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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铁饭碗

鄧

　　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政策，使全国老百姓越来越贫穷。文革结束后，邓小平提出了“先富论”，

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三十多年过去了，哪些人富起来了呢 ?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富起来了。阿里巴巴是全球企业间电子商务最大企业，集团旗下

的淘宝网是亚洲最大个人交易网站。马云还担任软银集团董事等职务 ；

　　百度总裁李彦宏富起来了。他创办的百度是中国最主要的搜索引擎提供商，在谷歌出局的中国

搜索引擎市场，占着 70% 左右的份额，是纳斯达克的上市公司 ；

　　希望集团的刘永行兄弟富起来了。80 年代初他们辞职到农村养鸡、养鹌鹑，后来创办了希望

集团。如今该集团涉足食品、金融、高科技等许多行业，是中国著名的民营企业之一。刘氏兄弟是

《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榜上的常客。

　　对于他们的“先富”，人们羡慕、尊敬，因为他们靠的是勤劳、智慧和技术。

　　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高级干部富起来了，他们利用手中的职权，大量侵吞国家的资产，

收取巨额贿赂，生活腐化。这些“大老虎”们，如果不是在反腐斗争中被惩治，他们还在各种场合

高喊“为人民服务”呢 !

　　原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杨秀珠富起来了。她携两亿多元公款，带着家人出逃到美国，在纽约最

繁华的地段购买了至少五处房产，过着奢侈的生活。由于中美之间还没有签订引渡协议，这使美国

成为中国外逃贪官的天堂，像杨秀珠这样的贪官多不胜数。

　　对于这些人的“先富”，人们会怎么想呢 ?

　　而在甘肃、宁夏、贵州等内陆地区，还有数千万贫困人口。他们的生活水平很低，医疗条件很

差，孩子们接受不了良好的教育。

　　不杜绝腐败，缩小贫富差距，恐怕“和谐社会”将永远是空中楼阁，“中国梦”也将是一场虚

幻的美梦。

 第 五 课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基礎知識

 本文

Zhõngguó                 zhï chuã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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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时代　 的　 计划　经济　 政策，    使　 全国　   老百姓
1

　　Máo-Zédõng shídài de jìhuà jïngjì zhèngcè, shœ quánguó läobäixìng

越　 来　 越
2

　贫穷。  文革
3

　结束　后，     邓小平　　提出了   “先富论”，
yuè lái yuè pínqióng. Wéngé jiéshù hòu, Dèng-Xiäopíng tíchÆle “xiãnfùlùn”,

允许
4

   一部分  人  和  一部分  地区  先  富起来，  逐步
5

  达到   共同   富裕。
yŒnxŒ yíbùfen rén hé yíbùfen dìqÆ xiãn fùqœlai, zhúbù dádào gòngtóng fùyù.

　　三十多年　  过去了，   哪些　人　富起来  了  呢 ?
　　Sãnshíduõ-nián guòqùle, näxië rén fùqœlai le ne?

　　阿里巴巴集团
6.7

  董事局   主席
8

    马云  富起来 了。 阿里巴巴   是  全球
Ãlœbãbã-jítuán döngshìjú zhŒxí Mä-Yún fùqœlai le. Ãlœbãbã shì quánqiú

企业  间　 电子商务
9

　 最  大  企业，   集团　旗下　的　 淘宝网　 是   亚洲
qœyè jiãn diànzœ-shãngwù zuì dà qœyè, jítuán qíxià de Táobäowäng shì Yàzhõu

最  大  个人  交易
10

网站
11

。 马云　还   担任    软银集团
12

  董事
13

  等   职务； 
zuì dà gèrén jiãoyì wängzhàn. Mä-Yún hái dãnrèn Ruänyín-jítuán döngshì dång zhíwù ;

　　百度
14

　总裁
15

　 李彦宏　富起来 了。 他　 创办　 的  百度  是　 中国
Bäidù zöngcái Lœ-Yànhóng fùqœlai le. Tã chuàngbàn de Bäidù shì Zhõngguó

最   主要   的  搜索   引擎     提供商
16

，  在  谷歌
17

  出局
18

 的　 中国　  搜索
zuì zhŒyào de sõusuö yœnqíng tígòngshãng, zài GŒgë chÆjú de Zhõngguó sõusuö

引擎　   市场，    占着　      70%        左右   的  份额
19

，  是   纳斯达克
20

 的
yœnqíng shìchäng, zhànzhe bäifën-zhï-qïshí zuöyòu de fèn’é,  shì Nàsïdákè de 

上市
21

　 公司；
shàngshì gõngsï;

