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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寺昌人：
我会在北京做出最大的努力
“我感觉到当前的日中关系就像骑着自行车爬坡，关系呈现出向上的趋势，
但往上骑行时要非常认真、拼命地用力骑，这是非常辛苦的。
”
本刊记者/王齐龙

“请帮我拍出‘很喜欢中国’的感觉。”

工作的时候，在东京担任中国驻日公使的是

在《中国新闻周刊》为其拍摄肖像的过程

前中国外长、现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唐家璇，

中，木寺昌人变换着姿态，非常配合。相比

参赞则是现任中国外长王毅。

的特点。
”木寺昌人说。

顶着压力上任，不考虑坏的结果

接下来对话过程中几乎全程照着稿子进行

1986年，木寺昌人受中华青年联合会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在 2012年出任驻华

回答的谨慎，面对摄影师的镜头，他倒显得

邀请，首次访问中国。此次访问中，他随团

大使时，中日政治、经济关系处于低潮。当

放松很多。作为日本驻华大使，他希望向外

拜会了当时任全国青联副主席的李克强。

界展现出对中国亲善的一面。
木寺昌人的母亲出生在大连，其本人

木寺昌人说，自 2012年底抵京履职后，
他一方面很珍惜自己与中国的缘分，同时

时有媒体称你为“救火队长”。在上任之初，
有没有设想过，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果，
分别是什么？

在 14岁以前也一直在大连生活。他的名字

也认真思考能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做些什么。

缘于辛亥革命——他出生于 10月 10日，从

他将自己在华的头一年任职经历称为“耐

务省中国课的首席事务官，但是没有研修过

没有来过中国的父亲从“武昌起义”中取了

心和忍耐的一年”，而第二年则是“忍耐和

中文，也没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因此，突

行动的一年”。

然收到担任驻中国大使的非正式指示，感到

“昌”字，给他起名为“昌人”。
一生下来就和中国结缘的木寺昌人，

中日关系也在“忍耐和行动”中有所转

木寺昌人：我大约在 20年前担任过外

非常惊讶的同时，也感到责任之重大。

在 2012年 10月突然接到日本政府任命他出

圜。2014年 11月北京APEC会议和 2015年 4

因为我是突然接到指示的，所以我在

任日本驻华大使的非正式指示时，却“感到

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非领导人会议期

同意担任大使的时候，对于如何改善日中关
系，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计划。

十分吃惊”，而且“压力很大”。当时，因为

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次会见了日本首

钓鱼岛争端，中日关系遭遇中日邦交正常化

相安倍晋三。而在2015年11月，中断了三年

40年来的最低谷。

多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也在首尔重启。

在我的外交工作经历中，负责中国事
务的时间是很短的。但我的确和中国之间

不过，木寺昌人也承认，当前的日中关

有各种各样的缘分，因此，在珍惜这样的缘

“中国帮”且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不同，木

系虽然呈现出向上的趋势，但依然面临着不

分的同时，我也认真地思考能为日中关系的

寺昌人留给外界的印象是“会讲法文的外

小的阻力，就像骑着自行车爬坡，
“往上骑行

改善做些什么。

交官”。1976年，木寺昌人进入日本外务省，

时要非常认真、拼命地用力骑，这是非常辛

除了懂英文外，他还进修了法语课程，曾出

苦的。
”

与许多前日本驻华大使都出自外务省

任日本驻法国公使。

在木寺昌人看来，外交工作没有魔术

我认为外交工作没有魔术和奇迹，只
能不断积累，脚踏实地地努力。我是一个乐
观的人，不太考虑坏的结果。在中国发生的

和奇迹，只能不断积累，脚踏实地地努力。

事，完全是在我预想范围之内的，我对此铭

的时间是很短的。”木寺昌人说。他此前的

来到北京任职后，
“我做出了最大程度的努

刻在心。

工作履历中，唯一一段与中国的“交集”，是

力。
”

“我的外交工作经历中，负责中国事务

目前，日中关系通过首脑层次的对话，

1991年至 1993年期间在日本外务省亚洲局

木寺昌人说，在日本，人们将不拘泥于

以及各个领域的合作与交流，正处于关系改

中国课担任首席事务官。这段时间里，他参

小节、肚量大的、感情上不拘束的人，用“大

善的大潮流中，我认为，我应该让这样的潮

与了 1992年日本明仁天皇访华的各项准备

陆风”一词来形容。这里说到的“大陆”，就

流继续得到切实体现，我会在北京做出最大

工作，并与当时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担任秘书

指的是中国大陆。这是因为，从中国大陆回

程度的努力。

的程永华结识。约20年后，两人分别出任日

到日本的人，与一直在日本长大的人相比，

本驻华大使和中国驻日大使。

会更加豁达。

“我认为我跟中国是很有缘分的。”木

“我的母亲正是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胸

寺昌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在中国课

襟豁达的人。我觉得，我也继承了母亲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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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周刊：你上任后出席的首场
公开活动是在使馆举行的中日联合成人仪
式，当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木寺昌人：我在 1986年受中华全国青

41.

