的担心，

我们应该双方坐在一起重新学习中国古典，虽然

为了消除这种不必要的担心，应该在东亚地区建

可能会有人说这些东西太老了，已经沾满了尘土。

立起一个安全保障框架体系。中国的安全必须得

朱子在南宋时期创立了朱子学，这是儒学的大转

到保障，同时日本的安全也必须得到保障，当然

型，在儒学古典材料的基础上，朱子创立了新学

美国会有美国的想法，俄罗斯也有可能加入进来。

术体系，对日本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了明治维新时

在这种环境下，我希望国际社会特别是日本和美

期。现在我们应该再重复一次那样的工作，让日

国，理解中国一直以来心理受到的创伤，与中国

本也作为伙伴加入进来，让韩国、越南也加入，

打交道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一点，我这里再给与中

整个亚洲国家在一起，共同探讨如何让人类文明

国打交道不多的人重复一下，中国近代以来经历

更好地发展，大家集思广益，让世界文明变得更好。

了很多痛苦，同时中国人民为了重新崛起付出了

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希望尽早看到日中两国携手

巨大的努力，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或者说必

发展的场景，这是我个人的愿望，希望大家都能

须给予充分的体谅。中国无论如何都是世界大国，

认同我的这个愿望。

并且有充分的资格成为世界的领导者，日本应该

（责任编辑 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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