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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geographical point of view, China and Japan are living together in clothes and waters.
From the historical point of view, there are friendly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re are also unpleasant conflicts of war. In either case, China and Japan should establish
long-term, stable relations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Adolescents ar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Young people’s cognition of China and Japan affects the future dire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herefore, studying and analyzing the views of Chinese youth on Japan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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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地理位置上看，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比邻而居；从历史上看，两国之间既有过互助互利的友好来往，
也有过不愉快的战争冲突。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中日两国之间都应建立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青
少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少年对于中日两国的认知影响着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发展。因此，研究和分析
我国青少年对日看法，对发展中日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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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迄今为止，中日两国之间已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史。这两千多年中既有友好合作的来往，也曾因日本
走上侵略对外扩张的道路而发生过不愉快的战争冲突，以致于给中国和中华民族带来极大的伤害。中国
和日本两国在亚洲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重要的国家。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中日两国建立长期稳定的
友好合作关系是非常必要的，而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同时，未来属于青少年
们，所以中国青少年对于日本的看法及对中日关系走向的认知及预测对中日关系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和积极的影响。

2. 既有成果及分析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日两国认知和关系的调查已成功进行过多次。据不完全统计，围绕对
日认知及中日热点问题先后开展过多次大规模的调查，其中，只针对青少年的社会调查为 1996 年 12 月
由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和中国青年报社针对《中国青年报》读者进行的中国青年对日本的认识调查；
针对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全体民众的社会调查有：1995 年 3 月由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社会调查系统
在北京和广州实施的中国公众对日意识调查；1999 年 11 月由中国舆论调查中心在全国 50 个城市进行的
中日相互意识调查；2000 年 11 月由北京世研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进行的北京市民对日意识调查(2002 年 8
月实施了第二次调查)；2002 年 9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有关对日认知和中日关系的中日
舆论调查(2004 年以后又实施了三次调查)；2005 年至 2017 年由中国日报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中
方机构与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中日关系的舆论调查(每年举行，共十三次) [1]。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
是“北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真实反映中日两国民意、增进两国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从
2017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相关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与往年相比，中国民众认为日本“很亲近”“亲
近”的比例有所增涨。
从以上调查的时间及内容来看，进行中日关系及对日认知等相关内容的调查频率与持续的时长趋于
增加。这期间经历了从断断续续的调查开始慢慢向连续持久并且系统的调查转变。这说明我国对于中日
关系及对日认知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受访者关于对方国家的印象和对中日
关系的发展评价都呈现逐渐改善的态势，并逐渐展现出对于中日关系未来和在国际事务上的合作具有良
好期待[2]。
以往的调查结果与数据分析表明，在舆论调查中，青少年对日的看法有一致性，且负面评价比例较
高。通过各项数据分析表明，我国青少年受访者个体之间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的评价较为一致，且对于未
来中日关系走向的预测也较为相似。于此同时，我们可以发现，在历史遗留问题上，我国青少年对日本
的看法普遍呈现为负面评价，且普遍认为中日关系的现状不算乐观。但我国青少年对中日关系的重要性
仍保持着一定程度地认识，且对中日关系未来走向的预测及看法较为理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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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青少年眼中的日本
就中日关系而言，首先要了解普通群众的看法和认识，而其中青少年一代的看法和认识尤为重要。
中国当代青少年出生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相比于老一代中国人，他们思维和理念相对独特和新颖。
另外，他们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形成和完善的时期，因而他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不仅与他们自身的
发展息息相关。更重要的是，对中国的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外交发展以及是否能和各国建立友好和
谐的关系也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因此，中国青少年们对于日本的认识也直接影响着中日关系的
走向。中国青少年作为年轻的一代，知识结构及思维方式也是特殊且极具特色的一代。互联网等现代通
信技术的发达，使青少年一代获取信息方式更为丰富，同时眼界更为开阔，思维方式也更具有创新性。
另一方面，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熏陶又使青少年具有保守、严谨的一面。在这两种矛盾而又相辅相成
的思维方式的互相作用下，中国青少年对于日本的看法具有两面性[4] [5]。

