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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事实 解析钓鱼岛问题
——当代中日关系史专家矢吹晋教授访谈记
何培忠
导读【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先生是当代中日关系史专家，2013 年 11 月 6 日-12
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华访问。在此期间，矢吹晋教授分别在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中日关系史学会做了有关中日关系的演讲，并在国际中国学研
究中心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乒乓外交与中美在钓鱼岛上的博弈—冲绳归还 40 年
回顾”论文。该论文是日本学者第一次从中美日三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钓鱼岛问题，也是日
本学者对钓鱼岛问题研究的最新成果，引起与会者的重视。下面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
学研究中心何培忠研究员在此期间就矢吹晋先生近期研究成果做的访谈录。
】
何培忠：矢吹晋先生，非常感谢您能参加我们的会议，您是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前辈学者，此
次参加会议的学者中有许多人拜读过您的著作，引用过您的观点。我记得上次你来我研究中
心作报告时是 2005 年，已是 8 年前的事情了。
矢吹晋：是啊！时间过得真快。
何培忠：上次您来我们研究中心作报告时，谈了中日恢复邦交谈判时一个有趣的细节：毛泽
东主席送给田中角荣首相一套《楚辞集注》。当时参与中日邦交恢复谈判的人没人注意这个
细节的意义，您经过深入研究提出，那是因为田中首相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时，最初
按日本习惯，用了“迷惑（meiwaku）”一词，中方曾表示不满意，认为道歉诚意不够。后
来经过交涉，中方了解到，田中用这个词，是想表达诚心诚意的道歉，由于日本也是使用汉
字词语的国家，
“迷惑”在日语中所表达的是一种深刻的歉意，所以田中按日常习惯使用了
这个词。后来田中接受中方意见，改用了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了道歉。毛泽东
主席用送书的方式巧妙地告诉田中，他了解了田中用这个词是在进行道歉，同时告诉田中，
这个词出自《楚辞》
，所表达的意思同日语截然不同。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您可能是除毛
泽东之外，了解那次送书用意的第一人。
矢吹晋：谢谢！这实不敢当。
何培忠：现在，中日关系处在低谷。我认为，您是面对复杂的中日关系，许多人深感“迷惑”
之时，您是保持清醒、毫不“迷惑”的学者。请问您对目前的中日关向有何看法？
矢吹晋：现在的中日关系陷入低谷是去年 9 月日本民主党政权试图让钓鱼岛国有化的“购岛”
行动引发的。对于钓鱼岛及相关问题，从去年到今年，我发表了三本书，阐发对这一问题的
看法。一本是《中美利坚 美中合伙与日本前途》
，2012 年 5 月出版、一本是《钓鱼岛的核
心——日中关系走向》，2013 年 1 月出版，另一本《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作为日
美中三角关系顶点的钓鱼岛》是 2013 年 8 月出版的。
何培忠：我注意到您说的第一本书，题目很有意思。把大家都熟悉的“美利坚”说成“中美
利坚”
，这个词应该是把中国的英文“China”和美国的英文“America”合在一起创出的词。
书的封面飘扬着两国的国旗，中国国旗还飘扬在美国国旗的前面。您在这部大作中表达了什
么样的看法？
矢吹晋：您说得对，
是把两个英文词叠加在一起了，这个词表达了我对现在中美关系的看法。
目前的中美关系不同以往，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借用了中国大量的钱，欠账累累、
负债累累。美国目前最吃紧的课题，是加紧构建与中国的非敌对关系。中美两国政府都彼此
是同床异梦，但都在努力构筑新的大国关系。虽说有对立的一面，但在经济方面却是互补的，
“高消费的美国经济”
，是由“高储蓄的中国经济”支撑着。即美国是用借债方式管理着世
界。
