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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比较视野下的中日相互认知
―基于《2015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分析―
张 楠1
摘要
本文主要依据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2015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相
关数据，对中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观点和态度以及中日韩相互认知进行比较分析，发现
2015 年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度虽仍处低位，但已有所回升，两国民间交流的意愿增强；
双方民众都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中日友好合作；对于未来中日
关系发展的信心总体上也都有所回升。但是从整体上看，当前中日关系仍不理想，来自领土
争端、历史问题、经贸关系等方面的诸多困难与阻碍给中日关系蒙上阴影，未来中日关系的
发展仍然面临着政治、经济、历史、军事等多个领域的严峻挑战。要进一步改善中日关系，
需要两国政府与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推进。政府层面，要在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政治基础
上，妥善处理有关敏感问题，逐步构建和积累政治互信，同时不断加强地区事务合作，积极
寻找经济合作新动力，通过中日韩三边乃至更多边合作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带动东亚
区域合作。民间层面，要进一步深化中日民间交流，特别是中日文化交流；继续加强中日智
库交流合作，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提供新思维、新洞见；新闻媒体应积极发挥正面作用，
增加在中日关系中的贡献度；要善于借助新媒体推动两国民间尤其是青少年间的交流互动，
增进双边友好感情。
关键词: 回暖；民间交流；区域合作；中日关系
论调查结果进行对比，探讨中日关系面临的阻
中日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人民的友

碍与挑战，并对改善中日关系提出可供参考的

好往来由来已久。受到地缘政治、历史问题、

建议。

发展模式、文化理念等因素的影响，自 1972

《2015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是由中国外

年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一直在冷暖交织

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第十一次“北

中曲折发展。近几年来，由于钓鱼岛、历史等

京-东京论坛”中日关系舆论调查。调查结果已

敏感问题不断发酵，中日关系持续走冷。2015

于 2015 年 10 月 22 日在北京发布。
此次调查于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也是中日

2015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底在中日两国同步进

关系的敏感年。在这个关键节点上，有调查显

行。中国外文局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负责在中

示中日民众间的相互认知出现回暖迹象，这是

国国内开展中方的公众调查与精英群体调查，

当前中日关系值得注意的积极进展。本文主要

其中公众调查样本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沈

依据由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 NPO 共同实施的

阳、西安、广州、武汉、南京、青岛和郑州等

《2015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相关数据，对中

10 个城市的 1570 名居民；精英群体调查样本

日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观点和态度以及中日

为 400 名精英人士，由企业人士、政府人士、

韩相互认知进行比较分析，同时与往年相关舆

媒体人士、专家学者和公民组织专业人士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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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 。日方调查在日本全国范围内开展，共有
1000 名公众和 627 名精英人士参与此次问卷调

Ⅰ.中日相互认知有所改善

3

查。

在经历了近年来的低谷期后，中日两国民

“北京-东京论坛”
是由中国日报社与日本

众间的相互认知开始出现回暖迹象，彼此之间

非盈利法人机构——言论NPO 于2005 年共同创

的好感度有所改善，双方都高度认同中日关系

立的中日两国民间交流年度性论坛，每年在北

的重要性，
并表达出希望加强中日合作的意愿，

京和东京轮流举办。该论坛广泛聚集中日两国

同时对未来中日关系的信心也有所回升。

政治、经贸、外交、安全、文化、媒体、智库
等领域的知名人士，围绕涉及中日关系重大问

1、相互好感度有所回暖，民间交流意愿

题进行交流研讨，推动双方沟通观点、缩小分

增强

歧、增进互信，影响和引导两国公众舆论，已

调查显示，中日两国民众对彼此的好感

经成为两国间高层次民间对话和交流的重要平

度虽仍处低位，
但已有所回升。
表示对日本
“印

4

台，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

象很好”或“相对较好”的中国公众比例为

2015 年，
“北京-东京论坛”走进第二个十年，

21.4%，比 2014 年的 11.3%增长了近一倍；中

中方主办单位由中国日报社变更为中国外文

国精英群体的比例更是超过半数（55.1%）
。这

局，站在新的起点上继续为推动两国关系长期

一趋势同样体现在日本对华印象上，10.6%的

健康稳定发展凝聚共识，提供正能量。作为“北

日本公众和 35.6%的日本精英人士对中国“印

京-东京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日关系同步

象很好”或“相对较好”
，较之 2014 年均有所

舆论调查自 2005 年首次实施以来，
已成为反映

增长。同时，中日双方对对方国家“印象不好”

