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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上） 日韩邦交正常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体制下，日本与美国等签订了旧金山媾和条约。但

是作为外交课题却遗留了与韩国等过去曾为日本殖民地的其他邻国之间的邦交正常化

问题。在第 9章将围绕与韩国（上）和中国（下）的邦交正常化进行报道。 

 

“繁荣”的代价 至今不断的历史摩擦 

 

韩国新任总统李明博（66 岁）将于 25 日就职。作为担任过现代建设公司总裁和首

尔（汉城）市市长的“首位 CEO（最高经营负责人）出身的总统”，肩负着国民对经济重

新振兴的期待。 

 

“为了建立成熟的韩日关系，我不总想说让日本谢罪和反省的话”；“历史问题让专

家们去讨论好了”。 

 

李明博氏在当选后，就经常成为日韩外交问题的殖民统治等历史认识问题发表了这

样的谈话。这与对日本言辞激烈的卢武铉前总统截然不同。在日本，对改善与韩国关系

的期待也高涨。 

 

李明博氏在 40 多年前还是名牌私立大学高丽大学的学生时期曾经是一位反日运动

的斗士，参加过反对日韩邦交正常化的游行示威，遭逮捕，渡过一段监狱生活。 

 

■ 仅以数亿美元清算  韩国学生认为是“屈辱” 

 

1964 年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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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万名学生和市民在汉城市内高喊“为了民族，朴政权下台！”、“打倒腐败无能的

朴政权！”的口号，举行了示威游行。刚刚在前一年为总统大选脱下军装的朴正熙总统

害怕这场运动从“反对邦交正常化”演变成为“反政府”的行动，实施了非常戒严令，

并用武力镇压了示威游行。 

 

为什么会反对邦交正常化呢？ 

我们采访了当年曾是汉城大学学生领袖的原国民大学总长玄胜一（66 岁）。 

 

他说：“仅用几亿美元就想把过去殖民统治的帐清算掉是不能认可

的。这是极端的屈辱外交”。当时韩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统

治下解放出来还不到 20 年。“因为悲惨的殖民地时代的记忆还留在大

家的脑海里。这样的内容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民族感情的问题。” 

 

另外，对军人出身、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朴总统也抱有强烈的反感情绪。1960 年 4

月，强化独裁体制的第一任总统李承晚就是被学生和市民的抗议游行赶下台的。 

 

“我们以为这回该实现民主主义了，但仅隔一年时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朴总统想

依靠日美等外国势力巩固他的政权根基。人们认为，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了国家。” 

 

曾经在崇实大学作为反对运动领袖的柳永烈先生（67 岁）现在担任政府国史编纂委

员会委员长。他说：“当时我们认为，如果实现邦交正常化，韩国经济就会被日本企业

掠夺，就会被在朝鲜战争中发家的日本巨大经济实力挤垮。” 

 

曾经反对日韩邦交正常化的玄胜一先生和柳永烈先生现在已经不再主张废除日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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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了。在他们当年的伙伴当中，持有这种主张的据说是少数派。 

 

对朴总统的看法也发生了转变。曾被以内乱罪名逮捕入狱的玄胜一先生后来远渡美

国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他还曾经当过大国家党的国会议员。

“现在已经不再憎恨朴总统了。虽然他很独裁，但也有长处。从经济成长的角度来看，

改变了对他的评价。” 

 

李明博总统大学毕业以后进入现代建设公司，在商业世界里大显身手，35 岁就当上

了总裁。玄先生说：“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与日本的关系，李总统大概不会总是纠缠

过去不放，而是在考虑要面向未来吧。” 

 

柳先生则是通过学生运动的经验，为探究韩国民主主义的萌芽从事对历史的研究。

他学习日语，为了研究日本，他曾在日本住过一年半。他说：“通过在日本的生活，接

触到了日本人亲切、诚实的态度，使我对日本的看法也发生了转

变。虽然有关邦交正常化的一些内容存在问题，但缔结了邦交从

结果上来看还是好的。”“两国是命里注定的邻国，所以必须要加

强交流，加深相互间的了解，必须要考虑怎样去弥补邦交正常化

欠缺的部分。” 

 

当时被捕的学生们获释以后，打破了大学间的界限，组建了

“63 同志会”。“63”即指举行大规模游行的 6月 3日之意。至今依然联系紧密。访问设

在首尔市内的同志会办公室时，可以见到当年警察和学生发生冲突的巨幅照片。办公室

的有关人员告诉我们：“去年末总统大选时，我们热心地声援了我们的同志李明博先生。” 

    

“63 同志会”办公室内张

贴的学生游行示威照片。

（樱井摄于首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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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怎么能只和南边联手呢！”日本的学生们也有抵触 
 

1965 年 6 月 22 日。历经 14 年的谈判终于结束，签定了邦交正常化的日韩基本条约

和四个协定。 

    

    日韩关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是1998年 10月金大中总统和小渊惠三首相举行的首

脑会谈。首相诚恳地为过去道歉，总统真诚地评价了“战后日本”的历程，双方确认了

认识历史的重要性。 

  

次月，在鹿儿岛举行了日韩阁僚恳谈会，金钟泌总理（82 岁）

访日。金总理因过去曾作为中央情报部（KCIA）部长与池田勇人内

阁的大平正芳外相谈判时签署了日本无偿提供 3亿美元、有偿提供

2亿美元解决了有关请求权问题的“金·大平备忘录”而著名，是

邦交正常化的有功之臣。 

 

金总理在回国的途中，根据其本人愿望，在福冈市的九州大学作了一次演讲。因为

在韩国建国的历程中，有许多出身于该大学的人做出过贡献，所以这是一次带有感恩意

义的特殊演讲。演讲用日语，历时 45 分钟。 

 

 他在演讲中说：“我认为，（没有邦交的）非正常状态的持续，不仅对两国的关系，

对整个亚洲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来说，也都是不愿意见到的。所以，尽管在国内受

到强烈的批判，但我还是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赌上了我的政治生命。” 

