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及影响

吕耀东

内容提要: 冷战后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日益复杂化，日台关系有发生实
质性提升的趋向。中国对日方屡屡允许台湾政要访日进行了严正交涉。从中
日关系大局出发，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强调了中方关
于台湾问题的原则立场，日方“重申中国只有一个”。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亦
发表对台“四不”承诺。但日本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并无
改观，尤其是自民党再次执政后更利用台湾岛内变局，加大日台间关系实质
性提升力度，使得中日关系呈现出更为敏感的脆弱性和复杂性特点。日本亲
台势力始终企图改变日本政府在复交以来关于‘一个中国’的协议、承诺，

且仍在不断扩大事态。为了尽量减少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

中国政府依据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不断告诫日方。日台关系的不断提升，正严
重侵蚀和破坏着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政治基础，必须予以严重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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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是国际社会极为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日关系间的诸多问

题中，台湾问题是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及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本是

中国内战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完全属于中国内政范畴。按照中日四个政治

文件的相关规定，台湾问题涉及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台湾与日本的关系仅

仅是一种民间关系，是隶属于中日双边关系的一种对外交流形式。

冷战后，日本政府从自身的政治利益出发，违背 《中日联合声明》、《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和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的承诺，不断提升同台湾的

政治及安全等领域的关系。日本学者也例称: “正如 2013 年 4 月签署的 ‘日

台渔业协议’所反映的那样，以社会推动政府的形式，双方开始了一种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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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间关系的探索。”① 这就使中日关系中的台湾因素日益复杂化，中日关

系的健康发展受到阻碍。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及日台关系② 的变化，

导致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凸显。其根源在于，日本基于历史、地缘政治因

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现实利益考虑，不愿看到中国的统一和强大，于

是力图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发展。

本文拟就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嬗变历程，梳理和解析日本对台政策生

变与中日关系恶化的因果关系及影响。

一、中日关于 “徐立德事件”的交涉及影响

1972 年 9 月 29 日，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联合声明》载明，“日

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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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日本随后宣布与台湾“断交”。

日台“断交”后，日本右翼势力很不甘心，千方百计推动日本政府与台

湾当局发展实务关系，使日台交流出现从民间向 “官方”升格的倾向。冷战

结束后，日台高层交往更加频繁。日本亲台势力打着 “学术交流”和 “经济

贸易”等幌子，为日台高层互访牵线搭桥，扩大交往渠道和规模。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也不断提升访台官员的规格。不仅如此，日台高级官员还经常以参

加国际性和地区性组织或会议的名义进行 “政治外交”。日台关系不断升级，

逐步从后台走向前台。

随着冷战结束前后国际格局的变动，日本朝野均在台湾问题上蠢蠢欲动，

不仅放宽了对台湾官员访日的一些限制性措施，而且放宽了对政府有关人员

与台湾当局接触的限制。1991 年 5 月，日本外务省首次决定派课长级人员以

“长期休假”方式出任驻台“交流协会”总务部长。同年 11 月在汉城召开的

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上，日本通产大臣渡部恒三与台 “经济部长”萧万

长举行了“部长级会谈”。以此为契机，日本放松了此前在外务省奉行的 “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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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本省课长级以上官僚与台接触，禁止国立大学的教授以公务身份访台”的

内部规定。① 1992 年 5 月，日本同意将台湾驻日的民间机构 “亚东关系协会

东京办事处”更名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使日台交往的 “准官方性

质”愈益明显。此后日台关系继续升级，各种接触和往来十分频繁，双方政

要互访之风日盛。这主要表现为，日本开始允许台湾的一些 “部长”访日。

1993 年 2 月，台湾“外交部长”钱复借观光之名访日，搞 “度假外交”。日

方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对此事听之任之。

及至 1994 年，日台关系又有新 “突破”，导致中日关系的裂痕加深。其

时，日本政府不顾中方的一再强烈反对，允许台湾 “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

参加广岛亚运会开幕式，并默许他到当地和东京进行政治活动。这严重违背

了中日关于日本只与台湾当局维持非官方往来的协议，严重违背了 《中日联

合声明》的精神。

早在 1994 年 9 月，即广岛亚运会前夕，亚奥理事会主席艾哈迈德亲王发

表声明，不邀请东道国以外的政界人士参加广岛亚运会。但日本拟邀请李登

辉前去参观，后因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而未能如愿，但还是允许徐立德访日。

日本政府宣称的理由有二: 一是徐立德的身份是 2002 年亚运会台湾申办委主

席，二是日本官方不准备同徐立德接触。就此，《人民日报》评论指出: “这

些理由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是在广岛亚运会期间，还是在此后举

行的亚奥理事会上，都不审议 2002 年亚运会的申办权问题。何况台湾是中国

的一个地区，按照亚奥理事会章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技术上，台湾都不

具备申办条件。至于不进行‘官方接触’云云，更是自欺欺人。把台湾 ‘行

政院副院长’当作客人请到广岛，这还不叫接触吗? 特别是，亚奥理事会主

席艾哈迈德亲王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邀请徐立德，日本作为本届亚运会东道

国而不遵守亚奥理事会的决定，是毫无道理的。”“日本政府如果在台湾问题

上背信弃义，一意孤行，无视历史责任，势必开创一个恶劣的先例，严重伤

害中国人民的感情，给中日关系造成严重后果。”②

1994 年 9 月 16 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田增佩约见日本驻华大使，就徐立

德借亚运会之机将赴日活动一事提出严正交涉。田增佩强调: “日本政府允许

徐立德入境，违反了 《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反对。

—12—

①

②

高原明生·服部龙二编 ?日中阌史 1972—2012 I 政治?、东京大出版仝、2012年、302頁。
参见《日本政府何去何从》，《人民日报》1994 年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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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目前这样复杂的事态，日本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要求日本政

府不折不扣地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的原则，履行只与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
性往来、不进行任何官方接触的郑重承诺，不做失信于中国政府和人民的
事。”① 国务委员李铁映为此事取消了访日计划。

同年 9 月 26 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与日本副首相兼外相河野洋平
在联合国举行了会谈。双方就 “徐立德访日”及中日关系的最新事态发展交
换了意见。河野洋平首先重申日本政府对华政策，并为日本政府允许台湾政
要出席广岛亚运会作了辩解。他说，台湾将以 “中国台北”的名义参加广岛
亚运会，没有国歌，没有国旗，作为一个地区体育代表队参加。日本政府愿

意保证在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在日逗留期间，日本政府绝不会同徐
立德接触，不希望日中关系因这件事受到影响。他还重申日本政府将严格遵
守《日中联合声明》。钱其琛说，中国有句古话: “言必信，行必果。”我们
注意到日本政府的表态，但更要看行动。钱其琛进一步指出，台湾在国际奥
委会改变了名称、更换了旗帜以后，历届亚运会都进行得很顺利。但遗憾的
是，这次在广岛举行亚运会前连续发生李登辉、徐立德等台湾政要企图利用
体育运动制造“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事件，这给中日关系带来了干
扰，引起中国政府和人民的严重关切。钱其琛指出: “本届亚运会和亚奥理事

