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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平正芳

“中国人民会记住他的名字”
周飞亚

《见证：中国改革开放
40年4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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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听说大平正芳这个名字，是源于一家书店。
一位在日本进修的长辈送了我一本书作为礼物，大概是
为了表示鼓励，又告诉我，那家书店，据说曾经是日本首
相最爱光顾的。

这个首相，指的便是大平正芳。
那时候，我只是对这个名字留下了一点印象，却不

知道，原来他与中国之间还发生过那么多故事。
很久以后，偶然看到一篇趣文：当年中国小康社会

目标的提出，不仅因为有小平，也因为有大平，“小康社
会”“翻两番”“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概念，是在小平和
大平的谈话中形成的。中国的改革开放，由小平主持，有
大平援助。

小平当然就是邓小平同志，大平即大平正芳。“二
平”的奇妙碰撞，影响了历史的走向，仿佛是冥冥中注定
的缘分。

由此，我开始对这位日本首相产生了兴趣。从历史
文献资料中，从他的回忆录和生平著作中，从外孙女所
写的他的传记中……无数文字堆积起来，在我眼前，慢
慢勾勒出他的轮廓。

从“和而不同”到“椭圆哲学”

1910年春天，大平正芳出生在日本香川县三丰郡丰
滨村一户普通的农家。这个家庭因为要养活6个孩子，日
子过得比较拮据。正如大平正芳在回忆录《我的履历书》
中所写的，他从记事时起，“总是穿着袖口油光光的衣服
和稻草编的草鞋”，每顿饭只有“一汤一小菜”。上中学
时，父亲去世，生活变得艰难起来，他不得不一边读书，
一边种田，同时还要编织草帽以补贴家用，常常连完成
作业的时间都没有。

农家出身在大平正芳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童年
磨砺更铸成了他坚韧、沉稳、讷言的品性。于是，才有了
后来政坛上大名鼎鼎的“钝牛”，不擅言辞，却有着“一事
既决，宁死不回”的劲头。曾任大平内阁建设大臣的渡边
荣一，赞扬他如同“农家的石磨”，形态朴实，质地坚固，
行动稳重，“毫无豪华做作之感”……

大平正芳对中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他对中国文
化的熟悉，是从小便被父亲种在心里的。在他的记忆中，
父亲虽然“说不上有学历”，但竟也“擅书法，颇通和汉古
典”。受父亲影响，大平正芳也就从小擅长书法、熟悉汉
文。在小学升初中的入学考试中，他的汉语成绩仅比日
语成绩低了2分，是考得最好的科目之一。中学时期，父
亲去世，但这种学习并未中断。青年时代的大平正芳阅
读了大量汉学著作。也许，除了兴趣，在他心里，汉语也
寄托着对父亲的一种怀念吧！

他似乎对中国古典哲学尤其喜爱，《老子》《庄子》
《论语》等都读得很熟。在他留下的书法字帖中，有不少
都是深得其中精髓的词句，比如“天道无亲、大巧若拙”

“真味是淡、至人是常”……莫不如是。因此，人们常常能
感受到他“深沉透彻”的东方哲学气质。田中角荣就曾经
评价：“与其说大平是政治家，不如说更像哲学家或宗教
家。”“宗教”二字，是指他看待事物以及施政方针中的宽
容态度，而这种态度，不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兼容并
包”“和而不同”的精神内核相一致么？更有甚者，他还据
此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政治哲学——“椭圆哲学”。他认为
矛盾的对立面正如椭圆的两个焦点，应强调它们之间的
平衡和制衡，而非一味地对抗。在后来的党派斗争、内政
外交中，他都能抓住两个焦点，在两者之间巧妙地斡旋。
这套哲学，成为大平正芳最重要的政治遗产。

不吝生命为中日友好架桥

大平正芳一生中，曾4次踏足中国。在隔着书册，如
雾里看花一般观望了多年之后，第一次真正触摸到中
国，是在他29岁的那一年。

1936 年，大平正芳从东京商科大学毕业，进入大藏
省——那是日本当时主管财政、金融、税收的中央政府
机关。3年后，他被派往兴亚院蒙疆联络部。兴亚院是日
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后设立的，主要负责制定和执
行占领区的对华政策，蒙疆联络部便位于沟通北京和内
蒙古的要冲地带——张家口。

这次“见面”，中国的满目疮痍、贫穷落后让大平正
芳既震惊，又失落。日本军队的野蛮行径，也令他深感厌
恶。同时，他还看到了中国的资源和市场对于日本经济
的重要性，在他看来，战时日本对华政策的设计与制定
都是十分短视的。可以说，在那时，他已经预见了日本将
要战败的结局。

一别 30多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当年那个初出茅
庐的青年，已经成为身居高位的政坛领袖。

1972 年 9 月，大平正芳作为外务大臣，随田中角荣
访华，拉开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序幕。

如果问当时接触过日本高层政治家的中国人，谁对
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贡献最大，大多数人一定会答
道：大平正芳。在恢复邦交的谈判过程中，大平正芳的真
诚努力，起到了极为关键的推动作用。

