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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任

没几天就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

平通了电话，两国领导人在通

话中都提到了新时代的中日关

系。 习近平表示，愿意同日方

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

日关系。 岸田说，在当前国际

和地区形势下，日中关系正在

迈入新时代。 那么，什么是新

时代的中日关系呢？

不同于旧的，才能称其为

新。 时代不同了，中日之间的

实力对比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两国的关系格局也应当顺势而

变。 新世纪之初，中国的经济

总量还不到日本的三分之一，

但是，到去年，日本的经济总量

变成了中国的 40%， 这种变化

不能不说是翻天覆地。如果说，

上世纪 90 年代，经济陷入低迷

的日本开始因为中国的发展势

头感到隐隐的不安，甚至日本

自民党当时就准确地预测到，

中国的经济实力会在 2010 年

前后超越日本， 那么，2010 年

之后的这十年时间，差不多可

以让日本官方和民间接受和适

应这种斗转星移的大趋势了，

然而，很多因素却阻碍了日本

民众对华较为务实和理性的心

理演变。

去年，我们看到，中日两国

一年一度的“北京-东京论坛”

公布舆论调查：中国民众对日

好感度不断上升， 达到 45%的

高位，日本民众对华好感度则

是降到了 10%的历史新低。 王

毅外长当时说，两国民众感情

上出现的反差，值得重视和深

思。 而今年，最新的舆论调查

又公布了：两国公众对对方国

家的认知与去年保持基本稳

定。“稳定”成了关键词，但从不

太乐观的角度去解读，意即没

有改善。 中国人对日的好感度

依然远远超出日本人对华的好

感度，这是为何？

笔者认为，归根到底，是因

为日本国内对新时代的中日关

系以及日本在新的时代变局中

的国家定位，尚未进行一场大

辩论，也尚未取得一个全社会

的共识。 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

把中国视为文明与文化的源

泉，2015 年， 在中日友好交流

大会上，习近平主席就曾举例

说，隋唐时期，很多日本使节、

僧人、留学生来到当时的长安

学习和生活，后来，中国的高僧

大德也曾东渡日本，传播佛教

经义，带去先进的文化和科学

技术，但是，近代以来，由于日

本走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道

路， 中日两国经历了一段惨痛

历史，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

的灾难。

近代以来的日本接触到西

洋的科学技术，就把物质文明

作为衡量对外关系的准绳，甚

至用实力而非远近来界定外交

关系的亲疏。 它对西方因为害

怕而憧憬，对中国则是因为蔑

视而后动了侵略的念头。 这种

对华的优越感延续了百年，即

便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日

蜜月期， 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友

好心态和亲近感也并未消除它

的这种试图成为亚洲领袖的高

人一等的优越感。而自《中日和

平友好条约》签订以来，中国人

又是怎么看待日本的？ 我们始

终本着宽厚和务实的态度，尽

量不计前嫌， 并且认真地学习

日本经济发展的成就， 欢迎日

方的投资和援助， 赞赏日本的

产品和流行文化，直到今天，依

然有很多中国受访者把日本产

品质量可靠、 日本社会文明程

度高、 日本经济发达作为对日

印象良好的理由。

可是， 今天的日本是否已

经意识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来临？ 非但近代以来中日之间

旧的均衡状态正让位于新的均

衡状态， 而且整个世界范围都

在出现东升西降、 新兴大国崛

起的格局， 过去百年一度追求

“脱亚入欧”的日本是不是也应

该重新规划一下未来的道路和

方向？人类命运与共，挣脱霸权

循环，历史正在展开新的纪元。

它需要我们做些什么？ 习主席

对岸田首相说，践行“互为合作

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政治共

识， 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和

互利共赢，弘扬和而不同、和衷

共济的东亚智慧， 协调应对全

球性挑战， 维护世界和平稳定

发展……这不正是新时代的内

涵吗！

岸田在上任后的首次施政

演说中说， 同中国构筑稳定的

关系，对两国、地区以及国际社

会都很重要。但同时他还提到，

将与共享“普世价值”的国家合

作，对华坚持应有的主张，强烈

要求中国采取 “负责任的行

动”。 什么是“负责任的行动”？

岸田首相虽然没有言明， 但是

从中却能看出今天的日本对中

国的一种敬畏。 因为一般情况

下， 往往是实力较弱的一方会

要求实力较强的一方更负责

任。

日本首相的担心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日本民众的担心，他

们也许会担心崛起后的中国会

像包括日本在内的那些历史上

的列强一样盛气凌人。但是，中

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是厚德载

物、宽以待人，相比日本这样一

个国土面积小、文化包容度低、

单一民族的国家， 中国历史悠

久、地大物博、海纳百川、有容

乃大，我们推崇的是以德服人。

历史一再证明， 只有中国的强

大，才会确保东亚的和平、稳定

与繁荣。

盛行于日本主流媒体的

“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

应当休矣！ 跟上新时代的步伐，

正视一个古老东方大国的复兴，

放宽眼界，看到绵延数千年的中

国璀璨文化和中正哲学，就会扭

转日本政界、媒体与民间在对华

认知问题上的心理失衡。 这种

失衡已经超出了正常的时间，而

只有跨越了这个失衡的阶段，才

能开启中日关系新的时代，并肩

提升彼此的好感。

10 综合新闻 2021 . 10 . 22 星 期 五

编 辑 李 俊 朱 艳 丰

什么是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据新华社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1 日