 

我们去九州大学见到了当年促进实现并实际运作了演讲的石川捷治教授（63 岁）。

石川教授说：“尽管这次演讲是一国总理提出的希望，但主要出于考虑到他在韩国政治

中所发挥出的作用，没有个人间的瓜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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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川先生在佐贺大学的学生时代曾一直参加了反对日韩邦交正常化的运动。 

“当时我的想法是，日本资本又把手伸到了过去的殖民地，岂不是帝国主义的复活

吗？日本的统治阶层对殖民统治的责任完全没有认识，在与美国之间的从属同盟中扶持

朴正熙的军事独裁政权，由此延长自己的寿命。而且更主要的问题是，日本只和南边结

好，这对吗？” 

 

据他说当时很多学生都有这种想法。有些他认识的在日朝鲜人学生甚至抱着理想去

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鲜）。“当时我认为，尽管北方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比起民众受着独裁折磨的南方来，还是具有自主性和正统性的。” 

 

在日作家金石范先生（82 岁）现在仍然记得当年曾连续多日参加在日本朝鲜人总联

合会（朝鲜总联）组织的反对集会。“朴政权是亲日派，是民族叛逆者的政权。美国人

在幕后教唆它要赶快和日本联手。简直是胡来”。 

 

■冷战下来自美国的压力 经济最优先的朴政权 

  

日韩条约案议于 1965 年 11 月在众议院正式会议上由议长提出，并获得突击式的表

决通过。次月，在参议院，虽然社会、公明、共产诸党议员退场表示反对，但仍获得了

通过。 

 

“邦交正常化有三重面孔。” 

说这话的是权五琦先生（75 岁），当年他曾作为韩国报纸《东亚日报》驻东京特派

员对邦交正常化进行了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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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面孔？ 

“是的。一是邻国间要清算殖民地时代的关系，缔结新的关系；二是处在冷战中的 

美国的企图；三是为了经济发展需要资金的朴总统的意思。这三点缺一不可，否则难以

说得通日韩关系。” 

 

就此，记者也询问过日韩谈判研究第一人、国民大学李元德教授（45 岁）。 

他指出，引导谈判达成妥协有两个动力。首先是安全保障理论。“美国为了在冷战

体制下加强封锁共产圈的效果，希望与北朝鲜对立的韩国能够和日本在政治、经济方面

联合起来”。1961 年，北朝鲜分别与中国和苏联缔结了互助条约。“实质性地介入越南战

争和 1964 年 10 月的中国核试验成功，都使美国的压力达到空前的顶点。” 

 

另一个是经济理论。“美国想要逐渐地减少对韩国的援助，转由日本取而代之。而

要最优先发展经济的朴政权即无资金又无技术。只有通过达成妥协从日本取得资金。” 

 

这样，谈判才取得了急速的进展。李元德教授说：“本来应作为主题的殖民统治责

任问题却被搁置在了一边。因此，这个问题也就成了后来翻来覆去的历史摩擦的原点。” 

 

“但是，如果韩国方面当时一定要坚持主张历史正义的话，韩国能够实现今天如此

的繁荣吗？历史还是应该从多个角度来看。” 

 

九州大学因为金总理发表演讲的机缘，成立了韩国研究中心。专门研究欧洲政治史

的石川先生担任了第一任负责人。石川先生说，日韩关系正常化是必须要实现的历史性

课题。但是，当时的反对理论也并没有错。因为日本不能够认真地正确面对历史的姿态

直到今天也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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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像过去一样依赖日美同盟发展下去，还是在多样化的亚洲如何探求主体性的共

生，日本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 

 

如此说来，确实至少有一个问题，即日本如何使其与北朝鲜的关系正常化这一极其

困难而又重大的问题，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樱井泉、小菅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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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1951 年～ ） 

从 1951 年的预备会议、1952 年的第一轮正式会谈开始到第七轮会谈，日本与韩国的邦交

正常化谈判前后历经 15 年。其间因有日本方面关于殖民统治有功无过的发言（即 1953 年的“久

保田发言”），会谈破裂，导致了长时间的停滞。 

1965 年 6 月 22 日，确立邦交关系的《关于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基本关系的条约》（基本

条约）和①《关于解决请求权问题与经济合作的协定》、②《渔业协定》、③《关于在日韩国人

地位的协定》、④《关于文化遗产与文化合作的协定》等四项协定在东京签署，基本条约于同年

12 月开始生效。 

但是，主张领土权的竹岛（韩国称为独岛）归属问题被搁置起来。韩国方面未将竹岛列为

有关解决纷争问题交换公文的对象。 

 

▼ 日韩基本条约（1965 年） 

围绕着殖民统治等问题的对立，在基本条约中留下了暧昧的表达。第二条中约定“双方确

认 1910 年 8 月 22 日（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日）以前签署的条约、协定已经（英文为 already）

无效”。关于合并条约和 1905 年的剥夺了韩国外交权、把韩国作为日本保护国的第二次日韩协

约，韩国主张：因其是在日本军事力量背景下被胁迫签订的，所以从一开始即属无效。日本的

立场则是：条约的缔结是合法的，1948 年因韩国建国，条约才变得无效。但基本条约对无效的

时间却避而未谈。 

第三条：双方确认“韩国政府为朝鲜唯一的合法政府”。对韩国的管辖权范围，日本的解释

是韩国、朝鲜军事分界线的南侧；韩国则主张为朝鲜半岛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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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朝谈判  

相互交换日朝平壤宣言并握手的小泉首相（当时）和金正日总书记。（代表摄

影） 

 2002年 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和金正日总书记共同发表的日朝

平壤宣言中称，日本方面对殖民统治“表示痛切的反省和由衷的歉

意”。关于清算问题，借鉴了日韩间的基本办法，依平壤宣言，将

在邦交正常化之后由日本提供无偿的、有偿的和人道主义支援的经济援助。虽然双方确认了请求

权放弃的原则，但北朝鲜方面认为被强征的受害者和慰安妇问题是另外的问题。 

  