語注

 1. 老百姓 läobäixìng  庶民，民衆
 2. 越来越～  yuè lái yuè~  だんだんと～　

ますます～
 3. 文革 Wéngé 文化大革命（1966 年から

1976 年まで続いた中国の大規模な政治運動）
 4. 允许 yŒnxŒ 許可する
 5. 逐步 zhúbù 一歩一歩，次第に
 6. 阿里巴巴集团  Ãlœbãbã-jítuán  アリババグ

ループ
 7. 集团 jítuán グループ
 8. 董事局主席  döngshìjú zhŒxí  会長
 9. 电子商务  diànzœ-shãngwù  電子商取引
 10. 交易　jiãoyì  取引きする
 11. 网站　wängzhàn　（インターネットの）サ

   イト
 12. 软银集团  Ruänyín-jítuán  ソフトバンクグ
   ループ
 13. 董事 döngshì 取締役
 14. 百度 Bäidù  中国のネット検索サイト業社
 15. 总裁 zöngcái “董事长” の俗称
 16. 搜索引擎提供商  sõusuö yœnqíng tígòng-

shãng  検索エンジン提供業者
 17. 谷歌 GŒgë Google（グーグル）
 18. 出局 chÆjú 撤退する
 19. 份额 fèn’é 配分額，シェア
 20. 纳斯达克  Nàsïdákè  ナスダック
 21. 上市 shàngshì　株式市場に上場する

本文を中国語で発音し、精読していきましょ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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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集团　  的　   刘永行　   兄弟   富起来  了。  80 年代　 初   他们
Xïwàng-jítuán de Liú-Yöngxíng xiõngdì fùqœlai le. Bãshí-niándài chÆ tãmen

辞职  到　 农村　养　鸡、   养　鹌鹑
22

，    后来　 创办了　  希望集团。 如今
cízhí dào nóngcÆn yäng jï、 yäng ãnchún, hòulái chuàngbànle Xïwàng-jítuán. Rújïn

该
23

  集团　涉足
24

　食品、   金融、　高科技　 等　许多　行业
25

，   是　 中国
gãi jítuán shèzú shípœn、 jïnróng、 gãokëjì dång xŒduõ hángyè, shì Zhõngguó

著名      的    民营    企业   之  一。  刘氏   兄弟    是   《福布斯
26

》    中国
zhùmíng de mínyíng qœyè zhï yï. Liú-shì xiõngdì shì 《Fúbùsï》 Zhõngguó

大陆     富豪榜
27

上   的   常客。
 dàlù fùháobängshang de chángkè.

　　对于　他们　的   “先富”，   人们　羡慕
28

、  尊敬，   因为  他们   靠
29

  的
Duìyú tãmen de “xiãnfù”, rénmen xiànmù、 zÆnjìng, yïnwei tãmen kào de

是　勤劳、    智慧　和　技术。
shì qínláo、 zhìhuì hé jìshù.

　　周永康、         徐才厚、    令计划　 等   高级   干部   富起来  了，  他们
Zhõu-Yöngkãng、  Xú-Cáihòu、  Lìng-Jìhuà dång gãojí gànbù fùqœlai le,  tãmen

利用    手    中   的   职权，  大量   侵吞
30

  国家  的  资产，  收取  巨额  贿赂，
lìyòng shöu zhõng de zhíquán, dàliàng qïntÆn guójiã de zïchän, shõuqŒ jù’é huìlù, 

生活　   腐化。 这些   “大老虎
31

”   们，    如果  不  是  在  反腐    斗争     中   
shënghuó fŒhuà. Zhèxië “dàläohŒ” men, rúguö bú shì zài fänfŒ dòuzhëng zhõng  

被　  惩治
32

，   他们　还   在　 各种　  场合　 高喊   “为　人民　服务”  呢 !
bèi chéngzhì, tãmen hái zài gèzhöng chänghé gãohän “wèi rénmín fúwù” ne!