会根本不谈申办 2002 年亚运会的问题。台湾政要企图到日本去活动，根本不
是什么体育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台湾方面对他们的政治意图也是直言不讳。

日本政府对此不可能不了解。……中国政府为维护中日友好的大局，排除台
湾当局对亚运会的干扰，多次向日本政府提出严正交涉。但日本政府的做法
已明显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和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违背了日本政府
在台湾问题上作出的郑重承诺。日本政府这样做，为台湾在国际上利用体育
进行政治活动开创了一个很恶劣的先例。”钱其琛指出，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
的做法和解释是完全不能接受的。由于这件事而损及中日关系，责任完全在
于日方，不在中方。允许徐立德赴日将招致 12 亿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为两

国正常关系蒙上阴影。②

即便如此，1994 年 10 月第 12 届亚运会在广岛举行时，日本竟不顾中方
的多次交涉，公然允许台湾 “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参加亚运会开幕式并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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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学文、林连德、徐之先: 《中日关系 ( 1945—1994 ) 》，北京: 时事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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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活动，徐立德还同村上正邦与矢野哲朗等自民党议员共进晚餐，会见了

前法务大臣秦野章等人。在广岛期间，徐立德以 “行政院副院长”名义向和
平公园原子弹爆炸受难者纪念碑献花。徐立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不能说
这次访日没有政治意义。① 徐立德是日台 “断交”后访日级别最高的官员，

大大提升了日台官员的访问层次，“对此中方给予强烈抗议”。② 中国国家副
主席荣毅仁 10 月 28 日在日本与村山富市首相会谈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恪
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11 月 14 日，江泽民
主席在雅加达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村山富市首
相时表示，中日双方应“努力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把两国睦邻友

好合作不断发展到新水平”。关于台湾问题，村山富市首相说: “日本将继续
遵守《日中联合声明》的原则，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不会搞两个中国。”③

对于日本政府无视历史责任，在台湾问题上的背信弃义和一意孤行，中
国政府表示了严厉抗议。“徐立德事件”是中日 1972 年复交后发生的最严重
的事件。这个恶劣的先例给中日关系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给两国关系留下
了严重裂痕，使台湾问题成为影响中日关系的突出因素。

事实上，日本在台湾主权归属的认定问题上，从未十分明确承认台湾主
权在中国。“徐立德事件”是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政治试探，随之在安全层面

也拿台湾问题“试水”。日本充分利用日美同盟机制和 《日美安全条约》，在
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名义下，力求在安全层面介入台湾问题。“徐立德事
件”后，中日关系陷入困局，纷争不断。日本右翼势力为阻止台湾回归祖国，

混淆国际视听，大搞舆论活动。日本国内出现了所谓 “台湾变质论”、“民意
决定论”以及“台湾冲突国际化论”等一系列破坏中日关系的言论。
“徐立德事件”绝非偶然，是国际环境和格局变化在中日关系上的体现。

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初的国际环境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苏联解体使得日本北方
安全问题得到缓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涉及的安全问题和共同安全利益
下降，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凸显。尤其是，“由于历史、文化及战略等多方

面因素，日本人对台湾怀有一种特殊的心态，形成了浓浓的 ‘台湾情结’，对
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日本力求发展对台关系，违背
了《中日联合声明》精神，突破了与台湾维持非官方往来的承诺。

—32—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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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日高层互动发表的 《中日联合宣言》重申台湾问题

1997 年 2 月，根据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 1974 年缔结的 《中日航空协定》

中“关于开辟台湾航空公司与日本的航线，将在中日两国间进行协商”的规

定精神，中国政府认真考虑了日本方面的提议，同意台湾 “中华航空公司”

开设直飞日本关西机场的航班，从而使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断绝了 20 多年的

台湾到关西的直飞航班得以恢复。3 月 29—30 日，池田行彦外相访华，受到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接见，并同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举

行了会谈。在这次访问中，中日两国达成协议: 在迎来中日恢复邦交 25 周年

之际，桥本龙太郎首相和李鹏总理在年内进行互访; 在迎来缔结 《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20 周年的 1998 年，江泽民作为国家主席首次正式访问日本。这标

志着，日本政府开始以实际行动修复一度遭到破坏的中日关系。

应国务院总理李鹏邀请，桥本龙太郎首相于 1997 年 9 月 4—7 日对中国进

行正式访问。李鹏总理同其举行了会谈，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问题坦诚地

交换了意见。江泽民主席、乔石委员长等也分别会见了桥本首相。在这些会谈

中，双方主要就加强对话、历史认识、台湾问题和日美安保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此次中日首脑会谈中最受瞩目的议题是安全保障问题和台湾问题。“尤其

是与台海危机一起联动的日美安保关系‘重新确认’，使得中国大陆极为担忧

台湾问题。”① 对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时日本官房长官梶山静六曾言

及“周边事态”也包含台湾的言论②，桥本首相再次强调日本政府坚持 《日

中联合声明》中的基本立场，说明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没有针对中国的

意图。对此，李鹏总理一方面表明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中国无法接受

日美安保将台湾纳入范围”，反对梶山有关修改防卫合作指针的发言，另一方

面也表示同意桥本首相的意见，平息一系列事态。③ 会谈后，两位领导人一起

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 《关于修改航空运输协定附件的换

文》和《关于日本向中国提供 1997 年度日元贷款的换文》的签字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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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添谷芳秀: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李成日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128 页。

时任自民党干事长加藤纮一反对梶山静六的言论，呈现日本高层对华的不一致性。参见: 田
中明彦 ?新政榷は江汊民をどう迎えるのか?、?中央公论? 1998 年 9 月吖。

高原明生·服部龙二编 ?日中阌史 1972—2012 I 政治?、3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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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日首脑互访计划的组成部分，1997 年 11 月 11—16 日，中国总理

继 1989 年 4 月之后首次访问日本。访日期间，李鹏总理与桥本首相举行了会

谈，一起出席了《中日渔业协定》和《中日发展资金合作项目换文》的签字

仪式。通过会谈，两国政府首脑再次确认了中日联合声明和友好条约是中日

关系的准则; 桥本首相重申日本不承认“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①

1998 年 11 月 25—30 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应日本政府邀请，对日本

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日，是一次 “以史为鉴，开拓未

来”的友好访问。江泽民主席与日本明仁天皇和皇后会面，与日本首相小渊

惠三举行了会谈，会见了日本众参两院议长、主要政党领导人、七位前首相、

日本老朋友和部分亲属及后代，出席了日中友好七团体和日本经济团体举行

的招待会，在早稻田大学做了演讲。两国领导人着眼于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

就两国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和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江泽民主席与小渊惠三首相会谈时，在全面阐述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