中日两国民意、
增进相互了解的重要途径之一，

或“相对不好”的比例也都比 2014 年有所下

也为论坛提供了重要的民意参数和讨论话题。

降（见下图）
。

问题：您对对方国家的印象如何？【单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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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有好感的中国受访者，其正面印象

遗产，观光和购物。有 76.9%的中国公众和

首先来自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认可。排在前三位

79.1%的中国精英人士认可民间交流对改善两

的正面因素依次为：
“日本人讲礼仪、懂礼貌、

国关系的重要性，这一比例在日本分别为

文明程度高”
，
“日本人办事认真、工作勤奋、

67.1%和 94.1%，较之 2014 年均略有增长。

有进取心”
，
“日本产品质量可靠”
。对中国有好
感的日本受访者，其正面印象首先来自对中国

2、高度认同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希望加

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兴趣。排在前三位的正面因

强中日合作

素为：
“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感兴趣”
，
“通过

在中国，
有 70.1%的公众和 80.8%的精英人

留学生交流等民间交流，和中国人的距离拉

士认为中日关系是“重要”或“比较重要”的，

近”
，
“对中国的观光景点及自然感兴趣”
。

较之 2014 年涨幅虽然不大，但却是自 2010 年

两国民间交流意愿增强。在中国，有 35.7%

以来中国公众对中日关系重要性认可度的首次

的公众和 79%的精英人士表示“想去”日本，

回升（见下图）
。在日本，更是有高达 74.4%的

均比 2014 年的比例 22.5%和 51.2%有所增长；

公众和 94.4%的精英人士认为中日关系是“重

公众想去日本的理由前三位分别是观光，购物

要”或“比较重要”的，较之 2014 年也均有所

和参观历史文化遗产。在日本，有 32.9%的公

上涨。

众和 82.1%的精英人士表示“想去”中国，均
比 2014 年的比例 29.6%和 78.2%有所增长；公
众想去中国的理由前三位分别是参观历史文化

2006-2015 年中国公众对中日关系的重视度

在对中日关系重要性原因的认知上，中国

国”
，
“亚洲的和平与发展需要中日两国合作”
，

公众选出的前三位因素依次为：“互为重要邻

“中日同为亚洲国家，历史、文化关系深厚”
。

国”
，
“中日是世界第二、三大经济体”
，
“中日

在中日友好合作方面，有 46.7%的中国公

经济和产业依存度高，具有众多共同利益”
；日

众和 58%的日本公众表示“希望能和平共处、

本公众选出的前三位因素依次为：
“互为重要邻

共同发展，但不确定是否能实现”
；过半数的中
日公众都表示“支持”或“比较支持”中日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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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加强亚洲地区事务合作,这一比例在中日精

和 40.8%的精英人士对未来中日关系持乐观态

英群体中更是高达 71.8%和 94.9%。
在中日加强

度（“变好”或“相对变好”），这一比例较之

合作的具体领域上，中国公众选择的前三位依

2014 年的 8%和 29.4%均有较为明显的增长。在

次为：
“维护东亚和平”
，
“加强贸易、投资合作，

中国，持乐观预期的精英人士比例为 28.3%，

建立自贸区”
，
“可再生能源”
；日本公众选择的

较 2014 年的 13.7%翻了一倍多；持乐观预期的

前三位依次为：
“环境问题”
，
“朝核问题”
，
“食

中国公众比例虽然没有增加，但持消极预期

品安全问题”
，
显示出中日双方不同的合作关注

（
“变差”或“相对变差”
）的比例从 2014 年的

点。

49.8%下降至 41.1%（见下图）
。

3、对未来中日关系的信心有所回升
对于未来中日关系发展，中日双方的信心
总体上都有所回升。在日本，有 12.7%的公众

问题：您认为未来的中日关系如何？【单选】

中日公众选出的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
Ⅱ.中日关系面临的阻碍与挑战

有：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
，日本/中国的历
史认识和历史教育问题，中日政府缺少政治互