 22. 鹌鹑 ãnchún  ウズラ
 23. 该  gãi この
 24. 涉足 shèzú  足を入れる
 25. 行业 hángyè 業種
 26. 福布斯 Fúbùsï 米誌『フォーブス』（Forbes）
 27. 富豪榜 fùháobäng  長者番付け

 28. 羡慕 xiànmù 羨やましがる
 29. 靠  kào 頼る
 30. 侵吞 qïntÆn 横領する
 31. 大老虎 dàläohŒ 職権を乱用して，大大的に

収賄，横領する高級幹部
 32. 惩治 chéngzhì 　処罰する

▲ ある小学校の授業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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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　     浙江省　    建设厅　   副厅长　  杨秀珠　 富起来 了。 她　携
Yuán Zhèjiãng-shång jiànshè-tïng fùtïngzhäng Yáng-XiùzhÆ fùqœlai le. Tã xié

两亿多元　　    公款
33

，    带着　家人　 出逃到　  美国，   在　 纽约
34        

最
liängyìduõ-yuán gõngkuän, dàizhe jiãrén chÆtáodào Måiguó, zài NiŒyuë zuì

繁华　的　地段
35　　　

购买了　至少
36　　

五处　房产
37

，   过着   奢侈
38    

的　生活。
fánhuá de dìduàn gòumäile zhìshäo wŒ-chù fángchän, guòzhe shëchœ de shënghuó.

由于
39

　 中 美　  之   间   还    没有　  签订
40

　引渡   协议，   这   使   美国　  
Yóuyú Zhõng-Måi zhï jiãn hái méiyou qiãndìng yœndù xiéyì, zhè shœ Måiguó 

成为　      中国　  外逃
41

　贪官
42

　的　天堂
43

，    像　   杨秀珠　  这样　的　 
chéngwéi Zhõngguó wàitáo tãnguãn de tiãntáng,  xiàng Yáng-XiùzhÆ zhèyang de

贪官　   多　 不胜
44

　 数。
tãnguãn duõ búshèng shŒ.

　　对于　这些人　的   “先富”，    人们　会　怎么　想　呢 ?
Duìyú zhèxië-rén de “xiãn-fù”, rénmen huì zånme xiäng ne?

　　而  在  甘肃、   宁夏、    贵州    等   内陆  地区，  还  有　数千万　 贫困
Ér zài Gãnsù、 Níngxià、 Guìzhõu dång nèilù dìqÆ, hái yöu shùqiãnwàn pínkùn

人口。   他们　的　生活　  水平　 很　低，   医疗　条件　很　差，  孩子们
rénköu. Tãmen de shënghuó shuœpíng hån dï,  yïliáo tiáojiàn hån chà, háizimen

接受不了　   良好　的　教育。
jiëshòubuliäo liánghäo de jiàoyù.

　　不　杜绝
45

　腐败，   缩小　 贫富　差距，   恐怕
46

   “和谐
47

   社会”    将
Bú dùjué fŒbài, suõxiäo pínfù chãjù, köngpà  “héxié shèhuì” jiãng

永远       是    空中楼阁
48

，     “中国　    梦”   也　 将　 是　 一场　  虚幻　
yöngyuän shì kõngzhõnglóugé, “Zhõngguó mèng” yå jiãng shì yì-cháng xÆhuàn  

的　 美梦。
de måimèng.

 33. 公款 gõngkuän 公金
 34. 纽约 NiŒyuë ニューヨーク
 35. 地段 dìduàn 区域，地区
 36. 至少 zhìshäo 少なくとも
 37. 房产 fángchän （不動産としての）家屋敷
 38. 奢侈 shëchœ ぜいたくな
 39. 由于～ yóuyú~ ～によって，～のために
 40. 签订 qiãndìng 調印する，締結する
 41. 外逃 wàitáo 海外に逃亡する
 42. 贪官 tãnguãn 汚職役人

 43. 天堂 tiãntáng 天国
 44. 不胜 búshèng ～しきれない
 45. 杜绝 dùjué　（悪いことを）防止する，途
   絶させる
 46. 恐怕 köngpà　（悪い結果を予測して）恐
   らく～だろう
 47. 和谐 héxié　調和がとれている
 48. 空中楼阁  kõngzhõnglóugé     成語 砂上の

楼閣，机上の空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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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礎知識

Zhõngguó                 zhï chuãng第 二十四 课

1972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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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国民通过广播得知政府接受了同盟国督促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

公告》。因而 8 月 15 日在日本被称为“终战纪念日”。

　　1931 年，日本的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1932 年，在日本的操纵下，

建立了以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为“执政”的满洲国。1937 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这导致中日两

国进入全面交战状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持续到 1945 年战败为止。

　　日本战败以后，在中国国内，爆发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1949 年 10 月 1 日，获得胜利的

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来回顾一下到 1972 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前的历程吧。

　　1951 年 9 月，召开了由日本与 48 国参加的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缔结了《旧金

山和约》。1952 年，被 GHQ（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占领下的日本恢复了主权。

