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社會與傳媒

日本傳媒視野中的中國
——以┌亞洲杯┘事件為例

● 內藤康

從7月末到8月初，在中國舉行的

「亞洲杯」足球賽上，中國觀眾針對日

本球隊的反日言行幾乎將整個會場掩

埋，經過日本電視、報紙等傳媒連篇

累牘的報導，給包括那些平時並不太

關注政治及日中關係的年輕人在內的

日本社會以巨大的衝擊。尤其是在決

賽之後，賽場外一些球迷焚燒日本

旗、向日本使館車輛投擲石塊，使事

態發展成外交問題。

此次足球騷亂之所以在日本國內

引發如此之大的反響，是因為牽扯到

足球這個在日中兩國都廣受歡迎的運

動，而且，以最純粹的形式暴露出中

國國內濃重的反日情緒。如果說去年

在西安西北大學事件和珠海日本人買

春事件中，雖然也曾發生過反日抗議

活動，但中方的憤怒還應該算是「事

出有因」（比如說起因於一些中國媒體

的不正確報導）的話，那麼這一次，

儘管日本選手和觀眾的所作所為無任

何不妥，卻導致如此騷動——到底中

國人為何如此憤怒，為何如此討厭日

本？在這些成為包括球迷在內的日本

國民關心的問題的同時，也成了日本

國內厭中情緒強化的原因。

這種日中間的情感糾結因何而

生，應如何應對，不但成為國民的心

事，代表日本社會輿論的各綜合月刊

及報紙的意見專欄也紛紛推出特集，

學者、新聞記者則從各自的立場出

發，展開自己的分析和主張。這些看

法或許將成為我們今後思考日中關係

的重要參考。下面，筆者試分析一

下，通過此次事件，日本的媒體及社

會輿論形成了甚麼樣的對華認識。分

析對象是「亞洲杯」以後刊發的《中央

公論》、《論座》、《月刊現代》和《世

界》等綜合性月刊的9至11月號，以及

全國性報紙（《朝日》、《每日》和《讀

賣》）的意見專欄等。特別是月刊普遍

在9至10月號集中了中國方面的特刊。

此外，並非所有的相關報導都已經

「一網打盡」，掛一漏萬，在所難免，

特此說明。現在我將各個雜誌刊載的

文章的主要問題按內容加以分類，依

次介紹主要的論點。

一　日本輿論評「亞洲杯」
騷擾事件　　　

將此次事件集中到足球問題上加

以評論的，是發表於《中央公論》10月

號上的宇都宮徹壹的文章。他評論

道：「無論是巴西、德國，還是美國、

「亞洲杯」足球賽的騷

亂之所以在日本國內

引發如此之大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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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這個在日中兩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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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以最純粹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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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凡國力強盛而足球亦強的國

