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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那么，现在开始讨论。首先由

中方向日方提问。 

（复旦Ａ） 我不认为今天下午讨论的问题

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台湾问题是一个中国的

内政问题。它不管台湾问题的现状是什么，

刚才日本同学的发言很不错，可是我认为日

本同学的发言是站在日本的立场上的发言，

你能不能从中国的角度上去想一想呢？比方

说，日本的北方四岛问题，我想站在日本的

角度上来讲一下这个问题。北方四岛问题是

日本和俄国的问题，我听说最近日本在北方

四岛的问题上有了转机，俄国提出可以归还

北方四岛。可是比方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

在北方四岛上有既得利益，美国不允许日本

收回北方四岛，那么日本将采取些什么行动

呢？你刚才对于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问题，

那么请问你认为中国和台湾应该怎样进行谈

判呢？是在一个政权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呢？

还是在两个政权的条件下进行谈判呢？ 

（庆应：杨井）首先我对第一个问题进行回

答。我不知道北方领土问题到底是从哪儿出

来的？这次我们发表是以台湾问题的和平解

决为题的，在这儿我没有必要回答有关北方

领土的问题。下面，我对第二个问题进行回

答。就是关于中国和台湾要怎样做才能进行

对话的问题，首先对于这个问题台湾和中国

的看法不一致，处于找不到谈判的接点的状

态。而且，不管怎么看，中国和台湾处在分

裂的状态都是事实。我认为在分裂的现状的

基础上，有必要在互相尊重的原则下寻找和

平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认为现在的状况是由

于中国用施加一些压力的方法勉强台湾开始

对话，反而使对话不能得到实现。 

（复旦Ｂ） 如果大陆和台湾统一以后对你

们日本起到什么作用？ 

（庆应：杨井）我认为如果台湾问题能够得

到和平解决，日本就能继续维持与台湾的经

济关系，与中国的稳定的关系鞥继续保持下

去。但是，这是在以和平解决为条件的，如

果使用武力解决问题，那么结果就不同了。 

（复旦Ｃ） 我先纠正一个常识性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在国际上一般称为大陆和台

湾的问题，而不是中国与台湾的问题。刚才

那位同学讲中国和台湾为什么不能对话，是

因为长时期以来两岸不能够平等的对待，可

是不知道你们是否听过，大陆钱其琛提出什

么时候都可以谈，只要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

刚才你们讲中方给台湾施加压力，其实我们

认为是外国给中国施加压力。如果没有台独

的势力的，中国大陆是不会对台湾施行武力

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江八点的重要内容。

我觉得台湾问题始终是中国人的问题，别人

不应该干涉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在 1937 年能够团结起来就是因为日本的介

入。所以我认为日本最好不要在台湾问题上

插嘴。 

（庆应：杨井）日本采取的是理解台湾是中

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但是，这次我们的发表

是基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的同时，

也密接地关系到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的认识

的基础上，才出现了日方的问题。因为日本

与台湾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所以日本也不

能要求台湾怎么做。我们能做的只是， 要求

中国方面冷静地解决台湾问题，相反，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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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在不进行会话的情况下，推进军事竞争