　　1955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召开了第一次亚非会议。会议参加国是从欧美列强的殖民地统

治下独立的 29 个亚非国家。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周恩来总理作为中国

政府代表出席了会议。作为日本政府代表出席会议的，是在鸠山一郎内阁中担任经济审议厅长官的

高 达之助，他的身份是鸠山首相的代理。会议期间，双方商定以贸易为突破口实现中日两国的复

兴。但是，迫于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形势，未能付诸于实施。后来，池田勇人内阁诞生后，时任通商

产业大臣的高 达之助担任访华经济使节团团长，率经济界人士于 1962 年访问了中国。访华期间，

亚非连带委员会主席廖承志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下同高 会谈，签订了《中日长期综

合贸易备忘录》（LT 协定）。这项合作由他们二位姓氏的罗马字得名“LT 贸易”，中日双方分别在

东京和北京开设了 LT 贸易事务所，重启了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交流。1964 年 9 月，7 名中国记者

派驻东京，7 名日本记者派驻北京，开始了中日两国常驻记者的互派。中日两国的信息开始发生量

的和质的变化。

　　遗憾的是，高 达之助没能亲眼见证中日邦交正常化，他于 1964 年 2 月去世了。对于他的去世，

同他有过亲密交往的周恩来总理表示了哀悼。中日两国基于通过贸易来实现繁荣这一共识，开展了

半官半民的大规模的贸易。这项贸易往来持续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后的第二年，即 1973 年。

　　1971 年 3 月，中国派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举办的第 31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这是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中国首次派团参加该项比赛。在这次比赛中，中美两国运动员之间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这个插曲促成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的首次访华，结束了两国二十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一年

以后中国乒乓球队应邀访问美国。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互访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大事件，被媒体称

为“乒乓外交”。1971年7月，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以总统特使身份秘密访问北京，

中美两国政府进行了秘密磋商。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闪电式地访问中国，中美关系从此走向和解。

尼克松总统访华的消息是在公开发表前两个小时才通告日本政府的。

　　1972 年 7 月 7 日，对打开中日关系持积极态度的田中角荣就任内阁总理大臣。田中首相在首

相谈话中表示“要加快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的步伐”。7 月 9 日，周恩来总理对此表明了

欢迎的意向。田中首相决定抢在美国之前实现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9 月 25 日，田中角荣首相、

大平正芳外务大臣等访问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姬鹏飞、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

前往北京机场迎接。在次日即 26 日的会谈中，中方向日方承诺“放弃战争赔款请求”，日方向中方

承诺“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9 月 29 日，日本国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外交部长姬鹏飞，分别在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

共同声明即《中日联合声明》上签字，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了。

　　可以说，中日邦交正常化得以实现，致力于十年“LT 贸易”的经济界人士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还有，在实现邦交正常化问题上，周恩来总理提出“求大同，存小异”，大平正芳外相提出“要为

今后亚洲的发展开动脑筋”、“要培养日中两国间强有力的人脉”。六年以后，1978 年 8 月，在福田

 本文



113

24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   国民     通过    广播
1

   得知    政府

 YïjiŒsìwŒ-nián bã-yuè shíwŒ-rì, Rìbån guómín tõngguò guängbõ dézhï zhèngfŒ

接受了     同盟国
2

   督促  日本   无条件     投降   的    《波茨坦  公告》
3

。  因而
4

jiëshòule tóngméngguó dÆcù Rìbån wútiáojiàn tóuxiáng de 《Bõcítän gõnggào》. Yïn’ér

8  月   15  日   在   日本   被    称为     “终战     纪念日”。
bã-yuè shíwŒ-rì zài Rìbån bèi chëngwéi “Zhõngzhàn jìniànrì”.

 1931     年，   日本   的     关东军     在    中国      东北    地区  发动了

 YïjiŒsãnyï-nián, Rìbån de Guãndõng-jÆn zài Zhõngguó dõngbåi dìqÆ fãdòngle

“九·一八    事变”
5

。    1932   年，   在  日本   的   操纵
6

  下，   建立了  以
7

 “JiŒ · yïbã shìbiàn”. YïjiŒsãn’èr-nián, zài Rìbån de cãozòng xià, jiànlìle yœ

清朝      的  末代    皇帝   溥仪
8

  为    “执政”   的    满洲国。    1937   年
Qïng-cháo de mòdài huángdì PŒyí wéi “zhízhèng” de Mänzhõuguó. YïjiŒsãnqï-nián

发生了    “卢沟桥   事变”
9

，   这   导致
10

    中日     两国   进入   全面   交战
fãshëngle “Lúgõuqiáo shìbiàn”, zhè däozhì Zhõng-Rì liängguó jìnrù quánmiàn jiãozhàn

状态，     日本   对    中国    的   侵略   持续到    1945   年     战败    为止
11

。
zhuàngtài, Rìbån duì Zhõngguó de qïnlüè chíxùdào yïjiŒsìwŒ-nián zhànbài wéizhœ.