当时，双方争议的焦点，一是台湾问题，二是日本侵

略中国的那段历史。田中角荣到达北京当晚，在欢迎宴
会上发表演说，其中有一句是：“过去我国给中国国民添
了很大的麻烦，对此，我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听
到如此轻描淡写的致歉辞，在战争中饱受伤害的中国人
感情上无法接受。在随后的两次会谈中，周恩来总理都
表示对这句话非常不满。双方起了争执。

眼看这次访问就要无功而返，大平正芳心急如焚，
他提出，去长城参观的路上想与姬鹏飞外长同车，再争
取一次深谈的机会。

当时车中情形，担任翻译的周斌在《大平正芳印象》
一文中有详细的记述。车一发动，大平正芳就发表了一
通恳切的长谈：

“姬部长，我和你同岁，都在为自己的政府不断争
论。我们双方首先看重的，都是维护自己国家和国民的
利益。想来想去，我觉得，现在问题的焦点和要害，在于
如何看待那场战争。坦率地说，我个人是同意贵方观点
的。我大学毕业进大藏省工作后，曾受命到张家口及其
附近地区作过社会、经济调查，为期一年十个月。那是战
争最惨烈的时期。我亲眼所见的战争，明明白白是日本
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可以说不存在任何辩解的理由。但
是，我现在只能站在日本政府外务大臣的立场上说话。
考虑到日本当前面临的世界形势，加上又与美国结成的
同盟关系，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完全按照中方要求来
表述，实在是太难太难了。这一点如果得不到贵方理解，
那我们只能收拾行李回日本了。”

“田中首相在战争后期也被征兵，到过牡丹江，不久
就患病被送进了陆军医院治疗，他没有打过一枪战争便
结束了。但他也熟知那场战争，观点同我一样。”

“虽然不能全部满足中方要求，但我们愿意做出最
大限度让步。没有这种思想准备，我们是不会来中国的。
既然来了，我们就会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至肉身生
命来干的。如果这次谈判达不成协议，田中和我都难于
返回日本。右派会大吵大闹，兴风作浪，党内也会出现反
对呼声。田中和我都是下了决心的，这些都请你如实报
告周总理。”

不同于圆滑的外交辞令，大平正芳这段话，句句真
诚，惊人的坦率，几乎可以说是“剖心之语”。我读到这段
文字时，都不禁为之触动。周斌写道：“大平在诉说上述
内容时，看上去眼睛里有泪花。”

这番表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后，大平正芳提
议的“日本国政府对过去日本通过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
的重大灾难，痛感责任，深刻反省”这句话，被中方接受，
写进了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大平正芳对姬外长说的“豁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以
至肉身生命”，并非夸大其词。

当时，日本政坛派阀林立，斗争不断，首相更迭如家
常便饭。大平正芳的表态，让日本的反对派势力极度不
满，他们千方百计阻挠各项合作协议的落实，各种攻击

谩骂也向他袭来，大平正芳承担着巨大的压力。1974年，
他决定再次亲赴北京，进行对合作十分关键的航空协定
的谈判。临行前，家里不断接到恐吓信，台湾方面也放出
风声，扬言要击落他的专机。无奈之下，大平正芳不得不
隐匿行踪，乘坐普通航班绕道香港，总算平安抵达。

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当时是抱了殉职之决心的。他
曾对一位朋友说，这可能是他们俩最后一次一起旅行，“我
预感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杀掉，只有老天有眼，帮我一把，访
华谈判才会成功”。走之前，他甚至给妻子留下了遗嘱。

好一只“钝牛”！好一个“一事既决，宁死不回”！
这样一位不吝以生命来为中日友好架桥的人，怎能

不让两国人民怀念呢？
几个跳梁小丑，终究挡不住历史的洪流。
等到大平正芳最后一次来中国时，一切已云开雾散，

再没遇到什么阻力。那是在1979年12月，这一次，他是作
为日本的首相，来商量如何加强两国多方面的合作。

在抵达北京的第二天，他见到了小平同志，并询问
起中国的现代化蓝图。大平正芳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
他有着经济学专业的教育背景，又在主管经济领域的政
府部门工作了15年之久；在他跻身政界高层之后，还曾
经协助池田勇人首相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原本计
划在10年内实现的收入翻番，7年内就顺利达成了。

很多年后，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领导人时，还不止
一次地提起这次谈话。

“自从 1978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
重点搞经济建设，一心一意搞四化，但是实际上达到什
么程度，步子怎么走，心中还没有数。大平先生提出的这
个问题，把我问住了。我有一分钟没有答复。”

“提到这件事，我怀念大平先生。我们提出在本世纪
内翻两番，是在他的启发下确定的。”

“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
们的新概念，是在这次谈话中形成的。”

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这次北京会谈之后，大平正芳还兴致勃勃地游览了

西安，以示对中日文化渊源的重视。回想千年前遣唐使
走过的道路，他写下了意味深长的四个字——“温故知
新”。面对西安民众的鼓掌欢迎，他开心地对妻子开起了
玩笑：“应该把选区搬到西安来，不用拼命竞选也能赢
了。”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命只剩下半年时光了。
大平正芳任首相，仅短短一年半。好不容易实现了