▼ 请求权、经济合作协定 

根据协定约定，日本向韩国无偿提供 3 亿美元，另提供 2亿美元贷款。两项时限均为 10 年，

以提供日本产品和日本人劳务的形式，用于浦项制铁（现在的 POSCO）和连接汉城与釜山间的高

速公路及昭阳江水库建设。 

协定规定，日韩间的财产、权利等的请求权“已经确认得到了完全并且是最终的解决”。对

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征用、征兵等的个人补偿，由韩国方面负责，用经济合作的形式代以“清算”。

因此，当时未被留意的对日军慰安妇等的补偿、支援成为后来的大问题。 

朴政权在进入 70 年代后，制定了有关对日民间请求权补偿的国内法。为因强强制动员后死

亡约 8500 人的遗属每人支付了 30 万韩元。但这只是受害者的极少一部分。卢武铉政权提出要重

新审视历史，大力推进了对日本强制动员的调查，在 2007 年制定了为死者每人支付 2000 万韩元

（约 230 万日元）等的法律。根据日帝占领下强制动员被害真相纠明委员会的调查，迄今为止共

收到约 22 万件受害调查申请，已经认定有 1 万 1442 名死者、625 名失踪者和 1237 名负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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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钟泌（1926～） 

    韩国军人、政治家。毕业于韩国陆军士官学校。1961 年与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在朴总统

属下作为首任中央情报部（KCIA）部长参与了日韩邦交正常化的谈判。1971 起担任国务总理。1973

年，为了被认为是 KCIA 策划组织的金大中氏绑架事件，持朴总统亲笔书信来日，向田中角荣首

相致歉。日本方面以终止调查为条件达成共识（第一次政治解决）。1998 年，在金大中总统任内

再次出任国务总理。长期处在韩国政界中枢，是与金大中、金泳三前总统的“三金政治”中的重

要一翼。曾担任韩日议员联盟会长等职，在两国间发挥了管道作用。但在 2004 年的大选中落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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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章（上）日韩邦交正常化 

 

                            教科书比较 

 

 

1950 年代日苏邦交正常化，继而 60 年代日本与韩国、70 年代日本与中国之间实现

邦交正常化。在中学生学习的历史教科书里是如何说明的呢？ 

 

■日本   在“经济高度增长”这一单元里简单涉及 

  

在日本中学里用得最多的东京书籍出版社出版的教科书中，关于日本与苏联的邦交

正常化，是在旧金山媾和条约缔结后日本逐步回归国际社会的动向中做了说明。记述文

字有 5行左右。 

 

“自 1955 年前后起，在冷战的紧张气氛逐步缓和的形势中开始出现了与未缔结和

平条约的苏联恢复关系的动向，1956 年发表了日苏联合声明。日本由于得到了苏联的支

持，同年加入了联合国，回归了国际社会。” 

 

另一方面，北方领土问题在正文栏外的注释里这样说明的： 

    “尽管日本坚持国后岛、择捉岛、齿舞群岛和色丹岛（北方领土）是日本的固有领

土的主张。但因苏联不接受这一主张，故而日苏未能缔结和平条约。苏联解体后，日本

与俄罗斯之间为解决上述问题而进行的努力仍在继续。” 

 

    关于北方领土问题，其他出版社的教科书的写法也几乎相同。东京书籍出版社社会

编辑部部长渡边能理夫说：“北方领土问题在教科书审查中是一定要被审查的。多年以

来由于受到国家的指导，教科书的表述口径一直是一致的。” 

 

    而与韩国及中国的关系正常化则是在“高度经济增长中的日本”这一单元里被简单

地提到。 

 

    关于日韩关系正常化是如下 3行文字：“日本于 1965 年与韩国缔结日韩基本条约，

承认韩国政府是朝鲜半岛上唯一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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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关于日中关系正常化，用 4行文字作了如下说明，同时还在正文栏外的注

释中登载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的第 1条。 

 

   “1972 年发表了日中联合声明，与曾经断交的中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并于 1978

年缔结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随着其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本逐步加强日中关系，深化

交流。”                                                                                 

                                                              （大久保真纪） 

 

■韩国   没有关于提供 5 亿美元资金的记述 

 

日韩邦交正常化在国家审定的本国史教科书中有所涉及。在说明朴正熙政权推进了

经济增长政策之后，教科书用 4行左右的文字记述了与日本的邦交正常化。 

 

    “朴正熙政府一方面强化与民主友邦的关系，一方面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如努

力建立与中立国的外交关系等。之后，韩国改善了长期以来遗留的韩日关系，与日本缔

结了韩日协定。（后略）” 

 

    教科书中没有写到日本向韩国有偿及无偿提供共计 5亿美元资金的事，以及此举关

系到韩国经济发展的情况。 

 

    韩国史编纂委员会的金得中博士说：“教科书篇幅也很有限，重点首先要把握对历

史的大趋势。详细情况就由教师来讲解。” 

 

    另一方面，在高中，在国家审定的韩国史教科书中还谈及在韩国开展的反对韩日邦

交正常化运动，记述如下： 

    “朴正熙政府将实现祖国的现代化作为国政的主要目标，一面推进经济开发政策，

一面对要求日本谢罪及正当赔偿的市民及学生们的强烈反对采取了压制态度，实现了韩

日邦交正常化。” 

 

    关于提到反对运动问题的原因，金博士解释说，这是在“强调韩国不顾民众的激烈

反对，以非民主的做法与日本缔结了邦交这一点。”他还说，“与其说是提出韩日关系这

个问题，不如说叙述的焦点在于揭示在韩日邦交正常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朴正熙政权的