 日本   战败    以后，   在   中国     国内，  爆发了   共产党    和   国民党

 Rìbån zhànbài yœhòu, zài Zhõngguó guónèi, bàofãle gòngchändäng hé guómíndäng

的   内战。   1949   年    10 月   1 日，  获得   胜利   的    共产党     成立了
de nèizhàn. YïjiŒsìjiŒ-nián shí-yuè yï-rì, huòdé shènglì de gòngchändäng chénglìle

中华人民共和国。
Zhõ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

語注

  1. 广播 guängbõ ラジオ放送
  2. 同盟国 tóngméngguó  （第二次世界大戦で

の）連合国

  3. 波茨坦公告  Bõcítän gõnggào  ポツダム宣言
  4. 因而 yïn’ér 従って，だから

  5. 九·一八事变  JiŒ · yïbã shìbiàn   満州事変
  6. 操纵 cãozòng （人や事物を不当な手段で）

支配する，操る

  7. 以 A 为 B  yœ A wéi B  Aを Bとする
  8. 溥仪 PŒyí  愛新覚羅溥儀，アイシンカク

ラフギ（1907 ～ 1994）

  9. 卢沟桥事变  Lúgõuqiáo shìbiàn  盧溝橋事変
 10. 导致  däozhì  （悪い結果を）ひき起こす，導く
 11. 为止 wéizhœ ～まで

本文を中国語で発音し、精読していきましょう。               

24

赳夫首相执政期间，为了进一步发展中日关系，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此后，众多普通日

本老百姓能够去中国观光旅游了。然而，中国人到日本个人旅游是在 2009 年才被允许的。

　　遣隋使、遣唐使等日本的超级精英前往隋朝、唐朝学习。但那个时代几乎没人从中国来日本。

清朝末期，来日留学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为了学习西方文化。日本人和中国人在民间层次上

面对面的交流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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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来
12

  回顾
13

  一下   到    1972   年     实现      中日       邦交
14

 Wömen lái huígù yíxià dào yïjiŒqï’èr-nián shíxiàn Zhõng-Rì bãngjião

正常化         之   前   的   历程
15

  吧。
zhèngchánghuà zhï qián de lìchéng ba.

 1951     年   9 月，   召开
16

了   由
17

  日本   与    48 国    参加  的  旧金山
18

 YïjiŒwŒyï-nián jiŒ-yuè, zhàokãile yóu Rìbån yŒ sìshibã-guó cãnjiã de Jiùjïnshãn

对 日  讲和  会议。在   这次   会议上   缔结了 《旧金山  和约》
19

。   1952  年，
duì Rì jiänghé huìyì. Zài zhè-cì huìyìshang dìjiéle 《Jiùjïnshãn héyuë》. YïjiŒwŒ’èr-nián,

被  GHQ  （驻  日   盟军
20

   总司令部）   占领     下  的  日本  恢复
21

了  主权。
bèi GHQ (zhù Rì méngjÆn zöngsïlìng-bù) zhànlœng xià de Rìbån huïfùle zhŒquán.

 1955     年，  在  印度尼西亚
22

  的   万隆
23

  召开了 第一次  亚 非
24

会议。会议

 YïjiŒwŒwŒ-nián, zài Yìndùníxïyà de Wànlóng zhàokãile dì-yï-cì Yà-Fëi huìyì. Huìyì

参加  国  是   从    欧 美    列强  的  殖民地  统治   下 独立 的   29 个    亚非
cãnjiã guó shì cóng Ōu-Måi lièqiáng de zhímíndì töngzhì xià dúlì de èrshijiŒ-ge Yà-Fëi

国家。在   这次  会议上   通过了  处理 国际  关系  的  十项   原则。 周恩来
guójiã. Zài zhè-cì huìyìshang tõngguòle chŒlœ guójì guãnxi de shíxiàng yuánzé. Zhõu- nlái

总理    作为
25

   中国      政府   代表  出席了 会议。 作为  日本  政府   代表
zönglœ zuòwéi Zhõngguó zhèngfŒ dàibiäo chÆxíle huìyì. Zuòwéi Rìbån zhèngfŒ dàibiäo