家，大抵難逃球場被噓的命運。」1

但是，宇都宮指出，「我們視為問

題的，並非喝倒彩本身」，「問題統統集

中在中國人作為『東道國』的態度上」。

他進而批評道：「此次『亞洲杯』期間中

國觀眾席上的氛圍，可以用作為東道

國『不合常理』的一句話來形容。⋯⋯

又不是直接對戰，卻一味地對日本隊

狂噓不已的態度，大約與國際賽事的

主辦國身份是不相符的吧。四年後的

北京奧運將會怎樣，可想而知。」

同樣的主張認為，「作為國際體

育賽事的觀眾的態度，對於與比賽內

容完全屬不同層面的特定國家的非難

和無禮行徑，無論有甚麼樣的背景，

也是不能允許的。」（青木保）2如此，

眾多的批評基本上都把焦點投在此次

比賽的中國觀眾的禮儀問題上，呼籲

中方能以更加與東道國相稱的理性、

文明的態度迎接四年後的北京奧運。

二　反日的原點何在？

上村幸治把目光投向了助長「敲

打日本」的背景，以及長期的對日自

卑感問題上。「重要的是他們認為『應

該敲打敲打日本』」、「只要對象是日本

的話，做點過火的事也會被原諒」、

「只要是批判日本，上面也不會當成

問題」等已經成為集體意識。「（中國曾

被列強半殖民地化），尤其是日本，

一個亞洲的蕞爾小國卻先行成就了現

代化。⋯⋯中國雖然是第二次世界大

戰和抗日戰爭的戰勝國，但中國人卻

幾乎從來沒有『勝者』的實感。⋯⋯戰

後，日本率先實現高度經濟增長，成

為世界第二位的經濟大國。因此，中

國人的受害者意識在戰後反而被強化

了。」「圍繞靖國神社問題，中國國民

甚至可能在想：我們依然在受日本的

愚弄。」3

濱本良一則÷眼於中國的愛國主

義教育4：

（天安門事件及蘇聯的崩潰），使黨的

領導層用愛國主義取代退色的社會主

義意識形態來統一國民的思想，以期

「救亡圖存」。⋯⋯雖然從（94年制定

的）《愛國主義教育實施綱要》中看不

到「反日」的字樣，事實上確是反日教

育的實施綱領。

互聯網象徵性地反映出中國日益

蔓延的反日情緒。濱本良一說道：

在生活中原本與日本沒有絲毫瓜葛的

青年，會突然與同齡人一起創辦反日

網站。如果一個人對中國政府當局的

反日宣傳毫無批判地接受的話，也許

就會產生那樣的想法。解決問題的唯

一辦法是，只要給他得到關於日本社

會真實信息的機會，他的誤解應該會

很容易得到澄清。

渡邊昭夫指出，根本原因在於官

民間的鴻溝：「在今天的中國當局看

來，『和平』（友好與協調）無疑意味÷

國家利益。但在民間社會，由於種種

原因，比起政府所希望的國際協調

來，卻存在一種主張更加強硬的對外

姿態的聲音。對於處於『崛起』期的

國家來說，這種傾向尤為強烈。」「當

今的國家，為保全、伸張國家利益

計，必須處理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

因此，在國家性質的行為中，一種

自制的組織結構會自然而然地發生

作用。⋯⋯另一方面，所謂『民聲』其

實是一種『單論點群體』（Single Issue

Group），因其能量只在某一點上匯

集、散發，很容易走向過激。」所以，

結論是：「那種只要將一切交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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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超越國境的友情便會自然生發的