非民主性质。” 

 

    关于日中邦交，只在韩国史的“国际形势的变化”这一节中有 1行记述。关于韩中

邦交建立的情况，书中只登载了照片，没有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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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苏邦交正常化在很多的教科书如韩国史、讲授世界史的《社会 2》中没有涉及。            

                                                                                       

                                                             （樱井泉） 

 

■中国   对美中关系描述详细，对日中关系语气平淡 

 

在中国最广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国历史》中，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在“外

交事业的发展”一课里讲授的。这一课占 8页，但关于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说明，连同与

其他各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内容在内也只有 3行。有当时访华的田中角荣首相与中国共产

党主席毛泽东握手的照片，再就是以下语气平淡的记述： 

    “1972 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接着，许多国家纷纷与

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热潮。我国的外交工作出现新局面。” 

 

    与此相反，教科书中详细地说明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正常化。在“外交事业的发展”

这一课开篇便提了出来，包括尼克松总统与毛泽东的照片在内，占了 1页中三分之二的

篇幅。 

    “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和国际形势的变化，20 世纪 70 年代初，改善中美关系，

成为两国共同的要求。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机。” 

 

对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颇有研究的庆应大学副教授段瑞聪解释说：“中国的认识是，

日中邦交正常化是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延长线上实现的。”他还说，“冷战背景下中苏关系

恶化的 70 年代，中国政府在外交方面最为重视的是中美关系。因为如果改善中美关系，

那么就有利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上地位的提高，对于与苏联及台湾的关系也很重要。” 

 

除中美关系外，重点讲述的有 1971 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问题。书中说明，“这

是我国外交史上最初的伟大胜利。” 

 

    关于日本与苏联、日本与韩国的邦交正常化问题，包括世界史的教科书在内都丝毫

没有涉及。                                                        （佐藤和雄） 

 

■台湾   重点在于与日本断绝邦交 

 

日中邦交正常化对于台湾（中华民国）来讲就意味着与日本断绝邦交。为此，教科

书中也将重点置于对日断交问题，在台湾史和中国史两个方面都有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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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为使用的南一书局《国民中学·社会》台湾史部分中，在“外交局势的变化”

一项里用 5行文字追述了自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到台湾与美国断交的情况。 

    “民国六十（1971）年，联合国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我国决定退出联合国。

其后，日本承认其主权，各国亦逐渐改变立场。民国六十八（1979）年，美国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交，并宣布终止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对台湾打击甚大，我国陷入国际孤立的

困境。”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国以经济实力为后盾，推动实务外交，确立台湾的国际地位。”

书中对李登辉政权以后的外交方针作了如此说明。 

 

    此外，在中国史部分用了 3行左右的说明文字。 

     

   “美国为打击苏俄，遂籍机拉拢中共，中共因而得以在 1971 年加入联合国。此后，

中共即陆续与日、美等国建交，积极扩展国际外交，并打压中华民国的外交生存空间。” 

 

    从教科书中，浮现出“受大国中国欺负的国际孤儿台湾”的构图。 

 

    在依据国民党执政时期的 1983 年的《历史课程标准》编写的教科书中，在中国史

部分讲述台湾被逐出联合国等情况的文字有 5行左右，但未涉及与日、美的断交。 

 

    关于日苏及日韩的邦交正常化，新旧教科书均未涉及。 

 

    南一书局的教科书编撰指导委员、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惠民这样谈到教科书的重

点：“在中国的邦交正常化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日本是率先跟中国恢复外交的国家。

最多会讲到这一点。”                                                        

                                                              （田村宏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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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 

小仓和夫 

 

访谈 20 位有识之士 --我选出的 10 件大事（17） 

   

民众推动了近现代史 

   

   我是以“民众推动了近现代史”的观点选择的，所以即

使是东亚以外区域发生的，也试着选择了对东亚带来极大影

响的事件。 

 

    对历史的认识，根据国家和个人，当然会有所不同。如

果问，拿破仑是侵略者吗？俄罗斯人或法国人的认识当然是

各异的。而现实问题是，日本的年轻一代，在讨论历史认识

之前，就对历史本身不感兴趣，也缺少相关知识。无知与偏

见相连，会造成相互间的误解。 

 

    首先列举的是在印度发生的雇佣兵西帕衣团（shipahi）

的起义（或称印度大叛乱）。这是针对英国的殖民地统治的

抵抗，是亚洲民众最早兴起的大规模反殖民地的斗争，对东

亚产生了影响。这一抵抗却导致了英国对印度的直接统治，并从那里开始了防卫印度和

进入中国，进而影响到全面的亚洲政策。 

 

    明治维新为亚洲提供了近代化模式。将作为权威的皇室推到前面，避免了大规模的

内战，完成了大革命，并且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 

 

    在日清（甲午中日）战争中获胜的日本，面临三国干涉局面。日本民众在支持帝国

主义外交的同时，国民及政府依据卧薪尝胆的历史话题，均对黄祸论显得极其敏感。政

府已深刻认识到如不同欧洲的大国协调一致，将无法在国际社会生存下去，故实现了日 

1938 年生。历任驻越南、韩国、

法国等大使。青山学院大学特

聘教授（日本外交论•比较文化

论） 

“我选出的 10 件大事”   

① 印度雇佣兵西帕衣团起义 

② 明治维新 

③ 三国干涉 

④ 日俄战争 

⑤ 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 

⑥ 中国的革命（从辛亥革命

到共产党政权的诞生）和

俄国十月革命 

⑦ 谋杀张作霖 

⑧ 卢沟桥事变 

⑨ 投掷原子弹 

⑩ 越南反战运动 

（*按发生时间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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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同盟。 

 

   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第一次感受到在外交方面进行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加深了有关新

闻出版界的作用及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性认识。日本对波兰及芬兰、俄罗斯帝国的反沙