“中美利坚”结构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发展。
何培忠：这种新型的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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矢吹晋：日本政府在同中国对抗时，总是提到日美签署的“安保条约”，强调钓鱼岛问题适
用“安保条约”范围。其实，“安保条约”已经落后时代，因为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
对日本也不是全盘信任。今年 10 月 2 日，美国务卿克里向日本千鸟渊战殁者公墓献花的举
动意义非凡。我认为那是美国告诫日本，美国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行为。
何培忠：您刚才提到的第二本书《钓鱼岛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谈了哪些问题？
矢吹晋：《钓鱼岛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共分 7 章。第一章是中日之间有关钓鱼岛谈判
经过的真相，论证了中日政府之间是否有“搁置”的事实。其中涉及了田中与周恩来的会谈、
竹入义胜和张香山等人的有关记录等，证明了中日政府间确有“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事
实，而这些记录被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抹杀和篡改了。第二章讲述了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愤怒。
第三章介绍了围绕钓鱼岛问题中日观点的对立。第四章的题目是“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
讲述了我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指出日方媒体和研究人员有关钓鱼岛的言论是不客观的。第
五章指出中日之间互不信任的萌芽潜伏在邦交恢复最初的谈判中。第六章的题目是“中日之
间的互不信任与中美之间的蜜月=中美利坚”，在这一章里，我再次讲述了您刚才提到的‘迷
惑’问题和‘美利坚’变成‘中美利坚’的问题。第七章是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冈田充有关钓
鱼岛问题的著作《钓鱼岛问题——领土民族主义的魔力》。
何培忠：您为什么在您的著作里特意介绍冈田充的著作？
矢吹晋：这本书很有意思，从某一侧面介绍了野田内阁“购岛”行动的内幕。
何培忠:您可以简单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矢吹晋：2012 年，野田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东京都原知事石原慎太郎借机发起“购岛”
募捐活动，不少人认为，石原慎太郎的此举是想借野田内阁人气低迷搅乱政局，为自己的儿
子石原伸晃问鼎首相宝座积攒人气。冈田充在书中揭露说，野田内阁的一些人士为保住政权，
提高人气，匆匆地抢在石原慎太郎之前实施了“购岛”行动，甚至宣称，若不赶紧稳住钓鱼
岛，中国就会提出琉球问题，让日本更难以应付。
何培忠：野田内阁的行动从中方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违背了中日之间达成的默契，动摇了中
日友好的根基。中国对野田内阁试图“国有化”钓鱼岛的行动曾多次提出警告，但野田内阁
置若罔闻。
矢吹晋：美国也提出过告诫，但野田内阁却说美国理解这一行动，中国没反对。野田内阁将
钓鱼岛“国有化”的方案与行为都是很愚蠢的。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曾公开说，作为
大使，他竟事先不知道政府作出了这样的决定，对此，他无法理解。冈田充在书中批判了日
本的领土民族主义情绪，揭露了日本政府强加在钓鱼岛问题上许多的历史虚构，遮蔽了日本
民众的眼睛，造成了中日关系的恶化。
何培忠：您怎么看待钓鱼岛的核心问题？
矢吹晋：钓鱼岛问题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问题其实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问题未进行彻底清算而遗留的问题，也是日美当权者不作为造成的，因为这些岛屿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被划入了日本版图。钓鱼岛其实与附属于台湾的花瓶屿、彭佳屿一样，