的话，我想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出现危险的状

态。 

（主持） 到了休息时间，下面休息。 

―― 休息 ―― 

（庆应Ａ）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想请问黄同

学在发表中提到的”台湾帮”所指的具体内

容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日本由于不拥有

核武器，所以才对美国言听计从的这种想法

是不是在中国被广泛接受的呢？ 

（复旦：黄）下面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关

于台湾帮问题，这里我具体指的是，在日本

政界有一个组织叫日华关系议员懇谈会，在

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材料，

是关于这个组织的，说里面的大部分议员如

从岸信介先生开始的大批的议员支持台湾方

面意见的议员存在。据我所知，日本的小泉

首相和森喜郎前首相都是这一关系组织的成

员之一。 

    关于第二个问题，关于日本是不是经常

站在美国这一边，据我了解不管是对于这方

面做研究的学者还是一般老百姓对于这一问

题的看法都是一致的。关于日本是否站在美

国一边，日美安保条约是最好的证明。 
（庆应Ａ） 请问您知道日本是一个独立的

主权国家吗？（笑） 

（复旦：黄）据我所知，自1960年，日美安

保条约重新签定之后，日本已经是一个这样

的国家了。我难以想象，一个拥有自主权的

国家，借助别的国家来镇压自己国家内的叛

乱。 

（庆应Ａ） 什么时候呢？ 

（复旦：黄）那是1960年以前的事。 

（庆应Ａ） 可是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

了⋯ 

（复旦：黄）但是我还是看到驻日美军的存

在。 

（庆应Ａ） 美军如果不驻扎的话就可以说

日本是个主权国家吗？ 

（复旦：黄）只要有外军驻扎的国家，一般

的来讲，在某种程度上主权都会受到一定的

干涉。无论是国防政策还是它国内的政治政

策。 

（庆应Ａ） 这样说的话，韩国，德国，沙

特阿拉伯都不是主权国家吗？ 

（复旦：黄）在某种程度上。 

（庆应Ａ） 那么如果解除日美同盟，中国

就会默认日本可以拥有独立的军队吧。 

（复旦：黄）这好象是涉及到贵国宪法的事

情，我不便干涉。 

（庆应Ｂ）关于这个问题，因为日本是主动

的选择日美同盟的，所以可以说这与独立不

独立完全无关。我有一个问题是，今天黄同

学的发表中使用了”台湾问题”一词，可是

我不知道它具体指的是什么？谈到在日中关

系的台湾问题的时候，指的是什么问题呢？

从今天的讨论来看，它指的是台湾的人到日

本来的问题吗？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中

方的各位认为应当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实现

两岸统一呢？ 

（复旦：黄）关于讲到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

自主选择的这个问题，我记得在1960年日美

安保条约重新签定的时候，日本好象有几十

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包括东京大学教授

在内的十几名知识界人士作为日本人的良心

来作出抗议。中日关系中的台湾问题，指的

是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进行统一的时候，日本

对这个问题所持的立场和态度。台湾问题是

属于中国内政，但是由于中国是处于一个国

际体系中，所以中国是处于对国际上的责任

感，所以要考虑各国对台湾问题的反应。至

于中国如何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已经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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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湾问题的白皮书，为台湾问题的解决

规定了原则。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请特别注

意和平统一在前。 

（庆应：杨井）刚才您提到如果能够尽快实

现和平统一，当然是值得欢迎的事情，但是

请问您知不知道据在台湾实行的民意测验中

显示百分之八十的台湾人反对实行一国两制

的政策的事实吗？所以，我认为中国大陆的

政府应该已经到了必须要考虑其他方法的阶

段了。 

（复旦：黄）我想告诉这位同学，在台湾的

民意调查中，在台湾进行一国两制有 80%的

人反对，其前提是作为中国的一个省类似于

香港的地位。在这个前提下进行的调查是

80%的人反对。台湾新党方面对这一问题有另

外一个民意调查，去处掉台湾是中国的一个

省的这一特殊前提，仅仅是一国两制解决台

湾问题，有将近 35%的台湾人投票赞成。 

（庆应Ｂ） 刚才出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内

容，我想和平的解决虽然是目标，可是从实

际上来看，具体正在做什么，正如刚才杨井

同学的发表中谈到的那样。中国必须在国际

关系中解决台湾问题。中国正在为从美国和

日本得到对”三不政策”的保证而努力。但

是，我认为如果真希望统一的话，问题的关

键在与中国如何让台湾人形成希望统一的心

情。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每年不断地配

备五十基的弹道导弹，现在在台湾海峡已经

布有三百基的弹道导弹了。这样不断地强化

军事力量，致力进行军事扩张的中国，怎么

能抓住台湾人的心呢？ 

（复旦：黄）回答谢谢这位同学，关于如何

让台湾人认同与大陆统一，这正是现在中国

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讲到导弹问

题，好象据朱融基总理在美国和日本的讲法，

连他本人都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导弹布置在台

湾海峡的附近。导弹部署的问题纯属一个国

家的军事机密。就象中国不会向美国在夏威

夷提出意见一样。台湾人民对这个导弹有恐

惧这很正常。几年之前在克林顿总统访问中

国之前，我们中国人也是生活在美国核导弹

的恐惧之下的。重要的是看谁按下了弹道导

弹的按钮。台湾人民不想被导弹所毁灭，中

国人民也不想被导弹所毁灭。中国人不打中

国人是很重要的承诺。那还怕什么呢？ 

（复旦Ａ） 星期六下午我门同台湾来的一

个代表团，都是青年人，我们进行了很好的

交谈，当然也有了一些意见的交锋，但是大

家都认为中国人还是血浓于水的。他们也谈

到了感情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关于台湾问题，

还是有双方坐下来很好的谈一谈。从国家的

层次来看两个地区是有一些对立，但是从人

民的角度来看，大家还是比较赞同统一的。

所以关于导弹的问题，纯属是针对台独的。

如果日本的琉球列岛要独立的话，我相信日

本也不会同意的。我还想谈以下刚才谈到日

本是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日本是一个

主权国家。但是我们在谈日本和美国站在一

块的时候，是在外交上来谈的。我觉得我们

不应该用对立的思维来思考问题。最好有一

个朋友关系。 

（庆应：田添）刚才你们提到如果琉球要求

独立，日本应该会反对，我认为就算冲绳想

要独立，日本应该也不会行使武力的。 

（小岛教授）为什么可以这样说，不说理由

可不行呀。 

（庆应：田添）如果台湾要独立的话，中国

一定会行使武力的吧。新加坡的李光耀也反

复表明了对这个问题的担忧。东亚各国都在

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有行使武力的可能性而

感到不安。中国是不是对东亚的安全保障不

负责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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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Ａ） 担忧是可以，但大家为什么不

