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府

对石桥湛山认识演变过程之考察
———以中国外交部档案、 «人民日报» «世界知识»

为中心∗

[日] 王雪萍∗∗

石桥湛山在战前就作为日本的新闻工作者反对日本对外扩张ꎬ 日本战

败后ꎬ 他进入政界曾担任大藏大臣 (财政部长)、 通产大臣 (通商产业大

臣)、 自由民主党总裁、 内阁总理大臣等要职ꎮ 在中日关系方面ꎬ 他曾两次

访华ꎬ 并与毛泽东、 周恩来等当时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会谈ꎬ 为中日邦交正

常化尽力颇多ꎮ 因此石桥湛山在中国的知名度在战后日本的政治家中较高ꎮ
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ꎬ 中国的学术界对石桥湛山的关注不断提高ꎬ 但大

部分的研究是关于石桥湛山的思想 (经济、 外交、 和平主义、 小日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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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日本学术振兴会科学研究费 (基盘研究 Ｃ) 「冷戦期中国外交の形成———人事システ

ムを中心に」 (研究代表者: 王雪萍)ꎬ 科学研究费 (若手研究 Ｂ) 「中華人民共和国の対日 「民

间」 外交と日中人的交流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 (研究代表者: 王雪萍) 的研究成果ꎮ 同时笔者在

此向在本研究过程中ꎬ 为笔者提供资料的日本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杉浦康之和成蹊大学教授井上

正也表示感谢ꎮ 本文的日文版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在日本的 『石桥湛山研究』 (日本石桥湛山研究学会) 第

２ 号上已刊登ꎬ 本文在日本版的基础上略做修改ꎮ

[日] 王雪萍ꎬ 日本东洋大学副教授ꎮ



对中国的认识等) 的研究成果ꎮ① 在中国大陆从中日关系角度研究石桥湛山

的论文当数安成日的研究ꎬ 但该论文主要是基于日本已经公开发行的资料

进行的概述ꎮ②

在日本国内对于石桥湛山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公开已经持续了较长时间ꎬ
出版了相当多的相关研究的学术著作及论文ꎮ③ 这也是在中国国内进行的石

桥研究主要使用日方资料的原因之一ꎮ
但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如何知晓石桥湛山ꎬ 特

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对石桥的认识是如何变化的研究论文ꎬ 在笔者所见范

围内还没有发现ꎮ 为了观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外国政治家石桥湛山

的认识ꎬ 除了分析中共中央机关报 «人民日报» (石桥湛山相关文章 ５７ 篇)
和外交部主管的期刊 «世界知识» 杂志 (石桥湛山相关文章 １４ 篇) 等资料

以外ꎬ ２００４ 年开始公开的中国外交部档案的价值也非常高ꎮ 到 ２０１３ 年为

止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已经公开了从 １９４９ 年到 １９６５ 年为止的 ８ 万卷以上的

档案ꎮ 据笔者了解ꎬ 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篇利用中国外交部档案进行石桥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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増田弘 『石桥湛山研究 「小日本主義者」 の国際認識』 (東洋経済新報社、 １９９０ 年)ꎮ 姜克

實 『石桥湛山の思想史的研究』 (早稲田大学出版部、 １９９２ 年)ꎮ 増田弘 『石桥湛山: 思想は人间

活動の根本動力なり』 (ミネルヴァ書房、 ２０１７ 年)ꎮ 上田美和 『石桥湛山論———言論と行動』

(吉川弘文館、 ２０１２ 年)ꎮ 姜克實 『石桥湛山』 (吉川弘文館、 ２０１４ 年)ꎮ 松尾尊兌 「日中国交回復

と石桥湛山」 『立命館文學』 (５０９)、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第 １４６８—１４８５ 页ꎮ 姜克實 「日中国交回復に

おける石桥湛山の役割———第一次訪中をめぐって」 『社會科學討究』 ３８ (２)、 １９９２ 年、 第 ２７—５８

页ꎮ 増田弘 『侮らず、 干渉せず、 平伏さず: 石桥湛山の対中国外交論』 (草思社、 １９９３ 年)ꎮ 上

田美和 「石桥湛山の中国論の再検討———自己責任の視点から」 『史観』 １４４、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 第

１６—３１ 页ꎮ 鹿雪瑩 「石桥湛山の中国政策とアメリカ (上) 戦後における石桥の中国政策」 『自由

思想』 (１２７)、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第 ５１—６３ 页ꎮ 鹿雪瑩 「石桥湛山の中国政策とアメリカ (下) アメ

リカの厚い壁」 『自由思想』 (１２８)、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第 ３９—４９ 页ꎮ 鈴村裕輔 「石桥湛山の対中国交

正常化への取り組み」 『国際日本学: 文部科学省 ２１ 世紀 ＣＯＥプログラム採択日本発信の国際日本

学の構築研究成果報告集』 (１１)、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第 １０９—１２４ 页等ꎮ



山相关研究的学术性成果ꎮ
笔者在收集到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中找到 ４０ 卷与石桥湛山相关的档案ꎮ

其中 １３ 卷是档案题目中有石桥湛山名称的ꎬ 其余的 ２７ 卷则为日本政要与从

日本到中国访问的代表团见面的会谈记录ꎬ 或统筹中国对日工作的廖承志

等对日工作人员与日本相关人士的往来信件中提及的关于石桥的相关信息ꎮ
因此笔者希望通过以中国外交部档案和 «人民日报» «世界知识» 为中心的

中方史料ꎬ 分析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石桥湛山认识的形成与演变过程ꎮ

一、 初识与误解 (１９４６—１９５１ 年)

石桥湛山在战前就长期反对日本政府在外扩张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之行

为ꎮ① 石桥在战前和战争期间的这些言论ꎬ 还引起了盟军的注意ꎮ② 在笔者

对 «人民日报» 中石桥湛山相关报道的调查中ꎬ 发现 «人民日报» 中最早

提及石桥ꎬ 是在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吉田反动内阁组成　 日报预测新阁命运

不长» 一文中ꎮ 该文是对 ５ 月 ２２ 日正式组阁的吉田茂新内阁进行的报道ꎬ
因为石桥湛山当时担任新内阁的大藏大臣ꎬ 所以报道中也提到了石桥及他

当时作为自由党党员与东洋经济杂志社社长的身份ꎬ 除此之外并无具体介

绍ꎮ③ 可以说在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这一阶段ꎬ 中国共产党对石桥湛山并没有过多

的关注ꎮ
如果说 １９４６ 年 «人民日报» 的报道只是未关注到石桥湛山其人ꎬ 那到

了 １９５１ 年ꎬ «人民日报» 对石桥的报道则出现了重大的误解ꎮ 因为石桥与

驻日盟军总司令部 (ＧＨＱ) 的意见不合ꎬ 所以 １９４７ 年被盟军以在大战中有

支持战争的言论为名 “整肃” 并解除其公职ꎮ 虽然 ＧＨＱ 所用的名义为莫须

有ꎬ 但当时这些具体情况在日本也是广为人知的ꎮ 而 ＧＨＱ 对其解除公职所

用的名义是石桥在战争期间在 «东洋经济新报» 等杂志上写的文章中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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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战争的倾向ꎬ 所以不明内情之人很容易产生误解ꎮ①