3.1. 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往来
中日两国地理位置相邻，两国间的交流已经约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国青少年平时的学习及生活中
的影视作品等，都涉及有中日交流的部分描述。从中国青少年必修课——历史课的课堂上及教材中都可
以学习到日本的历史文化。从这些课本、资料中不难看出，日本的历史文化等与中国的极为相似。在
历史上中日两国也曾有过很多互惠互利友好合作的往来。两国数千年间友好往来的史实，使部分青少
年对日本与我国历史文化相似的部分很容易产生亲近感。从往年的研究调查数据中不难看出，一部分
中国青少年对于前往拥有浓厚历史文化气息的京都等地有参观旅游等意向。并且，对于部分日本的历
史文化是否与我国唐宋时期的文化历史有相似性这一问题也保持着好奇心。其中不乏一些青少年愿意
在学生时代去探寻两者之间的异同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青少年对日本的看法和对待日本的
态度。

3.2. 对日本侵略性的憎恶
第一次工业以来，沦为重要的原料生产地和商品倾销地的中国成为了资本主义列强侵华的重要目标，
日本在这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中国进行了野蛮的侵略。
多年的侵略扩张和各种惨无人道的行为，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伤害和灾难。这些行为不仅给
当时的中国及中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具有延续性的伤害，也对当今中国人民的心理及感情也有极
大的伤害。中国民众普遍认为这一时期是中日关系最为恶劣的时期。纵观历史，中国对日本文明的进步，
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日本却在这一时期选择使用野蛮而残酷的手段对中国进行侵略。日
本的对华侵略有着不可否认的史实为证，却遭到了一部分日本人和政府的全盘否认，所以日本是当时侵
略中国的列强中，最为中国民众憎恶的国家。
大多数的中国青少年对于日本的憎恶之情也基本来自于这一时期日本的惨无人道的侵略手段。我国
青少年对这些史实最初的客观认知大多来自于书籍材料、影视作品等。这些材料客观阐述了当时的境况，
同时起到回顾历史、正确认识历史，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鼓励自我的作用。这段历史无疑是中国自古
以来收到极大伤害的一段时期，我国青少年很容易对当时的日本产生憎恶感及抵触之情。

