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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作為本分組討論的協調人想簡単地評述一下 “后伊拉剋和中國的内外政治──囲繞政
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化的方法性難題” 這個有点難以理解的題目的主要内容， 和其中包含的可
以預料的幾個問題群。
経済成長和政治改革
1970 年代末期中國進行改革開放政策的大転換以來， 不能不説與急速的経済体制改革和
由它実現的経済快速成長相対照， 在政治改革領域取得的成就很少。 這個非対称性， 不用説
是基于維持共産党一党専政体制的基本動機， 此中至少并存着両層意義上的悖論。
其中之一是， 由此経済的快速増長使中國共産党的一党専政得到正当化， 成為延誤面向
民主化政治改革歩伐的一個依据 （或借口）。 也就是政治的安定是経済快速増長不可缺少的
前提， 対它進行保證的正是共産党領導下的現有政治体制的主張。 1980年代， 很多中國知識
分子擁有着素樸的経済發展引導政治民主化的期望， 経過89年的天安門事件， 権威主義政治
体制更加適合経済増長的需要的観点占了上風。 天安門事件前夕， 一部分知識分子提倡的
“新権威主義” ──現在相対民主化， 更重要的是通過給予開明領導人強大的権力推進中國
的改革的主張──在当時受到了要求民主主義的知識分子和学生的激烈批判。 但是， 可以説
90年代以后的中國指導層在黙黙地実践着這個方法。1 很多知識分子対其黙認，或期待于既有
体制框架内可能実行的限定性、 微調式的改革 （農村直接選挙的実施， 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
協商会議的活性化， 緩和対媒体限制等）， 或堅定地認為経済發展帯來的多様化価値観， 多
元化的利益終将不容置否地溶解現有体制， 他們正以清醒的視光在 “等待機会”。2
対于在中國國外観察中國政治的人來説， 這種現状応該如何評価廢 ？ 在夢想中国実現自
由選挙的議会制民主主義的同時， 是否応該批判它和現実間的鴻溝廢 ？ 或者応該関注現実中
発生的所有細微的実践従中感受走向民主中国的種種迹象并得到満足廢 ？ 亦或応該看到， 無
関善悪， 正是在実際存在并延続的各種制度和発生的種種事情中才存在着可預示未来中国的
因素， 換句話説， 是否応該認為比起体制変化来， 中國的政治特色 （人治的伝統， 重視國家
統一等） 更加重要廢 ？
全球主義與民族主義
峇一個自相矛盾的現象是， 作為経済増長原動力的全球化和看起来與之対抗的政治、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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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族主義在今天的中國平行發展。 支劒中國経済高速増長的重要要素是 “開放”。 以経済
特区的設立為起点， 中國経済開始與世界経済密切相連， 従1992 年正式認可市場経済化至
2001 年加入 WTO 為止， 中国与世界的接軌得到了飛躍性的加強和鞏固。 現在中國経済的貿
易依頼度要比日本大得多。 中國今后要想維持高速経済増長， 除了進一歩全球化別無捷径可
走。
但是， 中國在天安門事件以后利用学校教育、 電視節目、 広告宣伝、 申辧奥運和香港回
帰等各種各様的機会， 展開系統性、 綜合性的愛國主義教育和宣伝。 這意味着中國共産党在
蘇聯崩潰后的國際形勢中， 試図在政治上收緊， 将代表権力正統性的意識形態従社会主義緩
慢地移向愛國主義。 可是中國的愛國主義在美國的対華強硬姿態和日本首相参拜靖國神社等
的刺激下不断高潮時， 認為這只是体制一側的操縦是很大的誤解。 我們応該看到， 言論限制
在一定程度上的放寛， 商業媒体和聯網的發達， 城市中間階層的拡大等──這些也是経済増
長和全球化的産物──都在促進着大衆的自發性愛國主義。 当局控制這種大衆民族主義越来
越難。3 此外， 在中國知識分子中， “國民國家” 建設正是現代民族主義的核心内容， 并強烈
意識到中國尚未完成它的建設， 雖然有理性的民族主義主張， 但基本上聴不到否定民族主義
的声音。
我們応該如何認識這些関于全球化的悖論廢。 在中國國内， 既有人主張全球化在政治、