１９５１ 年正是石桥被解除整肃之年ꎬ «人民日报» 所关注的也并不是石桥

其人ꎬ 而是美国大规模解除日本政界财界法西斯分子的整肃之决定ꎮ 所以 ６
月 １９ 日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从批判的角度批评美日两国政府之行为ꎬ 评论

“美日反动派密谋已久的大规模解除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的计划ꎬ 即将

开始实行ꎮ 吉田反动政府在美国占领军总部的支持下ꎬ 在十五日的内阁会

议中决定了两项关于对军国主义分子解除整肃的法令ꎬ 并于当日公布实施ꎮ
一项法令是修改整肃令ꎬ 放宽原来禁止被整肃者担任公职的规定ꎬ 将扩大

撤销原先的整肃范围ꎮ 以前被列入整肃之列的 ‘大政翼赞会’ ‘翼赞政治

会’ 等战时团体的地方支部的人员ꎬ 经济界和评论界的法西斯分子、 东条

推荐的议员、 在乡军人会会员、 法西斯团体 ‘武德会’ 会员等ꎬ 都将被从

整肃范围内撤销ꎮ 另一项法令是设置一个委员会ꎬ 重新审查被整肃者的名

单ꎬ 以便大批解除他们的整肃处分”ꎮ 虽然将被解除整肃之人中的 ７３ 名主

要人员均定位为 “重要法西斯分子”ꎬ 当然其中也包括本次被解除整肃的石

桥ꎬ 但对他的介绍只为 “前藏相 (财政大臣) ”ꎮ②

但到了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解除整肃之后的 ６ 月 ２４ 日ꎬ «人民日报» 的

批判论调进一步加强ꎬ 认为 “这是美国侵略者违背波茨坦公告、 阴谋起用

日本法西斯分子的又一严重措施ꎮ 这次被解除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共计六

万八千九百多人”ꎬ 并担心 “他们在被解除整肃以后ꎬ 将可担任任何公共职

务ꎬ 公开为美国侵略政策服务”ꎮ 对于被解除整肃的石桥湛山的介绍则改为

“罪行昭著的法西斯分子前藏相石桥湛山”ꎮ③ 这 “罪行昭著的法西斯分子”
定义的依据ꎬ 文章中并没有言及ꎬ 所以笔者也无从推测ꎬ 但此定义与战前到

战时石桥的言论可谓相差甚远ꎮ 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ꎬ 或者说人民日报

社或新华社的报道人员中没有对当时日本的政治家石桥湛山深入了解之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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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再认识与怀疑并立 (１９５２—１９５４ 年)

被解除整肃的石桥湛山恢复了其自由党党员的身份ꎬ 积极参加政界财

界的活动ꎮ 之后中国对石桥的关注则是在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准备阶段ꎬ
当时一些日本的政界和工商界人士组建筹备委员会组织日方人员参加会议ꎮ
中国政府当时对于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十分重视ꎬ 也考虑在会议期间与日

本代表团接触ꎮ 同时ꎬ 解除整肃后的石桥湛山ꎬ 频繁与帆足计 (前绿风会

参议院议员ꎬ 其后成为社会党众议院议员) 接触并讨论莫斯科国际经济会

议的相关问题ꎮ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ꎬ 石桥湛山和北村徳太郎 (民主党最高委员)
等 １０ 人收到了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关于询问有关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

筹备问题的信件ꎮ 其后ꎬ 石桥和村田省藏、 帆足计等一起于 １ 月 １７ 日组建

了国际经济恳谈会ꎮ①

在此形势下ꎬ «人民日报» 于 ２ 月 ７ 日以转载新华社报道的形式ꎬ 介绍

了日本国内关于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相关动向: “１ 月 ２７ 日ꎬ 世界经济委

员会 (此名称有误ꎬ 正式名称为国际经济恳谈会) 的代表们和关西地方的

工商界人士在大阪举行会议ꎮ (中略) 会议结果都赞成日本代表参加莫斯科

的经济会议ꎮ 据宣布ꎬ 平野义太郎、 村田省藏、 石桥湛山、 加纳久朗、 北

村德太郎、 名和统一等都已同意参加会议ꎮ (中略) 新闻界屡次报道: 日本

外务省不肯发给日本代表的护照ꎮ 如 «朝日新闻» １ 月 ２９ 日称: 政府认识

到这种公然的禁止将会引起对于政府的强烈抗议ꎬ 因此它便打算 ‘说服’
北村德太郎以及其他被邀参加会议的人不要参加ꎮ 但是村田省藏、 石桥湛

山、 北村德太郎等是一定要去莫斯科参加会议的ꎮ”② ２ 月 １９ 日 «人民日

报» 继续对此事追踪报道ꎬ 称在日本政府特别是外务省的多方阻挠下ꎬ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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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相关人士仍表示将参加会议ꎬ 其中就有石桥湛山ꎮ① «人民日报» 对此问

题的报道ꎬ 可以看出此时已经开始修正对解除整肃之时的石桥给予的法西

斯分子的批判ꎮ
２ 月 １３ 日ꎬ 日本 «朝日新闻» 报道了石桥湛山和村田省藏两人决定放

弃去莫斯科参加会议之打算的消息ꎬ② 而 ２ 月 １９ 日 «人民日报» 的报道在

没有确认最新情况之下ꎬ 仍然根据 １８ 日新华社援引法新社消息的报道称ꎬ
“据 «东京时报» 透露ꎬ 日本政府方面人士ꎬ 尤其是外务省次官井口贞夫ꎬ
曾竭力想劝阻日本实业界代表人士ꎬ 叫他们不要到莫斯科去参加国际经济

会议ꎬ 该报指出: 日本实业界代表人士村田省藏、 北村德太郎、 石桥湛山

和加纳久朗仍然要去参加会议”ꎮ③ 从以上报道来看ꎬ 当时的人民日报社和

新华社可能没有精通日本政情并能及时了解日本最新信息的报道人员ꎮ
尽管如此ꎬ 此时中方也并没有因为石桥表示要参加莫斯科国际经济会

议就完全摆脱对其的怀疑态度ꎮ 因为 １９５２ 年 “旧金山和约” 的生效和 “日
台条约” 的签订ꎬ 中国与日本之间短期内不能建交的情况已成事实ꎮ 在此

情况下ꎬ 中国政府制定了对日政策的总方针ꎬ 即 “发展中日两国人民之间

(不是政府间) 的友好关系ꎬ 孤立美国ꎬ 间接地影响日本人民ꎬ 给日本政府

以压力ꎬ 迫使日本改变对中国的关系ꎬ 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ꎮ④ 由此

可知中国政府希望以改善中日关系来孤立美国ꎬ 所以对美国政府和日本军

国主义分子的联合相当戒备ꎮ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ꎬ 吉田茂首相突然解散众议院ꎬ 日本政局剧变ꎬ 全面