都靠近基隆港，属于台湾北方三岛的一部分。在甲午战争清朝政府露出败象的 1895 年 1 月，
日本宣布其为无人岛而加以占领，并以马关条约中未记载为依据，否认钓鱼岛问题与割让台
湾、澎湖列岛与辽宁半岛给日本有关。而在中国看来，钓鱼岛属于台湾的一部分，与冲绳无
关。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接受了波斯坦公告，将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归还给相关国家，台
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后，钓鱼岛却没有及时归还，原因是中国处于解放战争时期，蒋介
石败走台湾，为反攻大陆，得到美军支持，希望美军管理钓鱼岛。而大陆方面则是想把一些
无人的小岛和台湾问题一并解决。钓鱼岛归属问题的表面化是在冲绳归还时期发生的，当时，
台湾和大陆都声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而台湾方面和美国有外交关系，通过力争，使美军归
还冲绳的协议里明确规定了只归还管理权，而没有提到主权。美国当时已认识到，在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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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归属方面，中日本之间存在争议。
何培忠：您刚才说，近年出现的南海岛屿之争，也与未及时清算日本的对外侵略历史有关？
矢吹晋：是的。1939 年 3 月，日本把新南沙群岛、西沙群岛划入台湾的高雄市。1946 年 1
月，伴随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后盟军最高司令部发布的第 677 号行政命令，日本失去了对所
侵占领土的控制权。1952 年签署的“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的第二条明确载明，
日本将台湾、澎湖列岛以及新南沙群岛、西沙群岛等归还给中国。但此后，岛礁周围的一些
国家开始了对这些岛屿归属的争夺，造成了矛盾的激化，如 1988 年越南对赤瓜礁的争夺、
1995 年和 2012 年菲律宾对美济礁和黄岩岛的争夺等。关于这些问题，我在《中美利坚》这
本书里进行了论述。
何培忠：您在最新的著作《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作为日美中三角关系顶点的钓鱼岛》
中谈了哪些问题？
矢吹晋：
《中美利坚》这部书是我在察觉钓鱼岛问题的严重性，感觉研究人员和媒体反应迟
钝的情况下急急忙忙赶出来的，是因为我感到日中关系面临严重危机，愤慨于被大肆传播的
日本政府御用学者的谬论得不到纠正，为批判一些所谓著名学者的无知而写的。但单写这些
事情，只能形成一个小册子，于是加上了中美关系展望，用中美合作体制下出现的事物“中
美利坚”来作为书名，暗示中日关系的危机。
《钓鱼岛的核心》这部书是在花传出版社社长平田胜先生的力邀之下写的。因为平田先
生非常担忧“中日关系怎么办？”
，这部书发表后，人们对日中政府间曾达成搁置钓鱼岛问
题的默契这一历史事实有了了解。
《钓鱼岛的核心》的书出版后，有关钓鱼岛争论的核心虽然讲清楚了，但争论产生的背
景还没有涉及，于是我又发表了《钓鱼岛冲突始自冲绳归还》这部著作，对美国在中日之间
钓鱼岛主权争议上不选边站的所谓“中立立场”进行了剖析。这个事情始自 40 年前冲绳归
还协议的谈判中。尼克松政权当时曾一度想把钓鱼岛连同冲绳一起交给日本。但同美国保持
关系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极力反对，说如果把钓鱼岛给了日本，全世界华人都会倒向共产党政
权。美国这时开始认识到钓鱼岛问题的复杂性，这时，美国正在和台湾进行纺织品贸易谈判，
为了保住美国的利益，拉拢台湾的国民党政权，遂决定在冲绳归还协议中，只把钓鱼岛的“管
理权”交给日本，而有关主权让有关方面进行谈判。日本表面上应承了美国的这一主张，但
冲绳归还协议签字后一直拒绝和中方谈钓鱼岛主权问题。基辛格曾反对美国把钓鱼岛的管理
权交给日本，希望美国能有真正的中立立场。这就是当时的历史事实。
何培忠：您在从事这些研究时，一定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吧？
矢吹晋:是的。从事钓鱼岛方面的研究的确花了很大的精力，查找了很多的历史资料，如美
