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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回顾
冯昭奎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要］ 在复交以来的中日关系历史长河中，尽管一再出现曲折、低谷、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时
期，但周恩来、邓小平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中日两国领导人所缔造的中日友好关系为未来长远
的中日关系指明了历史大方向。1979 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在“脱苏入欧”的同时并未“脱亚
入欧”，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身旁出现了一个从战败废墟上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值得我们关
注和学习的日本。在邓小平的提议下，始于 1981 年的“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迄今已举行了 31 届
年会，成为中国学习日本发展经验和中日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的一个重要渠道。从 1979 年到 2006
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等对华经济援助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利，是一项双赢的事业。中国
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二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仍然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使日
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受到挑战应该说是好事，这会促使日本人平等地对待中国，但日本人也不必
因为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被中国超过，而使它的感情文化从“希望”变成“恐惧”，日本国民应以理
性态度对待邻国与世界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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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10 月，在北京举办的“日本商品展览
会”被很多专家认为是二战后中日经济关系的起
点，那次展览会的地点选在 1954 年 9 月竣工的苏

一、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
两国关系的发展

联展览馆。当时围绕展览会是否升中日两国国旗
的问题，相关部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决定升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对日方针强调要严格区

旗，然而当日本国旗在展览馆门前升起，仍在民

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正确对待两千年与

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应，一位老太太正好路过此

五十年的关系。这是说，一方面应牢记 1895-1945

地，忽然看见日本国旗迎风飘扬，高呼一声“日

年这五十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另

本鬼子来了！”即刻昏倒在地。这令人想到当年

一方面也不能忘记中日两国人民长达两千年之久

日本的侵华战争有多么残酷！

的友好交往史。根据上述对日方针，周恩来总理
从现实可能出发，提出了“民间先行，以民促官”
以 及“ 贸 易 先 行 ” 的 具 体 政 策， 从 1953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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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至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的 1972 年 9 月 23 日，

史长河中，也难免会穿插一些曲折、低谷、令人

周总理共会见日本客人 287 次、323 个代表团次或

不愉快的历史片断。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日本虽

成批的客人，日本客人在周总理会见的外国客人

然在国内社会发展方面形成了一个国民平均素质

中一直占首位。在周总理的推动下，中日之间在

较高、守礼仪讲道德蔚然成风的现代化社会，但

经贸、文化、艺术、体育、卫生乃至政界、工会

在历史问题上、在同邻国关系问题上却很不尊重

等各个方面的民间往来或“半官半民”往来日益

历史事实，很不道德，少数政客出于自私的政治

发展。到了 1972 年秋，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决断，

野心还在想方设法挑动国民仇视中国，致使两国

中国同日本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前夕，中国政府

关系面临十分严峻的形势，可以说当今两国关系

又指示各地各单位要做好群众工作，阐明了中国

正处于低谷，但我们相信这不过是复交以后中日

为什么要同一个曾经侵略过我们的日本实现邦交

关系的历史长河中的一段令人难堪的插曲，真不

正常化的大道理。

知道它还会继续延续多长时期？但既然是插曲它

作为中日友好关系的实际缔造者，一位是周

总会过去的，作为中日关系应有状态的“中日友好”