关注大选ꎮ 关于本次选举ꎬ «人民日报» ９ 月 ７ 日撰文分析称 “日益高涨的

日本人民争取和平、 独立与民主的运动ꎬ 迫使吉田政府不能按照其美国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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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希望ꎬ 完成大规模重新武装的计划ꎬ 最后并迫使吉田政府提前解散自

由党占多数的国会ꎮ 这种情形使美国占领者大感恐慌ꎮ 因此ꎬ 美国占领者

正在指使另外一小撮臭名远扬的军国主义分子积极参加大选ꎬ 以便在必要

时用来接替吉田政府ꎮ 据悉ꎬ 筹划和主持这个阴谋的是美国驻日大使墨菲ꎮ
他正在布置将来使自由党的鸠山一郎、 石桥湛山集团ꎬ 改进党的重光葵、
芦田均集团和社会党右派的三轮寿壮、 西尾末广、 松冈驹吉等 ‘重整军备

派’ 组织联合内阁”ꎮ 如此ꎬ 该文将石桥湛山列为协助美国的 “重整军备

派”ꎬ 并认为 “美国占领者显然对重光葵集团在大选中所能骗取的选票票

数ꎬ 仍不敢给予过高的期望ꎮ 因此ꎬ 墨菲正在计划拼凑一个由各反动政党

参加的所谓 ‘重整军备派’ 的联合内阁ꎮ 美国占领者的这种阴谋是欺骗不

了日本人民的ꎮ 日本人民在这次大选斗争中ꎬ 正在为打倒自由党和改进党

的重光葵和芦田均集团而斗争”ꎮ 可以看出ꎬ 该文显然是将石桥湛山作为

“重整军备派” 的一员视为日本人民的敌对面了ꎮ①

«人民日报» 进而在两天后的 ９ 日对为鸠山一郎派的石桥的行为又做了

如下报道ꎬ 使其人民公敌的形象更为加深ꎮ

据共同社透露ꎬ 日本财阀希望在大选中产生 “一个和共产党

划清界限的保守政权”ꎮ 而他们心目中的保守政权的组成者就是现

在执政的自由党ꎮ 共同社说ꎬ “可靠人士” 二日透露ꎬ “一群日本

大企业家代表” 正在 “政治舞台幕后秘密活动”ꎮ 他们 “保证在即

将举行的大选中全力支持自由党”ꎬ 并 “答应在财政上支持自由

党ꎬ 以使日本共产党不能得逞”ꎮ 前藏相 (财政大臣)、 自由党鸠

山一郎集团的主要人物石桥湛山已向日本财阀集团提出向自由党

“捐献” 一亿五千万日元的 “竞选基金” 的要求ꎬ “这些日本企业

家表示一致同意给自由党以全力支持”ꎮ 同时ꎬ 财阀集团也正以

“财政援助” 为手段ꎬ 对自由党施行压力ꎬ 促使自由党内部吉田和

鸠山一郎这两个集团在大选中采取一致的步调ꎬ 以避免削弱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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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力量ꎮ 上述 “可靠人士” 说ꎬ “这些大企业家答应给予财政援

助还有一个条件ꎬ 那就是自由党必须弥补吉田和鸠山一郎两派间

的裂痕ꎬ 以争取全国的选票”ꎮ 共同社透露ꎬ 财阀集团在大选中

“全力支持” 自由党的目的在于使自由党 “再握政权ꎬ 稳定政局”ꎬ
并 “维持经济现状”ꎮ 这就是继续对外从属于美国资本ꎬ 对内是镇

压人民ꎬ 摧毁和平工业ꎮ 日本财阀所希望于自由党的ꎬ 就是继续

维持这样的违反日本人民利益的局面ꎮ①

进入 １９５４ 年ꎬ 由于两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签署ꎬ 以及中国政府开始

协助滞留中国的日本侨民回国事项所达成的协议等ꎬ 都带来中日关系的逐

步缓和ꎮ② 特别是 １９５４ 年底ꎬ 日本政局剧变ꎬ 吉田茂政权岌岌可危之时ꎬ
由于石桥湛山参加反吉田的 “新党” 的筹备工作ꎬ 而被自由党除名ꎮ 这些

日本政局的动向ꎬ 也为北京所关注ꎮ 同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的 «人民日报» 对反

吉田 “新党” 进行了报道ꎬ 介绍 “自由党内反吉田集团的首脑人物鸠山一

郎和改进党总裁重光葵在十日举行会谈后ꎬ 发表联合声明正式宣布将在十

一月二十三日组成一个反对吉田的保守 ‘新党’ꎮ 参加鸠山和重光会谈的还

有日本自由党代表三木武吉等其他 ‘新党’ 运动首脑ꎮ 鸠山和重光的联合

声明标志着执政的自由党以及保守党派的再度公开分裂ꎬ 加深了动荡不安

的日本政局的危机ꎮ ‘新党’ 分子的这个决定ꎬ 是在自由党在八日开除了

‘新党’ 筹备工作负责人石桥湛山、 岸信介的自由党党籍以后做出的ꎮ 自由

党的这个措施原来是要借此镇压 ‘新党’ 运动的ꎮ 在这以前ꎬ 自由党亲吉

田集团曾进行过紧张的幕后活动ꎬ 企图阻挠 ‘新党’ 的筹备工作ꎬ 拖延到

吉田从美国带回 ‘资本’ 以后ꎬ 夺回 ‘新党’ 的领导权”ꎮ③ 这显然是将石

桥湛山看作反吉田势力的先锋力量进行报道ꎮ
从 «人民日报» 对石桥的这些报道中ꎬ 可以看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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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情、 政治家的了解并不深入ꎬ 一些报道的用词也比较

激烈ꎮ 根据不同的事件在报道中有贬有褒ꎬ 也可以看出这一阶段中国共产

党并未给石桥湛山定性ꎮ

三、 关注并评价日本通产大臣石桥湛山

之言行 (１９５４—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鸠山一郎内阁正式组成ꎬ 石桥湛山担任通商产业

大臣ꎬ 之后重视对日民间交流、 贸易交流的中国政府对石桥的关注也日益

增强ꎮ 如 «人民日报» 在鸠山内阁正式组阁的报道中ꎬ 对石桥担任通产大

臣的介绍为: “前自由党反吉田派、 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发起人之一石桥

湛山任通商产业相ꎮ (中略) 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强调要尽最大努力促进对

外贸易ꎮ”① 即强调了其曾为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发起人之身份ꎬ 并期待

以石桥就任通产大臣之机推动中日贸易的进一步扩大ꎮ
随着中日经济往来的逐步深入ꎬ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政治及经济情况的