参议院冲绳听证会记录、美参议院冲绳听证会记录附属文件、美国务院文件、美国外交文件
史料集、美副国务卿约翰逊写给罗杰斯的报告、日本国会会议记检索系统、日本外务省的相
关资料、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总统”文件、沈剑虹回忆录1、张香山的《中日复交谈判回
顾》等，甚至还有“极密”资料、冲绳返还协议以及相关问题的概要（1971 年 4 月 27 日—）
、
1971 年日本驻法大使中山贺博写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等，被标注为“极密”文件的内容显
示，美国归还冲绳时，并没有把主权给日本。但日本就是不承认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
议的事实，也不承认中日政府之间有“搁置”钓鱼岛争议的默契。
何培忠：您的书发表后，社会的反响如何？
矢吹晋：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有这样的评价：矢吹晋教授的著作发表后，没有一个人
提出反对，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矢吹晋教授说的不对。他的评论我很欣赏，因为我的论述完
全是基于历史事实。
1

《使美八年纪要----沈剑虹回忆录》联经出版，1982 年。Shen, James, The U.S. & Free China: How the U.S. Sold Out Its Ally,
Acropolis Books Ltd.,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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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忠:这么说，支持您的观点的人应该不少吧？有哪些人支持您的观点呢？
矢吹晋：这三部书发表后，确实有不少学者在谈论，并表示支持，但我在这里不想提到他们
的大名。因为日本现在弥漫着排外主义氛围，我周围虽然没有心底狭小之人，但我不想给他
们添麻烦（笑）
。
何培忠:您在这里又用了一次“迷惑”(该词在日语中也有“添麻烦”的意思――编者注) 我
刚才就说过，您是在中日关系低迷，遇到很多麻烦，许多人感到“迷惑”的时候，您是毫不
“迷惑”的学者。您怎么看待中日关系今后的发展?
矢吹晋：首先应该是尊重历史事实，承认历史事实，承认波斯坦公告的决定，退回波斯坦公
告约定的事情上。当然，有了“管理权”会有一定的主动性，占有一定优势。我想中日两国
可以运用政治智慧，比如像海峡两岸关系中在“92 共识”的基础上“一中各表”那样，中
日之间在钓鱼岛问题上，也可以考虑“一岛两制”的方式，达成“奇数日”由日本管理，
“偶
数日”由中国管理，公平地划分资源，维持好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新的共识”
。
何培忠：您的建议很富建设性，但能否得到日本政府的响应，我目前还看不到希望。我感觉，
日本政治人物还想继续利用钓鱼岛问题达到一些政治目的。我们都期望东亚地区各国是友好
合作的关系，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关系。谢谢您和我谈了这么多，我一定把您的这三部
大作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谢谢！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3312 文字 2013 年 12 月 20 日
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名誉教授矢吹晋先生是日本当代日中关系史专家，今年 11 月，他应中国
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的邀请来华访问，并在学术研讨会上发表论文《乒乓外交
与中美在钓鱼岛上的博弈——冲绳归还 40 年回顾》。该论文是日本学者第一次从中美日三角
关系的角度探讨钓鱼岛问题。笔者在矢吹晋访问期间，就他的近期研究成果和国内民众关
心的话题与其做了交流。矢吹晋认为，发展中日关系首先应尊重和承认历史事实，承认《波
斯坦公告》的决定，退回《波茨坦公告》约定的事情上。
“中国不是美国敌人，美国对日本也不全盘信任”
何培忠：记得您 2005 年来研究中心作报告时，谈到中日恢复邦交谈判时的一个有趣的
细节：毛泽东主席送给田中角荣首相一套《楚辞集注》。您经过深入研究提出，那是因为
田中首相就侵华战争向中国人民谢罪时，最初按日本习惯，用了日语“迷惑”(读音 meiwaku，
