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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pularity of Chinese in Japan, to some extent, reflects the degree of attention to China from
th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in Japan. It also influences people’s cognition and attitude in Japa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in Japan is bearing the major mission of transferr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as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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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汉语在日本的普及状况，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日本从政府到民众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也在一定意义上影响
着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态度。在日孔子学院承载的这种传递中国语言与文化的使命，无疑对正处于
低谷的中日关系起到一定的缓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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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钓鱼岛争端让中日民众之间的亲和度不断降低，相互不理解与不信任感也日趋加重，使得本来就十
分脆弱的中日互信基础愈发不振。而此时被称为“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最妙出口品”的孔子学院，在日
本无疑正起着提升中日民间交流，改善中日关系的作用。
孔子学院是为中外合作建立的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其宗旨和使命是：增进世界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
了解，发展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发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在日孔
子学院的建设问题已是我国对日重建战略互信的重要一环。
孔子学院是面向世界开展汉语教学和中外教育、文化、经济等方面交流与合作的教育机构，其主要
内容包括：面向社会各界人士，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
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有关中国教育、文化、经济及社会等的信息咨询；开展当代中国研究等[1]。

2. 孔子学院的在日发展
2.1. 发展状况
日本第一所孔子学院——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于 2005 年由北京大学与立命馆大学合作建立。截至
目前为止，日本已有 13 所孔子学院，分别是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北陆大学孔子
学院、爱知大学孔子学院、立命馆亚洲太平洋大学孔子学院、札幌大学孔子学院、大阪产业大学孔子学
院、冈山商科大学孔子学院、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福山大学孔子学院、关西外
国语大学孔子学院和兵库医科大学中医药孔子学院。
可以看到，不论是本州还是北海道、九州地区，也无论是一般的综合性大学还是外国语大学或以理
科为主的大学，都正全面快速地普及发展着孔子学院。

2.2. 教学活动
在日孔子学院的教学活动以教授汉语为主，同时还力求在中日文化交流、中国化文化的深入研究中
做出贡献。
日本人对汉语的认知度和学习能力非常强，这样使得孔子学院在经济、商业、贸易上的汉语培训独
树一帜，得以展开丰富多彩的教学和文化活动，从而吸引着大量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当代儒生”。
这其中的立命馆大学孔子学院，不仅开设面向社会的一般汉语讲座，而且还举办一些高层次的讲座，
介绍中国的文化和经济。同时，还开设了“旅游中文”入门及中级汉语课程，举办中文演讲比赛、海外
咨询留学会、汉语教师短期培训等；而爱知大学紧邻丰田公司总部所在的丰田市，孔子学院的教学主要
是面向企业员工；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则注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开办了汉语学历教育特别课程，特别
是规定学生在孔子学院学习一年后，成绩合格者可直接转入樱美林大学二年级学习或转入合作学校留学
生的汉语专业。更值得一提的是北陆大学，除了专业汉语教育外，所有在校学生的第二外语一律都是汉
语，除了负责本校 3000 多名学生的汉语必修课教学外，还积极向石川县内高中派遣中文教师，协助当地
高中开设汉语课程，已经辐射到本地区的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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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当代儒学再入日本
自 2004 年中国国家汉办在韩国首尔建立了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以来直至 2014 年 3 月，
先后已有 10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400 所孔子学院和 535 所中小学孔子课堂，其中在日本已拥有 13 所孔子学院及 6 所
孔子课堂，日本的汉语学习者也已超过 200 万人。
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西园寺一晃

1

对在日孔子学院有这样的评价：“在过去五年，本学院学习

汉语的学生与日俱增，由最初的 20 人增加到如今的 250 人，今年的目标是 300 人左右。但由于目前两国
某些政治原因，学院人数有所减少，而从长远来看，‘汉语热’依然存在，达到目标应该是迟早的事。
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会通过向日本人介绍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等来促进中日间的交流与理解互信[2]。”
日本文部科学省审议官清水洁也言，“许多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而在我看来，二十一世
纪能否真正出现亚洲的繁荣，完全取决于日中两国[3]。”
中日关系需要政治和经济两个车轮同时强有力运转，而文化交流则有助于把两国人民的情感连在一
起，在日孔子学院正是在这种国际情势下应运而生，可称得上促进中日友好的“当代儒学”。

4. 中国儒学在日历史
早在公元五世纪，儒学便已传入日本。日本曾以积极主动的态度选择吸收，使得儒学在日本国土上
生根发芽，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儒学。
传入日本的儒学渗透到了日本社会的各个领域，对古代日本的政治、法律、教育、武士道及史学等
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从不同角度促进了古代日本社会的发展。
政治上，中国儒学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政治理念；法律上，日本的封建法律
基本上是属于中华法系的范畴，渗透着儒家思想；教育上，儒学在教育改革、教育领导机构、学校教育
内容以及私学等方面都对日本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武士道精神方面，儒家思想的忠、仁、义、礼成了武
士的指导思想；史学方面，儒家的修史观 2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日本的史学思想。
中日交流的历史上，不管两国政府间经历了怎样的恩恩怨怨、大起大落，民间交流从来都没有停息
过。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无论从经济发展还是从环境资源的利用等方面来看，中日两国都有很
多共同的话题。因此，在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中日国民认识到，中日两国均需要当
代“鉴真和尚”以促成中日两兄弟“相逢一笑泯恩仇”。
当代孔子学院显然在沿袭孔子思想的优良传统，意欲将孔子“四海之内皆兄弟”、“和为贵”、“和
而不同”等理念作为中国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象征”再次传入日本，从而使中日关系友好并同步走向
世界。