尽管出现了上述一些回暖现象，当前中日

信，有关海洋资源的纠纷（东海油气田开发问

关系仍不理想。在日本，仅有 2.4%的公众和

题）等。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仍然面临着政治、

4.5%的精英人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
（
“好”或“比较好”
）
；这一比例在中国稍高，
分别为12%和6.8%，
但较之2014 年仍有所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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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土争端

其次是“应该通过外交交涉使日本承认存在领

调查数据显示，
有 66.4%的中国公众和 56%

土争端”
（50.3%）
，再次是“两国应尽早通过协

的日本公众认为领土争端（钓鱼岛问题）是阻

商争取和平解决”
（43.6%）
；
日本公众则首选
“两

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中国公众更是连

国应尽早通过协商争取和平解决”
（46.2%）
，其

续七年将领土争端视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首

次是“诉诸国际法庭，按照国际法规裁决”

要症结（见下图）
。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

（33.3%）
，再次是“为守卫领土，日方应该加

6

问题的解决方案上 ，近六成中国公众认为“为

强实际控制”
（27.1%）
。

守卫领土中方应该加强实际控制”
（58.2%）
，

中国公众认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2005-2015 年）
年份

首要因素

次要因素

第三因素

2005

历史问题

领土争端

经济摩擦

2006

历史问题

领土争端

经济摩擦

2007

历史问题

领土争端

经济摩擦

2008

历史问题

领土争端

经济摩擦

2009

领土争端

历史问题

海洋资源纠纷

2010

领土争端

缺少政治互信

海洋资源纠纷

2011

领土争端

缺少政治互信

海洋资源纠纷

2012

领土争端

缺少政治互信

海洋资源纠纷

2013

领土争端

历史问题

海洋资源纠纷

2014

领土争端

历史问题

海洋资源纠纷

2015

领土争端

历史问题

缺少政治互信

围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土争端问题

2、历史问题

也引发了一定的军事安全担忧。在中国，尽管

历史问题在 2005-2008 年间一直被中国公

担忧程度较之 2014 年有所下降，
但仍有四成的

众视作妨碍中日关系发展的首要因素。从 2009

公众和近半数的精英人士担忧中日两国在“几

年开始，历史问题的受关注度一度被弱化。

年内”或“未来会发生”军事冲突。在日本，

2013-2015 年，历史问题在中国公众的“担忧

则有相对更多的人选择相信中日之间“不会发

榜单”上重回第二位（见上图）
。此次调查中，

生”军事冲突。在认为“存在对本国构成军事

在被问及历史问题的解决与中日关系时，近半

威胁的国家或地区”的受访者中，有八成的中

数的中国公众认为“历史问题不解决，中国和

国公众和近七成的日本公众将彼此视为对本国

日本的关系就无法发展”
，
这一比例在历年调查

构成军事威胁。

中创历史新高（见下图）
。较多的日本公众则认
为“即使中日关系向前发展，要解决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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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困难”
（35.3%）
；日本精英群体的态度要更