文化上都是促進世界一体化的事物， 中國也必須與此世界主流合流， 也有人與此相反， 擔心
由于全球化導致的國内貧富差距、 区域差距拡大進而中國被跨国資本支配， 従而主張弘揚民
族主義。 還有人支持中國政府応将全球化局限于経済領域， 尽可能地抑制政治和文化領域的
全球化。 在此， 我們也必須将這些主張対照中國社会的現実進行斟酌。
大國化和國際合作
但是， 在這種悖論状況的同時， 中國在國際社会中的存在感也的確正在穏歩拡大。 聯合
國安理会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在東亜地区已是政治、 軍事大國， 可以説通過90年代的経済高速
増長， 在規模上中國已経的的確確是経済大國了。 中國在将自己定位于 “發展中國家” 的同
時也自認為是 “一超多強” （一個超級大國和多個大國） 中的一個大國。 不能否認在此期間，
中國的対外行動過于強調内政不幹渉和主権的絶対性， 而軽視與他國的協調和國際性共同利
益。 這也可以説是被要求發揮的大國的作用与發展中國家的自我認識之間的矛盾的表現。
冷戦后， 美國似乎用中國取代了蘇聯， 視中国為潜在威脇。 美國國内出現中國威脇論，
頻繁展開了関于遏制中国崛起応該采取的政策争論 （遏制政策還是接触政策）。 但対中國的
大國化最敏感的大概是和中国在南沙群島問題上有領土争議的東南亜各國。 日本也因長期的
不景気流行中國威脇論， 毎当發生首相参拜靖國神社問題和教科書問題時， “嫌中、 反中” 的
感情就会高漲 （不用説在中國國内 “嫌日、 反日論” 也同様高漲）。
中國面臨國際環境的悪化， 自1990年代后期開始推行以 “新安全観” 為基礎的新外交方
針。 新安全観是指僅僅依頼軍事力量和軍事同盟無法得到安全， 還必須依靠各国間的相互信
任和共同利益， 強調地区内的対話与合作的原則。 它的成菓就是確立与中亜各國進行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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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合作組織 （2001年） 及署名東南亜友好合作条約 （2003 年10月） 等。 中國的対美関係，
雖然有駐貝尓格莱徳中國大使館 “誤炸” 事件、 対中強硬派的布什政府等較多障碍， 却仍然
非常耐心地尋求改善関係。 在囲繞伊拉克問題的聯合國安理会上， 中國一直隠身在法國、 徳
國背后， 正好説明了天安門事件后的國際逆境中卍小平提出的 “滔光養晦， 絶不当頭” 的態
度。 壘錦涛新体制成立以后， 在対日関係中出現主張擱置暦史問題大膽改善対日関係的主張
也决不是偶然的。 它們都是 90 年代后期以來随着安全観的転換而出現的行動的一環。4
但是， 下述問題也応該予以解釈。 中國的國際合作外交的転換是否意味着更深層次的転
換， 也就是以古典権力政治的現実主義為特征的中國的國際政治観的転換 ？ 或者僅僅是到美
國霸権走向衰退為止的──無論其時間長短──一時性戦略 ？ 若是那様， 具備了可与美國進
行対抗的 “綜合國力” 的中國将如何行事 ？ 同時， 包括日本在内的周邊國家応該如何対応中
國外交的新転換 ？
我們再将目光投向中國國内， 如同提出対日戦略転換所引發的批判那様， 現在中國的外
交政策並不一定可以完全自由地遊離于輿論之外。 言論自由進一歩拡大， 政治改革越深入，
輿論対現在為止只是政治家、 外交家之専管事項的外交的影響力也越大。 在此状况下， “戦
略性思考” 能在何種程度上説服輿論廢 ？
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 “后伊拉剋” 這個分組討論会的定語。 這是当初預測伊拉剋戦争后
以美國為中心的 “単極” 構造将更明顕而使用的術語。 在経済進一歩的全球化， 美國単辺主
義傾向進一歩暴露中， 中國的外交政策和政治改革将如何進行是我們所関心的。 但到現在為
止， 戦后的状况和預測大相径庭。 今后的世界是否向中國所期望的 “多極” 化發展並不確実，
但至少可以説中國的選択余地多少得到了拡大。 但既使僅僅如此， 中國的國際合作外交路綫
的真正価値也一定会受到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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