关注也日益加强ꎮ 关于日本情况的分析性文章也逐渐专业化ꎬ 如中国外交

部主管的 «世界知识» 杂志在 １９５６ 年 ２ 月就发表由日本问题专家庄涛署名

的 «１９５６ 年日本局势的展望» 一文ꎬ 对当年日本的内政、 外交、 经济发展

趋势进行了全面的分析ꎮ 其中ꎬ 关于日本的经济情况分析为: １９５４ 年下半

年以来日本紧急情况的好转ꎬ 并不是在健全的基础上进行的ꎬ 因而也是极

不稳定的ꎮ 如果资本主义市场发生变动ꎬ 就将给日本经济以严重的影响ꎮ
所以日本政府的通商产业大臣石桥湛山在去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接见记者时说:
“如果海外繁荣开始减退ꎬ 日本也会跟着萧条起来ꎮ” 从庄涛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高级干部之身份来看ꎬ 当时中国共产党相关部门已经对石桥的言行

逐步熟悉ꎬ 并把石桥的言论作为分析日本经济的材料之一了ꎮ②

在鸠山内阁成立以后ꎬ 中日两国签署中日渔业协定和第三次民间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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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ꎬ 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ꎮ 而在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谈判中ꎬ 中日两国

互派民间贸易代表的问题没能得到解决ꎬ 这也成为中方希望推进中日关系

的一个新焦点ꎮ① 为了进一步扩大两国民间交流和贸易交流ꎬ 中国政府更为

关注日本政府内部的对华言论ꎮ 特别是作为通产大臣的石桥湛山ꎬ 其言论

在政府内部也已经受到关注ꎮ 笔者在已经公开的中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了

一份名为 «日本政府对中日互派民间贸易代表的看法» 的档案ꎬ 虽然该档

案中没有材料的制作机关和派发的范围ꎬ 但从书写方式来看ꎬ 可以认为其

是 １９５６ 年 ５ 月派发给当时党政外交、 外事、 贸易相关部门与相关领导干部

参考的总结性资料ꎮ 在只有两页的材料中ꎬ 共有三处提及石桥湛山的言论ꎬ
如下:

【日本电台 ２２ 日 １８ 点半华语广播】 石桥通商产业相 ２２ 号在内

阁会议完毕后向新闻记者团表明: 日本应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间通商代表团设置在日本ꎮ 他说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间通商代

表团要设在日本一事ꎬ 是最近日中两国之间重要话题之一ꎮ 日本

政府虽然不能承认他们设立具有任何外交特权的代表团在日本ꎬ
但是日本政府原来想要积极促进日中贸易ꎬ 所以对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关日中贸易的民间代表来访日本一事ꎬ 日本政府应该给予

一切便利ꎮ 关于这个问题ꎬ 日本政府已于 ２２ 号在内阁会议决议要

由外务省以及自由民主党负责加以检讨ꎬ 来决定应付方策ꎮ
【共同社东京 ２２ 日电】 通商产业相石桥于 ２１ 日在内阁会议上

发言说应该准许共产党中国贸易代表驻在日本ꎮ 目前共产党中国

代表是以和普通旅行者一样的入境签证入境而只准许停留 ６ 个月

的ꎬ 共产党中国曾经提出要求ꎬ 希望以外交官资格加以承认ꎮ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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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ꎬ 因为不能把尚未恢复邦交的共产党中国代表作为外交官予以

承认ꎬ 所以日本打算准许以民间贸易代表身份驻在日本ꎮ
通商产业相石桥的谈话

共产党中国的贸易代表目前没有获准驻在日本ꎬ 入境也很难ꎬ
我以为光限于贸易问题ꎬ 准许其以民间代表身份驻在日本是无妨

的ꎬ 所以我今天曾在内阁会议上发言说应该承认他们有这种资格ꎮ
【法新社东京 ２２ 日电】 日本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今天表示日

本政府愿意同意让共产党中国在日本设立贸易代表处ꎮ 他说: 虽

然日本政府不能同意交换代表北京政府的官方贸易代表团ꎬ 也不

能同意互派外交使团ꎬ 但是对于共产党中国似乎基于希望在这里

设立的非官方贸易代表团ꎬ 政府应该给予 “特别权力”ꎬ 但是不是

外交性质的ꎮ
石桥湛山说: 为了增加同大陆中国的贸易ꎬ 政府将考虑给予

这些特权ꎮ 根据这些特权ꎬ 中国的贸易代表们将不必每隔六个月

就去延长一次签证ꎬ 也不要按指印ꎮ 他又说ꎬ 通商产业省实际上

正在同外务省和法务省进行交涉以就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ꎮ①

其后 «人民日报» 也于 ６ 月 ２６ 日发表题为 «石桥湛山认为日中贸易关

系应当紧密起来» 的文章ꎬ 对石桥湛山有关中日贸易的言论进行了如下详

细的介绍ꎮ

日本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今天在 “日本经济新闻” 上发表评

论说: 从历史上看来ꎬ 日本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关系必须紧密起来ꎬ
今后日本仍然要采取这种方针ꎬ 这是不可避免的ꎬ 同时对于中国

人民也是有同样利益的ꎮ
石桥这篇评论的题目是 “促进日中贸易”ꎮ 其中还说ꎬ 日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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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工商业人士都认为日本同中国大陆继续传统的经济关系是个

死活问题ꎬ 当然ꎬ 日本政府也不能采取忽视这种切实要求的政

策ꎮ① 但是石桥又表示日本仍然要执行 “巴黎统筹委员会” 的 “禁
运限制”ꎮ

关于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机构的问题ꎬ 石桥说: 在两国邦交

尚未恢复的情况下ꎬ 对于中国驻日本的商务代表不能给予外交官

待遇ꎬ 而只能给予商务上所必需的便利ꎮ②

不久以前石桥曾在六月十日说ꎬ 日本政府不能给中国代表们

以外交特权ꎬ 不过日本政府将 “采取步骤在实际上把他们当作外

交官对待ꎮ③

因为此时正是西方国家逐渐放宽对中国禁运的时期ꎬ 对禁运问题尤为

关注的中国政府ꎬ 时刻关注着世界各国政要对放宽禁运的言论ꎮ 杨道在

«世界知识» 杂志上撰文介绍英国放宽对华禁运政策时ꎬ 也谈及了石桥的言

论: 英国政府这一决定ꎬ 立即影响了其他国家ꎮ 日本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

表示: “日本应当像英国正在做的那样放宽对共产党中国的禁运ꎮ”④ 如此对

有关禁运问题和中日贸易的石桥的言论的介绍ꎬ 在 １９５６ 年后半年中方的媒

体中仍在继续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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う” (石桥湛山 「 『日中貿易』 を促進せよ」 『日本経済新聞』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ꎮ

日文原文为 “貿易代表の交換についても、 まだ正常の国交の回復のない現状では、 日本

駐在の代表者に外交官待遇を与え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が、 通商上必要なことについてはできるだけ