场后，积极评价日本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较为谨慎的态

度，并根据双方达成的有关谅解，同台湾维持了民间和地区性往来。近年来

日本领导人还多次表示，不支持“台独”，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

台湾无权加入任何必须由主权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然后，他话锋一转，严

肃批评日本国内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的四种错误认识: 第一，在台湾地位问题

上，日本国内经常有人曲解 《中日联合声明》有关条款，认为日方在声明中

只是表示了“充分理解和尊重”，不等于承认中国政府的立场。第二，还有人

说，日本只是放弃了台湾，无权表明台湾归属了谁。联想到 “台独”分裂势

力最早就是在日本开展活动的历史，我们不能不对此动向高度关注。第三，在

日台关系上，日本一些亲台势力对现状不满，还与台湾当局遥相呼应，总想突

破现有日台关系框架。第四，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问题上，日本国内还有人重

提作为冷战产物的所谓“远东条款”，试图将台湾列入日美安全合作范围之中。

关于中方在这四点上的立场，江泽民主席在会谈中大都谈及，茲归纳如

下: 关于第一点，他希望日方切实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恪守

自己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作出的郑重承诺，妥善处理好台湾问

题。关于第二点，他明确指出，台湾的归属已经确定，这是客观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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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建民: 《冷战后的中日关系史 ( 1989—2006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年，第
183—184 页。



日本学刊 2017 年第 4 期

关于第四点，他严正指出: 日美安全合作无论直接或间接地把台湾列入其中，

都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此坚决

反对。关于第三点，日方显然接受了中方的意见。江泽民访日期间发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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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规

定: “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

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①

对此，日本学界有学者却认为: “在日中联合宣言中 ‘侵略’和 ‘一个

中国’的表述第一次记入外交文书”，“从而带来了增加两国关系脆弱性的可

能性”。② 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 “1998 年 11 月江泽民访日时中日发生的摩

擦，反映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的巨大变化。”“中日两国失去了在 20 世纪

的最后时刻达成‘历史和解’的珍贵却稍纵即逝的机会。”③ 这些观点表现出

日方对于冷战后中日关系的走向缺乏建设性的战略思路，依然抱持历史修正

主义的对华理念。

总体来讲，《中日联合宣言》是继 1972 年 《中日联合声明》和 1978 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件，其中日方

明确“日方继续遵守日本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

申中国只有一个。”④ 有效抑制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升级的态势，对面向 21 世

纪的中日关系有着深远影响。

三、李登辉访日对中日关系的不良影响

早在 1994 年亚运会前夕，台湾地区领导人李登辉就表示要参加广岛亚运

会开幕式，暴露了他谋求访日的政治图谋。同年 8 月 25 日，日本外相河野洋

平在参议院决算委员会就亚奥理事会邀请李登辉出席广岛亚运会表示，李登

辉访日是困难的，强调政治参与体育的事应慎之又慎。9 月 12 日，亚奥理事

会最终决定广岛亚运会不邀请包括李登辉在内的政治人物与会。

1995 年 2 月 25 日，日本参议员村上正邦等人赴台会见李登辉，邀请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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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江泽民文选》第二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45—246 页。
高原明生·服部龙二编 ?日中阌史 1972—2012 I 政治?、334 頁。
毛里和子 ?日中阌—戬後から新时代へ—?、岩波新书、2006 年、1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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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预定 5 月底在东京举行的“追悼并感谢亚洲

共生共荣大会”。同年 5 月，美国宣布李登辉访美后，日本亲台势力借机大肆

活动，前文部大臣藤尾正行以 117 人组成的“日华议员恳谈会”会长的身份，

紧急召开亲台头目会议，决定促使日本政府向美国政府看齐，也邀请李登辉

访日，出席京都大学校友会，并作为 “经济大国台湾”的首脑，参加亚太经

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5 月 20 日，内阁官房长官五十岚广三会见记者时

强调，日本的对台政策不变，11 月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

会议不会邀请李登辉与会。27 日，河野洋平外相在参议院外委会表示，不允

许李登辉赴日出席京都大学校友会。6 月 7 日，李登辉出席康奈尔大学校友会

返台后表示，希望以京都大学校友或其他有价值的参加方式赴日，但能否成

功要看日本方面。对此，日方做出 “积极反应”。日本文化振兴理事会会长栈

胜正代表总裁六条有康亲王率团访问台湾，在次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将邀

请兼任“中华文化总会会长”的李登辉访日。6月 15 日，自民党“日华议员恳

谈会”的干部约 20人举行紧急会议，再次要求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访日。

1995年 9月 21日，李登辉会见日本参议院议员代表团一行后，单独与日本

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村上正邦会谈。台湾媒体透露，村上正邦具有日本特使身

份。李登辉再次表示，希望参加大阪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10 月 17

日，日本驻亚太经合组织特使濑木博基访问台湾，就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事

宜与台湾方面磋商。同月 30日，日本政府亚太经合组织特使松永信雄赴台湾访

问，与李登辉会谈。11月 3日，松永信雄再次赴台会见李登辉。据日本《产经

新闻》报道，松永信雄赴台的目的是为敦促李登辉不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

领导人会议。① 11 日，李登辉指派辜振甫出席 19 日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

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就此，日本亲台势力基于“徐立德事件”及大阪亚太经

合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企图顺势邀请李登辉赴日访问的图谋落空。

1998 年 6 月 8 日，日本众议院通过《出入境管理法修正案》，取消对台赴

日旅客发行“入境证明”的签证方式，直接在台的 “护照”上加签。这项法

律正式成立，台湾“护照”被承认为有效护照，日本可直接对台湾居民核发

签证，恢复 72 小时过境免签待遇。11 月 10 日，李登辉会见访台的 “日华议

员恳谈会”干事长藤井孝男，就日本政府承认台湾 “护照”并给予台湾旅客
72 小时过境免签待遇表示感谢。2000 年 3 月 7 日，日本参议院议员会长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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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吴寄南: 《冷战后的日台关系》，第 414 页。



日本学刊 2017 年第 4 期

正邦发起成立由自民党、自由党议员组成的 “邀请李总统访日筹备委员会”。

12 月 15 日，日本拓殖大学校长小田村四郎授予李登辉名誉博士学位，并邀请

李登辉出席 2001 年拓殖大学建校百周年庆典。

对于日方的频繁“邀请”，李登辉以探亲访友、出席校友会、治病等一系

列名目图谋赴日本活动。2001 年初李登辉以治疗心脏病名义申请赴日，4 月 5

日森喜朗首相倾向于发给签证，但因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自民党内倾

向于谨慎行事。① 10 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表示，即使李登辉提出

赴日申请，日本也不会给他发放签证。福田还表示，基于日本的慎重态度，

估计李登辉不会向日方提出申请。②

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 4 月 16 日就李登辉企图以赴日治病为由从事

分裂中国的活动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指出: “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

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日本政府应当履行的义务。我们希望日方恪守中日

联合声明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以明确的态度，阻止李登辉赴日活动，不

再做损害中日关系、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事。”③ 4 月 19 日，中国驻日大使陈

健会见了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代表中国政府严正表明立场: 坚决反

对李登辉访日。在此问题上日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然而，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仍于 4 月 20 日允许李登辉以