出席 会议 的，是  在   鸠山一郎   内阁   中     担任    经济审议厅    长官
chÆxí huìyì de, shì zài JiÆshãn-Yïláng nèigé zhõng dãnrèn jïngjì-shånyì-tïng zhängguãn

的   高 达之助，  他  的  身份    是    鸠山     首相    的  代理。 会议  期间，
de Gãoqí-Dázhïzhù, tã de shënfèn shì JiÆshãn shöuxiàng de dàilœ. Huìyì qïjiãn,

双方          商定
26

  以  贸易   为  突破口  实现      中日     两国    的  复兴
27

。
shuãngfãng shãngdìng yœ màoyì wéi tÆpòköu shíxiàn Zhõng-Rì liängguó de fùxïng.

但是，迫于
28

 东西方     冷战    的 国际  形势，   未能
29

   付诸于
30

 实施。后来，
Dànshi, pòyú dõngxïfãng långzhàn de guójì xíngshì, wèinéng fùzhÆyú shíshï. Hòulái,

池田勇人      内阁    诞生    后，  时任
31

    通商产业大臣      的  高 达之助
Chítián-Yöngrén nèigé dànshëng hòu, shírèn tõngshãng-chänyè-dàchén de Gãoqí-Dázhïzhù

 12. 来  lái 積極的にする

 13. 回顾 huígù 回顧する

 14. 邦交 bãngjião 国交
 15. 历程 lìchéng 過程，歩み
 16. 召开 zhàokãi 召集する，開く
 17. 由～  yóu~ ～が

 18. 旧金山 Jiùjïnshãn  サンフランシスコ
 19. 和约 héyuë 平和条約

 20. 盟军 méngjÆn 連合国軍
 21. 恢复 huïfù 回復する

 22. 印度尼西亚  Yìndùníxïyà  インドネシア

 23. 万隆 Wànlóng　バンドン
 24. 亚非 Yà-Fëi アジア・アフリカ

 25. 作为 zuòwéi ～として

 26. 商定 shãngdìng 相談して決める，合意に
達する

 27. 复兴 fùxïng 復興する

 28. 迫于～ pòyú~ ～という状態に迫られて

 29. 未能 wèinéng いまだ～することはでき

ない

 30. 付诸于～  fùzhÆyú~ ～に付する，～する
 31. 时任 shírèn その時に任にあた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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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担任       访华经济使节团       团长，     率    经济界  人士   于   1962    年
dãnrèn fäng-Huá-jïngjì-shœjiétuán tuánzhäng, shuài jïngjìjiè rénshì yú yïjiŒliù’èr-nián

访问了      中国。   访   华  期间，   亚 非     连带委员会    主席     廖承志
32

fängwènle Zhõngguó. Fäng Huá qïjiãn, Yà-Fëi liándài-wåiyuánhuì zhŒxí Liào-Chéngzhì

在    毛泽东    主席  和   周恩来   总理  的  指示 下  同  高   会谈，  签订
33

了
zài Máo-Zédõng zhŒxí hé Zhõu- nlái zönglœ de zhœshì xià tóng Gãoqí huìtán, qiãndìngle

《中日       长期     综合    贸易   备忘录
34

》   （LT 协定）。   这项     合作
35

 由
36

《Zhõng-Rì chángqï zõnghé màoyì bèiwànglù》 (LT-xiédìng). Zhè-xiàng hézuò yóu

他们   二位   姓氏   的  罗马字
37

  得名
38

  “LT 贸易”，  中日       双方     分别
tãmen èr-wèi xìngshì de Luómäzì démíng “LT-màoyì”, Zhõng-Rì shuãngfãng fënbié

在    东京   和  北京   开设了   LT 贸易  事务所，  重启
39

了    中日       两国
zài Dõngjïng hé Båijïng kãishèle LT-màoyì shìwùsuö, chóngqœle Zhõng-Rì liängguó

之   间 的  经济 交流。 1964  年   9 月，   7 名     中国   记者 派驻    东京，
zhï jiãn de jïngjì jiãoliú. YïjiŒliùsì-nián jiŒ-yuè,  qï-míng Zhõngguó jìzhå pàizhù Dõngjïng,

7 名    日本 记者 派驻  北京，  开始了   中日    两国     常驻    记者 的 互派
40

。
qï-míng Rìbån jìzhå pàizhù Båijïng,  kãishœle Zhõng-Rì liängguó  chángzhù  jìzhå de hùpài.