3.3. 对于日本科技经济文化等先进性的肯定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在当时日本响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明治维新进行改革，走上了强国之路，
此后成为全世界范围内重要的经济科技大国之一。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其在科技、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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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速发展被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少年所肯定，并持佩服态度。
从经济上看，中日两国虽然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一些经济摩擦，但对于日本在经济上的发展，我国大
多数青少年持肯定态度并对在战争后的经济复兴中成长并做出努力的日本及日本人民表示钦佩。此外，
大多数青少年认为两国间的贸易往来是需要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科技方面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科学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中飞速发展，从一个科技落
后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取得了被世界各国都认可的成就。日本于 1949 年 1 月，正式成立了第
一个全国性的、由政府领导的学术领导机构——日本学术会议，领导开展国内科研工作。此后日本政府
又陆续建立了“科学技术厅”，“科学技术委员会”这两个作为政府发展科学技术的最高领导和咨询机
关，并且，为了发展科学技术开始大力投资。中国青少年普遍认为，日本发达的科学技术是被全世界所
认可的、值得学习的。另外，日本在科技上的成就和观念等对于我国加快改革步伐，实施“科技富国”、
“科技强国”，以及进一步深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都是值得借鉴的。许多日本品牌，
如索尼、东芝、丰田等现代工业品都被视为行业中的佼佼者。很多青少年对于日本先进的科学技术，如
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电子、汽车、机器人等十分感兴趣并心向往之，并志在前往日本留学
以学习其发达的科学技术[6]。
从文化上看，文化的交流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中是必不可少的。日本的许多传统文化是受
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影响后经过长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如茶道，歌舞伎等。大多数青少年对于这些与
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日本文化抱有一定的兴趣。除此之外，极具代表性的日本文化产品就是当今日本的
动漫及周边产业(如 cosplay，手办等)，动漫文化是现如今独特的日本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动漫
在中国深受以青少年为主的广大民众的喜爱。大部分青少年甚至中年人都表示出对其的喜爱及浓厚兴趣。
如《樱桃小丸子》、《美少女战士》、《圣斗士星矢》，再到后来逐渐引进的《名侦探柯南》、《灌篮
高手》、《魔卡少女樱》等。随着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文化、科学、历史等方面的日本动漫的引
进，我国青少年的成长受日本文化的影响愈发深刻。它以青少年喜欢的方式拓展了知识面，丰富了课余
生活，也使青少年在学业的重担下得以放松。上海零点调查有限责任公司与上海电视台财经频道合作的
调查显示，在世界各国的动漫作品中，日本的动漫作品最受欢迎。此外，日本一些有名的演艺人员在中
国的青少年中也颇受好评，如石原里美，新垣结衣，小栗旬等[7]。
从社会文明国民素质的方面来看，人际互信与秩序共守是日本国民的一大优点。尽管在日本的生活
压力很大，但日本人却保持着从容而有秩序的生活态度。在日本各地都经常能见到堵车但秩序井然这一
景象。此外，路不拾遗是日本大部分国民的又一优点。并且由于日本国土面积狭窄，国内资源并不丰富，
且地震台风等天灾较为频繁，日本大部分民众都有着深刻的危机意识。这种忧患意识的教育是从小学就
开始普及的。在日本，每个学校每月都会进行一次防火演习，每季度都会进行一次防震演习，并且每个
家庭都必会备有压缩防灾包。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少年对于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及大部分人口素质的评价
十分高，并认为值得我们自己学习和借鉴。
这些积极和先进的部分，尤其是文化及社会文明方面的值得学习的部分，使我国部分青少年在一定
程度上改善了对日本的看法和态度，并让他们认识到，在记住历史的同时，也要学习正确先进的部分。
换言之，这些积极先进的方面，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大部分青少年能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日本。
正是对日本的憎恶和喜爱这两种的完全矛盾的感情形，成了中国青少年眼中的日本形象：既有侵略
性的一面，又有积极先进的值得学习和肯定的一面。而从实际上来看，影响青少年对于日本的认识和看
法的因素很多，比如地域环境，教育背景等。这些影响因素使数量庞大的中国青少年对于日本的基本认
知既有合理性的部分又有片面性特点[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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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青少年眼中的中日关系
在大部分中国青少年眼中，中日关系既不是一帆风顺，也不是直线下降的，而是波折中呈现上升的
趋势。从时间上来看，中国青少年认为中日关系经历了几次转折：
在日本实施对外华侵略政策以前，中日关系大局上来看是合作友好，互助互利的。并且，在日本文
化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中国提供了很多帮助和借鉴经验，使日本文明得以发展，并在中国文化之中融合
自己的特性，形成了日本独特的传统文化。
而在日本为争夺资源，市场等利益而走上侵略道路时，中日关系进入了最为恶劣的时期，这也是中
国民众最为憎恶日本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的行为给中国及中华民族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与伤害。
现如今，大部分青少年认为，中日关系走在一条波折但总体趋势变好的道路上。以经济方面的往来
为代表，虽然中日两国之间在经济方面或多或少的有些冲突，但在经济上，两国是互相依赖共同发展的
关系，这也是两国贸易往来的一大特点。
在看待中日关系的问题上，绝大多数青少年都认为中日关系非常重要[1]。这表明，中国青少年准确
地认识到维持中日两国之间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
青少年对于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的期望。中国青少年们认为，影响中日关系的因素复杂且多元化、如历
史因素、领土争端、国际形势、国民对日看法等。同时，在看待日本及中日两国之间是否能维持长期稳
定的友好合作关系问题时，当今的中国青少年普遍认为，日本民众及政府只有承认日本曾以野蛮手段侵
略中国的这一事实才是维持中日关系长期稳定合作发展的前提。
总体来说，影响未来中日两国关系走向的因素虽然复杂且多元化，并且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几经波
折，但绝大多数的中国青少年仍能理性地用长远的目光看待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并持乐观态度。

5. 结论
中国的青少年一代，生活在一个信息多元化，科技经济发展飞速的时代，接收信息的渠道以及所接
收到的信息也趋于多元化，这就形成了他们独特的更加全面的思维模式，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他们
对社会价值等构建一个独特的认知。这对于他们在对外认知方面有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大部分
青少年在认识日本时仍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总体来说是向着更为灵活更为客观的方向发展。青少年是祖
国的未来，必定对国家的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10]。而中日两国不论从地理位置，国际地位，历史进程
等方面来看，都应该维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而中国青少年是否能理智地看待中日关系，是影
响未来中日关系走向的重要问题之一。而今，我们不论从调查数据或是分析结果来看，绝大多数的中
国青少年对于日本及中日关系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化和客观，这不难看出中国的青年一代在抱有一颗爱
国之心的同时，对于日本及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也能更加理性，这对于中日关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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