恩来总理，一位是田中角荣首相。周恩来总理是

必将成为未来长远的中日关系的方向，两个作为

人们非常敬重的中国政治家，1976 年 1 月 8 日周

邻居的民族不应“世世代代仇恨下去”，这样既不

恩来总理逝世之际，亿万中国人为之悲痛万分痛

利于两国的发展，也不利于亚洲的和平。

哭不止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田中角荣也是中

还需提到，即使在当前中日关系处于低谷期，

国的日本问题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而认识到的一

即使在舆论调查显示两国人民的相互感情跌至复

位日本伟大政治家。记得大约在 2005 年，日本放

交以来的最低水平上，一位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中

送协会（NHK）电视台曾公布了一项民调，在被

国学者仍然感到，日本的反华、“厌华”情绪主要

问到“谁是 20 世纪日本最伟大的政治家”时，回

由部分政客以及部分报纸等媒体搞的，一般民众

答说是“田中角荣”的日本人所占比例最大。最近，

对于中国人没有什么不友好反应，一般都是热情

我怕自己的记忆不准确，特别请一位年轻人查了

礼貌的。与此同时，报纸的态度也不一样，在全

一下当时有没有这样的民调，结果那个年轻人很

国性报纸中，《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对中国

快查到《读卖新闻》2005 年 4 月 9、10 日的全国

的报道比较理性，有些报纸则对中国表现出较强

舆论调查，田中角荣被推为“战后日本发展的功

的负面的甚至是反华的情结，地方报纸比较温和，

劳者”第一人 。作为研究者，我们是通过对战后

介于全国性报纸和地方报纸之间的《东京新闻》

日本发展的全面研究，而不仅仅是因为日中复交

也比较好。

这一件事，而赞同以上舆论调查的结果的。
虽然说，如今“中日友好”好像过了“尝味
期限”，除了两国领导人讲话或中日、日中友好协

二、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
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

会的表态以及一批中日友好人士的言论以外，很
少有人再提“友好”这个词儿，但是，周恩来、

1972 年中日复交之初，中国“文化大革命”

邓小平和田中角荣、大平正芳等人，他们所缔造

十年动乱尚未结束，经济仍处于封闭状态，包括

的中日友好关系应该说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它

对日经济关系在内的整个对外经济关系的规模十

必将为未来的长远的中日关系树立了一个历史性

分有限。这种状况一直维持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的示范和标杆，正如中日两国两千年友好交往历

80 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尽管中日复交是在

史中穿插了五十年日本侵略中国、残酷地蹂躏中

1972 年实现的，但在政治、文化、经济、民间交

国的不幸历史一样，在复交以后的中日关系的历

往等领域，中日友好关系全面大发展，应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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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复交、缔约、改革开放这“三部序曲”，才在

感受到 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初中国出现的一

20 世纪 80 年代正式开始了华丽的乐章。从两国贸

股“学习日本”的热潮。

易额来看，从 1972 年到 1980 年，中日贸易金额

19 世纪后半叶，日本“脱亚入欧”，明治政

从大约 11 亿美元增加到 94 亿美元，而从 1980 年

府向欧美派遣考察团了解西方工业文明，而与之

到 2011 年，中日贸易金额从不到 100 亿美元增加

相比，1979 年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告别从苏

到 3 430 亿美元，2007 年以来中国已超过美国成

联移植过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既向欧洲、

[1](P.351-353)(P.505-506)

为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

也向日本派遣了考察团，这说明实施改革开放的

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在访日时曾说 ：
“听说

中国虽有“脱苏入欧”倾向，却并未“脱亚入欧”，

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是 ：第一，

一个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身旁出现了一个从战败废

交换（中日友好条约）批准书，对日本老朋友所

墟上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值得我们关注和

做的努力表示感谢。第二，寻找长生不老药。”“也

学习的日本。

就是为寻求日本丰富的经验而来。”在参观日产

作为向日本学习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生动

公司的汽车工厂时，邓小平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

事例，就是日本电视剧《阿信》在中国的中央电

产率比当时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他感

视台的播出。据报道说，在播放《阿信》期间的

叹地说 ：
“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邓小平说他

每天晚上，几乎万人空巷，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剧。

通过访日“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2](P.145)

可是当

《阿信》的播出虽然属于文化交流的范畴，但却成

时中国的很多官员还不懂得。一位日本友人曾说，

为全民学习市场经济的一次生动讲座，它产生的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他曾作为翻译陪同到访日

效果是经济学家们的文章和讲演所远远不能企及

本的中国某省副省长考察东京的超级市场，当那

的，很多所谓“个体户”正是从阿信的奋斗经历

位副省长看见顾客自由地随手将陈列商品放进篮

和成功中，获得了投身商品经济大潮的启发、勇

子里时，就提问说 ：
“‘日本什么时候进入共产主

气和力量。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实，使

义了 ?’”因为马克思曾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我们深深感受到了中日文化交流的巨大魅力。