中日       两国    的  信息
41

 开始   发生    量   的  和  质  的  变化。
Zhõng-Rì liängguó de xìnxï kãishœ fãshëng liàng de hé zhì de biànhuà.

 遗憾
42

 的  是，    高 达之助   没   能    亲眼
43

    见证
44

     中日      邦交

 Yíhàn de shì, Gãoqí-Dázhïzhù méi néng qïnyän jiànzhèng Zhõng-Rì bãngjião

正常化，        他  于   1964  年    2 月   去世了。 对于 他 的 去世，   同  他
zhèngchánghuà, tã yú yïjiŒliùsì-nián èr-yuè qùshìle. Duìyú tã de qùshì, tóng tã

有过   亲密    交往
45

  的   周 恩来   总理   表示了 哀悼。  中日     两国  基于
46

yöuguo qïnmì jiãowäng de Zhõu- nlái zönglœ biäoshìle ãidào. Zhõng-Rì liängguó jïyú

通过     贸易  来   实现    繁荣    这  一   共识
47

，    开展了     半官半民   的
tõngguò màoyì lái shíxiàn fánróng zhè yí gòngshí, kãizhänle bànguãnbànmín de

大规模 的  贸易。 这项    贸易   往来   持续到    中日    邦交      正常化
dàguïmó de màoyì. Zhè-xiàng màoyì wänglái chíxùdào Zhõng-Rì bãngjião zhèngchánghuà

 32. 廖承志 Liào-Chéngzhì リョウショウシ
（1908～1983）。東京生れ。1919年に帰国し，

1927 年に再来日して，早稲田大学第一高等

学校に入学

 33. 签订 qiãndìng 調印する，締結する
 34. 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

   Zhõng-Rì chángqï zõnghé màoyì 
bèiwànglù

   日中長期総合貿易に関する覚書

 35. 合作 hézuò 協力，合作

 36. 由～ yóu~ ～から。起点を表わす

 37. 罗马字 Luómäzì ローマ字
 38. 得名 démíng 名付ける
 39. 重启 chóngqœ 再開する，再始動する
 40. 互派 hùpài 相互派遣

 41. 信息 xìnxï 情報

 42. 遗憾 yíhàn 残念である

 43. 亲眼 qïnyän 自分自身の眼で
 44. 见证 jiànzhèng  立ち会う
 45. 交往 jiãowäng   付き合う，交際する
 46. 基于～ jïyú~ ～に基づいて

 47. 共识 gòngshí 共通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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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   后  的  第二年，  即  1973   年。
shíxiàn hòu de dì-èr-nián,  jí yïjiŒqïsãn-nián.

 1971    年    3 月，    中国    派
48

  代表团   参加   在    名古屋    举办
49  

的

 YïjiŒqïyï-nián sãn-yuè, Zhõngguó pài dàibiäotuán cãnjiã zài MínggŒwÆ jŒbàn de

第 31届
50

   世界   乒乓球   锦标赛
51

。这  是   文化大革命
52

  开始  后    中国
dì-sãnshiyï-jiè shìjiè pïngpãngqiú jœnbiãosài. Zhè shì Wénhuàdàgémìng kãishœ hòu Zhõngguó

首次
53

  派   团   参加  该
54

  项    比赛
55

。在   这次  比赛   中，      中 美     两国
shöucì pài tuán cãnjiã gãi xiàng bœsài.   Zài zhè-cì bœsài zhõng,  Zhõng-Måi liängguó

运动员
56

      之   间    发生了  一个   小小   的  插曲
57

。  这个  插曲   促成了
yùndòngyuán zhï jiãn fãshëngle yíge xiäoxiäo de chãqŒ. Zhège chãqŒ cùchéngle

美国      乒乓球      代表团   的  首次    访   华，  结束
58

了  两国     二十多年
Måiguó pïngpãngqiú dàibiäotuán de shöucì fäng Huá, jiéshùle liängguó èrshíduõ-nián

来   人员    交往    隔绝  的  局面。 一年  以后   中国       乒乓球队
59

   应邀
60

lái rényuán  jiãowäng géjué de júmiàn. Yìnián  yœhòu Zhõngguó pïngpãngqiú-duì yìngyão

访问     美国。    中 美      两国       乒乓球队    的   互访
61

   成为    全世界
fängwèn Måiguó. Zhõng-Måi liängguó pïngpãngqiú-duì de hùfäng chéngwéi quánshìjiè

