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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各界对中共十九大的评价与期待

曹天禄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影响力的日益提升,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以下简称 “十九大冶) 的召开, 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瞩目。 虽然一段时间以来, 中日关系处于低

迷状态, 但日本作为中国的近邻和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共十九大的召开, 同样引起了日本各界的高

度关注。 日本主要政党、 主流媒体和友好人士纷纷对十九大进行了高度评价。
早在十九大召开前夕, 日本各大媒体就开始推出相关报道。 随着大会的召开, 各大报纸及电视

台纷纷进行跟踪报道, 日本最大的视频网站 niconico 更是进行了现场直播, 为了方便日本网友观看,
还配了同声传译。 日本各界对十九大的全面关注和报道, 表明对中共和中国的极大重视。 从他们发

来的贺电或贺函内容来看, 主要包括对十九大召开的祝贺、 赞扬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力、 希望加强

党际关系、 期待推动发展两国关系、 高度评价 “一带一路冶 倡议的世界意义、 希望中国发挥对世界

经济的引领作用、 对中国反腐败工作给予充分理解、 对中国实现 “两个一百年冶 的奋斗目标给予极

大期望、 对中国坚持和平外交路线给予高度肯定等。

一、 日本主要政党、 前政要盛赞 “一带一路冶 倡议的世界意义

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在贺函中表示, 衷心祝愿十九大取得圆满成功, 祝愿中共和中国

不断发展, 期待日中双方加强对话, 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另一执政党公明党党首山

口那津男在贺函中表示,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下, 中国以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为目标,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 在国际社会发挥着重要作用。 习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冶 倡议

为世界带来了发展之梦, 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和期盼淤。 官房副长官野上浩太郎说, 日本也在关

注十九大, 现在日中两国作为东亚地区的两个大国, 对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肩负着重大责任,
两国需要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于。

在野党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在贺函中表示, 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 中国

在各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深远。 在野党社民

党党首吉田忠智在贺函中表示, 在世界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 中国提出了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政

策, 在国际社会发挥着引领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一带一路冶 倡议, 是在经济、 政治和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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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均具有极为深远和划时代意义的宏大构想。 日本共产党则在其中央机关报 《赤旗报》 上刊文,
介绍了中共十九大召开的背景, 简述了中共加强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

容, 以及实现 “两个一百年冶 的 “中国梦冶 的目标, 特别提到了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冶 写入新党章的意义和中国正在 “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冶 的努力淤。
在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看来, 以共商、 共建、 共享为原则的 “一带一路冶 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重要路径,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治理观。 “一带一路冶 倡议更为深刻的着眼点是通过促

进区域经济发展, 增进国家之间的交流, 进而防范纷争于未然, 旨在以发展促和平, 以和平保发展。
前众议长横路孝弘在贺函中表示, 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以卓越的领导能力带领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
衷心祝愿日中友好关系深入发展。 前内阁官房副长官、 前外务副大臣浅野胜人对习近平五年来的工

作表示赞赏, 并表达了对中国实现强国梦的期待。 他认为, 十九大的召开意义重大。 中国在多极化

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并将为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进一步发挥积极作用。 期待以习近平

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让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他说, 在世界经济处于停滞的状态下,
中国 GDP 增加了 30% , 达到 80 万亿元。 中国在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 还在消除城乡差

别、 收入差别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他表示, 习近平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强国的长期展望, 以及

坚持反腐败无禁区、 全覆盖、 零容忍, 这种长期坚持、 贯彻到底的态度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同时, 他对中国的技术创新予以肯定, 认为中国近年来技术创新非常迅速, 已经从中端技术大国转

变为高端技术大国, 而每年大量的归国留学生也让中国在各领域具备加速升级的潜力。 他还表示,
他到中国与高校学生、 老百姓接触后, 体会到习近平在中国受欢迎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自己在日本时

的想象。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 对此, 他会在未来予以关注。 而 “一带一路冶 倡议通过新的巨大投资, 有利于激活现有企业的

活力, 同时也有利于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 尤其重要的是, “一带一路冶 建设将会给相关国家和地

区的年轻人带来梦想于。

二、 日本主流媒体期待 “中国梦冶 的实现

《每日新闻》 敏锐地注意到, 十九大报告中用 “极不平凡冶 一词总结、 回顾了中共过去五年的

工作, 认为中共过去的五年, 在经济建设、 反腐败斗争、 军事改革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该报

认为,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上, 中国经济建设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十九大报告提出,
计划在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之际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049 年正是新中国成立 100 周年, 中国

将会继续以大国姿态致力于如何消除贫困和全球气候变暖等世界性难题。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 是中

国 “两个一百年冶 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 该报特别称赞习近平在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发