便宜を与えるようにしたい” (石桥湛山 「 『日中貿易』 を促進せよ」 『日本経済新聞』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ꎮ

«石桥湛山认为日中贸易关系应当紧密起来»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６ 日ꎮ

杨道: «形势比人强———从英国放宽 “禁运” 说起»ꎬ «世界知识» １９５６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第

９—１１ 页ꎮ

«日本通商产业相石桥湛山认为日本必须积极同中国进行贸易»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８ 月

３ 日ꎮ 王立中: «各国人民反对美国的禁运政策»ꎬ «世界知识» １９５６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ꎬ 第 ７—８ 页ꎮ



四、 中国政府关注并修正

对日本首相石桥湛山的认识 (１９５６—１９５７ 年)

　 　 １９５６ 年底日本政局剧变ꎬ 鸠山内阁宣布总辞职ꎬ 石桥湛山开始组阁之

后成为新任日本首相ꎬ «人民日报» 连续两天报道了石桥组阁的情况ꎮ① 而

其后 «世界知识» 杂志在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的一期中ꎬ 除了对石桥湛山的生

平进行了详细介绍之外ꎬ② 还发表了由夏晓撰写的分析日本政局的文章ꎮ 其

中除了对从吉田到鸠山再到石桥的日本政局变化的过程及影响进行分析外ꎬ
还介绍了石桥战后被整肃之原因: “１９４６ 年石桥曾任第一次吉田内阁的大藏

(财政) 相ꎬ 因反对美国和吉田所坚持的金融政策和主张削减日本负担的美

军占领费用ꎬ 而曾被美军借故加以 ‘整肃’ꎬ 逐出政界ꎬ １９５１ 年 ６ 月始被解

除 ‘整肃’ꎮ”③ 如此到石桥就任日本首相之时ꎬ 中国的主流媒体才正式给出

与 １９５１ 年 «人民日报» 报道石桥为 “罪行昭著的法西斯分子” 完全相反的

符合实际情况的评价ꎮ
正当中方重新认识石桥ꎬ 并期待他能来中国访问改善中日关系之时ꎬ

石桥首相生病的情况引来中方的高度关注ꎮ④ 关于石桥的病情和能否恢复工

作的情况ꎬ 在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成为当时中方特别关心的日本政情ꎮ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了石桥的特使日本参议院议员辻政信ꎬ 关于本次接

见笔者只在记录下来的外交部档案目录中找到同年 １ 月关于辻政信准备访

３３

　 冷战与东北亚

①

②

③

④

«石桥湛山进行组阁活动　 鸠山内阁决定将实行总辞职»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ꎮ

«鸠山内阁总辞职　 石桥湛山当选日本新首相»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ꎮ

宛隆: «石桥湛山»ꎬ «世界知识»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第 ３２ 页ꎮ

夏晓: «从吉田—鸠山—石桥看日本政局»ꎬ «世界知识»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６ 日ꎬ 第 １３ 页ꎮ

«石桥湛山生病　 岸信介暂代首相职务»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１ 日ꎮ «周恩来总理接见

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考察团谈话记录»ꎬ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５４０－０２ꎮ «石

桥湛山内阁宣布总辞职　 自由民主党将提名岸信介组织新阁　 社会党要求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４ 日ꎮ



华之事进行汇报的一份档案①和 ２ 月 ２７ 日辻政信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记录ꎮ
由于前者笔者并未看到档案正文ꎬ② 所以这里只能用后者的谈话记录来

分析ꎮ③

在会谈记录中ꎬ 辻也曾提起ꎬ 他访华之行为不是被邀请而来ꎬ 而是他

主动赶来的ꎮ 他还向周总理表示本次出访是作为石桥湛山的密使ꎬ 已访问

了 １１ 个国家ꎮ 从当时被定为 “绝密” 的这份共 ２２ 页的谈话记录的内容来

看ꎬ 周总理对辻关于访问的 １１ 个国家的情况介绍并不关心ꎮ 周总理在会谈

进行到一半之时ꎬ 把话题转到日本的情况上ꎬ 但是对辻谈到的日本政情不

置可否ꎬ 而是在辻谈了一会儿之后ꎬ 直接将话题切入到石桥的病情之上ꎬ
问: “石桥病了ꎬ 他还可以再起来吧?” 辻则回答道: “一月初我出发时还很

好ꎬ 这次是感冒变了肺炎ꎬ 年岁又大了ꎬ 有些吃不消ꎻ 但我想还可以再起ꎮ
我是最初拥护石桥的五个人之一ꎬ 我认为石桥再起可以解决中日问题ꎬ 年

轻的三木、 河野对中国有认识ꎬ 回去将劝他们俩到中国来ꎮ” 对于石桥的病

情ꎬ 辻并没有给出与当时日本媒体报道不同的见解ꎮ
之后在辻向周总理提出希望公开发表本次谈话内容之时ꎬ 周总理回答:

“不晓得你怎么样发表ꎬ 像上次那样引起误会不好ꎬ 上一次你不是搞得很不

好吗ꎬ 引起了社会党要告你ꎬ 中国人也不满意ꎮ 当然了ꎬ 你也可能是因为

美国给日本政客一些钱ꎬ 你也就推测我们供给社会党一些钱ꎮ 但是ꎬ 有什

么证据呢? 我可以告诉你ꎬ 我们绝不会干涉他国内政ꎬ 绝不会做这样的事ꎬ
做这样的事没有好处ꎬ 只能引起误会ꎬ 你们来访的人都有护照ꎬ 做买卖的

人都有账ꎬ 你对中国不了解ꎬ 可以写信问廖 (承志)、 赵 (安博)、 肖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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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日本自民党众议院议员辻政信等二人拟访华»ꎬ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１７ 日—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２２ 日ꎬ 中

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５４９－０１ꎮ

该档案在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以后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中已不能阅览ꎬ 因此在笔者撰写本文时未

能确认其内容ꎮ

关于周恩来与辻政信的会谈内容ꎬ 辻本人著作 (辻政信 『動乱の目　 アジアアラブの指

導者と語る』、 毎日新聞社、 １９５８ 年) 中也刊登了一部分ꎮ 其著作中关于石桥湛山病情的部分和中

国外交部档案内容相近ꎬ 但在其他部分中的记录与中国外交部档案有许多出入ꎮ 由于验证不易ꎬ 笔

者基于中国外交部档案是由中国政府的专业人员记录并保存公开之性质ꎬ 认为中方的记录可信性较

高ꎬ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外交部档案的内容进行分析ꎮ



前) 吗ꎮ 他们全愿意告诉你的ꎮ 不然你弄不清楚ꎬ 你发表了不对头ꎬ 我们

反驳ꎬ 这样就伤了友情了ꎮ”①

如上文看来ꎬ 周总理对辻政信的言行并不信任ꎬ 所以最后在关于公开

发表谈话内容之时言辞也比较强烈ꎮ 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ꎬ 虽然不能从档

案中直接确认ꎬ 但笔者认为此时周恩来接见辻政信的主要目的即为从其口

中确认石桥湛山的病情和其后能否再起ꎮ
就在周总理接见了辻政信的第二日ꎬ «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ꎬ 就日本政