治病为由访问日本。当天中国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奉命紧

急约见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就日本政府决定允许李登辉赴日表明中方的

严正立场。王毅表示，中方已通过各种渠道反复阐明李登辉访日问题的严重

政治性质，要求日方恪守 《中日联合声明》和 《中日联合宣言》的基本原

则，阻止李登辉赴日活动。令人遗憾的是，日方不顾中方的多次交涉和严正

立场，执意为李登辉放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王毅强调，日方允

许炮制“两国论”、大搞分裂活动的李登辉赴日，严重违背了 《中日联合声

明》的原则，背弃了自己作出的郑重承诺，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阿

南大使表示，日方将把李登辉赴日严格限制在治病的范围之内，日本政府坚

持《日中联合声明》原则的立场不会改变。④ 同日，中国驻日大使陈健也向

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川岛裕提出严正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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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明生·服部龙二编 ?日中阌史 1972—2012 I 政治?、352 頁。
新华社东京 2001 年 4 月 11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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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拿到日本签证的李登辉还是于 2001 年 4 月 22 日晚从大阪国际机场

入境，开始他所谓的 “私人性质的就医旅行”。以 “治病”为幌子赴日的李
登辉抵日后，每天活动频繁。23 日，日本冈山仓敷医院循环内科主任、李登
辉的主治医师光藤和明指出，李登辉的检查和治疗在台湾就可以进行，24 日
李登辉到冈山医院只是接受术后复查而已。舆论认为，这进一步证实李登辉
到日本治病不过是个借口，其真正的企图是要为 “台独”张目。① 中国立即
对此作出强烈反应。26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指出: “李登辉是 ‘台独’

势力的总代表，他访日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日本政府允其赴日损害了中
日关系的政治基础。”②

日本政府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发给李登辉到日本治病的签证，致
使李登辉得以前往日本从事分裂活动。中国 《法制日报》评论指出: 日本
“亲台的政客和媒体支持李登辉入境的理由无非有三个，即李登辉来日属 ‘私
人访问’; 日本不应向中方的压力低头; 所谓‘人道主义’考虑”。“他们说李
登辉是一介平民，来日本是‘私人访问’，但 4月 12日，台‘外长’说得清楚，

李登辉来日是台‘前国家元首’的出访问题，是关乎台‘整个国家’的问题。”
“他们说日本不应向中方的压力低头，然而，这半个月来，日本改变当初不准李
登辉入境的方针。”“‘人道主义’更是一个动听和动人的词汇，但对于人道主

义，恐怕冈山和台北的医生们最有发言权，台北的医生已经对李登辉‘非要到
日本才能治好他的病’的说法嗤之以鼻，冈山的医生也对李登辉的做法提出了
抗议，原来，李登辉来日本要治的不是心脏病，而是他的‘政治病’。”③

此后，日本亲台的政客和媒体支持李登辉入境的呼声更高，《读卖新闻》

于 2002 年发表社论，指责外务省拒发李登辉签证是 “放弃外交自主性”。
2004 年 12 月 21 日，李登辉再次获得访日签证，赴日本关西、北陆地区展开
为期七天的活动。中国外交部事前曾就此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驻日大
使王毅约见日本外务次官竹内行夫指出，李登辉是 “台独”势力的总代表，

是两岸关系及地区稳定的破坏者。日本政府一方面声称坚持一个中国，一方

面又为分裂中国的急先锋开绿灯，言行不一，自相矛盾。中方对此不能接受，

并表示坚决反对。王毅还表示，中日关系的改善需要双方作出努力，日方如
一味制造难题，挑动事端，必将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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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东京 2001 年 4 月 24 日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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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 12月 29日，李登辉及其家人从名古屋乘列车前往石川县金泽市和

七尾市参观，“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和日本当地“狮子会”等团体约 200人举牌

欢迎。12月 31日，李登辉抵达京都时，“在日台湾同乡会”等团体组织的旅日

台湾人和日本人约 200 人夹道迎接。李登辉想去 60 多年前曾经留学的京都大

学，但校方以李登辉可以来校但不许警察入校为由，婉拒了李登辉的要求。

2007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9 日，李登辉实现在 2000 年 5 月从台湾地区领导

人职位上退下来之后第三次访日。尽管事前李登辉事务所称 “这将是一次文

化、学术交流及《奥之细道》的探访之旅”，强调没有政治目的，但此次访日

行程中安排了在日本国际教养大学发表题为 《日本的教育与台湾———我所走

过的路》的演讲和在东京大仓饭店以 《2007 年及其之后的世界情势》为题的

演讲以及会见记者等内容。李登辉打着 “学术文化交流”的幌子，进行为期
11 天的访日活动，日本媒体发文大肆表示欢迎; 对于李登辉的演讲内容，日

本政府也未作限制。2015 年 7 月 22 日，李登辉第七次访问日本，并在日本众

院议员会馆就“两岸关系”和“台湾民主化”等问题发表了演讲，包括日本

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在内，约有 400 名朝野政党的国会议员到场。李登辉

在国会设施内对日本现任阁僚等发表演讲尚属首次。① 7 月 31 日，李登辉在冲

绳县石垣岛发表演讲，强调保持着紧密联系的日本和台湾是“命运共同体”。

李登辉频繁访日，是他及日本亲台分子精心策划的政治图谋，企图借此

突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达成的日台关系框架，在国际上制造 “两个中国”

或“一中一台”，力求推动日台实质关系的既成事实。特别是，由日本亲台分

子在新世纪初成立的“日本李登辉之友会”、日本亲台议员组成的“日华议员

恳谈会”及“台日国会议员联谊会”等团体的活动十分积极，公然提出要尽

快改变传统上日本对于发展日台政治关系的低姿态。可以说，日本政府屡屡发

给李登辉赴日签证并任其访日，严重违背了《中日联合声明》等一系列政治文

件的原则和精神，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四、中日 “战略互惠”与日方对台 “四不”承诺

进入 21 世纪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及日台关系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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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登辉在日众院议员会馆演讲 文科相等约 400 人到场》，共同社 2015 年 7 月 22 日电，
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5 /07 /101939. html［2016 － 06 －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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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体现出四个新特征: 一是日台之间人员往来频繁，层次不断提升; 二是新

的日台交流机构与组织不断涌现，尤其是政界 “台湾帮”对日本制定对台政

策的影响力不断提升; 三是日本大幅放宽对台关系既有限制，日台 “官方”

性质的高层接触公开化、密切化; 四是日本介入台湾问题的图谋加深，且意

图逐渐公开。① 可以看出，日本对台政策有脱离 《中日联合声明》及相关政

治文件精神的迹象。

2003 年底，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不顾中方严正交涉，以参加早稻田大学和

庆应大学联合校友会的名义访问台湾，并与陈水扁和李登辉接触，刻意提升

日台关系。2005 年 2 月 19 日，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会议在华盛顿举行，会后

发表的联合声明第十项中将 “鼓励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以

及“鼓励中国增加军事透明度”列入美日在亚太 “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之

一。对此，《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指出: “美日举行安全磋商，理应讨论他们

双边的问题，不应就属于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说三道四。更不能把台湾问题

列为他们的共同战略目标。”“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内政，美日的共同声明是在严重干涉中国内政。”② 日本学者也指出:

