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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2012年 9月，日本政府购买尖阁群岛（中国名：钓鱼岛）后，日中关系出现了

非常困难的局面，迄今为止，一直没有改善的头绪。两国领导之间的交流、副首

相级以及外长级会谈机制都陷于停滞。政冷引发经冷的现象也变得很明显。 

遗憾的是，随着两国关系越来越恶化，两国的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也

大幅下降，2013年已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 

我认为，如此现象必定与双方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有一定关系，因此,在此研究日

本媒体如何报道中国，并探讨其作用与责任。 

2．舆论调查的结果 

  日本媒体如何报道中国—此题目是一个极其广泛而难以正确把握的大题目。因

为日本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等，对华报道量特别多，

内容也千差万别。于是，首先从日中舆论调查的结果谈起，以便考察两国国民的

相互认识如何。 

   该舆论调查为自 1995年起每年一次，由“日本言论 NPO”与“中国日报社”共

同实施。2013年是第九次调查。在日本，一共有 1000名公众与 805名知识分子参

与日方问卷调查。在中国，包括北京、上海、成都、沈阳、西安等 5 个城市的 1540

名普通公众,国内企业、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和研究机构的 200 名精英人士，

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五所高校的

802名学生及教师参与了中方调查。 

            图：两国的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 

2013 年调查  言论 NPO，中国日报社 

   
数据显示，受日中关系恶化的影响，两国的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和

2012 年相比都大幅下降并达到了历史最低水平。普通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

（包含“印象相对不好”）的比率高达 90.1%，而对中国印象良好（包含“印象相

对良好”）的比率仅有 9.6%。同样，普通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包含“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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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相对不好”）的比率高达 92.8%，而对日本印象良好（包含“印象相对良好”）

的比率仅有 5.2%。 

 

       图：普通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推移 

 
2013 年调查  言论 NPO，中国日报社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普通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和“印象相对不好”的比

率，与去年相比大幅上升，其幅度为 28.3个百分点。 

 

图：日本人对中国“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 

 

                                 （注：此题为多选题，各选项比率之和大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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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国人对日本“印象不好”的主要原因 

（注：此题为多选题，各选项比率之和大于100%）                                 

2013 年调查  言论 NPO，中国日报社 

 

两国国民的相互好感度为何如此恶化？此次调查显示，“尖阁列岛（中国名：

钓鱼岛）的争端”是阻碍日中关系的主要原因。在普通中国人和普通日本人中选

择此问题所占比率分别为 77.6%、53.2％。在被认为是阻碍两国关系的其他重要因

素中，“历史问题”也是在两国调查中都占比较高比率。 

关于岛屿争端，即自 2010年日本巡逻艇与中国渔船碰撞事件发生后加剧，尤其

是 2012年 9月，在日本政府购买尖阁群岛（中国名：钓鱼岛）后，急剧升温。 

我认为两国国民的相互好感度如此恶化还是与日中两国媒体对岛屿争端如何

报道颇有关系。本来，新闻工作者应该追求实事求是，进行客观报道。围绕岛屿

争端的新闻报道也不该判若水火。但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日方媒体站在日本政府

的立场来报道，中方媒体也大致站在中国政府的立场来报道。在关系到国家主权

问题上，双方媒体仿佛皆难以超越自己国家的利益，围绕岛屿争端的双方新闻报

道内容也是截然不同。 

我认为两国媒体之间的如此对立的报道会直接给两国人民的想法带来比较深

刻的影响。因为日中两国民众之间的直接交流还算非常少。据此次舆论调查，访

问过中国的日本人还不到 20%。10 个日本人中 9 个人是没有体验过真正的中国。

中方的情况也是大致相同。调查表明，双方新闻媒体始终是中日两国国民互相了

解的最主要渠道。 

在此次调查中，中方分别有 89.1%的普通民众与 81.2%的精英和高校师生认为，

中国的新闻媒体是他们了解日本的最重要渠道。同样，日本普通民众获取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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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 95%是日本的新闻媒体。总之日本绝大多数民众，主要靠电视、报纸等媒体