皇制度运动的支持“活动”，可以称之为公开外交手腕的初次尝试。 

 

    暗杀伊藤博文的恐怖行动，成为日本吞并韩国的绝好借口。民族运动受压而走向极

端恐怖，只能给施压一方提供更好的借口，运动难免受到挫折。这是必须与目前的中东

恐怖主义行动联系在一起考虑的视点。 

 

    辛亥革命是中国的革命运动的起源，最终导致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革命。俄罗斯的共

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世界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如果没有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这样的

宣传，也许法西斯主义及纳粹主义就不会受到那么狂热的追捧了。这也成为给 20 世纪

的国际政治直接带来意识形态对立的契机之一。 

 

    张作霖是被关东军谋杀的，但日本军方和政府均暧昧地混淆责任，因而削弱了军队

的纪律。军队内部的统辖系统失控，同时军方开始脱离了民众。以事件为转机，日本与

中国进入决定性的对立局面。由于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中国的内战形成国际化，日中战

争陷入长期化。日本完全将中国民众放到自己的敌对面上了。 

 

    可以说空投原子弹的历史意义尚无定论。日本的大多数国民认为日本不应该拥有核

武装，核武器应彻底废除。美国针对投掷原子弹没有表示丝毫的歉意。并且，日本与核

武拥有国的美国结为同盟关系。不知日本人对此互为矛盾的做法无论是从战略性的角

度，还是在道义意义上，是怎样认真地作为问题来判断的呢？或许有必要返回原点重新

审视。 

 

    越南反战运动不仅仅是在日本等东亚，还扩展到美国、欧洲、南美等地区。取得胜

利的，既不是美国，也非河内。应该说只有反对侵略战争的世界的民众才是真正的胜利

者。                                                      

                                                          （采访者：樱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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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下）日中邦交正常化 

 

转动了世界的名古屋世乒赛 

 

1972 年，在日中战争结束 27 年之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后一直处于东西冷

战最前线的两个敌对国家，扭转了外交局势。为了探寻使两国做出决断的背景，我前往

北京走访了当时的历史见证人。 

 

   穿过气温在零度以下的街道，从中心区来到了稍微靠近城南的国家体育总局所在

地。见到了 60 年代闻名遐迩的中国乒坛健将、现在担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的徐寅生。

会议室里陈列着各种纪念品。1971 年春在名古屋举行的第 31 届世乒赛的优胜杯也在其

中。 

 

   正是这次世乒赛成为了推动世界形势发展的美中乒乓外交的起点。 

   大赛之前，作为比赛场馆的爱知县体育馆就已引起世界关注。原因是由于文化大革

命一直没有参加大赛的中国，此次是时隔 6 年的参赛。徐先生是教练。他回忆道，“周

恩来总理当年提出，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严密的警备下，中国队背负着促进日中

友好的使命来到日本。 

 

   而场馆的另一角，另外的齿轮开始转动。中国代表团干部接到美国乒乓球协会干部

投来的球。“（听说中国在大赛后邀请加拿大等队访华）能不能也邀请美国队啊”。美国

是正在越南发动战争的敌国。难道是真的？让人半信半疑。但负责人还是向北京做了汇

报。 

 

 共产党主席毛泽东面临抉择。有关此事留有这样一段趣闻。外交部提出意见，认为

“为时尚早”，毛也同意了。但仍旧继续考量。第二天美国队即将回国。毛吃过晚饭，

像往常一样服用了安眠葯准备睡觉。就在这时他改变了主意。于是对护士长说“邀请美

国队来”。但是，因为毛以前对护士长说过“服用安眠药后我说的话不算数”，见护士长

没有动，毛便着急地说“不快点通知就来不及了。” 

 

 4 月 7 日，名古屋发的新闻震惊了世界（照片）。中国代表团宣布邀请美国队访华。

两天后，美国队经香港赴北京。3 个月以后，美国总统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接着

翌年 2月，尼克松总统实现访华。 

 徐先生说，“中日关系也好，中美关系也好，名古屋是转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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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苏联、越南  美中抱有相同的忧虑 
  

    当然，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并非瞬间发生逆转，是共同的利益促使两国逐渐靠拢。 

  

  当年美中接近对中国来说有什么有益之处呢？曾就乒乓外交舞台内幕著述的人民

日报海外版副总编钱江如是说： 

 “结果超出预料之外。美国强烈希望结束越南战争，和我们一致。台湾问题尽管不

能立即解决，但也不致于更加恶化，这一点也很清楚。毛泽东主席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即美国也害怕苏联，可以和美国联合对抗苏联。” 

 

 当时，中国也害怕苏联。中苏间的对立自 50 年代起日趋恶化。1969 年位于中苏边

境乌苏里江的珍宝島发生两国军队武力冲突，中国做好了战争的思想准备。边境居民向

内陆迁徙，北京以及各地都挖了防空洞。因国境线很长，要防范攻击并非易事。 

 

 更何况南面的越南战争还在继续。 

 “中国国内文化大革命进入高潮，经济滑坡。长期支援北越已不堪重负。尽管希望

结束战争，但又很难找到好的谈判时机。” 

 

 钱先生说，美政权当时已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对国内反战运动一筹莫展。两国该如

何接近？创造了这个时机的是名古屋。 

 

 ■ 背后受力的日本  短短 3 个月内签约 

     

    然而，如此美中接近向日中背后推了一把。 

   基辛格背着同盟国访华，使日本受到冲击。反之，由于美中接近以及随后不久中国

加入联合国，加快了日本和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的进程。 

 

   1972 年 7 月 6 日，新上台的首相田中角荣明确表态要加速实现邦交正常化。 

 

 读了报纸的周恩来总理召集中国外交部相关人员开会。其中担任周总理翻译的中日

友好协会副会长王效贤也在座。王女士回顾起周是如何指挥对日外交的。 

 “周总理问大家，应该如何回应田中首相为好呢？大家纷纷表态。总理都不满意。

我也发表了意见。最后总理亲自写了一份报告呈交给毛主席。” 