“这是首次在安保问题相关文件中明确写入中国是日美安保的对象。”并认为，

“就台湾海峡问题日美安保关系的强化，对中国来说是比历史问题还更加敏感

的问题”。③ 可以说，美日这次发表的联合声明，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和

国家安全的挑衅和干涉。

尤其是，日本企图用“台独”势力牵制中国。陈水扁当政时着力拉日本为

其推行“台独”路线“壮胆”，不断提升日台关系。日本出于其遏制中国发展

壮大的考虑，日台实质关系日显。2006 年日本农林水产省副大臣宫腰光宽以
“私人身份”访台，并与陈水扁、苏贞昌等人会面。日台军事交流也出现新动

向。2006年 8月，台湾当局的“陆军总司令”胡镇埔以“观光目的”访日，并观

摩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富士综合火力演习”，中方对此表示强烈抗议。针对日方上

述危险动向，中方要求日方遵守《中日联合声明》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维护

中日关系大局。从日方的表态看，日本奉行分裂的对台政策: 一方面承诺坚持
《日中联合声明》，另一方面则希望台湾海峡两岸维持现状，不统、不独、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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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吴万虹: 《走向“充分放开”的日台关系》，http: / / ijs. cass. cn /2010 /0702 /341. html
［2016 － 06 － 11］。

于山: 《令人警惕的“共同声明”》，《人民日报》 ( 海外版) 2005 年 2 月 21 日。
毛里和子 ?日中阌—戬後から新时代へ—?、200 頁、2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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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需要通过政治磋商加以化解。2007 年 4 月 11 日，

中日就温家宝总理访日发表的联合新闻公报披露: 关于台湾问题，日方表示

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的立场。福田康夫于同年 9 月出任首相后，

在台湾问题上对华作出郑重承诺。福田首相对华友好，明确表示不参拜供奉

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回避“价值观联盟”和 “自由与繁荣之弧”的

既往方针，表现出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积极姿态。这使两国关系出现了

进一步改善和发展的良好势头，为缓解中日双方的相互疑虑、增进战略共识

与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2007 年底，福田首相访华进一步推动了中日战略互

信与合作的深化。同年 12 月 28 日，福田首相明确表示，日方在台湾问题上，

坚持日方在《日中联合声明》中表达的立场，不搞 “两个中国”或 “一中一

台”，不支持“台独”，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也不支持台湾当局搞 “入联

公投”。他郑重声明: “我们知道，台湾问题关系中国的核心利益，日方一直

遵循我们之间的承诺，对台湾问题的立场与《日中联合声明》中的一样，没有

任何改变。”福田首相作出上述承诺的积极意义在于: 与中国反对“台独”的鲜

明立场相比，他的“不支持”政策虽然还不完全到位，但毕竟与陈水扁当局的
“入联公投”闹剧划清了界限，从而有助于遏制“台独”势力。福田首相发表

的对台“四不”承诺表明，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日中复交时的

承诺。但是，对日本亲台势力的破坏活动，仍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

福田访华并作出对台“四不”承诺后，通过一系列战略对话机制的完善，

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共识形成期，基本体现出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

和内涵。及至 2008 年，应日本国政府邀请，胡锦涛主席从 5 月 6 日至 10 日对

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时隔十年后再次访日。访日期间，

胡锦涛主席会见了明仁天皇，同福田康夫首相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通过

这次为期五天的“暖春之旅”，全面推进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双方发表了中

日第四个政治文件———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

可以说，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的确立，进一步巩固了两国关系的政治基

础，为新时期两国关系的推进确定了发展方向。该文件与台湾问题有关的内

容主要有二: 第一，双方确认继续恪守 1972 年 9 月 29 日发表的 《中日联合

声明》和 1978 年 8 月 12 日签署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及 1998 年 11 月 26

日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的各项原则，重申上述文件构成中日关系稳定发

展和开创未来的政治基础; 第二，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 《日中联合声明》

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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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民主党执政时期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依旧

早在世纪之交，日本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夫就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的

立场。2000 年 10 月 14 日，朱镕基总理在会见日本主要政党领导人时强调，

台湾问题是涉及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原则问题。由于历史的因素，中国政府

和人民对日本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很关注，希望日本各党按照《中日联合声明》

的原则继续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鸠山由纪夫当场表示，理解中方的立场，

愿继续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希望看到中国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2009 年 9 月日本民主党执政后，由于鸠山由纪夫、小泽一郎等要人长期

以来与中国保持交往的连续性，一贯坚持修好日中关系的理念，因而民主党

表示，中国对于日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邻国，从维护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角度出发，将不断加深与中国的友好协作关系。日本民主党还将通过与中国

共产党建立的“定期交流机制”，进一步加强两党间的交流与协作，不断深化

两党间的信任关系。但是，中日两国力量对比和相互依存关系开始发生历史

性变化。民主党上台执政后，中日关系保持正常发展的同时，台湾问题及领

土与海洋权益等问题仍然是困扰中日两国关系的现实症结。

民主党与自民党执政时期的对台政策并无实质差异。民主党的 “政策

公约”主张 “推进与台湾基于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仍顽固坚持
“2005 年日美安全磋商委员会所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提到的被作为日美共同

战略目标的台湾问题”的立场。并进一步表示: “民主党在不支持台独的

同时坚决反对中国对台湾付诸武力。在以 1972 年 《日中联合声明》为前

提下，将开展预防性工作作为缓和两岸局势的手段，并将其归为最重要课

题之一。”① 日本民主党的这一对台政策表明，其针对国家层次的对华要

求强硬、明确，只有一种解释 ( 反对大陆对台动武 ) ; 针对台湾地方层次

的对华要求则温和、不明确，可作两种解释 ( 或反对 “台独”，或既不反

对也不支持 “台独”) 。

这规定着，日本就台湾问题对华表态有很强的延续性。譬如，2009 年 9

月 21 日，胡锦涛主席在纽约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强调，历史问题和台湾问

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慎重妥善处理这两大问题，是中日关系健康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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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关键所在。中方希望日方恪守承诺，从中日关系大局出发，

慎重妥善处理有关重大问题。鸠山首相表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将坚持
“村山谈话”精神，在台湾问题上将继续恪守 《日中联合声明》。同月 28 日，

冈田克也外相会见杨洁篪外长时，就台湾问题作了同样的表态。及至同年 12

月 14日，习近平副主席在东京会见鸠山由纪夫首相时表示，涉台、涉藏、涉疆

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和领土主权完整，中日作为友好邻邦，应该相互尊重对

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鸠山首相重申，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尊重中方立场。

因为“台独”分子访日、民主党内部分亲台议员的现实存在， “台湾问

题”已成为有损中日关系的政治诱因。尽管如此，中国仍不失时机地与日本

民主党政权加强联系。一个突出的事例是，为了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

展，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主任王毅于 2010 年 3 月 17 日至 21 日访日，就台