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问题会慢慢得以解决”
。

为乐观，有 44.3%的日本精英人士相信“随着

中国公众认为“历史问题不解决，中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无法发展”的比例（%）

7

在历史问题需要解决的事项上 ，中国公众

3、经贸关系

前三位选择依次为：
“日本尊重有关侵略战争的

近几年，中日贸易总额和日本对华投资额

历史定论”
（56.2%）
，
“日本真诚地对侵略历史

呈现下降势头。中日两国民众对未来中日经贸

反省和道歉”
（54.3%）
，
“日本全面、客观、公

关系的发展预期也弥漫着较为明显的悲观情

正地进行历史教育”
（49.5%）
；日本公众前三位

绪。在中国，43.5%的公众和 51.8%的精英人士

选择依次为：
“中国的反日教育和教材内容”

预计中日经贸关系“将会明显”或“有所恶化”
，

（56.1%）
，
“中国媒体对日本的报道”
（37.9%）
，

分别是乐观预期（
“将会明显”或“有所改善”
）

“日本对侵略战争的认识”
（32.2%）
。

比例的两倍多。在日本的情况基本相似，有

对于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有六成的中

41.9%的公众和 43.8%的精英人士对中日经贸

国公众和过半数的中国精英人士认为“不论以

关系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仅有一成的日本公

何立场，都不应该参拜”
；日本公众和精英群体

众预期乐观（见下图）
。

的观点则有较大分歧，66%的日本公众认为“可
以以首相身份”或“私人身份参拜”
，而 61.4%
的日本精英人士则认为“不论以何立场，都不
应该参拜”
。
对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发表的“战后 70 年谈话”
，中国民众的满意
度不足一成（9.5%）
，而不满意度则达到 74.1%；
精英群体的满意度略高，但也仅为 11%。日本
公众的满意度较高（32.1%）
，精英群体的满意
度更是超半数（5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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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您如何预计未来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单选】

在对中日经济关系的看法上，过半数的中

日韩之间出现一定差异。2015 年 11 月韩国外

国公众和超七成的中国精英人士认为中日两国

交部公布的一项“20 国好感度”调查显示，日

经济互补性大于竞争性，可以实现合作共赢。

本人对中国无好感（77.7%）和对韩国无好感

这一比例在日本精英群体中同样高达 80.2%，

（59.7%）的比例都较高，而中国人对韩国有好

但是更多的日本公众则预期悲观，
认为中日
“两

感的比例（65.8%）则超出对日本有好感的比例

国经济竞争性强，难以实现合作共赢”
（38%）
。

（35.3%）近一倍9。另有日本言论 NPO 和韩国

在促进未来中日经贸关系发展的途径上，过半

东亚研究院联合开展的《第 3 次日韩共同舆论

数的中日两国民众都首选“改善两国政府关

调查》结果显示，日韩彼此印象均不佳（见下

系”
，而“加强企业间的务实合作”
、
“保持有关

图）10

法律法规的稳定性”也受到较多认同。
Ⅲ.中日韩相互认知比较
当前，东亚地区已成为世界上最具活力与
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其中又以中日韩三国的
发展和相互关系最为引人注目。中日韩之间的
相互认知对地区发展与稳定有着重要意义。
2015 年 10 月由中日韩美四国智库和咨询公司
共同实施的东北亚地区相关舆论调查显示，日
韩均有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认可未来 10 年中国
在亚洲的影响力将继续扩大，更有高达 82.3%
的日本受访者和 96.6%的韩国受访者认为中国
8

是对本国重要的国家 。但在相互好感度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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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手国に対する印象

而此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则显示，超过六成的
中国公众和过半数的中国精英人士表示，相比
日本来说“对韩国更有亲近感”；日本也有
26.3%的公众表示相比中国来说
“对韩国更有亲
近感”
（见下图）
。

问题：对方国家和韩国，您对哪个国家更有亲近感？【单选】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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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调查反映出，尽管中日韩相互之间的