想法未免幼稚，這也是本次『亞洲杯』

所教的一課。」5

天兒慧舉出包括歷史問題及愛國

主義在內的要素，指出「種種要因的

複合共鳴」6：

（1）就普通中國人心中根深柢固的「歷史

情結」，日本尚未作出回答，對這種不

滿的積蓄；（2）（愛國主義教育的）眾多

題材是抗日戰爭，日本人的殘暴和侵略

被大大宣揚，其結果，使徹底的反日教

育更加強化；（3）兩國邦交正常化以

來，日本所做的扶貧、環保支援及形

形色色的友好交流等「正面」活動鮮為

國民所知，致使「負面」印象叢生，極

端的「對日誤解」蔓延；（4）中國國內

改革開放政策的走偏日益嚴重。⋯⋯

對此的不滿如以批判政府的形式加以

宣泄的話，勢必碰壁，所以「反日」就

成為這種積怨得以宣泄的通道和人們

安易的選擇；（5）一些有排外的民族

主義傾向的、「強烈的反日意識的群

體」抬頭，利用互聯網，呼籲類似的

行動，其存在也開始呈組織化態勢。

三　日本如今如何看待
中國？　　　

與中國日益升級的反日情緒相

「匹配」的，是正在日本蔓延的「嫌中

感情」。「在日本，受戰後民主主義教

育成長的世代已經成為主流，在他們

身上，有一種比起過去的歷史，更重

視中國的強權特性、非民主政治體制

問題的傾向。」加上「在日本頻頻發生

的中國人犯罪也使兩國關係蒙上了一

層陰影。作為黨和政府的宣傳機構

（所謂『喉舌』）的中國媒體，卻對這樣

的事實不加傳達，使問題的解決找不

÷頭緒。久而久之，日本人反而對中

國產生了一種『受害者意識』。就這

樣，出現了中國人和日本人相互在心

中扮演÷『受害者』的角色，競相招致

對方反感的奇異景觀。」（上村幸治）7

「日本的對華感情也談不上好。

前年，在圍繞『脫北者』（指北朝鮮逃

亡者）的『瀋陽總領館事件』上，對始

終以高壓態度居高臨下的中國當局的

不快感，近年來，對在日本國內日益

嚴重的中國人犯罪的不信任感，對強

行登陸尖閣群島（即釣魚島）及在附近

海域開發資源的挑釁性行動的反感，

進而，對其毫不掩飾『大國意識』的咄

咄逼人的態度的受威脅感，這些感覺

都在不斷使充斥各種論壇的『反中』論

調持續升溫。」（天兒慧）8

古田博司認為，如此醒目的國民

感情的鴻溝之所以無法填平，原因在

於東亞傳統思想的構造9：

此前東亞地區的不諧和音，主要

起因於日本對這個地域的侵略、掠奪

和榨取。因而，只有日本不停的贖罪

才是對這一區域的和解與協調的貢

獻。這一結論，經某些「倫理派」人士

的不斷誘導，被傳播至今。⋯⋯但

是，細究其根源，不諧和音難道不是

源自從東亞方向傳來的「頑固低音」

（Basso Ostinato，執拗地在低音部分

不斷重複的音素）嗎？

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最內~的

一層以中華思想為原型，在它的基礎

上，又由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疊�架

屋而形成了新的層面。從內向外面向

新層，以自己為「中華」，東亞的「霸

主性」容易被「一氣呵成」，而新層卻

是以對於「無法遺忘的他者」的日本的

反動為動機，不斷地撩撥�內~的對

於夷狄日本的侮辱與憎惡。

古田認為，東亞思想的「共通性」

就是把自己定位為「中華」而輕蔑周邊

在日本，受戰後民主

主義教育成長的世代

已經成為主流，在他

們身上，有一種比起

過去的歷史，更重視

中國的強權特性、非

民主政治體制問題的

傾向。近年來，對在

日本國內日益嚴重的

中國人犯罪的不信任

感，對其毫不掩飾「大

國意識」的咄咄逼人的

態度的受威脅感，這

些感覺都在不斷使充

斥各種論壇的「反中」

論調持續升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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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國家、民族的構造。因此，對於