木寺昌人简历
出生年月日：1952年10月10日
出生地：东京都
1976年3月 东京大学法学部毕业
1976年4月 进入日本外务省
1991年1月 外务省亚洲局中国课首席事务官
1993年4月 外务省经济协力局无偿资金协力课课长
1995年7月 五十岚内阁官房长官秘书官
1995年8月 梶野坂内阁官房长官秘书官
1996年1月 梶山内阁官房长官秘书官
1997年7月 日本国驻泰国大使馆公使
2000年5月 外务省大臣官房会计课课长
2001年5月 日本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
2002年3月 日本国驻日内瓦国际机构代表部公使
2005年9月 外务省经济局审议官
2006年8月 外务省综合外交政策局审议官（联合国担当大使）
2008年1月 外务省中东非洲局非洲审议官
兼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事务局长
2008年7月 外务省国际协力局局长
2010年1月 外务省大臣官房长
2012年9月 内阁官房副长官助理
2012年11月 日本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

中国新闻周刊：在华任职期间，你进行
了“走访外交”，频繁会见中国各界人士，他
们给你传达了什么信息？
木寺昌人：我到任的第一年，的确是非
常困难的一年，但我绝没有灰心。即使是政
府之间关系不好，也有很多已经非常了解我
的中国好朋友、学者、文化人等到访大使官
邸，给予我极大的勇气。
另外，即使在那样的困难时期，日中经
济上的交流也一直活跃。实际上，在中国，
活跃着 23000家日本企业，为超过 1000万中
国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日中两国经济界人
士也频繁到访大使官邸。
在访问中国各地的时候，我发现有很
多中国学生积极学习日语，从日本来的老师
们认真教导，让我深受感动。
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经走过了 4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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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关系从广度和深度上得到了发展，变得
更加坚实。我相信，日中关系是绝不容易被

年联合会的邀请，第一次访问中国。我的妻

我出任日本驻华大使的时候，日中关

子早在 1984年，也是在中华全国青年联合

系应该是处在 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以来

会的组织下，作为3000人交流团的一员，访

最不好的严峻状况。但越是在日中关系需

问了中国。当时我们在中国各地受到了热

要改善的时候，肩负着两国未来的青少年之

中国新闻周刊：11月2日，史上最大规模

烈的欢迎，这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好的回忆。

间进行交流，对增进两国国民之间的感情是

的日本经济界代表团访华，体现出日本对中

非常重要的。

国经济的高度重视。你认为，同处经济转型

我们当时和中国朋友之间的“感动的
共享”，正是我们中国观的出发点。共享感

日中两国青年主动策划的日中共同成

动的人们之间会互相产生亲近感，就不容易

人仪式在日本大使馆举办，我想通过这样的

发生争执。

方式来鼓励年轻人。

破坏的。我想让中国人民也能理解到这些。

竞争与合作是混合在一起的

期的中日两国应在哪些领域寻求突破，继续
推动双边经贸和投资合作的发展？
木寺昌人：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届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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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全会提出，以创新作为“十三五”规划期

11月 1日，安倍晋三首相和李克强总理

间实现经济发展的核心理念。中国实现创

举行的日中首脑会谈上，双方就深化在经

新，日本的投资是很重要的，我想这在中国

济、金融领域的合作达成了一致。我期待，

也得到广泛的认可。我在拜访北京等地方

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的中日两国的

中曾提到，希望日中双方拿出“新次元的智

政府领导的时候，也多次听到“希望得到日

经济关系能得到进一步发展。

慧”，超越现有框架，克服当前的困难。你认

今年11月2日，日本经济界人士访问北

建立“新次元”的日中关系

京，与中国各部门进行对话。他们很高兴地
而且环境、节能、食品安全、老龄化这

中国新闻周刊：在出席 10月举行的第
十一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式时，你在致辞