 

 周的想法9日公开亮相。在欢迎民主也门政府代表团的宴会致辞中提到了田中讲话。

“这是值得欢迎的”。双方开始紧锣密鼓行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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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25 日，田中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访问北京。围绕战争赔偿以及台湾等问题和中

方经过激烈的争论，4天后签署了邦交正常化的日中联合声明。 

 

 在国际政治格局变化的潮流中，日中之间也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然而王女士强调说，日中间将近 20 年的民间交流的积淀对实现邦交正常化功不可

没。 

 

   王女士说，“日本政府追随美国的封锁政策，不与新中国交往。在这种环境下，从

贸易开始，民间交流先行，带动了政府。‘以民促官’才是中日关系的特征，是真实的”。 

 

   毛泽东的威信也很重要。众多中国人失去亲人，或受过日本人的屈辱，国民对日本

的仇恨刻骨铭心。当时在全国范围开展了邦交正常化的宣传活动。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让德国支付巨额赔偿反而招致报复心等为例，谋求国民理解。国民因对毛怀有深厚信赖，

做出了积极的反映。 

 

■ “添了麻烦”翻译欠妥引发不快 
     

    围绕联合声明进行会谈时，有过几次激烈交锋。“添麻烦之说”是插曲之一。 

 

   访华团抵达北京的当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欢迎宴会。田中首相致辞谈及日中战

争时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反省之意”。日方翻译日

文的“迷惑”一词时，使用了中国话“麻烦”来表示。 

 

 但是，“添了麻烦”这种说法在中国多用于轻微的道歉。中方出席者大多数人感到

诧异，他们原以为会听到有分量的谢罪用语。 

 

 当时，坐在周总理身旁的是周的另一位日语翻译，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顾问林

丽韫。 

 

 林女士也觉得不恰当。“感觉翻得不好”。这时，听到为各国大使做英语翻译的唐闻

生女士低声说“这也太轻描淡写了”。林女士也点头表示有同感。 

 

 周总理安静地听完讲话。但是，次日会谈时很生气。“‘添了麻烦’这种措辞会引起

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在中国，麻烦只用于很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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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外交部张香山顾问（当时）说，田中解释说“日文的‘迷惑をかけた’有真

心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的意思”。田中本人回国后也在自民党两

院议员总会上说，“我做了说明，它在日本表示着今后决不再犯的强烈心情。”最终决定

联合声明的表述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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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深刻的反省。” 

 

   但是，当年翻译致辞时为什么没有使用对方能够理解的用语呢。本想采访当时担任

翻译的原外务省职员，但被拒绝了。 

    

    当时是外务省小组成员之一、现广岛市立大学广岛和平研究所所长浅井基文说：“邦

交正常化谈判是顶级机密，召集的是内部要员。但主要干部不懂中文，没有人能从政治

的层面对译文把关。” 

 

 林女士说，“背后有深受其害的大众的声音，总理不可能接受添了麻烦的说法。” 

 

   欢迎晩宴是日本领导人战后初次面对大陆的各位人士表示反省战争，开拓未来的场

所，然而在场的中国人并没有领会到田中致辞中所表达的心情。 

 

◇ 

    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本与台湾断绝了外交关系。但是，中国在那之后仍然随

时警惕日台动向。如果台湾闹独立和中国发生战争时，美国介入，日本难道不也会支援

同盟国美国吗？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也许会再次与日本敌对。中国甚至抱有这样的担心。 

 

   邦交正常化 36 年。日中关系取得巨大进展，但围绕台湾问题和历史认识的摩擦仍

时有发生。 

（五十川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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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일중공동성명 요지 !!

▽일본 측은 과거에 일본이 전쟁을 통해 중국 국민에게 중대한 손해를 끼쳤던 것에 대한 

책임을 통감하며 깊이 반성한다  

▽ 일본 정부는 중화 인민 공화국 정부가 중국의 유일한 합법 정부임을 승인한다  

▽ 중화 인민 공화국 정부는 대만이 중화 인민 공화국 영토의 불가분의 일부라는 것을 거듭 

표명한다. 일본 정부는 이러한 중화 인민 공화국 정부의 입장을 충분히 이해하고 존중하며, 

포츠담 선언 제 8 항에 근거하는 입장을 견지한다  

▽ 중화 인민 공화국 정부는 중일 양국의 국민 우호를 위해, 일본에 대한 전쟁 배상 청구를 

포기할 것을 선언한다  

▽ 양국 모두, 아시아 태평양 지역에서의 패권을 추구하지 않으며, 이러한 패권을 

확립하려고 하는 다른 어떤 국가 혹은 국가 집단에 의한 시도에도 반대한다  

▼ 毛泽东（1893～1976） 率领中国共产党，通过内战打败国民党，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1921

年出席了创立中国共产党的第 1 次全国代表大会。1935 年遵义会议掌握党的主导权。抗日战争时期

提倡国共合作。另一方面，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建国后推

进社会主义，因推行冒进的大跃进政策失败，加上自然灾害，损失重大。1966 年发动文化大革命，

在国内建立了绝对权威，但后来的历史决议指出，“（文革）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 

 

▼ 周恩来（1898～1976）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毛泽东一起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做出了贡献。1917 年 1919 年在日本留学。在京都•嵐山存有回国前夕的诗作“雨中嵐山”石碑。建

国后任总理（有一时期兼任外长）活跃于政界。1954 年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中邦交正常化后，

有重访日本的意愿，但因病未能成行。 

日中联合声明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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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深刻的反省。 

▽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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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和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且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的立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请求 

▽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建立这

种霸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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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章 （下） 日中邦交正常化 

 

记忆的形成 / 四岛一揽子归还 

       

 

日苏恢复邦交时悬而未决的北方领土问题。日本政府长期高举“四岛一揽子归还”