该词在日语中也有“添麻烦”的意思)一词，中方曾表示不满，认为道歉诚意不够。后来田
中接受中方意见，改用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方式道歉。毛泽东用送书的方式巧妙地告
诉田中，他了解了田中用这个词是在进行道歉，但同时告诉田中，这个词出自《楚辞》，
所表达的意思同日语截然不同。对此，有学者评价说，您可能是除毛泽东之外，了解那次
送书用意的第一人。
矢吹晋：谢谢!这实不敢当。
何培忠：现在，中日关系处在低谷。我认为，当很多人对复杂的中日关系深感“迷惑”
之时，您还保持清醒。请问，您对目前的中日关系有何看法？
矢吹晋：现在日中关系陷入低谷，是去年 9 月日本民主党政权试图让钓鱼岛“国有化”
的购岛行动引发的。对于钓鱼岛及相关问题，从去年到今年，我出了三本书，阐发对这一
问题的看法。一本是 2012 年 5 月出版的《中美利坚——美中合伙与日本前途》，一本是 2013
年 1 月出版的《钓鱼岛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另一本是 2013 年 8 月出版的《钓鱼岛冲
突始自冲绳归还——作为日美中三角关系顶点的钓鱼岛》。
何培忠：我注意到您说的第一本书，题目“Chimerica”很有意思，把“美利坚”说成
“中美利坚”，把“China”和“America”合在一起。书的封面上，中国国旗还飘在美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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旗前面。您在这部书中表达了什么样的观点？
矢吹晋：(笑)您说得对，是把两个英文词叠加在一起了，这个词表达了我对现在中美关
系的看法。《中美利坚》这部书是我在察觉钓鱼岛问题的严重性，感觉研究人员和媒体反
应迟钝的情况下急急忙忙赶出来的，是因为我感到日中关系面临严重危机，愤慨于被大肆
传播的日本政府御用学者的谬论得不到纠正，为批判一些所谓著名学者的无知而写的。目
前的中美关系不同以往，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目前最吃紧的课题，是加紧构建
与中国的“非敌对关系”。中美两国政府都知道彼此是同床异梦，但又都在努力构筑新型
大国关系。虽说有对立的一面，但在经济方面却是互补的，“高消费的美国经济”，是由
“高储蓄的中国经济”支撑着。即美国是用借债方式管理着世界。“中美利坚”结构正以
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发展。
何培忠：这种新型的中美关系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矢吹晋：日本政府在同中国对抗时，总是提到日美签署的“安保条约”，强调钓鱼岛
问题适用“安保条约”范围。其实，“安保条约”已经落后于时代，因为中国不是美国的
敌人，美国对日本也不是全盘信任。今年 10 月 3 日，美国务卿克里向日本千鸟渊战殁者公
墓献花的举动意义非凡。我认为那是美国告诫日本，美国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
的行为。
野田内阁把钓鱼岛“国有化”很愚蠢
何培忠：《钓鱼岛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谈了哪些问题？
矢吹晋：《钓鱼岛的核心——日中关系走向》共分 7 章。第一章是日中之间有关钓鱼岛
谈判经过的真相，论证了日中政府之间是否有“搁置”的事实。其中涉及了田中与周恩来
的会谈、(时任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中方)张香山等人的有关记录等，证明了日中政府
间确有“搁置”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事实，而这些记录被日本外务省的官员抹杀和篡改。第
二章讲述中国方面对此问题的愤怒。第三章介绍围绕钓鱼岛问题日中观点的对立。第四章
的题目是“潘多拉盒子打开之后”，讲述我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指出日方媒体和研究人
员有关钓鱼岛的言论是不客观的。第五章指出日中之间互不信任的萌芽潜伏在恢复邦交最
初的谈判中。第六章的题目是“日中之间的互不信任与中美之间的蜜月=中美利坚”，在这
一章里，我再次讲述您刚才提到的‘迷惑’问题和‘美利坚’变成‘中美利坚’的问题。
第七章是介绍我的一位朋友冈田充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著作《钓鱼岛问题——领土民族主义的