局的变化进行了以下评论ꎮ

去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诞生的日本石桥内阁ꎬ 仅仅只有两个月的寿命

便宣告夭折了ꎮ 新的以岸信介为继任首相的内阁ꎬ 已于 ２ 月 ２５ 日

正式组成ꎮ 新内阁除增加一名无任所相以外ꎬ 全是前石桥内阁的

原班人马ꎮ
这次石桥内阁的总辞职ꎬ 表面上的理由似乎是石桥患病ꎬ 实

际上却是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深刻化的反映ꎮ 石桥内阁本身ꎬ
本来就是自由民主党内部派系斗争的产物ꎮ 岸信介是自由民主党

前任干事长ꎬ 在党内一向有着比较雄厚的力量ꎮ 他受到日本商工

会议所会长藤山爱一郎、 经济团体联合会副会长植村甲午郎以及

其他钢铁、 石油、 化学、 电气等重工业和化学工业方面大资本家

的支持ꎮ 他代表着日本财界当权派的利益ꎮ 和岸在党内党外的力

量比起来ꎬ 石桥是显得薄弱的ꎮ 但是去年 １２ 月石桥和岸竞选自

由民主党总裁时ꎬ 岸却以七票之差败于石桥ꎮ 其原因就是党内和

石桥派抱着不同政见的吉田派、 石井派等ꎬ 为了共同抵制岸派ꎬ
不惜支持石桥ꎮ 结果产生了包括党内各派人物的石桥内阁ꎬ 其中

岸派依旧占着重要的地位ꎮ 因此石桥内阁的诞生ꎬ 是派系斗争的

产物ꎬ 最后又因派系斗争而告终ꎮ 石桥不仅没有缓和日本统治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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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恩来总理接见日本朋友辻政信谈话记录»ꎬ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

００５４０－０３ꎮ



级内部的矛盾ꎬ 反而使矛盾更为尖锐ꎬ 以至最后不得不让位

于岸ꎮ
由于岸派在党内党外有比较强大的实力ꎬ 岸内阁本身可能比

石桥内阁稳定些ꎮ 但是这并不说明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

也将稳定下来ꎮ 目前日本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ꎬ 是战后日本

经济发展过程中依赖美国的因素和要求摆脱美国的因素相互对立

和相互斗争的结果ꎮ 这一斗争在战后日本民主力量日益壮大的情

况下ꎬ 也曾一度收敛ꎬ 出现了保守政党的统一ꎮ 但是随着这两年

来日本国内外情况的变化和日本生产水平的提高 (超过战前平均

水平一倍以上)ꎬ 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斗争就又剧烈起来了ꎮ①

显然此时中方对石桥脑溢血的病情并不了解ꎬ 反而是认为其辞职的主

要原因是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ꎮ 这也有可能是由于前一日辻政信所说的

石桥的病情仅为肺炎并不严重ꎬ 而引起的误判ꎮ

五、 石桥湛山逐步被确认为中国友人之过程

(１９５７—１９７３ 年)

　 　 岸信介上台之后ꎬ 其亲美反共的言行导致了中日关系的倒退ꎬ 而中日

两国互设民间贸易代表处之事也被拖了下来ꎮ 如此情况对热衷于扩大中日

贸易关系的石桥湛山来说是一个不能容忍的事实ꎮ １９５７ 年夏天ꎬ 病情好转

复出开始参加政治活动的石桥即对岸信介政权的外交姿态多有批判ꎮ② 而此

时松村谦三和石桥湛山等人准备邀请中国对日工作负责人廖承志访日的计

划也正在酝酿之中ꎮ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１４ 日ꎬ 宫崎龙介致信廖承志ꎬ 转述松村希

望邀请廖承志访日ꎬ 具体内容如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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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桥湛山到岸信介»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ꎮ

増田弘 『石桥湛山』 (ミネルヴァ書房、 ２０１７ 年)、 第 ３０４—３０６ 页ꎮ



廖承志先生:

屡次蒙您照顾ꎬ 深表谢意ꎮ

自岸内阁成立以来ꎬ 岸信介的向美国偏向的言论和行动日渐

露骨起来ꎬ 因之在自由民主党内认为应该纠正这种过火的人也就

加多ꎮ 在最高干部中ꎬ 石桥湛三和松村谦三等人也都在决心要修

改岸信介的政策ꎬ 并已开始活动ꎮ 当然岸信介对此似乎也不积极

表示反对ꎮ 特别是在有关日本对中国关系上的方向问题ꎬ 石桥和

松村从开始就认为应该使增进两国友好具体化ꎬ 现在两人已在自

由民主党内表明这一态度ꎮ

上星期ꎬ 松村谦三曾同我联系ꎬ 并对我说: “我 (松村———笔

者注) 本来预定 ９ 月中去中国访问ꎬ 但是在岸内阁目前的方针下ꎬ

即使去北京访问也不能尽快地交换意见ꎮ 若有可能ꎬ 打算请廖承

志先生来日ꎬ 以自由地交换意见ꎬ 并请同其他的自由民主党干部

见面ꎬ 借以促使日本保守派的对中国方针有所前进ꎮ 不知廖先生

是否肯来ꎬ 请代为试探ꎮ”

据说ꎬ 松村就您 (廖承志———笔者注) 来日问题已同藤三外

务相和唐泽法务相会晤ꎬ 当谈到能否同意您入境时ꎬ 他们大为同

感ꎬ 并表示万事愿与方便ꎮ 因此在这方面没有任何障碍ꎮ

再有关于您以什么名义来日的问题ꎬ 松村说ꎬ 有两种方式ꎬ

哪个都可以ꎬ 只想迫切征求您的意见ꎮ 两种邀请方式是:

１. 作为早稻田大学的校友ꎬ 由早大校长 (大滨信泉) 用学校

名义邀请ꎻ

２. 用石桥和松村个人名义邀请ꎮ

这里已经准备ꎬ 只要您表示立即可以发邀请函件ꎮ

这里的意见是: 您来时同来的人员为 ５ 名左右ꎬ 在 ９、 １０ 月间

(希望尽快来访) 大约在日本逗留两星期ꎮ 到达东京以前的旅费由

贵方负担ꎬ 在日本期间的全部费用由我方负担ꎮ

请您对上述情况加以考虑后ꎬ 速赐回音是幸ꎮ 回信请您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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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松村或我都可以ꎮ