来获取中国的信息与知识。考虑到这一点，我认为媒体的责任也很大。 

在此次舆论调查中，值得关注的是两国民众对本国媒体的认识也存在明显的差

异。84.5%的中国人认为本国媒体的报道是客观公正的。与此相反，只有 25.4%日

本民众认为本国媒体的报道是客观公正的。换句话说，四分之三的日本人不认为

日本媒体是客观公正的。 

 

  图：日本人对本国媒体的评价            图：中国人对本国媒体的评价 

 

2013 年调查  言论 NPO，中国日报社 

中方调查的数据到哪种程度正确，在此不谈，问题还是日方的数据为何如此不

好？日本新闻工作者应该探讨研究此问题。我的初步了解是，在日本存在着各式

各样的媒体，本来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家媒体所报道的内容之间经常发生

矛盾或分歧是比较自然的。但近几年来，各家媒体的报道内容越来越相似，变得

一样了。如此现象也会给日本民众留下不太好的印象。 

 

3.日本媒体在对华报道中普遍存在的倾向 

 

  日本拥有多种类的媒体，其中，报社有两种。一种是向全国发行的大报社。比

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读卖新闻，产经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以及东京新闻

等。另一种是在各县皆有的地方报社。除了报纸以外，日本有两家比较大的通讯

社。共同社与时事社。另外，有六家比较大的电视台。其中，NHK是一家公共电视

台，不依靠国家财源而只依靠从每家庭收取收看费来经营。其他五家是私营电视

台，即依靠广告收入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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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主要媒体      报社  （ 朝日、每日、读卖、产经、日经、东京 ） 

            地方报社 其中央与国际新闻：一般是转载通讯社报道 

            通讯社 （ 共同社  时事社 ） 

            电视台 （NHK、NTV、TBS、富士、朝日、东京） 

            晚报社  （ 夕刊富士 日刊现代 ） 

            周刊杂志 （ 周刊新潮 周刊文春   周刊邮报 

                 周刊现代 周刊朝日····） 

            月刊杂志 （ 文艺春秋 中央公论 世界・・・） 

            经济杂志 （ 经济学家 东洋经济 钻石・・・） 

保守派杂志 （ 正论 WILL SAPIO ・・・） 

 

         
作为自由主义国家的独立媒体，日本媒体有一定的特色。日本媒体不愿担任官

方的宣传机构。所以一般来说，负面报道多，正面报道少。比如，尽管飞机一百

万次顺利着落都不算新闻，但是仅有一次坠落就是大新闻。平安无事不是新闻。

如此倾向也反映在对华报道上，总是负面报道多而正面报道少。比如，北京天气

如何晴朗不报道，而出现严重雾霾就报道。 

日本媒体在报道中国内政时，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报道的新闻比较多，尽管消息

来源不太明确。在外交方面，关注中国的大国外交、资源外交及新兴国外交的报

道比较多。对于日中关系，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来报道的特别多。有时仅在最后

简单地加上中方立场的报道也有。对于军事安保领域的报道更加厉害，强调中国

的扩军以及中国威胁论的比较多。 

在经济方面，既有冷静分析的，又有宣扬中国经济崩溃论的。由于日本和中国

的经济交流极为密切，所以经济界的企业家、经济分析师、以及学者等都要求客

观公正新闻报道。虽然有一些右派媒体宣扬中国经济崩溃论，大多数经济专家却

不动摇，不太相信如此不客观的报道。 

   对于中国社会的领域，强调各种矛盾的报道比较多。比如人权问题、少数民族

问题、经济差距、环境问题等。实际上，随着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购

买日本高级产品的中产阶级人口也越来越多。虽然如此，介绍富裕起来的中国老

百姓生活等正面报道比较少。 

  反过来，在文化与旅游方面，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等正面报道比较多。负面报道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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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媒体对华报道的倾向 

 

              总体倾向：负面报道多   正面报道少 

 中国内政：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报道的比较多。 

       外交：关于大国外交、资源外交及新兴国外交的报道比较多。 

       日中关系：站在日本政府的立场来报道的比较多。 

                        也有最后简单加上中方的立场的报道。 

              军事：强调中国的扩军以及中国威胁论的比较多。 

              经济：既有冷静分析，又有宣扬经济崩溃论。 

       社会：强调各种矛盾的报道比较多。 

比如：人权问题、民族问题、经济差距等。 

       文化：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等正面报道比较多。 

       旅游：正面报道多。负面报道少。 

 