说，截至 10 月 17 日，中国共向

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超

过 15 亿剂新冠疫苗。随着疫苗产

能的提升，中方将继续尽己所能向

世界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

安全、有效的疫苗。

汪文斌在当日例行记者会多回

答有关提问时说，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以来，中方坚定秉持疫苗全球公

共产品的属性，尽己所能向国际社

会提供疫苗。中国是这么说的，也是

这么做的。“仅过去一周，我们就向

亚非拉欧约 20 个发展中国家提供

了超过 6000 万剂疫苗。截至 10月

17日，中国共向 100多个国家和国

际组织提供了超过 15亿剂疫苗。”

汪文斌说，中国疫苗为助力有

关国家抗击疫情发挥了积极作用，

受到各方广泛欢迎和高度认可。30

多国领导人亲往机场迎接中国疫

苗，30 多国领导人公开接种中国疫

苗。多国领导人向中方表示感谢，认

为中方的宝贵支持和帮助是“患难

见真情”的生动写照，树立了国际

抗疫合作的典范。

汪文斌说，习近平主席已宣布，

中国将努力全年对外提供 20 亿剂

疫苗，在向“新冠疫苗实施计划”捐

赠 1 亿美元基础多，年内再向发展

中国家无偿捐赠 1亿剂疫苗。“随

着疫苗产能的提升，中方将继续尽

己所能向世界特别是向发展中国家

提供更多安全、有效的疫苗，促进疫

苗在全球公平分配和使用，为尽快

彻底战胜疫情作出积极贡献。”

“我们也呼吁其他所有有能力

的国家将对外提供疫苗的承诺落实

到位，为早日战胜疫情作出应有贡

献。”他说。

据新华社报道

截至 21 日凌晨，本轮新冠肺

炎疫情波及陕西、内蒙古、甘肃、宁

夏、湖南、贵州、北京、河北、湖北、青

海 10个省区市。国家卫生健康委、

国家疾控局已向多地派出工作组，

指导当地开展疫情处置工作。

据通报，内蒙古二连浩特市 12

日对某物流园区闭环管理人员例行

隔日核酸检测时发现一组检测为阳

性。随后的进一步检测和会诊确认

了 1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该患者第一时间闭环转运至医

院进行观察治疗，相关接触人员全

部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 日，

二连浩特市启动全员核酸检测。

据通报，16 日至 17 日，陕西新

增 2 例外省游客核酸检测阳性病

例。该二人由多海出发，曾在甘肃、

内蒙古自驾旅游，核酸检测确认阳

性后，已在定点医疗机构隔离治疗。

此后，西安市全面开展排查管

控。多述游客所在旅行团一行共 7

人核酸检测呈阳性，截至 18 日 7

时，确认其中 6人为确诊病例，1 人

为无症状感染者。根据病例轨迹追

踪信息，西安市突出重点、分级实

施，开展核酸检测排查，并对病例活

动过的区域实行封闭管控。

多述阳性病例公布后，多地紧

急对其密切接触者进行追踪排查。

据通报，截至 20 日 7 时，内蒙

古二连浩特市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 7例。20 日，内蒙古阿拉善左旗

发现1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截

至 21 日记者发稿时，内蒙古额济

纳旗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3例。

截至 20 日中午，甘肃报告新

增本土确诊病例 8 例、无症状感染

者 2名；宁夏报告新增本土确诊病

例 5例。

此外，18 日，湖南长沙县报告

新增 1 例外省输入确诊病例。19

日，贵州遵义市确诊 1 例病例，专

家组诊断为外省关联病例；北京新

增 1 例确诊病例，曾与宁夏确诊病

例同一车厢相邻。20 日，湖北天门

市报告新增 2 例确诊病例；河北邢

台市报告新增 2 名无症状感染者。

21日，青海海东市确认 1人核酸检

测结果呈阳性，已转运至定点医疗

机构隔离治疗。

疫情发生后，陕西、甘肃立即启

动应急响应机制，动员各级各方面

迅速行动、及时防控。内蒙古阿拉善

盟、北京丰台区、青海海东市等地也

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正逐级采取

封控管控等措施。

据通报，截至 19 日，西安重点

场所重点人员进行核酸检测，并封

闭管控相关场所、小区 22处。内蒙

古额济纳旗于 19 日起，在全旗范

围内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工作。

截至目前，甘肃兰州市中风险

区已进行全员核酸检测，自 21 日

起，全市中小学校（幼儿园）、校外

培训机构线下教学培训活动一律停

止。

通报显示，从 20 日开始，河北

邢台市计划用 1 天时间完成邢台

市信都区主城区、襄都区常住人口

全员核酸检测。湖北天门市已经采

取密接追踪、封闭管控等疫情防控

措施，相关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

测等工作正有序展开。

在湖南长沙县、贵州遵义市，确

诊病例相关接触人员及重点人群、

场所正在全面排查，核酸检测、区域

管控、环境消杀等应急处置各项工

作正在推进。

截至目前，本轮疫情的病毒基

因测序结果尚未公布，疫情源头还

未确认。19 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召开疫情防控工作视频

会议，国家卫健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各地要进一步从严从紧抓好各

项防控工作，坚决遏制当前局部地

区疫情扩散蔓延，巩固疫情防控成

果。

本轮疫情波及10省份
多地全面开展排查管控

中方共向100多个国家和组织提供超15亿剂疫苗

10月 21 日凌晨，在兰州市城关区庆阳路一核酸检测采样点，市民有序排队接受核酸采样。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