人们就可以“各取所需”了。那位官员没有注意到：

正值中日复交 40 周年，日本著名电视主持人

顾客“各取所需”地将商品放到购物篮后，还要

田原总一郎在与日本大学生交谈日中复交经过的

到付款处付钱的。

节目里说过这样一段话，其大意是 ：
“田中角荣访

为了让中国的广大官员乃至人民也“懂得什

华，说了句（过去的侵略战争）给中国‘添了麻烦’，

么是现代化”，邓小平提议开展中日经济知识交流，

使周恩来总理大为光火 ：这场残暴的侵略战争怎

并说 ：
“中日两国友好合作，不光是做生意，还需

么是轻松地说一句‘添了麻烦’就可以交代过去

要交流经验。”邓还说“我们接触了日本和欧美的

的呢！就在两国总理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毛泽

管理经验后，觉得更需要汲取日本的经验。”汲取

东主席会见了田中角荣和周恩来，说‘你们吵架

日本的经验，在科学技术方面向日本学习，“这比

吵完了吗？’毛会见后的第二天，双方谈判就顺

做生意还重要”。[3](P.144)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中日

利进行下去并实现了复交”，接着，田原先生像求

经济界著名人士于 1981 年共同发起举办“中日经

解谜语似地问大家 ：
“你们知道为什么双方吵完了

济知识交流会”，从宏观角度讨论中日两国经济中

架又顺利地实现了复交了吗？”他用手指比划说 ：

的长期性、综合性问题，相互交流知识和经验，
迄今该交流会已举行了 31 届年会，成为中国学习

“（中国）就是为了钱，因为日本给了中国巨额的
政府援助”。

日本发展经验和中日相互交流发展经验的一个重

一个日本最著名的评论家兼主持人，居然不

要渠道。作为日本经济与科技的研究者，我深深

提中国放弃了对日本侵华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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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把 1979 年日本决定对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当做是

要的作用。

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的“原因”，这种

从 1979 年到 2006 年，日本政府承诺向中国

颠倒时间顺序和前因后果的低俗说法，反映了有

提供的日元贷款总计达 3.2 万亿日元。2007 年日

些日本人对待历史的极不严肃、不负责任的态度，

本向中国提供了最后一笔日元贷款后，结束了向

他们不仅歪曲当年日本侵华史，而且连 1972 年中

中国提供日元贷款的历史。应该说，对中国在 20

日复交的历史也在肆意歪曲。因此，利用复交 4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发展，日元贷款起到了积极的

周年的契机，以尊重历史事实的、负责任的态度

作用，它弥补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资

准确回顾这段历史是很必要的，关于复交这件事，

金短缺 ；促进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建设 ；间接地推

刘德有先生作为亲历者做了准确的回顾，并纠正

动了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华贸易和直接投资 ；促进

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些错误看法。下面简要谈一

了日本对中国的技术转移，帮助中国培养了大批

下田原先生所称“成为复交得以顺利实现的原因”

技术人才 ；促进了中国的环境保护，因为环境保

的日本政府对华经援问题。

护是日本对华 ODA 的一个重要领域。

首先需要指出，日本对华经济援助（ODA）并

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一个重要考虑就

不是对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直接补偿，但两者之

是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支持中国从一个不

间又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

好打交道的计划经济国家转变为一个容易打交道

赔偿要求，使经历了那场战争的有良知的日本人

的市场经济国家，对日本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深为感动，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了，应该对在经济

正因为中国成功地推进了改革开放，才使日本有

上比日本落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低于 800 美

了一个走向市场经济的、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经

元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供经济援助与合作，而在

贸伙伴，才使日本在经过 20 世纪 90 年代长期经

对华经援中占 90% 的“日元贷款”是长期低息贷款，

济低迷后，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中国因素（有日本

中方是要偿还的。

学者称之为“中国特需”）实现了 21 世纪头几年

1978 年，中国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经济
建设急需外汇资金配套，钢铁、煤炭、石油、电站、