的旗帜。谈判方针虽然改变了，旗帜的余像却并没有消失。 
 

 

 

 

 

▼北方领土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无视仍在有效期内的日苏中立条约而对日参战。在日本接受波茨坦公

告后的 8 月 28 日至 9 月 5 日期间，占领了国后、择捉、色丹岛和齿舞诸岛。日本政府在战后将

这四岛称为“北方领土”，至今仍在向苏联•俄罗斯要求归还。 

    根据千岛齿舞诸岛居住者联盟的调查，截止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四岛上共有 3124 户、1

万 7291 人生活在那里。总面积为 5036 平方公里，比福冈县还要大一些。 

 

▼旧金山和平条约   

   正式名称为“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1951 年 9 月 8 日于旧金山签订。1952 年 4 月 28 日生效，

日本恢复了独立。但是，这只是美国和其友好国家间签订的片面媾和条约。在与北方领土问题的

关系方面，第 2 条Ｃ项中规定，“日本国放弃对千岛群岛以及日本国由于 1905 年 9 月 5 日的朴茨

茅斯条约的结果而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之一切权利、权利根据及请求权。”条

约的草案由美英拟就，因苏联签约的可能性已不存在等原因，日本放弃后的归属方没有明确记载。

并且，千岛群岛的定义也没有明确表明。日本政府在批准条约的国会上，答辩时指出千岛群岛中

也包括“国后•择捉”，但后来又对此加以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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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帜”已被降下了吗？ 
 

■ 1991 年“灵活对应”的转换方针 

 

曾居住在北方领土的原岛民们成立了名为“千岛齿舞诸岛居住者联盟”的团体，提

出了早日归还和财产补偿等要求。在去年 5月的全体大会上发生了微小的异常变化。议

事日程刚一结束，根室支部青年部的干部们突然走上台开始宣读“表明决心”书。 

 

让与会者更为惊讶的是表明决心书的以下一段话。 

“作为我们无论如何都希望领土问题能在原岛民还健在的时候得以解决。但是，以

迄今为止的“四岛一揽子归还”运动是无法打破现状的。正因为如此，必须想尽一切办

法展开运动。” 

 

战后，日本政府长期坚持“四岛一揽子归还”的口号。只要一提起北方领土，就自

然会想到“四岛一揽子归还”。通过从冷战时代兴起的由政府和自治体主导的运动，这

种固定模式已被深深地植入人们的记忆中。 

 

就是说，第二代的岛民想要开始改变这种状况。参与起草表明决心书的滨屋正一先

生表示：“在原岛民相继故去的情况下，我们第二代必须把运动继承下去。我们并非是

要放弃‘四岛’，只是想要开展真正能使岛归还回来的运动。” 

 

根据联盟的调查统计，原岛民有半数以上已不在人世，仍健在的人平均年龄也已超

过了 74 岁。对迟迟不见进展的领土谈判怀有最切实危机感的是与北方领土一海之隔的

根室的居民。 

 

其实，日本政府早在苏联即将解体之前的 1991 年秋天，就已经降下了“四岛一揽

子归还”的旗帜。取而代之的是向苏联·俄罗斯方面传达了“如能确认四岛的主权归属

日本，那么实际的归还时期、方式以及条件等可灵活对应”的方针。要求“四岛一揽子”

归还和承认对“四岛”的日本主权之间有着很大差异。 

 

尽管如此，仍不能说这一谈判方针的转换在日本国内得到了充分的理解。而对如此

差异不知是了解还是不了解，即使已过去多年，时至今日政党干部的口中还是不时地发

出“四岛一揽子归还”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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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 2月 7日的“北方领土日”那天，如往年一样在东京·九段召开了“要求归

还北方领土全国大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民主党国际局局长岩国哲人如是说，“我还

是要代表民主党向各位转达这样的信息，北方四岛一揽子归还是我们所有政党的共同意

愿。” 

 

在民主党内，鸠山由纪夫干事长于去年 2 月表示，“一揽子归还四岛的要求，一千

年也不会改变。”“意愿”和“谈判方针”或许有所不同，但作为原岛民的人们对如此相

互矛盾的发言会怀有怎样一种心情呢？ 

  

■ 民族主义的强烈磁场 

  

     那么，为什么“四岛一揽子归还”还是挥之不去呢？ 

   

     曾经具体参与领土谈判的作家、原外务省主任分析官佐藤优介绍说，“由于民族主

义一般在当时阶段的最强烈要求会成为正确的要求，相比‘阶段性的归还’，理所当然

地会要求‘一揽子’归还。”随即指出的是日本政府的解释力度不足。“在领土问题上只

是限于少数人在决定政策，缺乏负责解释这样的观念。” 

 

    在莫斯科与俄罗斯政府的有关人士、研究学者们一起交谈时，意识到了另一个根深

蒂固的问题。用一句话来说，那就是“接受战败事实”。 

 

    无论日本方面怎样强调国际法上的正当性，俄罗

斯方面总是以这样的理论来对抗：“那是第二次世界大

战的结果。为什么日本就是不接受战败这样的现实

呢？”因为有日俄战争中被打败并被迫割让了领地的

记忆，所以上述观念在俄罗斯无疑早已根深蒂固。 

 

    但是，正因为如此，对战后的日本而言，北方领

土问题也是向战胜国提出的异议，可以理直气壮地表

示，因为战败难道就必须容忍一切不合理的事情吗？

不是的！特别是对付处于冷战时期的苏联，提出这样的论据是无需任何顾忌的。 

 

    北方领土问题至今仍处在这样的强烈磁场中。为将其定位于“国民的夙愿”而依赖

民族主义是有效果的，但越是与民族主义深深连接在一起，也就越是难以妥协。 

 

    某位俄罗斯政府高官的谈话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日本举办“北方领土日”之际，俄罗斯各大