湾问题对日本朝野做工作。王毅访日的背景是: 2008 年以后，台湾局势发生

重大积极变化，两岸关系出现难得发展机遇。鉴于美国是涉及台湾问题的主

要因素，王毅于 2008 年担任国台办主任后，即于 2009 年 6 月访美。中国这样

做，意在抑制消极因素、引导积极因素，营造有利于最终解决台湾问题的国

际环境。王毅访日亦然。他以最大的诚意，在日做了广泛、大量的工作。

一方面，王毅在日期间，先后会见冈田外相和鸠山首相，就台湾问题交

换意见。王毅向冈田外相介绍了两岸关系取得的改善和发展，强调台湾问题

是中国的内政，应由两岸中国人通过协商以和平方式寻求解决。同时，台湾

问题也涉及台海稳定与地区和平，希望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邻国的理解

和支持。他表示，希望日本继续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基本立场。冈田说，

两岸关系在稳定地改善，日本不打算改变迄今为止的对台政策。他对两岸关

系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希望这一势头能够继续保持下去。他重申，日方将

继续按照《日中联合声明》所确定的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① 王毅会见

鸠山首相时表示，台湾问题涉及中国核心利益，也关乎所有中国人的民族感

情，应由两岸中国人通过协商寻求和平解决。王毅还说，在这次访问中，他

向日本朝野各界介绍了大陆方面的对台方针政策以及两岸关系发展现状，并

注意到日本各界普遍对两岸关系改善发展表示赞赏，且一致支持两岸关系的

和平发展。他希望日本政府继续恪守 《中日联合声明》等双边文件确定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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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王毅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冈田克也》，新华网，2010 年 3 月 17 日，http: / /news. xin
huanet. com /world /2010 － 03 /17 /content_ 13189804. htm［2010 － 04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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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形式的 “台独”，继续谨慎处理日台关系。

鸠山首相说，日本充分理解台湾问题的重要性，虽然日本的政权发生了更迭，

但本届政府仍将继续恪守《日中联合声明》等双边文件所确定的涉台问题原则，

不支持任何企图谋求台湾独立的行径。鸠山还表示，两岸关系的改善发展也有

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构建东亚共同体来说也是一个积极因素。①

事实上，在民间层次，日本民主党执政期间，“台独”分子访日的现象有

增无减，使得台湾问题仍是有损中日关系的政治因素。在官方层次，日本民

主党执政时期的对台政策，与自民党执政时的对台政策并无实质差异，仍是

影响中日关系的症结所在。在台湾问题上，日本民主党的政策有两面性: 积

极面是承诺政治上不支持 “台独”，经济、文化上把日台交流保持在民间层

次; 消极面是在反对中国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六、台湾岛内变局对中日关系的深刻影响

2016 年初，中国国民党在台湾地区领导人及民意代表选举中落败后，伴

随着蔡英文的上台，台湾岛内出现重大变局。民进党当局拒不承认体现一个

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导致两岸两会协商谈判中断、国台办与台湾方面陆

委会的沟通机制停摆。两岸关系出现明显的整体性倒退。这使得日本亲台势

力意识到提升日本对台实质关系的时机已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自然成为其争

取合作的重点对象，尤其是其不失时机抓住台湾岛内的任何政治变局大做文

章，充分利用“台独”势力离间“两岸关系”，破坏中日关系。

日本亲台势力一直未放弃让台湾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战略意图。早在
2009 年 5 月，日本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代表斋藤正树公然宣扬 “台湾地位未

定论”。对此明显违反 1972 年 《中日联合声明》的言论，中国政府表示强烈

不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指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

国际社会广泛承认的事实。他严正声明，炮制 “台湾归属未定论”的任何企

图，都是对中国的核心利益的挑战。中国政府、人民绝对不接受。②

但是，日本和台湾之间的互动日益频繁。2009 年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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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会见王毅》，新华网，2010 年 3 月 19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0 － 03 /19 /content_ 13206536. htm［2015 － 03 － 21］。

?馬朝旭报道官 日本の阌筋の渲言について質问に答える?、http: / /www. china －
embassy. or. jp / jpn / jyylxsjl / t560984. htm［2017 － 06 －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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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日本之行中就针对钓鱼岛问题称，台日之间对此的 “主权争议”是台日之

间的问题。她在 2011 年赴日时又称，民进党对钓鱼岛的立场从未改变。由此

不难看出，蔡英文在“在野”期间多次就钓鱼岛问题向日本表态，意在获取

日本亲台势力的支持。自民党 2012 年底重新执政后，也力推日台关系实质提

升进程，利用“台独”势力遏制中国和平统一。2013 年 4 月，日本与台湾马

英九当局签署了搁置多年的关于钓鱼岛周边渔业权的协议。之所以签署如此

顺利，日本的意图是: 认可台湾渔船在钓鱼岛周边渔业的作业，防止大陆与

台湾在钓鱼岛问题上联合应对日本。2015 年 10 月蔡英文访日，日方着眼于民

进党取代国民党当政的预期，安倍安排其身为众院议员的胞弟、“促进日台经

济文化交流青年议员会”主席岸信夫带蔡英文访问自己的家乡山口县，力图

同蔡英文构筑私人沟通渠道。蔡英文借与日本跨党派议员团体 “日华议员恳

谈会”成员会谈时称，“希望今后继续与日本构筑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

关系”，表明了除经贸外在安全领域也与日本开展合作的意向。① 安倍之所以

关注台湾政局变动，是因为在他看来日台有着“战略性利害关系”。为了牵制

中国崛起，与位于东海与南海连接点上的台湾“合作”必不可少。②

2016 年 1 月 16 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台湾领导人竞争中胜选。中国外

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于次日会见了日本驻中国大使木寺昌人，针对台湾岛内

变局，向日方说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但是，安倍首相仍然表示: “台湾是日

本的老朋友，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通过选举选出新领导人。这是台湾自由与

民主主义的证明。”“由衷表示祝贺，期待今后日本与台湾的合作关系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③ 其目的很明确，就是要通过所谓 “价值观”拉近与蔡英文的

关系，恶意破坏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随后，安倍以政党间交流强化对台

关系的名义，特意派遣跨党派议员联盟 “日华议员恳谈会”的干事长古屋圭

司前往台北的民进党总部，向蔡英文递交了署名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的亲笔

信，表明加强日台关系的意向。岸信夫于 2016 年 5 月初率日本自民党众议员

代表团访问台湾，虽然受到时任领导人马英九就冲之鸟礁冲突问题的当面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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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蔡英文表示希望与日本开展安全合作》，共同社 2015 年 10 月 7 日电，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5 /10 /106629. html［2015 － 10 － 11］。

参见《安倍政府期待“日台新时代”旨在遏制中国》，共同社 2016年 1月17日电，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6 /01 /112915. html［2016 － 03 － 11］。

参见《安倍称期待蔡英文当选促进日台关系进一步发展》，共同社2016年1月 18日电，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6 /01 /112960. html［2016 － 02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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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却受到了台湾民进党方面的热情接待，与蔡英文进行“会面”。岸信夫同