宫崎龙介

９ 月 １４ 日①

此信不仅介绍了石桥湛山对于改善中日关系的愿望ꎬ 还表示可以用石

桥湛山和松村谦三个人的名义邀请廖承志访日ꎮ 由此信内容也可认为ꎬ 石

桥本人已经同意以其名义协助推进开展中日关系的活动ꎮ 而此信的中文版

保存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ꎬ 虽然在此档案中笔者没有发现对此信的回信和

相关领导的批示ꎬ 但中方领导人已经认识到石桥开始协助中方对日工作的

事实应该是不容置疑的ꎮ 而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ꎬ 笔者认为在同年廖承志

到访东京见到石桥湛山之时ꎬ 才直接表达了邀请石桥访华之意ꎮ②

其后石桥和松村都表示希望访华ꎬ 但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成行ꎮ 直

到 １９５９ 年通过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和日中贸易促进会的铃木一雄专务理事

的协调之后ꎬ 石桥才正式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希望访华之意ꎮ③

而中方也于接到来函之后不久即决定由廖承志回信ꎬ 欢迎石桥来访ꎮ
对于同意石桥访华的理由ꎬ 外交部亚洲司在报告中解释为 “这是日本执政

党首脑人物第一次正式来函要求访问中国ꎮ 石桥是代表日本垄断资本中从

美国获利较少的集团以及中等资产阶级利益的人物ꎬ 在自由民主党内都是

反对岸信介的派系ꎮ 石桥这次来信虽仍企图在承认现状的基础上进行商谈ꎬ
但他主张这种关系应该逐渐改变ꎮ 目前ꎬ 岸信介政府日趋反动ꎬ 内部派系

斗争也更尖锐化ꎬ 石桥如能来访ꎬ 对我分化日本统治集团、 促使反岸力量

的联合会起到积极作用ꎮ 同时ꎬ 如果能保持其的反岸面目来华ꎬ 对争取和

影响中间群众也能起到有利作用ꎮ 因此ꎬ 我已决定ꎬ 原则上同意石桥来我

国访问”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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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长野重右卫门等人致廖承志函»ꎬ １９５７ 年 １ 月 ２８ 日—１９５７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

案ꎬ １０５－００８４３－０１ꎮ

«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希访华事»ꎬ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９５５－０７ꎮ

«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致周恩来函»ꎬ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４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６６９－０１ꎮ

«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希访华事»ꎬ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９５５－０７ꎮ



而对于石桥在此时机要求访华之目的ꎬ 中方则分析为 “石桥、 松村二

人ꎬ 早在一、 二年前即曾表示愿意访华ꎬ 但并未成行ꎮ 现在他们迫切要求

来访ꎬ 估计其原因是: 今年 ６ 月岸政府改组后ꎬ 日执政党内部派系斗争更趋

复杂ꎬ 石桥派和松村派进一步被排挤ꎬ 他们急于想在中日关系问题上获取

反对岸信介的政治资本ꎬ 并利用目前苏、 美关系松动的时机前来我国ꎮ 目

前我同意石桥来访ꎬ 将有助于扩大执政党内部的矛盾”ꎮ①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在石桥到达中国后ꎬ «人民日报» 发表评论员文章赞赏石桥

访华之行为ꎬ 并把石桥介绍为 “石桥先生是对中国抱着友好的态度的ꎮ 他

担任日本首相的时期ꎬ 从 １９５６ 年末至 １９５７ 年初ꎬ 中日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和

经济交流ꎬ 曾有一定程度的发展ꎮ 以后由于岸信介追随美国执行敌视中国

的政策ꎬ 才使逐步建立起来的友好关系ꎬ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ꎮ 但是ꎬ 中日

两国是近邻ꎬ 两千年来ꎬ 中日人民在文化上、 经济上都有着深厚的联系ꎮ
岸信介敌视中国的政策ꎬ 是和日本人民的利益不相容的ꎮ 它不仅遭到中国

人民的严厉斥责ꎬ 同时也受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ꎮ 石桥先生这次访问中

国ꎬ 再一次表明日本人民要求中日友好的愿望ꎮ (中略) 日本岸信介集团为

了依靠美国实现其向外扩张的潜在的帝国主义的野心ꎬ 就不惜加紧追随美

国ꎬ 敌视中国ꎬ 复活日本军国主义ꎮ 这对日本来说是一条极为危险的道路ꎬ
对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来说也是一条极为危险的道路ꎮ 我们高兴地看到ꎬ
石桥先生和自由民主党内的其他有识之士ꎬ 是和岸信介集团有区别的ꎬ 他

们曾经多次表示不愿意日本再蒙受一次深重的灾难ꎮ 中国人民欢迎石桥先

生这次访问中国能对恢复中日友好和维护远东和平做出贡献ꎬ 并且希望通

过这次访问ꎬ 将进一步加强中日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ꎬ② 将其定位为

反岸派的中日友好人士ꎮ
关于石桥的访华ꎬ 其他国家也表现出了关心ꎬ 并向中国政府询问相关

情况ꎮ 在外交部档案中保存着一份阿富汗驻华使馆向中国外交部询问石桥

访华相关信息的档案ꎮ 档案中说明外交部当时口头介绍了石桥访华和与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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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正式邀请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华事»ꎬ １９５９ 年 ８ 月 ２９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

００９５５－１１ꎮ

«欢迎石桥湛山先生访问中国»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１０ 日ꎮ



恩来等中方领导会见的情况后ꎬ 还将相关文件的英文版提供给了阿富汗使

馆以供该国副首相纳伊姆访日时参考ꎮ 其内容为 “石桥湛山先生抵京后ꎬ
周恩来总理除为他举行了酒会外ꎬ 还接见过一次ꎮ 最近几天以来ꎬ 中国方

面有人同他做了深谈ꎬ 没有什么进展ꎮ 石桥谈的许多观点都是岸信介政府

的观点ꎮ 我们已经把中国对日政策的基本观点同石桥谈清楚了”ꎮ①

石桥与中方领导的会谈之中ꎬ 周恩来—石桥会谈记录基于双方同意的

绅士协议至今未被公开ꎮ 而廖承志与石桥湛山在 ９ 月 １２ 日至 １４ 日的 ３ 天进

行的 ３ 次长时间会谈的记录已经在外交部档案馆中公开ꎬ 根据该记录可以看

出ꎬ 虽然两人长时间会谈ꎬ 但基本上都是各自强调本方的主张ꎬ 并没有达

成一致意见ꎮ② 同时借鉴前文中外交部对阿富汗大使馆的说明ꎬ 可以说中方

对与石桥的会谈并不十分满意ꎮ 这也可以推测为石桥在 １９５９ 年第一次访华

时未能见到毛泽东主席的原因之一ꎮ③

但在其后中方对石桥的评价不仅没有下降ꎬ 反而直线上升ꎮ 这主要是

由于石桥回国后ꎬ 中国政府持续关注日本各界的反应及石桥的言行ꎬ 特别

对其支持中日邦交正常化ꎬ 希望积极发展中日关系的言论给予了积极评

价ꎮ④ 在笔者看到的外交部档案的会谈记录中ꎬ 自 １９６１ 年开始毛泽东、 周

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会见外宾时ꎬ 在提及中国的友人之时ꎬ 也会将石桥列

入其中ꎮ 如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时就曾提

到ꎬ “要分清同日本人民的关系ꎬ 和同日本政府的关系ꎬ 两者是有区别的ꎮ
同日本政府的关系ꎬ 也有不同ꎬ 有主流派和所谓反对主流派ꎬ 他们不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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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章文晋司长接见阿富汗驻华使馆临时代办谈石桥湛山访华事»ꎬ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中国