为，两国当下应从哪些方面来促进双边关系

本投资”这样的声音。

说，与往年相比，今年的对话讨论得非常好。

日中关系。这才是“战略互惠关系”。

中国新闻周刊：中断三年多后，中日韩

向前发展呢？
木寺昌人：的确，日中关系曾经有过一

领导人会议 11月初在韩国首尔重启。这次

段艰难的时期。但是，我认为，以前推动过、

对话对中日关系最直接的影响是什么？

曾中断的机制，需要重新再做，同时也应建

些中国所面临的课题，很多也是日本曾经经

木寺昌人：由于中国和日本、韩国是邻

历、克服过的问题。在这些领域的中日经济

国的关系，一直以来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难

合作，是互补的，也是有前途的。

题。

立新的机制。
这几年来，日本和中国都出现了变化，
因此，更直接、更有效的交流，是双方今后

另外，为了进一步促进中方与日本企

日中之间，即使是近年来处于艰难的

可以做到的。要不拘泥于过去，有目的地进

业的合作，中国应该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市场

状况中，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又广又深的关系

行交流，这是我所认为的“新次元”的日中

充分进行沟通，就中国经济的形势与政策，

依然在延续。

关系。

另外，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双方在

11月初，在安倍首相和李克强总理举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自 2013年先后提

寻找关系改善方面也付出了努力，这些使得

行的日中首脑会谈上，双方就重启两国外长

出“一带一路”和建设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

2014年 11月在北京APEC会议期间的日中领

互访、部长级别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在明年

进行更加明确的说明。

行（以下简称“亚投行”）等倡议。你在与日

导人会见，以及 2015年 4月在雅加达（亚非

初举行等具体议题达成一致。与此同时，双

本在华商界人士交流过程中，是否有留意到

领导人会议期间）的第2次日中领导人会见

方确认了将进一步加强各个领域的交流与

他们对相关倡议的期待？

得以实现。

合作。

木寺昌人：关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的

今年 5月，习近平主席向自民党总务会

作为日本驻中国的大使，我认为，日中

需求，日本政府提倡高质量的基础设施伙伴

长二阶俊博率领的 3000人访华团发表了积

两国领导人频繁进行对话，两国间的沟通是

关系。关于亚投行，我们也关注其正式开始

极的讲话。

很重要的。像欧洲各国首脑，他们一两个月

业务后的运行情况如何。
当然，日本企业也极为关注，在中国推
进的各种倡议，对今后在“一带一路”、亚
投行等机制下进行的具体项目，也会适当
地关注。

今年 9月后，各个领域间的对话正在不
断进行，在这样的潮流当中，如今，日中韩
首脑会谈也得以举办。
2014年 11月日中领导人会见以来，日
中政府之间的交流也在各个方面恢复起来。

就举行会面。
明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在中国杭
州举行，利用这样的机会，有助于日中两国
增加沟通。
同时，我期待着，即使在日中政府间关

中国新闻周刊：根据亚洲开发银行此

譬如这周（12月2日至5日），日本自民党和

系不好的时候也能够取得进展的日中民间

前发布的报告，2010至2020年亚洲国别基础

公明党的干事长访问中国，与中国共产党进

交流，将会在更多的领域鲜花盛开，为了实

设施投资需求预计为 8万亿美元。面对庞大

行执政党之间的交流。这样的议会间、政党

现这些，我也将竭尽全力。

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你认为中日在面

间交流的恢复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日中

中国新闻周刊：你形容在华任期中的第

对这个大市场时，是竞争大于合作，还是合

政府在各个层次各个领域进行沟通是非常

一年为“耐心和忍耐的一年”，第二年是“忍

作大于竞争？

重要的。两国一致认为，即使在个别课题上

耐和行动的一年”，那你如何形容今年呢？

木寺昌人：我们在市场经济中开展业务

存在分歧，也应加以控制，以免影响到整个

木寺昌人：对于第三年的感想，我暂时

的时候是有竞争的，但是该合作的地方应该

还未曾考虑。但是，日中关系目前在向好的

合作，我们在竞争与合作两方面都存在的。

方向发展。
我感觉到当前的日中关系就像骑着自

日中两国一直都在竞争？不是这样的，

行车爬坡，关系呈现出向上的趋势，但往上

我认为，有一部分是竞争的地方，但是我们
一定有重视合作的地方。我认为，竞争与合
作是混合在一起的。
总的来说，日中经济关系的发展，不仅
对日本，对中国也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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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拘泥于过去，
有目的地进行交流，
这是我所认为的
“新次元”的日中关系。

骑行时要非常认真、拼命地用力骑，这是非
常辛苦的。
（实习生郭应喆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