的经济复苏。
能源问题也是促使日本向中国提供经济援助

铁路和港口等 120 个大项目等待上马，引进先进

的一个重要动机。如前所述，20 世纪 70 年代发生

技术和大型成套设备需要 66 亿美元资金，而当时

石油危机后，为减轻其对中东地区石油的“危险

中国外汇储备仅有 1.67 亿美元，一些合同难以落

的依赖”，日本曾对与苏联共同开发西伯利亚资源

实，这就需要引进外资。1978 年 5 月，邓小平表

抱有很大的期待，然而多年交涉未果，特别是苏

示，引进这件事要做，下决心向国外借点钱搞建设，

联于 1979 年 12 月入侵阿富汗后，日苏关系迅速

要尽快争取时间。同年 5-9 月，日本经济界人士

冷淡，导致日本将开拓中东地区以外的新能源供

多次提出了中国可以运用日本政府的开发援助贷

应地的期待从苏联转向中国，因为中国于 1960 年

款。同年 11 月，邓小平访日时首次正式表示，中

3 月开发的大庆油田产量与日俱增，进入了世界特

国可以接受日本的政府贷款。1979 年 12 月，日本

大型油田行列，也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产油大国行

首相大平正芳来华访问时，正式宣布对中国实施

列。与此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

援助开发贷款。随即，中日签订了第一份 ODA 贷

中国利用第一批日元贷款建设的四个项目，主要

款协议，中国接受日本政府 500 亿日元贷款（按

就是为了增强铁路运输和港口吞吐能力，以便向

当时汇率约合 313 亿元人民币、212 亿美元）。这

日本等国大量出口煤炭。

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接受的、最大数额的

显然，日本提供对华经济援助是互利双赢的

外国政府贷款，对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重

事业，因为它促进了中国对日本的能源出口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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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中国的出口和直接投资，而且日本能够遇到

的很多经验。可以说，中国当前在发展中所遇到的

中国这样在还贷方面十分注重信用、遵守承诺的

问题，例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资源“瓶

国家，也算是一种幸运，因为并非所有接受日元

颈”和人口老龄化等，在日本发展过程中都曾出现

贷款的国家都能够遵守还贷承诺，不少接受日元

过或依然存在。关注作为“过来人”的日本如何克

贷款的发展中国家往往是“借钱不还”。

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难题、它有些什么样的经
验和教训，这对中国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

三、中国：从“学习日本经验”
到“脱美国化”的思考

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有鉴于此，战后日本的发展经验和教训值得
我们重新加以审视和重视，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日本

日本作为自然资源十分贫乏的国家，如何将“资源

经济的低迷，
“学习日本经验”的声音在中国的媒

小国”的压力转化为开发智力资源和推动技术进步

体上逐渐减弱甚至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对美国经济

的活力和动力 ；如何在节能技术和经验方面达到了

持续繁荣的憧憬和对美国人消费与生活方式的向

堪称世界“模范”的先进水平 ；日本在经济高速增

往。美国人的大房子和大车子取代日本人的小房子

长时期如何阻止了贫富差距扩大，形成了所谓“一

和小车子成为中国很多年轻人的追求。至于日本，

亿人总中流”
（基尼系数低、绝大多数日本人都以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来，日本经济