去做台独势力的工作呢？为什么老是来做在

国际社会上都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工作呢？我们一直提出要和平统一。只要你

台湾人承认你是中国人，其他的都好谈。问

题的关键是台湾领导人有安全上的考虑，有

自己政治利益的考虑。台湾人要到大陆来，

需要到澳门去转机，我们当然希望他们可以

直接来，但是是谁不同意呢？我们在台湾问

题上是一让再让，我想问为什么受伤的总是

我们？ 

（复旦Ｂ） 首先我想说，今天我们讨论的

问题是台湾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不单纯

是讨论台湾问题。我想把主题拉回来。刚才

博士生谈的台湾人的感情问题纯属中国的内

政。其次我想对刚才日本同学的发言提两个

问题。对方同学说，台湾问题对日本主要是

安全和经济两方面的影响。首先我想说安全

上面讲，我们中国政府从决定统一到现在为

止，一直是用和平的态度在对待台湾问题。

我们也懂得任何问题的解决是相互妥协的过

程。而我想台湾是一味的增加军备和购买武

器。所以我认为我们得不到公识的责任不在

中方。您的发言稿上有一个物理行使的内容，

我认为这是我们行动的最后一步，当然我们

也会在谈判上更加努力，但是我们不能承诺

放弃行使武力。试问如果把你们的九州或者

四国要分裂以外，你们会怎么做？您的发言

稿上说，我们应该放宽一国两制，我不清楚

我们应该怎么再放宽？第二是经济方面，我

认为这一方面我们应该用长远的眼光对这一

方面进行观察。假如中国统一和入世的话，

中日贸易的未来将更加光明，我想你不能以

统一时短暂的利益的损失来衡量对中日贸易

的影响。 

（庆应：杨井）我们都知道和平解决方式是

基本原则，武力解决只是最后的手段。但是，

从现实的两岸关系来看，自从1995，96年台

湾海峡危机以来，事实上，两岸对话处于断

绝状态，而两岸的军事力量却不断地增大。

台湾已经放弃了对大陆进攻的意图，但是中

国还是把武力解决作为最后的手段留了下

来。我想如果放弃作为最后手段的武力解决

方式，撤去设置的导弹，就会使两岸关系取

得很大的进步。 

（复旦：黄）刚刚这为同学的观点，就是说

既然台湾不反攻大陆，那么大陆也应该不收

回台湾，那我想反问一个问题。在英国和北

爱尔兰的问题中，爱尔兰的共和军好象也没

有夺取伦敦的计划。他也只是想赢得北爱尔

兰的独立，那么英国是否从北爱尔兰把它的

驻军全部撤退了，让北爱尔兰进行全民共决

呢？英国可是标准的老牌的民主国家。 

（复旦Ｃ） 我想就刚才日方同学的发言还

有那位杨井同学的提问的回答讲两点我的意

见。刚才杨井同学在休息之前在回答我方同

学的提问时说，如果利用和平手段统一，那

么对日本来说就是有利的。如果用武力统一，

对日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那么我所不能理

解的一点是，为什么是同样的一个统一的结

果对日本的影响却是不同的？如果日方肯定

大陆与台湾统一对日本有利，那么用那种方

式来统一是中国的内政，日本无权来要求中

国用什么方式来统一台湾。第二点，我们希

望和平统一台湾，动武不是我们希望的手段，

但我们不会放弃这一最后的手段。当然，我

们不想动武，这是每个中国国民的想法。所

以我们希望国际社会为中国创造一个和平同

意的环境，我们不希望日本在台湾问题上发

挥负面的作用。比如，日本政府允许李登挥

访日，我想这样的作法是不利于和平统一的，

同时日本这样作也是不负责任的。正如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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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在发言中提到的结论的一个，日本希望