所謂「東亞共同體」的構想，他相信由

於其內部缺乏內在的邏輯張力，其一

旦「起飛」，便會「空中解體」。所以，

他說：「在東亞諸國的民族主義依然

生猛的時候，我國不宜操之過急。」

四　靖國神社：對日情感
惡化的最大要因

對於小泉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問

題，在此次調查中，多數論者持否定

態度：

給鄰人造成了相當的麻煩。對自

家人來說，也許是必要的人，但既然

給人家製造過麻煩的話，面對鄰人默

默地祭祀，不要做得過於扎眼，難道

不是國與國之間起碼的禮儀嗎？因

此，要祭祀的話，首相也應該在心~

祭祀。（梅原猛）bk

對於將靖國神社從國家完全剝離

出來，以民間的形式對戰歿者進行追

悼的做法，我無意否定，但是，對於

「合祀」的選擇，恐怕誰都難以理解。

無論如何，政教分離原則理應予以徹

底貫徹，從這個意義上說，首相的

（靖國神社）參拜是難以原諒的行為。

（保阪正康）bl

聯繫到最近小泉首相的參拜靖國

神社的發言亦如此。如果說要參拜的

話，中方會作何反應理應明白，但為甚

麼還要如此發言呢？稍加考察便會明

白，很難想像他是有感而發（言），只怕

是甚麼都沒有考慮吧。（小島朋之）bm

毋庸諱言，一個嚴峻的事實是，

在鄰國確實存在強烈的反日情緒。權

且假定這~有中國政府的責任，但如

果說對日本政府也沒有好處，進而使

日中關係無法向前推動的話，那麼在

小泉政府內就會因此而發生對日本國

民的責任問題。⋯⋯繼續參拜靖國神

社，似乎是小泉首相的方針。如果真

是這樣的話，日中關係如何能在更加

穩定的情況下得到發展將會受到質

疑。（田中明彥）bn

與此同時，也不乏針對中方強硬

態度的批判意見。上村幸治認為bo：

韓國和北朝鮮雖然也在批判小泉的靖

國參拜，可韓國盧武鉉總統於去年6月

訪問了日本，小泉也於今年7月回訪了

韓國；就連與日本尚無邦交的北朝鮮，

也曾兩度接待了小泉首相的來訪。他

們一方面批判靖國神社問題，但卻注

意不讓它對國家的政治關係產生影

響。⋯⋯其實對於中國來說，也應存

有在邀請小泉訪問的同時，再從正面

提出抗議的選擇。即使雙方往來停

止，也應該多少顧及小泉首相的態度和

日本國民情感的取向。中止首腦的往

來，是一種「事實上的（外交）制裁」，給

國際社會以高壓的印象。

五　解決之策

關於這一點有各種各樣的建議。

天兒慧就日中關係上日益顯著的「三

個增大」（即規模的增大、多樣性的增

大、複合性的增大）提出了如下見

解：「當今中國人的對日感情並不僅

僅是『嫌惡』。⋯⋯我們可以認為，對

日感情的多樣化才是當今實際的潮

流。（3）在上述內容中，如果我們沒

有抓住『亞洲杯』足球賽、西北大學事

件等反日爆發性事件的話，將導致對

中國人對日情感的誤讀。」此外，他

還強調說：「儘管目前民族主義的大

國論、排外的情感論等論調在傳媒上

對於小泉首相參拜靖

國神社問題，多數日

本論者持否定態度：

「既然給人家製造過麻

煩的話，面對鄰人默

默地祭祀，不要做得

過於扎眼。」「一個嚴

峻的事實是，在鄰國

確實存在強烈的反日

情緒，⋯⋯但如果說

對日本政府也沒有好

處，進而使日中關係

無法向前推動的話，

那麼在小泉政府內就

會因此而發生對日本

國民的責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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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為醒目，但『非我族類』的其他的思