              
 

4.日本媒体与中国媒体之间的任务差异 

 

我认为中国媒体本来的使命就是传达党和政府的政策，所以党和政府经常管制

报道机构。新闻媒体的活动会有一定的限制。据香港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

2013 年发出文件要求媒体不要讲普世价值、公民权利、以及新闻自由等。但有时

中国当局也允许媒体批评一些地方政府的错误。这是因为对中国媒体来讲，监督

地方行政机构也是任务之一。我认为随着中国媒体的经营形式越来越商业化，报

道内容也会变得丰富多彩。 

反过来，日本的新闻媒体本来的使命是监督政府并为国民提供真正的消息。日

本宪法保证国民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因此日本媒体所报道的内容本来应该比中

国媒体自由一些。在日本，有人说新闻媒体是第四个权力机构。第一个就是国会

等立法机关，第二个是内阁等行政机关，第三个是法院等司法机关。但是我最近

觉得日本媒体的立场越发靠近官方的立场。批评和监督政府的作用越来越小。 

据日本 NHK 网站报道，国际新闻工作者组织“无国境记者团”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发表了以世界 180 个国家和地区为对象实施的一项关于“报道自由度”的排

名结果。其中，日本的“报道自由度”排名由 2013年的 53名跌至 59名，远远不

及非洲的博茨瓦纳。据“无国境记者团”的解释，由于日本于去年 12月成立了特

定秘密保护法案，受此影响，今后没有单位的记者和外国记者在日本采访核电站

问题可能会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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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媒体的特征 

 

   对日本媒体，新闻到底什么？什么消息值得报道？对这一点，每家媒体机构对

属下的记者严格要求准确的判断能力。在日本，对此问题有一定的特色。 

下面考虑日本记者最重视的十大因素。 

 

 

               日本记者最重视的新闻十大因素 

1.政治性  2.经济性  3.速报性   4.巨大性   5.频繁性  

6.稀少性    7.社会性    8.追求性  9.意外性   10.预见性 

 

  第一是有没有政治性。如其消息会给国民生活带来比较大影响的政策变化，就

是大新闻。例如：选举、国会决议等 

第二是有没有经济性。如其消息会给国民生活带来比较大影响的经济变化，就

是大新闻。 例如：股市暴跌 利率调整等 

第三是速报性。事件发生后越快报道越有价值。 

第四是巨大性。灾难发生时，死亡人数或受灾规模越大，报道价值越高。 

第五是频繁性。同样的事件连续发生时，发生频度越多，报道价值越高。 

第六是稀少性。发现稀少动物或发生谁也没经历过的自然现象等稀少性越高越

有报道价值。 

第七是社会性。如其消息会给国民生活带来比较大影响的社会案件，就是大新

闻。 例如：大气污染 救济贫民等。 

第八是追求性。大事件发生后，追求其原因或幕后的背景等也会有较大的报道

价值。 

第九是意外性。 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越意外报道价值越高。   

 我刚入 NHK的时候，有一位前辈记者跟我讲，狗咬人不算新闻，人咬狗才算新闻。 

第十是预见性。预见未来时，其剖析越准确越好。比如：目前对许多日本人最

想知道的是东南海大地震会究竟何时发生？有人认为 5 年以内会发生，也有人认

为大地震百年之内不会发生。若有科学的预测就算新闻。 

 

  为无遗漏地抓到所有一切的消息，每家主要媒体皆组成了相似的采访报道结构，

培养各部门的专业记者。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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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媒体的报道组织 

 

  名称   采访领域 采访对象 

政治部 内政 外交 安保 内阁、国会、政党、政府机构 

经济部 国内外经济 政府机构、央行、股市、各企业 

社会部 灾害 社会案件 警察 检察 法院 政府机构 等等 

外信部 国外新闻 全世界国家与地区   

生活部 家庭生活 医院 料理专家 服装设计专家 等等 

运动部 体育运动 各运动比赛  

特报部 没有限制 大新闻  特别新闻等 

 