蔡英文就所谓“台湾加入 TPP”“日台关系走向”等问题展开交流。岸信夫先

后与蔡英文、李登辉等人会面，足见对于 “日台关系”的重视态度。中国前

国务委员唐家璇 5 月 4 日在北京与由日本自民党副总裁高村正彦担任会长的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会晤时，就日本国会议员与台湾方面的交流 “显露

出不满”。唐家璇在会谈中表示看到日方出现不遵循日台 “断交”历史的动

向，质疑日本政要为何相继赴台。高村狡辩称 “与政府立场无关的国会议员

前往台湾也合乎情理”。①

但日本并未引以为戒，反而不断提升同台湾间实质关系。蔡英文就职后，

立即委任两大亲信谢长廷和邱义仁为 “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代表”和台

湾“亚东关系协会”会长的要职，向日示好。安倍晋三于 2016 年 8 月 5 日把

自民党“促进日本与台湾经济文化交流年轻议员会”会长岸信夫任命为外务

副大臣，加大发展对台关系的力度。通过蔡英文上台之后台湾当局与日本在

上述人事任命方面进行的调整情况，不难看出蔡英文与安倍晋三遥相呼应、

重视发展“日台关系”的实质。谢长廷、邱义仁和岸信夫所代表的台湾 “亲

日派”与日本“亲台派”是两股不容忽视的势力，尤其是岸信夫为代表的

“亲台派”势力对于未来日本对台湾地区政策的影响力日益凸显。2017 年 1

月 1 日起，日本率先将对台窗口“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交流协会”更名为 “日

本台湾交流协会”。3 月 25 日，日本总务副大臣赤间二郎赴台北出席介绍日本

地方特色的“多彩日本”活动开幕式并致辞。3 月 29 日，安倍晋三听取自民

党青年局成员访台报告时称: “台湾是拥有共同价值观及利害关系的重要伙

伴，希望以青年局为主强化关系。”② 5 月 17 日，台湾地区对日窗口 “亚东关

系协会”也更名为“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这不是普通民间机构的名称变更，

而是日台双方力求使驻对方交流机构向 “准国家机构”升级的渐进式互动，

企图以此逐步突破“一个中国”的底线。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当日的

例行记者会上强调: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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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唐家璇曾向日本访华团就日台议员交流显露不满》，共同社 2016 年 5 月 10 日电，
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6 /05 /119919. html［2017 － 03 － 23］。

《自民党青年局向安倍汇报访问台湾情况》，共同社 2017 年 3 月 29 日电，http: / / china.
kyodonews. jp /news /2017 /03 /136247. html［2017 － 04 －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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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共识，也是由联合国决议等一系列国际文件确定的准则。”① 对于日本

政府与台湾当局合谋更名，企图提升日台实质关系，表示强烈不满。

对于日本不断提升对台实质性举动，中方要求日方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关于台湾问题的承诺。2017 年 5 月 29 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

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了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杨洁篪强调，

在历史和台湾问题上，日方应该言而有信，按规矩办事。② 杨洁篪在会见安倍

首相时就台湾问题强调，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对两国关系的稳定而言极其重

要。③ 他在会见岸田外相时特别提到: “中日关系要实现稳定改善，必须妥善

处理好敏感问题。日方应本着诚实守信态度，不折不扣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

件和四点原则共识的精神，慎重妥善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等事关中日

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维护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④

总之，日本亲台势力一直未放弃让台湾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战略意图。

台湾岛内变局对中日关系影响巨大。蔡英文上台以来，日本虽然在表面上以

民间关系界定同台湾的关系，但事实上有将对台关系向“准国家关系”层面提

升的图谋，因而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凸显势在必然。日本亲台势力从现实主义

的视角出发，认为台湾是日本“拥有共同价值观及利害关系的重要伙伴”，是离

间两岸关系、遏制中国统一的战略支点，因而具有重要对外战略价值。

七、中日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特殊性与未来

台湾问题涉及中日两国的历史、战略布局以及地缘冲突，更关系到中国

的核心利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基于

历史、地缘政治因素，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含有更大的现实利益考量。特别是，

日本自冷战后，基于北方安全压力的消失，重拾对台湾殖民历史的记忆，强

调经由台湾的海上通道是 ‘生命线’、‘利益线’，实则日本很不愿意看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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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2017年 5月 17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2017 年 5
月 17日，http: / /www. fmprc. gov. cn /web /wjdt_ 674879 / fyrbt_ 674889 / t1462735. shtml［2017 －05 －23］。

《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2017 年 5 月 30 日，
http: / /www. gov. cn /guowuyuan /2017 － 05 /30 /content_ 5198086. htm［2017 － 06 － 10］。

《安倍会晤杨洁篪称愿合作解决朝鲜问题》，共同社 2017年 5月 31日电，https: / / china. kyodon
ews. net /news /2017 /05 /e226c51e8b69 － 2. html［2017 － 06 － 10］。

参见《杨洁篪会见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新华网，2017 年 5 月 30 日，http: / /news. xinhuanet.
com /world /2017 － 05 /30 /c_ 1121058819. htm［2017 － 06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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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统一和强大。于是，它便企图利用发展日台关系来牵制海峡两岸关系的

发展。台湾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特殊性，使之成为中日关系中高度敏感的突
出问题日益显现出来。

(一) 在作为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之一的台湾问题上，冷战后中日一再冲
突，责任在日方，台湾政要访日问题引人注目

1994 年日本允许入境的徐立德是台湾当局的现职政要 “行政院副院长”，

赴日目的不是体育，而是政治，企图使日台关系 “半官方”化乃至 “官方”

化; 2001 年日本允许入境的李登辉是台湾的前领导人，是 “台独”势力的总
后台，赴日目的显然不是“治病”，而是分裂中国。日本政府一再允许台湾政

要入境，目的只有一个: 改变日台关系的民间性质、纵容 “台独”势力。在
这两个事件的冲击下，中日关系倒退，责任完全在日方。

(二) 冷战后日台关系不断提升，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且日
方仍在扩大事态

其原因主要有三: 其一，外交上，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日本感到其
在亚洲的地位受到严峻挑战，致使中日关系出现明显的倒退。在日本的 “中
国威胁论”看来，如果中国国力的提升太快，就会削弱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影
响力，对其走向政治大国构成威胁。因此，发展日台关系，成为日本对华遏

制战略中的重要一环。结果，日本通过不断提高日台交往层次，既强化对台
政治影响力，又用“台湾牌”来牵制中国，未来染指台湾问题的可能性不断
增大。其二，军事上，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掣肘中国的企图始终没有放弃。

日本《防卫白皮书》中曾指出，“中台间的军事平衡正朝有利于中国的一方倾
斜。”“中国正在着手获得台湾问题以外的任务执行能力。对日本的安全保障
的影响值得担忧。”① 日本防卫省曾宣称，将重新设定日本最西端冲绳县与那
国岛周边的防空识别区，将穿过该岛上空的防空识别区扩大到周边靠近台湾
一侧的海面上。② 日方这些涉台言行，表明了其对两岸问题的真实想法。其
三，这是日本国内的政治生态不健康使然。近年来，日本学界对两岸关系的