展条件时所强调的: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 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我们要坚韧不拔、 锲而不舍, 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

化新征程的壮丽篇章!冶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冶盂

《朝日新闻》 则报道, 中国的 “小康社会冶 目标正接近完成, 习近平似乎希望通过提出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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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来增强党在民众中的向心力。 该报认为, 习近平一方面展示了坚持社会主义体制, 另一方

面拥有带领中国超越资本主义国家综合国力的自信, 并表示, 届时 “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冶。 总之, 习近平勾勒了中国强国的 “路线图冶淤。 该报对十九大报告内容进行

了分类, 并指出, 在军事方面, “国防和军队改革取得历史性突破冶, “力争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冶, 习主席宣布将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经济方面, 习主席说, “经济保持中高

速增长冶,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百分之三十冶; 消除贫困方面, 中国取得了很大成果, “六千

多万贫困人口脱贫冶。 该报还认为, 中国已进入 “习近平时代冶, “在习近平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将

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和提高全体国民的生活、 建设世界一流的军队为目标冶于。
《读卖新闻》 则更多地关注中共的反腐斗争, 认为十九大开启了反腐制度化的新时期。 该报认

为, 习近平在报告中强调, 经过第一个五年任期内持续推进的 “反腐败斗争冶, “党的团结统一更加

巩固, 党群关系明显改善冶, 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推进 “依法治国冶 也将是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方针。
NHK 电视台作为日本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 在大会召开前, 即对十九大的报道进行了特别

策划和筹备, 其资深评论员和资深记者加藤青彦说, NHK 非常关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九大, 并将对

大会进行全程跟踪报道, 第一关注点仍然是经济话题。 十九大新闻内容除了在该台的主要新闻档中

进行报道外, 还将制作一些特别节目在特定的时段推出。 他说, 他个人比较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

建设问题。 中共十八大以来, 随着反腐败斗争持续深入地开展, 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显著提

高, 执政能力也得到了提升盂。 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对世界经济起到了稳定和牵引作用。 十九大

召开后, NHK 在其网站上建立了十九大专题栏目, 其中还设有实时更新的博客。 有评论员认为, 习

主席强调过去五年间中国在脱贫等诸多领域里取得了成果, 中国共产党 “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

没有解决的难题冶,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冶。 习主席同时指出,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

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冶榆。
在日本亚洲通讯社社长徐静波看来, 这些年中国的经济、 社会、 外交取得了令人十分惊喜的变

化, 可以看出 “中国正在从世界的边缘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冶。 尤其是在过去五年, 中国的国际地

位和经济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已经站到一个大国应有的世界舞台中心的位置虞。
《日经亚洲评论》 指出, 此前已有不少例子表明, 中国展示出切实致力于维护多边制度与国际

协定的大国形象。 随着十九大的召开, 中国领导人正处在使中国变得更 “外向冶, 并行使其全球领

导力的最佳时机。

三、 日本友人期待日中两国携手共进

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会长川野浩一、 日本和平·人权·环境论坛共同代表藤本泰成、 日

本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首相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 日本中国友好协会会长

大村新一郎、 日本 NPO 法人世界理事长中田选、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等日本友人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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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十九大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 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期盼。

笹川和平财团名誉会长笹川阳平表示, 中国人民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取得了今天的辉煌成绩,

中国也成为超越日本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大国。 他期待以十九大的召开为新的起点, 中国今后

能取得更大的发展。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特别顾问冲村宪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中国正在全方位推进 ‘一带一

路爷 基础设施的建设。 这是 ‘开放的中国爷 一个很好的证明, 也是中国国家实力的象征。冶 他寄语

道, 未来的五年将是更为关键的五年, 期待中国取得更大的发展, 他祝愿习近平总书记继续引领中

国共产党, 引领中国继续为世界的和平、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淤。

2017 年 10 月 12 日, 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日本世纪老人神宫寺敬先生 (97 岁) 携家人第

50 次访问中国, 在北京为即将召开的十九大献上了他的祝福。 曾作为通信兵亲历日本对华侵略战争

的他, 出于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中国人民深深的歉意, 立志要用毕生的精力呵护日中友好。 他

说: “我是战争的亲历者, 知道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创伤有多深。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即将召开, 我

衷心祝愿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期盼习近平总书记发挥好核心领导力, 继续引领中国活跃在世界的舞

台上, 为世界的和平、 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冶 他期望日中双方领导人能够不断推进两国年轻人的交

流, 共同努力, 让和平持续下去。 他认为, 日本和中国是搬不走的近邻, 两国的友好不仅对于两国,

同时对于东亚及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于。

长期从事日中友好交流事业的西园寺一晃先生高度评价了过去五年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