自己的理想，攀登上事业的顶峰，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
番，上天却那么残忍，不肯多给他一些时间。他的心里，
应该有很多遗憾吧？大平正芳去逝后，邓小平会见日本
外相伊东正义时曾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
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
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
会记住他的名字。”

大力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在大平掌权期间，一直大力推动中日关系的发展。
他从未疏于反省战争责任，时时不忘引导国内舆

论。1978年，经济评论家田中洋之助向他反映，民间出现
了一种声音，认为日本如今“反省过了头，对中国过于卑
躬屈膝”。大平正芳立刻反驳说：“最近日本的潮流不是
进行反省，反而是连必要的反省都还没有做够，没有从
加害者的立场和被害者的角度出发，公正地看待日本是
加害者和中国是受害者这样的一种日中关系。”

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和西方历史的狭隘经验，美国
一直担心中国变得强大之后会搞对外扩张，在当时的日
本也出现了同样的担忧。大平正芳却公开表示：中国的
共产主义和苏联的共产主义是不一样的，美国把中国看
成和苏联一样具有对外扩张的威胁，值得商榷；面对日
本这个给自己造成那样大危害的国家，中国都没有要求
赔偿，遑论搞对外扩张了。

更令人叹服的是，大平正芳仿佛已经以他敏锐的目
光看到了未来，不时流露出隐隐担忧：“现在都是友好气
氛，好像很热闹，当 30 年、40 年后中国实现经济高速增
长的时候，一定会有难题发生啊……”

预言果然应验。只不过，连大平正芳也没有料到的
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速度如此之快，而日本又因为房地
产泡沫，陷入了长达10年的大萧条时期。两相对比之下，
担心自己“区域主导地位”被取代的恐惧开始滋生，对中
国的敌对情绪愈演愈烈；而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趋势的
发展，两国也一度摩擦不断。

日本的政治家一定也意识到了这种失衡，也许想起
了大平正芳的预言。近年来，对于他“椭圆哲学”的研究
开始流行起来，正是出于这种“觉醒”。每次读到这些，我
都忍不住幻想，假如大平正芳在首相的职位上能干得长
久一些，推出更多的政策，用他的政治理念影响更多的
人，今天的中日关系，会不会更上一层楼？像美化侵略历
史、篡改教科书之类的举动，是否就可能不会出现呢？

当年，为了支持中国的经济建设，日本每年向中国
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和一定金额的无偿援助。第一笔贷
款，也是在大平正芳任首相期间落实发放的。这是中国
改革开放后接受的首笔双边政府间贷款，时间长、利率
低、数额大、没有附加条件，对于当时百废待兴、资金短
缺的中国来说，是一笔至关重要的外汇来源。贷款活动
直到2008年才结束，持续长达近30年，一直伴随着改革
开放的历程。

无偿援助则全部花在了改善民生的一些中小项目
上。比如中日友好医院，至今仍是北京著名的三甲医院
之一。其中，大平正芳亲自过问、十分关心的一个项目，
便是在北京外语学院（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创办的

“日语研修中心”，学员们亲切地称之为“大平班”。我的
那位长辈去日本进修之前，便在“大平班”学习过日语
——难怪他会对大平正芳那么关注，连他曾经爱去的书
店都有所耳闻呢！

又回到书店了。我在心中勾勒出的大平，从书店落下
第一笔，那就从书店结束最后一笔吧。大平正芳是日本公
认的“文人首相”，“政界第一读书家”。他曾在随笔里写
道：“无论身边事务有多繁忙，我每周也会有一两次信步
去逛逛书店……读书是一种灵魂的食粮，特别是对那些
经常俗事缠身的政治家而言，是净化精神、与时俱进和敏
锐洞察时世所不可或缺的。”因为爱逛书店这个习惯，还
闹出过一场虚惊——某一个周日的午后，警卫突然报告

“首相不见了”，引发了一场疯狂寻找，最终发现他正在新
书架前，看得津津有味。后来，身边的人都摸出了“门
道”——只要首相“失踪”，十之八九是在书店里。

他的外孙女渡边满子回忆，在她的高中时代，外祖
父有时会来家里，走进她的房间，然后静静地看一下书
架就回去了。满子说：“我想，他是想通过书架来确认我
在思考些什么吧。不知道映入外祖父眼帘的那些书是否
合他心意。”她在回忆录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到死为止我还能再读多少本书啊……”这是在生
命的最后一个正月，外祖父嘀咕的话。父亲听到后不知
道该如何回应，就选择了缄默。

我在心里默默记下“虎之门书房”的名字。下一次，
去东京的时候，我想我会到那里的街道徘徊，寻找一场
我与书店，与大平，与时光的不期而遇。

左图： 1979 年
邓小平访问日本时
与大平正芳合影。
（商务印书馆供图）

下图： 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一
行于访华期间参观
陕西省博物馆。

（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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