中国和平统一台湾，所以日本应该在这个问

题上发挥它的作用。今天我们讨论的是中日

关系与台湾问题，你们是不是考虑到日本在

中日的这个台湾问题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呢？以上是我的发言。 

（庆应：桑野）首先，我想对为什么对台湾

行使武力会使日本为难提一个的问题。正像

我们在发表中指出的一样，有安全保障和经

济上的两个理由。我们希望强调的一点是有

关确保海上通道的问题。海上通道对日本的

安全保障来说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海上通道

不能得到确保，日本的进出口就会受到影响，

那么日本的经济就会蒙受很大的打击。其次，

可以从日中友好关系的观点来说明。如果在

台湾海峡发生武力冲突，美国介入其中的话，

日本根据日美安全指针必须为美国进行后方

支援。那样， 日本和中国就将陷入敌对状态，

就会破坏努力建立起来的日中友好关系，这

是我们所担心的。同时，我也希望您能注意

一下日本和中国从98年已经竭诚了伙伴关

系。在其中明确记载了日本和中国要为了东

亚的稳定与和平而努力。从这一点来看，日

本也希望中国避免出现武力冲突的局势。 

（庆应：根本）我想用简单的语言来解释一

下桑野同学的意见（笑），我认为C同学的问

题是以和平的方式还是以武力解决台湾问

题，对日本有什么不同？和平解决是日本所

希望的。但是，如果出现用武力解决的情况，

日本就不能在台湾海峡进行运输。那样，就

不得不绕远路，而日本就会蒙受经济损失。

为此，日本不希望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小岛教授）让我说一句话。为什么反复对

中国提出希望和平统一，避免行使武力呢？

大家说的理由中缺少了重要的一点吧。行使

武力就会牺牲台湾的人民。不管是独立派还

是反对独立派，台湾的居民会成为牺牲品。

另外，行使武力也会使中国方面出现牺牲

吧？总之，中国、台湾双方的人民会受到伤

害。所以希望避免行使武力是应该的。完了。 

（复旦Ｃ） 我想对刚才日方同学说的那两

点发表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刚才那位同学一

直提到日本的利益与台湾息息相关。如果光

凭这一点的话，这并不表示日本可以对中国

的内政施加压力。这里我想冒昧的说一句，

这种说法让我感到 20 世纪的霸权主义的那

种行为。第二点就是所谓的台湾海峡战争，

这都是一种假设，刚才你提到美国会干涉这

一问题，我想美国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

应该是不会参与这种中国的内政问题的。中

国一直强调的是和平统一，但是武力统一只

是一种的保留的手段。中国人也不希望看到

台湾海峡爆发战争，中国人打中国人的这种

状况。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要避免这种情

况的发生，不仅是要中国政府的努力也要是

台湾当局作出积极的努力，而且日本和美国

也应该给中国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协助中国

进行和平统一。 

（庆应Ｃ） 关于行使武力，我有一个问题

想问一下。刚才Ｃ同学说不能放弃对台湾行

使武力的手段，但是为什么一边强调中国人

不打中国人，一边强调不能放弃行使武力

呢？ 

（复旦Ｃ） 我进一步把我的观点阐述一

下，我们不想动武并不代表我们最后一定放

弃动武，当然我想谈到的一点就是，我们不

会把动武作为优先的手段。在有可能进行和

平统一的条件下，我们不会行使武力。我们

不放弃动武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主张台湾是中

国的一个部分。我们希望最后能够统一台湾。

如果我们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话，那么

台湾问题可能回一直持续下去，台湾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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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不能统一。正如刚才日方同学提到的台

湾岛内的一些现状，这些现状当然是大陆不

愿看到的，我们说不放弃动武正是起一种抑

制作用。我最后还想强调动武不是优先手段

是最后的手段。 

（主持）快到时间了，这是最后的一个问题。 

（庆应：福山）我认为关于武力行使的问题，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互信赖的问题。在强调

和平解决的同时，却反复地进行导弹演习，

并出现增加导弹配备的状况。在持续这种行

动的同时，还说要和平统一，这周围各国会

相信吗？就算不完全放弃武力，也可以通过

抑制军备扩张，削减军备等行为来争取重新

取得信任吧？ 

（复旦Ｃ） 我想再说一句话，我想举个例

子，刚才这为同学说，中国主张武力统一不

是优先手段，但是仍然在台湾海峡举行演习，

我想举一个例子或者日方同学更容易理解一

些，日方讲日美安保条约对东亚稳定是有积

极作用的。但是日美之间每年也进行军事演

习，日本的军备也在每年扩大，请问这样做

对东亚地区稳定起到作用的话，那么我想中

国在台湾海峡举行演习也是对东亚的稳定起

到积极作用。所以我认为这样做，最终是有

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我想如果日方同学认

为日美安保对于东亚稳定起积极作用的话，

应该我想在这这个问题上日方应该是容易理

解的。 

（主持） 已经到时间了。今天的讨论就

到个儿结束。如果还有什么问题，请在明天

下午的自由讨论时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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