共中央的领导下, 中国取得的外交成就, 并对日中关系发展作出积极展望。 他表示, 习近平领导的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在承担大国责任、 维护国际秩序上的经验和做

法值得日本学习。 他还强调, 中国不仅在行使它的国际权利, 而且在积极承担着责任与义务。 作为

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 中国的发展对于日本至关重要。 日中两国如同左右手, 需要同舟共济、 携

手共进。 希望中国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也希望未来日中两国能为国际社会的和

平与繁荣携手共同努力盂。

日本友人、 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获得者、 日本广岛县福山市日中友好协会会长佐藤明久说, 从地

球上看, 日中两国的地缘距离非常近, 希望更多日本人能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冶, 到中国亲眼看

看, 亲身感受, 认真了解中国。 也诚恳希望两国人民能经常去对方国家交流访问和旅游。 他说, 从

我第一次到访上海至今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我见证了上海从自行车时代步入汽车时代。 毋庸置疑,

这些年来, 我亲身感受到了中国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大大提高。 中国国土面积宽广、 GDP 很高,

但人口众多, 如何让全体国民都富起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二十六

分之一, 人口是中国的十分之一, 也存在许多社会问题, 更别说中国所要面临的诸多难题了。 他说,

日本有许多人正在关注十九大, 虽然日中两国政体不同, 但他非常愿意向日本国民介绍此次大会召

开的重大意义。 他说, 我们都很关注, 习近平总书记在接下去的五年将如何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富强。

他说, 在他的中国友人中, 有许多积极进取的中共党员, 期待他们在接下去的五年中, 为了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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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 安泰继续做出更多的贡献淤。
日本共产党员大平喜信表示, 日本许多共产党员都很关注十九大, 希望日中两国能携手维护世

界和平, 期待各国人民永世友好。
日本著名经济学家、 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江原规由认为, 过去五年中国经济积极快

速发展, 充分实现了国际化, 并在 “一带一路冶 倡议的带动下, 建立了新型的合作共赢的国际关

系, 希望日中两国扩大经济合作关系, 携手拓展共同领域。 他认为, 行之有效的反腐败以及扶贫政

策的实行、 成为资本净出口国等措施, 使中国的社会正义与民生稳定更加巩固。 中国过去的五年里,
GDP 年平均增长率为 7郾 2% , 虽然进入中速增长期, 但与世界经济增长率相比, 仍然是相对较高的

水平, 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做出了贡献。 中国还出现了分享经济、 假日经济、 考试经济、 冰雪经济、
二孩经济等多个日常经济, 其中分享经济如今已经在世界各地生根开花, 能够看出中国日常经济的

国际化正在不断推进, 其中有不少经验能与世界各国分享。 江原规由认为, 2015 年中国的经济规模

超过日本一倍, 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 日中关系迎来新时期。 日中两国之间有不少可以

互补的地方。 今后, 日中两国还将扩大在海外的经济活动, 在海外推进日中合作的机会将会增加。
进入中国的日本企业与中国企业能够创造出联手进入第三国的机会, 这对两国的互补关系很重要,
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 他说, 不少调查数据显示, 许多日本公司想在中国扩大业务。 在今后两

国合作方面, 需要明确认识到两国有许多共同领域可以携手拓展, 深入合作, 如少子老龄化、 城市

化、 医疗护理、 人才交流等于。
日本企业家、 旭东压铸集团的山森一男会长说: “对于旭东而言, ‘中国+1爷 加的还是中国, 我

们不会动摇对于中国的信心, 今后也会继续扎根中国, 和中国同发展共进步!冶盂

当然, 我们不能不看到, 日本各界在充分赞誉习近平新时代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存在着一

些杂音, 如有 NHK 评论员认为, 伴随着中国经济超过日本, “中国对日本的威胁冶 也是显而易见

的; 还有日本人士认为, 从十九大报告看出, 中国外交将奉行 “强硬路线冶, 中国倡导的 “一带一

路冶 有 “新殖民主义之嫌冶; 日本共产党也认为, 中国开始迈向 “军事大国冶榆。 总的来看, 日本各

界对十九大的正面评价超过了负面的认识。 虽然中共十九大已经结束, 但仍有许多有远见的日本政

治家、 企业家和学者并没有因此而淡忘, 而是对十九大报告内容进行全面、 认真、 深入地研读。 政治

家们试图从中发现中国未来的政治发展走向, 企业家们试图从中发现商机, 学者们试图从中总结中

国政治、 经济、 外交、 军事等方面的发展特点和规律, 以便更好地与中国进行全方位交流与合作。

(作者系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编辑: 谭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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