潮也確實有增無減。如何培育並保持

這種狀況，日中雙方的知識份子、意

見領袖及自由民主派的決策者們正在

被挑戰。」bp

上村幸治認為，靖國神社是問題

的關鍵：「通過處理靖國神社問題，

或許可解讀相互錯綜的複雜的歷史脈

絡，尋找到通往和解的新路徑也未可

知。」bq

小島朋之談到相互認知的問題時

指出：「（如何構築日中夥伴關係）問

題的原點在於相互間認識的不足，其

中也包括『歷史問題』。那麼，應當如

何來操作呢？依我看，關鍵在於人與

人的交流能達到哪種程度」，「就歷史

問題而言，我認為日中兩國應開展共

同研究。⋯⋯但共同研究的結果，究

竟能否達到中方所說『歷史認識』的

『共有化』，我說不能。⋯⋯我們應該

『共有』的，也許是相互間對於『我們

對歷史的認識原來是不同的』這一認

識本身的共有。」br

也有一些意見關注文化的力量：

「（中、韓學習日語的動機）如今是日

本的大眾文化和動畫片⋯⋯這恰恰與

互聯網上的反日構成互為表*的現

象，並迅速蔓延。」（小倉和夫）bs「創造

一個“Cool Japan”（冷靜而極具魅力的

日本）的形象會有『國益』。現在，政

府和民間都意識到這一點而樂此不疲

地努力÷。那麼，如何在政治體制大

相逕庭的東亞國家間構築協調與合作

的框架，減少『反日愛國』，培育平等

的友好關係呢？首先得提到『文化交流』

的重要性。」「要想改善東亞的國家、

地區間潛伏的相互蔑視、敵視環境的

途徑，首先應當通過『文化交流』來相

互認知，冰釋誤解，進而喚起好感，

培育甚或想要學習對方語言的那種『酷

的衝動』（Cool Power）。」（青木保）bt

六　結論：用照顧對方情感
　 的「新思維」以誠相待

現階段，被中方作為兩國摩擦的

最大要因提出的「歷史認識」問題，直

截了當地說，就是首相參拜靖國神社

的問題。綜觀日本國內輿論，即使從

以上各位的見解中也能夠看出，除了

一部分死硬的「反華原教旨主義者」

外，大家都清楚，靖國神社問題不

啻為斜刺在日中關係背上的一棵芒

刺。為此，財界、學界、傳媒等各界

人士雖然都試圖阻止、改變首相的僵

硬立場，但事已至此，雙方（小泉和

中國政府）在此問題上都難以讓步，

事態陷入膠÷狀態。至於國內對小泉

參拜靖國神社的「支持」，正如某BBS

（Channel 2）的帖子所寫道的：「如果停

止參拜靖國神社，也並無任何保障能

讓中國政府的反日態度有所收斂」——

與其說是對參拜行為本身的純粹支

持，倒不如說是在最近「嫌中」情緒的

背景下，國民感情對於中方批判的反

彈更貼切一些。

前段時間，NHK在節目中介紹了

中國令人震驚的貧富差距。在中國的

反日運動屢屢過激，甚至有走上暴力

之嫌的背景下，面對國內種種矛盾

（貧富差、腐敗、環境污染等），苦於

沒有意見表達出口的民眾的不滿就好

像漲水的河川一樣積蓄÷能量。在只

要是針對日本，即使有些胡鬧也會被

允許的「反日有理」的氛圍下，對日批

判被層層誘導的狀況下生成的洪水，

從小泉首相的靖國參拜這一「堤防的

裂縫」中噴湧而出，一泄如注。

搶救、彌補靖國神社問題這一堤

壩的龜裂是日方的工作，而降低洪峰

的水位、恰當地處理因各種矛盾派生

的民眾感情、「排水減壓」是中方的課

題。如果堵住了裂縫，卻將水排灌到

現階段，被中方作為

兩國摩擦的最大要

因，就是首相參拜靖

國神社的問題。為

此，財界、學界、傳

媒等各界人士雖然都

試圖阻止、改變首相

的僵硬立場，但事態

陷入膠Ã狀態。國內

對小泉參拜靖國神社

也有不少「支持」：

「如果停止參拜靖國

神社，也並無任何保

障能讓中國政府的反

日態度有所收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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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中國

日本這邊，也就是說，否定和平構築

兩國關係的前輩的努力，一味地縱容

「反日有理」的話，那麼，因在日中國

人犯罪等問題已然惡化的日本的國民

感情恐怕也難於接受，同樣的反華情

緒也會在日本一側蓄積，不久必將反

作用於中國。對此，中方也應予充分

注意。日中關係的發展須從修復情感

÷手。

除靖國神社問題外，日中雙方在

其他方面已經在改善關係的方向上開

始了諸多的摸索、嘗試。前些時候，

日本連遭自然災害，中國政府立即發

來了慰問函電和援助救災款，表現出

不希望日中關係進一步惡化的姿態。

可以想像，今後兩國間還會在領土、

資源開發、貿易、知識產權、犯罪等

問題上發生這樣那樣的紛爭。但是，

日中無論對對方有多麼的不滿，都必

須直面雙方是無法遷移的鄰國這一現

實，不把各種矛盾與民族感情掛¶，

面向問題的切實解決，建構成熟的雙

邊關係。毋庸置疑，探索一條和睦與

協調的道路有助於促進兩國的發展。

一個既是從此次足球事件中得出

的教訓，也是筆者思考的治本之策

是，在政治家、媒體等各個環節，日

中雙方不僅要考慮本國，更要充分顧

及對方國民的感情。現在日中關係齟

齬的根本原因，無論是首相的靖國參

拜也好，「反日有理」也好，都在於雙

方對對方國民的感情缺乏理解體諒和

深思熟慮。

考慮對方國民的感情，決非諸如

「不得已的讓步」、「曲膝」那樣簡單的

消極應對，而是順應了在經濟等多方

面相互依存、相互倚賴的日中關係現

狀的積極判斷，也是與「對中新思

維」、「對日新思維」相通的想法。對

社會輿論和國民情感具有影響力的政

治家、大眾傳媒如能以此為判斷標準

的話，就有可能防止兩國國民感情的

進一步惡化；四年後的北京奧運，我

們將會在比現在更加友好的寬鬆氛圍

中共同迎來一個體育的盛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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