近几年来，我意识到所有的报纸每天报道的内容越发相似。我认为如此倾向与

排他性比较强的记者俱乐部制度有关系。在日本每个政府机构，经济团体等主要

采访对象里大致都有记者俱乐部。只有比较大的新闻媒体，主要报社、通讯社、

和电视台的记者才能加入此俱乐部。政府各部门与主要企业都通过记者俱乐部发

布消息。此制度对发布消息的官方有许多好处，很容易操纵媒体。反过来，对收

到消息的媒体来说也很方便。对每家报社而言最可怕的并不是容让其他报社独家

报道，而是只有自己一家没能报道重要消息。如果连其他媒体都抓住和报道的重

要新闻都抓不住的话，其媒体会失去民众的信任。为防止消息脱落，每家主要媒

体都认为记者俱乐部制度还是需要的。但从一般读者或观众的角度来看，此制度

不仅会给采访自由竞争的环境带来不好影响，而且会缩小国民能够把握消息的范

围。本来大多数日本记者认为，对官方只有报着怀疑的态度来采访，才能追求真

理。但是，我觉得最近这些记者精神也越来越衰弱了。 

下面我想谈目前日本媒体会容易落入的四大陷阱。 

 

 

四大陷阱 

 

1. 激动人心的宣传主义 

2. 民粹主义 

3. 千篇一律主义 

4. 排他性国家主义 

 

 

第一个陷阱是“激动人心的宣传主义。” 就是追求轰动效应的报道。  

英语说 sensationalism。比如，在日本发生中国毒饺子事件的时候，所有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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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大肆宣传中国食品的危险性。其实，当时 99%以上的中国食品是非常安全的。

这些激动人心的报道给日本社会造成了不必要的混乱。 

第二个陷阱是“民粹主义”。就是迎合平民欲望的报道。英语说 populism。             

比如，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已经过了六十多年，大多数的日本人是战后出生的。 

这些战后一代的一些日本人不想知道而不愿接受过去历史。目前有一些媒体 

迎合这样的国民感情不正视历史的倾向就是“民粹主义”。 

  第三个陷阱是“千篇一律主义。” 就是格式化的报道，也可以说是零和思维。 

英语说 stereotype。 比如，有些媒体根据美国是友军而中国是敌军这样的零和思

维来报道新闻。 

第四个陷阱是“排他性国家主义。”英语说 exclusionary nationalism。  

任何国家的国民都希望自己国家发展。“我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等令人悦

耳的吹嘘必定严重蛊惑国民的良心。若陷入排他性国家主义，会将其国家引向比

较极端的的危险之路。 

 

6.结语 

 

  最后，立足于上面所写的考察及思考，我想提出几项日中两国媒体陷于的 

共通困境。 

第一，就岛屿问题等关系到国家主权的问题上能否也同时报道对自己国家不

利的事实或者消息？ 

第二，对历史问题能否进行客观报道？ 

如果报道对自己国家不利的事实，宣扬国家主义的人士就会大声批评

说是“自虐报道”。因此能否克服国家主义的观点是最关键的问题。 

第三，能否回避四大陷阱，即激动人心的宣传主义、民粹主义、千篇一律主

义、排他性国家主义？ 

第四，互相进行负面报道的情况下，如何回避螺旋型恶化的情况？ 

第五，互联网迅速普及的情况下，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如何打开新的

活路？ 

 

 我认为此几项是不相上下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但最近有点渐渐好转的感 

觉。尤其于２０１３年底，安倍首相悍然参拜靖国神社后，日本国内主流媒体的 

论调分为两种相反的看法。虽然“产经新闻”等一些右派报纸支持和赞扬安倍首 

相的行动，但是“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纷纷表示反对意见。 

“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说，不管首相有什么理由，都不能将参拜正当化。这不仅

是因为参拜将引发中韩的反对，更因为首相参拜将给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安全

保障、经济等各领域带来负面影响。《每日新闻》的社论指出，安倍参拜让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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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怀疑其历史认识，参拜给日本外交带来不可估量的恶劣影响。安倍首相已经走

上了一条让参拜靖国神社问题外交化、使日本孤立于国际社会、损害国家利益的

错误道路。 

 虽然中日关系目前处于紧张而复杂的时期，谁也预料不了今后局势如何，但是，

最近我认为有一些日本媒体慢慢开始回复监督政府的意识，在对华报道上，也渐

渐想起为国民提供客观公正报道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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