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６６９－０３ꎮ

«廖承志与石桥湛山的谈话记录 (三次) »ꎬ １９５９ 年 ６ 月 ４ 日—９ 月 １２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

案ꎬ １０５－００６６９－０２ꎮ

「きょう共同声明か　 石桥周会談」 『読売新聞』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ꎮ

«周恩来总理与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会谈　 公报发表后日本各方面的反应»ꎬ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２０

日—１０ 月 １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０６６９－０５ꎮ «石桥湛山回到东京　 表示将以北京会谈公报为

基础争取中日复交»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石桥湛山在大阪发表谈话　 要求岸信介辞职

解决中日关系问题»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ꎮ



一致ꎬ 松村、 三木、 高碕、 河野、 石桥ꎬ 这些人是我们的间接同盟军”ꎮ①

特别引起笔者注意的是ꎬ 毛泽东与石桥首次会面是于 １９６３ 年石桥第二次访

华之时ꎬ １９６１ 年毛泽东在上文中将石桥视为中国的间接同盟军之时两人仍

未谋面ꎮ② 在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率团来华签订中日民间渔业

协定的日中渔业协议会会长平塚常次郎之时也曾谈道: “对于我们来说ꎬ 我

们对于那些愿意和中国友好ꎬ 不愿追随美国的人如平塚先生和河野、 高碕、
石桥、 松村当然是欢迎和支持的ꎬ 就是对于那些追随美国ꎬ 对中国不太友

好的人ꎬ 如果他们在某个时期ꎬ 讲一些对中国友好的话ꎬ 向同中国友好转

化一些ꎬ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欢迎的ꎮ”③

如此可以看出ꎬ 在 １９６１ 年以后ꎬ 石桥 “中国友人” 之定位已经在中国

政府内部得到确定ꎬ 这也是由于石桥湛山在访华之后更为积极地参加中日

友好活动而得到中方信任的结果ꎮ 另外ꎬ 也可以认为这与石桥对于 １９６０ 年

缔结的日美新安保条约明确表示反对ꎬ 并对周恩来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与安

保的演讲十分感动ꎬ 给周恩来写信表示 “完全赞同” 之意ꎬ 强调与周恩来

就和平同盟构想意见一致ꎬ 之后对于石桥提出的 “日中美苏和平同盟论”
周恩来也表达了高度赞赏之意有关ꎮ④

这些成果也直接联系到 １９６３ 年石桥湛山第二次访华之评价ꎬ 并促成了

石桥与毛泽东主席的会面ꎮ⑤ 在 １９７３ 年石桥逝世之时ꎬ 以周恩来为首的众

多中国领导人发唁电表示哀悼ꎬ 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 驻日中国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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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战与东北亚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主席会见黑田寿男、 田中稔男、 松本七郎、 冈田春夫四位日本国会议员谈话记

录»ꎬ １９６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３ 月 ６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１７７９－０３ꎮ

「石桥氏、 毛主席らと会談」 『読売新聞』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２ 日ꎮ 孙平化: «中日友好随想

录»ꎬ «世界知识» １９８５ 年 ９ 月 ２８ 日ꎬ 第 ２４—２５ 页ꎮ

«周恩来总理接见平塚常次郎谈话记录»ꎬ １９６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中国外交部档案ꎬ １０５－０１２１６－

１７ꎮ

姜克實 『石桥湛山』 (吉川弘文館、 ２０１４ 年)、 第 ２００—２０５ 页ꎮ

«日本工业展览会下月在京开幕　 石桥湛山夫妇和铃木一雄到达广州　 日本工业展览团团

长宿谷荣一到京»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ꎮ «日本工业展览会总裁石桥湛山到京　 副总裁铃

木一雄和平野三郎等同日到达»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２９ 日ꎮ «周总理接见石桥湛山等»ꎬ «人

民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ꎮ «石桥湛山拜会南汉宸»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ꎮ «周恩来总

理接见石桥湛山» «南汉宸举行招待会欢送石桥湛山»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等ꎮ



陈楚也亲自参加其葬礼献花致哀ꎮ 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政府对中国友人之

石桥湛山的重视程度ꎮ①

结　 语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政府对日本原首相石桥湛山认识

之形成与变化的过程ꎮ 通过笔者对 «人民日报» «世界知识» 杂志和中国外

交部档案的分析ꎬ 明确了以下结论ꎮ
在 １９５１ 年之前ꎬ 中国共产党对石桥湛山这位日本政治家并没有具体的

认识ꎬ 并因为其被 ＧＨＱ 整肃过ꎬ 误解其为 “罪行昭著的法西斯分子”ꎮ 在

石桥解除整肃ꎬ 重返政坛之后的 １９５２ 年到 １９５４ 年期间ꎬ 中国政府对其是再

认识与怀疑并存ꎮ 在 １９５４ 年石桥开始担任鸠山内阁的通商产业大臣之后ꎬ
中国政府则开始对其关于中日贸易发展和中日互换民间贸易代表处之事上

的言论特别关注ꎬ 并开始给予积极评价ꎮ 而在 １９５６ 年石桥担任日本首相之

后ꎬ 中方的日本问题专家开始研究石桥湛山其人之经历ꎬ 并纠正了 “罪行

昭著的法西斯分子” 之评论ꎬ 对其被 ＧＨＱ 整肃的真正原因进行了介绍ꎮ 石

桥湛山因病辞职ꎬ 在岸信介政权下中日关系恶化以后ꎬ 由于石桥的反岸与

支持中日发展经济关系等言行ꎬ 中国政府逐步提高对石桥的评价ꎬ 并在石

桥实现访华后ꎬ 逐渐评价其对中国的友好态度ꎮ １９６１ 年以后毛泽东与周恩

来等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接见外宾时ꎬ 更是将石桥确认为中国的友人ꎬ 这一

评价直至石桥湛山去世ꎮ 可以说在石桥就任并辞去日本首相职务之后ꎬ 中

方对其态度的变化ꎬ 主要是石桥湛山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变化以及其配合中

国对日工作的一系列言行带来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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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周恩来总理电唁石桥湛山先生逝世» «郭沫若副委员长电唁石桥湛山先生逝世» «中国日

本友好协会电唁石桥湛山先生逝世»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电唁石桥湛山先生逝世»ꎬ «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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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唁电»ꎬ «人民日报»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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