魔力》。冈田充的这本书很有意思，从某一侧面介绍了野田内阁“购岛”行动的内幕。
何培忠：是什么内幕呢？
矢吹晋：2012 年，野田内阁支持率不断下降，东京都原知事石原慎太郎借机发起“购
岛”募捐活动。不少人认为，石原慎太郎此举是想借野田内阁人气低迷搅乱政局，为自己
的儿子石原伸晃问鼎首相宝座积攒人气。冈田充在书中揭露说，野田内阁的一些人士为保
住政权，提高人气，匆匆地抢在石原慎太郎之前实施了“购岛”行动，甚至宣称，若不赶
紧稳住钓鱼岛，中国就会提出琉球问题，让日本更难以应付。
何培忠：野田内阁的行动在中方看来是不负责任的，违背中日之间达成的默契，动摇
了中日友好的根基。中国对野田内阁试图“国有化”钓鱼岛的行动多次提出警告，但野田
内阁置若罔闻。
矢吹晋：美国也提出过告诫，但野田内阁却说美国理解这一行动，中国没反对。野田
内阁将钓鱼岛“国有化”的方案与行为都是很愚蠢的。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曾公开
说，作为大使，他竟事先不知道政府作出这样的决定，对此，他无法理解。冈田充在书中
批判了日本的领土民族主义情绪，揭露了日本政府强加在钓鱼岛问题上许多的历史虚构，
遮蔽日本民众的眼睛，造成日中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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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培忠：您怎么看钓鱼岛的核心问题？
矢吹晋：钓鱼岛问题以及南沙群岛、西沙群岛问题其实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问题未进行彻底清算而遗留的问题，也是日美当权者不作为造成的，因为这
些岛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都被划入日本版图。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接受了《波茨坦公
告》，将战争中掠夺的土地归还给相关国家，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后，钓鱼岛却没
有及时归还，原因是中国处于解放战争时期，蒋介石败走台湾，为反攻大陆，得到美军支
持，希望美军管理钓鱼岛。而大陆方面则是想把一些无人的小岛和台湾问题一并解决。钓
鱼岛归属问题的表面化是在冲绳归还时期发生的，当时，台湾和大陆都声称对钓鱼岛拥有
主权，而台湾方面和美国有外交关系，通过力争，使美军归还冲绳的协议里明确规定了只
归还管理权，而没有提到主权。美国当时已认识到，在钓鱼岛主权归属方面，日中之间存
在争议。
“美国归还冲绳时，并没有把主权给日本”
何培忠：您在从事这些研究时，一定查阅了大量历史资料吧？
矢吹晋：是的。从事钓鱼岛方面的研究的确花了很大精力，查找很多的历史资料，如
美参议院冲绳听证会记录、美参议院冲绳听证会记录附属文件、美国务院文件、美国外交
文件史料集、美副国务卿约翰逊写给罗杰斯的报告、日本国会会议记检索系统、日本外务
省的相关资料、蒋介石日记、蒋经国“总统”文件、周书楷回忆录、时任中国外交部顾问
张香山的《中日复交谈判回顾》等。甚至还有“极密”资料、冲绳返还协议以及相关问题
的概要(1971 年 4 月 27 日)、1971 年日本驻法大使写给日本外务省的报告等。被标注为“极
密”文件的内容显示，美国归还冲绳时，并没有把主权给日本。但日本就是不承认日中之
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的事实，也不承认日中政府之间有“搁置”钓鱼岛争议的默契。
何培忠：您的书发表后，日本社会有什么反应？
矢吹晋：丹羽宇一郎这样评价：矢吹晋教授的著作发表后，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没
有一个人站出来说矢吹晋教授说的不对。他的评论我很欣赏，因为我的论述完全是基于历
史事实。
何培忠：支持您的观点的人应该不少吧？有哪些人支持您的观点呢？
矢吹晋：我的这三部书发表后，确实有不少学者在谈论，并表示支持，但我在这里不
想提到他们的大名。因为日本现在弥漫着排外主义氛围，我周围虽然没有心底狭小之人，
但我不想给他们添麻烦(笑)。

(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何培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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