5. 孔子学院的“和合”对立
孔子所主张的“和谐”、“和睦”，“和平”，强调“和合之境”，这也是中国外交一直奉行的“和
而不同”的哲学基础，孔子学院正是构筑中日这种“和合之境”的完美体现。
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3 的签订，中日两国开展了全方位的友好交流，特别是
在中国实施了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经济迅速腾飞、国力逐步增强，日本从政界到民间，越来越关注中国、
1

西园寺一晃，1942 年生于东京，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2010 年出任日本国工学院大学孔子学院院长。曾祖父是桂园时代
的首相西园寺公望，曾在北京生活 10 年。
2
修史观：即以历史为借鉴，将伦理道德作为历史评价的主要基准，是一种中国儒家的修史宗旨与历史价值判断的观点。中评网：
王家骅《儒家的修史观与日本古代的史学》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25529
3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8 年 8 月 12 日于北京签署的中日和平条约。主要是确认中日双方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
两国持久的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反对霸权主义；发展两国经济和文化关
系，促进人民交流等。至今条约仍对两国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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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意识到汉语学习在构建中日友好关系中的巨大价值。
尽管最近中日两国又再次围绕历史问题、领土问题、能源问题、日美同盟等多层次结构问题屡次出
现外交争端甚至民族情绪对立，经济也由过去的“政冷经热”逐渐淡化为“政冷经温”，但是在日孔子
学院仍然以多种文化方式加强民间往来互助与文化交流。
对此，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院长周玮生

4

表示，“我们不和政治牵涉，孔子学院最多举行一些大型

讲演会，加深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了解，让日本民众更准确地了解中国。孔子学院促进了中日双方的了解
认识和沟通交流，但也不能夸大，毕竟孔子学院还很小，现在是信息社会，网络这么发达，没有孔子学
院也能够了解。我们做得比较好的是，和日本主流社会团体机构如日本资源能源学会、东京大学可持续
发展研究机构等共同推动举行大型研讨会等活动，开展大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讲座、中国经济发展讲座、
中国能源环境发展讲座、中国法律讲座、中国文化讲座等。我们开展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讲座，得到
了日本各方面的肯定。我们每个月都有‘中国理解’讲座，还有敬学讲座、汉语讲座等，通过这种方法
来加深中日交流[4]。”

6. 孔子学院的文化优势
孔子学院的建立，不仅能够帮助各国人民了解中国文化，更能促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在日孔子学
院，对发展具有中华文化的感召力、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以及政治价值的吸引力均起到重要作用。
孔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选择以孔子命名，以汉语教学为其品牌可见其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深
邃含义。
其一，汉语是中国的官方语言，是中国向日本传递信息的最主要工具，扩大汉语的传播范围、方式
和途径，是提高中国在国际交流中地位的主要途径。
其二，孔子学院既能直接又能间接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
其三，汉语的推广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其四，在日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进日本，让日本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
有了汉语作为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在日本的传播和交流将不再举步维艰。
21 世纪是世界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即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5]。在这个时代，单凭军事力量
和经济实力等硬实力的支撑已难以傲视群雄，优秀的传统文化、独特的价值观、与自然协调的精神力量
才是各国较量的关键所在。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底蕴丰厚，魅力无穷，不仅是中国的财富，也是世界的财富。孔子学院正承载
着向全世界传播中国优秀文化、促进全球多元文化发展、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及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的民族使命。
当然，也有少数日本政府人士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的一种侵略行为，认为孔子学院是中国政府的派
遣机构，并且由此产生了“中国文化威胁论”。5
其实则为不然。中国文化是在积极“走出去”，而并非什么所谓的“文化侵略”。孔子学院是通过
汉语文化的国际推广，从而创建一个更加积极，更加和谐的中国国际形象，是在传播中国语言，传播中
国传统文化，更确切的说是开设中国儒家思想中最具世界价值和现代意义文化理念的窗口与桥梁。总之，
4

周玮生，1960 年出生在浙江浦江县，曾就读于浙江大学热物理工程系，并到大连理工大学读研究生。之后东渡扶桑，获得日本京
都大学博士学位，曾任中国留日同学会会长、日本新华侨华人会首任会长。2005 年，日本京都立命馆孔子学院成立后，被推选为
学院院长。现任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院长、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学院教授、立命馆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
5
中国威胁论：国际关系上一种诉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围堵的说法，中国因改革开放后经济崛起，成为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的大
国，同时大量扩充军备，特别在于海空军在东海及南海的联合近海防御作战能力，相关国家由此产生的忧虑与质疑。“中国文化
威胁论”亦即“中国威胁论”在文化方面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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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孔子学院促进中日双方相互沟通与交流，是有助于化解在日萌生的“中国文化威胁论”的有效催化
剂。
虽然中日两国已经有着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但中日两国仍缺乏两强共处经验，仍需要端正心态，应
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求大同存小异的精神，通过对话与交流妥善解决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事实证明，孔子学院正凭借其文化传播的实力，在语言文化的学习交流中获得日本朋友，与日本展开中
国式的对话。
《论语》有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孔子学院顺应历史的发展，架起了促进两国人民相互了
解的语言之桥、文化之桥和心灵之桥，增进了中国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彼此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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