解决主要持三种观点: ( 1) 希望两岸关系能够和平解决，即实现中国的和平
统一。( 2) 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这是多数日本学者所持的观点。( 3) 倾向
于台湾的独立建国。这突出表现在某些右翼学者的言论中。③ 当然，也有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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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社 2010 年 5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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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告诫日本政府最好不要介入中国的两岸关系。在此背景下，日本一

些政要频繁访台，极力提升日台关系。特别是日本政坛有 “台湾情结”的

“台湾帮”增大对日本政府对台政策的影响力度，千方百计地为台海两岸的统

一设置障碍。譬如，前任日本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就两岸关系拿出 “民主毒

药”: 是统还是独，应该充分尊重台湾的民意，而不是随执政党的意愿而定。

(三) 事实表明，在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众多因素中，台湾问题成为当今

中日关系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

从 2006 年、2008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第三、第四次“中日舆论

调查”的结果看，对于日本对中国实现和平统一会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选

择“反对”的比例都是最高的，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35. 7%和 33. 1%。认

为“既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分别占被调查者总数的 27. 2%

和 29. 0%。① 从以上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日本一些关于台湾的错误言论，

中国民众时刻予以高度警惕和关注。譬如，日本防卫省智库 “防卫研究所”

发布的《中国安全战略报告 ( 2017 年) 》指出，台湾是连接东海、南海、太

平洋的海上交通要冲，其“战略重要性”将会上升，并称 “如果台湾对自卫

不投入力量，中国的行动也可能进一步扩展”。② 日本有学者称: “台湾的归

宿对东亚和整个西太平洋都会产生重大影响。”③ 这番话道出了不少日本政坛

人物的“忧虑”，也是日本提升对台实质性关系的根本原因。这些言行已经成

为干扰中日关系的主要因素。

(四) 为了尽量减少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造成的消极影响，中国政府依据

中日双边政治文件不断告诫日方

中国政府一再与日本政府交涉，其成果主要体现在两个双边文件中: 一

是 1998 年发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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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 2008 年发表的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

明》。这两个文件的地位很高: ( 1 ) 都是中国国家元首访日时发表的，规格

高。不仅如此，中国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两位主席作为国家元首访问过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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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伟: 《第四次中日舆论调查报告———培育中日两国民众亲近感任重道远》，《日本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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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998 年的《中日联合宣言》和 2008 年的 《中日联合声明》的历史地位

很高: 是继 1972 年 《中日联合声明》和 1978 年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后，

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和第四个重要文件。 ( 3) 从文字上看，这两个文

件关于台湾问题的表述不同: 日方 “重申中国只有一个。日本将继续只同台

湾维持民间和地区性往来”的内容只见于 1998 年的文件。但是，鉴于 2008

年的文件确认继续恪守 1998 年的文件的各项原则并重申 1998 年的文件构成

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可以认为，这个相异之处实际上并不存在。这表明，

在冷战后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上，如何继续保持日台关系的民间性质的问

题突出了。两者的相同之处可概括为: 日方在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中就

台湾问题表明的立场至今未变，今后也将继续予以遵守和坚持。

( 五) 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会轻易改变日中复交时的承诺，但日本亲台

势力始终企图改变日中复交以来关于‘一个中国’的协议、承诺及历史延续性。

日本亲台势力认为: “若仅把日台关系独立出来看，则‘中国’对于日台

关系的维系与发展，常常成为阻碍的要因。” “台湾与日本双方关系的难处，

在于‘中国’总夹缠其中。”正如这些人在 2016 年 5 月 20 日台湾岛内变局后

所言: “蔡英文新政权下的日台关系，将非常可能比过往都来得安定，且将更

容易谋求双方关系的深化。”①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正如 2007 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会见日本众议院议院运营委员长逢泽一郎时所指

出的那样: 从两国关系发展的历程看，最核心的是历史和台湾问题。这是中

日关系的政治基础。②

总之，冷战后的历史事实表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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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在涉及两国关系

政治基础的台湾等重大问题上，不能打任何折扣，更不能有一丝倒退。只有

这样，中日关系才能不偏离轨道，不放慢速度。③ 日本政府如果在台湾问题上

言行不一，且无视历史责任及承诺，势必给中日关系及东亚地区和平与稳定

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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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野嶋刚 ?渲·蔡英文新政榷、5·20 後の日阌はどうなるか?、http: / /www. nippon.
com / ja /column /g00372 /［2017 － 06 － 20］。

参见《吴邦国称中日关系中最核心的是历史和台湾问题》，中国新闻网，2007 年 8 月 16 日，
http: / /www. chinanews. com /gn /news /2007 /08 － 16 /1004009. shtml［2017 － 06 － 06］。

http: / /www. sohu. com /a /155510707_ 260616［2017 － 07 －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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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of Taiwan Issues in Sino － Japanese Ｒ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Lyu Yaodong

The Taiwan issues have beco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in th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after the
Cold War while there is a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China
has repeatedly expressed its solemn position to Japan for its policy of accepting Taiwanese politicians’
visit. From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the“Sino － Japanese Joint Declaration”
issued by President Jiang Zemin during his visit to Japan reaffirmed China’s principles and positions
on the Taiwan issue. Prime MinisterYasuo Fukuda also issued a “four noes” commitment to
Taiwan. However，the Taiwan issues in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remain problematic during the
ruling period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 DPJ) ，In particular，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 LDP) made use of the changing situation in Taiwan and intensified the substantial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which made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more sensitive and
complex during the LDP came back to power. Japan’s pro － Taiwan forces have always tried to change
the agreements and commitments made by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t the time of resumption and still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ituation. In order to minimiz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Taiwan issue on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warned the Japanese side in the form of
bilateral political documents. However，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Taiwan is seriously undermining and destroying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Sino － Japanese relations and must be seriously concerned.

冷戬後の中日阌における渲问题の化及びその影响について
呂 耀东

冷戬後の中日阌における渲问题はますます雒化し、 日阌が宓质的に紧密に
なる倾向がある。 日本侧は何度も渲要人の访日を许可し、 これにし中国侧は&正な
态度で交’を行った。 中日阌の大局から出し、 江(民主席は访日时に表した 日
中共同宣言 で改めて中国の渲问题に阌する原则的な立场を说明した。 福田康夫首相
の访中时にも渲 四つの しない を约束した。 しかし、 日本民主党政)下では
中日阌における渲问题はあまりわらず、 特に自民党が再び政)党に复*した後
は、 渲岛内の情势の化を利用し、 日阌を宓质的に紧密化させ、 中日阌のもつ
敏感な脆弱性と雒さという特+を际立たせた。 日本の亲势力が中日国交正常化时の
协定と约束をえようと企んでおり、 しかも绝えず事态を挢大している。 渲问题によ
る中日阌への消极的影响をできるだけ,らすために、 中国政府は中日二国间の政治文
书の形で绝えず日本侧を警告してきた。 しかし、 冷戬终结後の日阌の紧密化は、 す
でに中日阌の健全な展に深刻な影响をえている。

(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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