口老龄化等社会问题方面的合作、国际反恐等

好感度总体上尚不算理想，但相比中日之间的

方面的地区安全合作等13。三要积极寻找中日

好感低位，中日两国对韩国的戒备心理和反感

经济合作新动力，在共同的文化传统环境中继

程度较弱，亲近感较强。因此，可以从中日韩

续共享互补的经济结构，以创办实业、开展环

三边合作乃至更多边合作中打开局面，在通力

保合作促进彼此间的交流和了解14。四要积极

协作推进东亚地区一体化进程中，使彼此间建

推动多重构建、梯次整合的东亚区域合作，促

立更为紧密的纽带联系和复合相互依赖性，在

进东亚经济一体化，充分发挥各自比较优势，

合作共赢中增信释疑，不断加深中日韩民众之

共同推动结构性改革，加强国际产能和创新领

间的相互理解与友谊。

域的东亚地区协作，通过深化中日韩三边乃至
更多边合作，促进本国经济升级发展，进而带

Ⅳ.改善中日关系的努力方向

动东亚乃至亚洲经济平稳增长。

当前，中日关系仍然面临着诸多历史与现

2、民间层面

实的问题和挑战，尽管已有回暖迹象，但总体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

形势依然复杂敏感，中日关系与民众间的相互

间。要进一步深化中日民间交流，特别是中日

认知仍有待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在调查中，政

文化交流。2014 年，中日双边人员往来达到

府层面的“强化经济关系”
、
“加强政治与安保

556.6 万人次，同比上升 18.2%；今年 5 月，由

关系”
、
“在环境保护、传染病防治等全球问题

3000 多位日本各界人士组成的日中观光文化

上加强合作”以及民间层面的“促进民间对话

交流团访华，受到中方的热烈欢迎15。今后，

和文化交流”等方法都是中日民众认可的改善

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互动与交

中日关系的有效路径。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需

流，大力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各领域的民间

要两国政府与人民齐心协力共同推进。

交流与务实合作，不断加深两国民众的相互了
解和友好感情。
运用文化的力量增进民众感情，

1、政府层面

坚持把中日文化交流作为重点，积极组织开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指出：
“中国高度

各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展览、文艺演出、影视互

重视发展中日关系。中日双方应该本着以史为

动、文学交流、城市论坛、民俗文化展示、青

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基

少年联谊等活动，通过持续不断的文化交流，

础上，共促和平发展，共谋世代友好，共创两

促进两国人民的心灵沟通和情感交流，夯实中

国发展的美好未来，为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

日友好的民意基础。

献。
”12构建稳定健康的中日关系，首先要顺应

要继续加强中日智库交流合作，为促进中

时代进步潮流，牢牢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

日关系的发展提供新思维、新洞见。智库是国

题，在坚持和维护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政治基

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际交往中往往

础上，妥善处理有关敏感问题，逐步构建和积

发挥着设置议题、引领舆论、汇聚意见领袖、

累政治互信，在维护地区稳定、世界和平方面

创新思想理念等重要作用。智库之间的交流合

相向而行，携手共进。二要把握住和平友好、

作能够通过思想的碰撞有效地推动相互认知与

合作共赢的大方向，积极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

了解，促进共有观念的形成，进而发挥增信释

干扰和破坏，聚焦共同关切，进一步加强地区

疑、加深友谊的作用。中日两国智库要勇于担

事务的中日双边合作，如经济转型期的经贸合

负起以创新思想的力量推动中日关系健康发展

作、防治大气和水污染等方面的环保合作、人

的光荣使命，借助智库联盟、论坛、峰会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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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录、战略合作框架、课题共建机制、双边智
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库数据库与信息交流平台等多种形式，积极打

1

造全方位智库交流合作网络，直面中日关系的

2

中国外文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日关系舆

论调查 2015 中方报告》，2015 年 10 月。

热点、难点问题与重大关切，深入、务实地探

中国外文局、日本言论 NPO：《2015 年中日关

3

讨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可行方案，为双方

系舆论调查中日比较资料》，2015 年 10 月。

认识过去、把握现在、共创未来提供新思想和

“北京-东京论坛”官方网站：

4

新洞见。

http://www.beijing-tokyo.com/。

新闻媒体应积极发挥正面作用，增加在中

数据来源：中国外文局、日本言论 NPO：《2015

5

日关系中的贡献度。媒体是中日两国民众相互
了解的窗口，
是两国人民沟通交流的重要渠道。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中日比较资料》，2015 年 10