报刊均突出报道了领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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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过程中一定会产生胜者和败者，问题的产生也恰在于此。在传统性的思维方面，

无法超越民族主义。超越民族主义只有双方关系的发展。为此，需要以另一种眼光去观

察对方的重要性。” 

（佐藤和雄）  

 

原外交官东乡和彦“二岛归还论是误解” 

    从根本上说，可以感受到一部分外务省官僚的那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

的思维，即认为只要在“四岛一揽子归还”和在冠冕堂皇的旗号下持续坚持强

硬的主张，就不会招致来自国内的非议。 

  2002 年 4 月被免去驻荷兰大使职务的东乡和彦在去年 5 月出版的《北方

领土谈判秘录 错过的五次机会》（新潮社刊）中这样写到。 

    东乡先生曾担任苏联课长、欧洲局长等职务，几乎一直参与自戈尔巴乔夫

以后的领土交涉，一心想推动问题的解决。但是，却因为与众议院议员铃木宗男携手合作、给推

进俄罗斯外交招致混乱的理由被逐出外务省。 

    谈到执笔该书的动机，本人表示：“是在怎样的一种情况下日苏关系开始启动的，又是为何托

底的，我认为必须向国民有所交代。不然我会死不瞑目。”书中详细地披露了导致被免职的经过及

自冷战结束前后十几年间进行交涉的内幕。 

    尽管如此，是否还是应该将从“四岛一揽子归还”的转换更加耐心细致地向国民加以说明呢？ 

    “一考虑到对手俄罗斯，没有必要就一定要说‘让步了’。我们一直在议论说正义百分之百在

我一方，降下这面旗帜只能于我不利。只是回顾起来，以前如果向实力雄厚的议员及有关运动团

体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可能情况会更好。” 

    之所以进行如此反省，也是缘于自身提议以 1956 年宣言为基础的并行协议方式在日本国内曾

被指责为“二岛归还论”。东乡先生强调那是一种误解的同时，再次说明了自己的主张。 

    “总之，只要不开始进行协议，不进入口，你就无法到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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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 

 

泰萨·莫理斯·铃木 

  

       访谈 20 位有识之士（18）--我选出的 10 件大事 

 

■ 取决于朝鲜半岛的东亚结构 

 

    东亚历史的结构可以在三个层面上加以考虑。一是较大

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日本、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第

二是大国与其周边的小国及地区、琉球及台湾、阿伊努人居

住地等的关系。三是与西方列强的关系。 

 

    鸦片战争是中华秩序崩溃，进而向近代秩序转变的转折

时期。在“华夷秩序”中不存在国民国家。围绕着“中华”

这个中心，周围的琉球人、满洲族、阿伊努人等过着几乎完

全独立的生活。 

 

就在这时，西方列强侵入，中华秩序受到破坏。作为国

民国家，中国、日本和朝鲜形成，较小的民族被吸纳进去。

将第 1次、第 2次鸦片战争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意在使上述过程更加明确。 

 

如果将日清（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称之为“第 1次

朝鲜战争”，那么原本未经发现的侧面就会显现出来。上述战争是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东

北亚战争”。 

 

    19 世纪以后，东亚的地缘政治学问题常常是日中两国如何与列强保持力量平衡的问

题。而且，日中关系甚至于整个地区的力量结构是由位于两国之间的朝鲜半岛的命运来

决定的。在此我们稍作理论上的跳跃，目前的状况也完全如此，今后的日中关系同样取

决于北朝鲜形势的发展。 

 

1951 年生于英国。从阿伊努人、

在日朝鲜人等广泛视点研究日本

的近代。近作有《逃往北朝鲜》、

《从边境远眺》等。 

“我选出的 10 件大事” 

①鸦片战争 

②第 1次朝鲜战争（1894－1905） 

③东亚革命（1917－1919） 

④满洲事变 

⑤投掷原子弹 

⑥占领东北亚（1945－1972？） 

⑦中国革命（1927－1949） 

⑧第 2次朝鲜战争（1950－1953） 

⑨东北亚力量平衡的变化＝中苏

对立、日美勾结（1959－1960） 

⑩中国的“经济奇迹”（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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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项是“东亚革命”，在此我想说的是，俄国革命与凡尔赛条约对东亚产生了影

响。作为结果表现出来的是反抗殖民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很好的一个例子是朝鲜的三一

运动，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在日本也发生了米骚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变得强

大起来。虽说每一件事规模都不太大，却对整个东亚的思想与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我认为战争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满洲事变。满洲事变爆发后，想避免日中战争

和亚洲太平洋战争就变得相当困难了。 

 

    与其说原子弹的投下是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终结，我倒宁愿将其视为冷战的开始。这

是 20 世纪的世界当中极其重要的事件。 

 

    与其只看第 2次世界大战后盟军对日本的占领，倒不如放眼整个东北亚考虑问题更

好些。如果只看日本，那么因占领而实现民主化的一面就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要

是看看冲绳和韩国，受压抑的一面就显现出来了。时间上暂且截止至冲绳回归，然而时

至今日，美军的军事基地依然很多。 

 

    我将“中国革命”作为一个长期事件来把握。我想，如果从世界史角度看，那曾是

一种规模宏大的社会实验。付出了大量牺牲的代价，结果中国国内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

经济平等。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就建立在这样的平等基础之上。 

 

    第 2 次朝鲜战争的地区性影响尚未被充分认识。不局限于经济“特需”的影响应该

曾经存在过。 

    1959 年到 1960 年是一个大的转折时期。在日本，虽然曾经有脱离美国的“独立”

动向，但由于安保条约的修订，事情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下去，与中国断绝关系的程度

加深了。另一方面，中国脱离苏联成为第 3大国，亚洲的力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看目前的状况，中国的经济大国化这一问题十分重要。日本对此如何在文化、意识

层面上应对，意义也非常重大。                

（采访者·吉泽龙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