中产阶级自诩）的社会和谐局面等。

长期低迷的失败教训则对顺利发展的中国起到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日本社会是一

“反面教员”的作用，它告诫人们 ：第一，不要因

个人们满怀希望的社会。在 1979 年到 1981 年，本

为在经济上取得一些成就而头脑发热、不自量力、

人作为访问学者在日本学习电子技术，就被这样一

浮夸冒进，做超越自己实际能力的事情。第二，不

个满怀希望、相对平等、气氛和谐的社会所深深吸

要掉进美国为了贪得无厌地谋求自身利益而给其他

引，而当人们满怀希望，乐观进取，整个国家就会

国家经济发展设下的陷阱或圈套。

处于自信向上的氛围中，其对外政策目标会更加注

美国作为世界上头号经济大国，确实有很多

重国际协调与合作。

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但是，无论是在自然资源、国

现在中国的 GDP 虽然超过了日本，但应该承

土条件、货币地位（美元兼为国家货币和国际货

认 ：包括经济的“量”和“质”在内的中国经济整

币）等方面，还是在人口数量及其年龄结构的合理

体，
同日本相比依然有很大差距。中国科学院的《中

性方面，中国显然无法与美国相比。有人认为，如

国现代化报告 2010 》指出，2007 年，中国的综合

果 13 亿多中国人都像美国人那样大手大脚地消费，

现代化水平在世界排名中占第 78 位，日本则仅次

“再有三个地球都不够”
。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快

于美国居世界第二。2009 年，中国的 GDP 占世界

速发展，包括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以及腐败现

GDP 总量的 8.6%，日本的 GDP 占世界 GDP 总量

象蔓延等各种社会问题日趋尖锐化。

的 8.7%，两国经济总量几乎相等，然而中国消耗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脱

了当年世界 47% 的煤炭和 11% 的石油，而日本却
[4]

美国化”的理性主张和呼声，与美国相比，中国与

只消耗了当年世界 3.3% 的煤炭和 5.1% 的石油，

日本都属于自然禀赋“先天不足”的国家，在某种

显示出日本对能源的利用效率比中国高得多，对能

意义上，日本的“先天不足”更甚于中国。由于资

源的糟蹋程度比中国低得多。中国学者刘江永在

源贫乏、人口密度过高等原因，日本在亚洲率先实

2010 年中国 GDP 超日之后曾以城市建设为例，提

现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率先突破了资源、环境

醒有关部门“到日本时不要眼睛老往上看，要往地

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制约，从而创造了经济持续发展

下看，找我们与日本的差距，向日本学习，这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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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当前最重要的一件大事”
。
“日本的城镇建设非常

水平不会像 GDP 增速那样轻易地大幅度倒退。日

重视环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如何使城市

本作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至今在国际社会仍然获得

的下水道排水系统的进一步完善以及如何利用雨水

较高的评价，从各种国际比较的调查报告看，对日

进行再循环。
”与之对照，
“中国的城市一般来讲比

本社会整体素质的评价至少高于美国，也高于中国，

较重视高楼大厦，往高处看的建设，内外装修也有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日本的显示不平等的基尼

很大提高，但是中国最落后的部分是中国城镇、城

系数（Gini coefficient）从 1985 年的 0.3 上升到 0.32，

市、城乡的下水道排水系统，这是最落后的部分，

美国从 1985 年的 0.33 上升到 2008 年的 0.37，同一

正是由于这个部分非常落后，所以造成一系列的城

时期英国从 0.3 上升到 0.35，[5] 日本的基尼系数虽

市问题”
。近年来，中国很多城市一遇大雨就陷入

比过去有所提高，
但仍然明显低于美英和中国（2000

城市内涝（由于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超过城市排水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 0.412，此后中国政府没有发

能力致使城市内产生的积水灾害）从一个侧面反映

布过基尼系数）
。[6] 中国人和日本人都应该持有一

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质”的水平还比较低，甚至存

种“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的希望感。中国的发展

在着三个“不”
，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

和进步使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受到挑战应该说

今天的日本虽然遇到很多问题，特别是 2011

是好事，这会促使日本人平等地对待中国，但日本

年“3·11”大地震给日本经济、社会和国民生活

人也不必因为在 GDP 方面被中国超过，而使它的

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日本多数国民感到生活水

感情文化从“希望”变成“恐惧”
，也不应被某些

平比 20 世纪 80 年代有所下降。但是，人民是历史

人故意制造的“恐惧感”所主导。如果一种“恐惧”

的创造者，日本人民仍然应该对未来怀有希望，仍

心理感情蔓延成为“民族化的感情”
，就很容易被

然应该为自己曾经创造了一个比较平等、和谐的现

别有用心的人们利用、误导和煽动，以非理性态度

代化社会而保持自信，这个社会以及国民的良好素

对待邻国与世界的变化，这会对日本的现在乃至对

质，至今也没有发生大幅度的退步或“退化”
，尽

亚洲的未来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管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幅度很大，但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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