然而在调查中却显示，有相当比例的公众（日

月；中国外文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日关

本 37%，中国 20.1%）认为本国媒体对改善中

系舆论调查 2015 中方报告》，2015 年 10 月；中

日关系和促进两国民众相互理解“没有做出贡

国日报社、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06-2014 年
中日关系舆论调查》，2006-2014 年。下同。

献”甚至“起到了负面作用”
；过半数的日本精

此题目为多选题，所有选项应答比例之和大于等

6

英人士和四成多的中国精英人士“不认为”本

于 100%。

国媒体关于对方国家及双边关系的报道和评论

此题目为多选题，所有选项应答比例之和大于等

7

是客观、公平的。因此，在今后发展中，中日

于 100%。

两国媒体应注意加强对话与交流，准确把握中

“舆论调查：日韩美三国八成以上民众认为中国

8

日关系发展的主流和方向，聚焦双方共同关切
的重要议题，客观公正地进行报道，多传递双

是重要国家”，人民网，

方理性声音，通过建立人员互访、研讨磋商、

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1021/c1002-277

联合制作等机制，帮助两国民众加深相互了解

23737.html。

和信任，切实地为两国关系发展营造良好舆论

9

“韩媒：中日韩矛盾加剧 日对华好感人数刚过

半成”，环球网，

环境。

http://mil.huanqiu.com/observation/2015-11/793754

要善于借助新媒体推动两国民间尤其是青
少年间的交流互动，增进双边友好感情。以社

7.html。

交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

10

【日本】言論 NPO、【韓国】東アジア研究院：

《第 3 回日韓共同世論調査日韓世論比較結果》，

展给人们的信息获取与交流方式带来了革命性
变化。由于具有信息海量、资源共享、传播迅

2015.5。

速、便于互动、受众广泛等显著优势，新媒体

11

日方 14 年的数据来自 2014 年 5～6 月间实施的

《第 2 次日韩共同舆论调查》。

传播打破了传统交往的地域限制，为民意的表

“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

达和民间交流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青少年

12

正是新媒体最为广泛、最为活跃的用户群体。

话”，人民网，

借助社交网站、移动视频、数字新闻、论坛互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523/c1024-27

动、微电影大赛、动漫设计、在线文化讲座、

046243.html。

民俗表演与艺术展览等等两国人民尤其是两国

13

“蒋建国:为中日关系长期健康发展共筑对话平

青少年都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新媒体形式，

台”，中国网，

讲述中日好故事，传播中日好声音，引导中日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5-10/24/content

网络民声民意向积极友好方向发展，为中日友

_36880909.htm。

好不断增添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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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丰、朱虹：“推进中日两国人民正确客观地

14

相互认知”，《公共外交季刊》2014 年第 4 期。
15

裴广江：“民间交流助力中日友好”，《人民日

报》2015 年 10 月 26 日。
参考文献：
[1] 【日本】言論 NPO、【韓国】東アジア研究
院：《第 3 回日韓共同世論調査日韓世論比較結
果》，2015.5。
[2] 中国日报社、零点研究咨询集团：
《2006-2014
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2006-2014 年。
[3] 中国外文局、零点研究咨询集团：《中日关
系舆论调查 2015 中方报告》，2015 年 10 月。
[4] 中国外文局、日本言论 NPO：《2015 年中日
关系舆论调查中日比较资料》，2015 年 10 月。
[5] 蒋丰、朱虹：“推进中日两国人民正确客观
地相互认知”，《公共外交季刊》2014 年第 4 期。
[6] 裴广江：“民间交流助力中日友好”，《人
民日报》2015 年 10 月 26 日。
[7] “北京-东京论坛”官方网站，
http://www.beijing-tokyo.com/。
[8] 环球网，http://www.huanqiu.com/。
[9] 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
[10] 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