关注
62

   的    重大    事件，  被   媒体
63

   称为      “乒乓外交”
64

。    1971  年
guãnzhù de zhòngdà shìjiàn, bèi méitœ chëngwéi “Pïngpãng-wàijião”. YïjiŒqïyï-nián

7 月，     尼克松
65

     总统
66

   的     国家安全事务
67

   助理
68

 基辛格
69

 以   总统
qï-yuè, Níkèsõng zöngtöng de guójiã-ãnquán-shìwù zhùlœ Jïxïngé yœ zöngtöng

 48. 派  pài 派遣する

 49. 举办 jŒbàn 開催する

 50. 届  jiè 回数を表わす

 51. 锦标赛 jœnbiãosài　選手権大会
 52. 文化大革命  Wénhuàdàgémìng  文化大革

命（1966 年から 1976 年まで続いた中国の

大規模な政治運動）

 53. 首次 shöucì 初めて

 54. 该  gãi この

 55. 比赛 bœsài 試合，競技

 56. 运动员 yùndòngyuán  スポーツ選手
 57. 插曲 chãqŒ エピソード

 58. 结束 jiéshù 終結する

 59. ～队 ~duì チーム

 60. 应邀 yìngyão 招きに応じる
 61. 互访 hùfäng 相互訪問
 62. 关注 guãnzhù 関心を持つ
 63. 媒体 méitœ メディア

 64. 乒乓外交  Pïngpãng-wàijião  ピンポン外交
 65. 尼克松 Níkèsõng  ニクソン。第 37代アメ

リカ大統領

 66. 总统 zöngtöng　大統領
 67. 国家安全事务  guójiã-ãnquán-shìwù  国家

安全保障問題担当

 68. 助理 zhùlœ 大統領補佐官

 69. 基辛格 Jïxïngé キッシンジャー

◀ 2015 年に愛知県体育館

に設置されたピンポン

外交記念モニュメン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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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使  身份    秘密    访问    北京，     中 美      两国      政府   进行了   秘密
tèshœ shënfèn mìmì fängwèn Båijïng, Zhõng-Måi liängguó zhèngfŒ jìnxíngle mìmì

磋商
70

。     1972  年    2 月，  尼克松     总统     闪电式
71

 地   访问     中国，
cuõshãng. YïjiŒqï’èr-nián èr-yuè, Níkèsõng zöngtöng shändiànshì de fängwèn Zhõngguó,

中 美         关系   从此    走向   和解。  尼克松    总统    访    华   的  消息
Zhõng-Måi guãnxi cóngcœ zöuxiàng héjiå. Níkèsõng zöngtöng fäng Huá de xiãoxi

是  在   公开   发表   前     两个   小时   才   通告   日本   政府  的。
shì zài gõngkãi fãbiäo qián liäng-ge xiäoshí cái tõnggào Rìbån zhèngfŒ de.

 1972    年    7 月  7 日，对  打开   中日    关系   持  积极
72

态度 的   田中

 YïjiŒqï’èr-nián qï-yuè qï-rì, duì däkãi Zhõng-Rì guãnxi chí jïjí tàidù de Tiánzhõng

角荣      就任   内阁总理大臣。     田中      首相    在    首相     谈话    中
-Jiäoróng jiùrèn nèigé-zönglœ-dàchén.  Tiánzhõng shöuxiàng zài shöuxiàng tánhuà zhõng

表示   “要   加快  与      中华人民共和国       邦交      正常化     的  步伐
73

”。
biäoshì “yào jiãkuài yŒ Zhõ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  bãngjião zhèngchánghuà de  bùfá”.

7 月    9 日，   周恩来   总理   对  此   表明了     欢迎   的   意向。   田中
Qï-yuè jiŒ-rì, Zhõu- nlái zönglœ duì cœ biäomíngle huãnyíng de yìxiàng.  Tiánzhõng

首相        决定    抢
74

  在   美国    之  前    实现    同      中国    的    邦交
shöuxiàng juédìng qiäng zài Måiguó zhï qián shíxiàn tóng Zhõngguó de bãngjião

正常化。         9 月     25 日，         田中角荣       首相、　　　大平正芳
zhèngchánghuà.  JiŒ-yuè  èrshiwŒ-rì,  Tiánzhõng-Jiäoróng shöuxiàng、 Dàpíng-Zhèngfãng

外务大臣      等     访问      中国，      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外交    部长
wàiwù-dàchén dång fängwèn Zhõngguó, guówùyuàn-zönglœ Zhõu- nlái, wàijião bùzhäng

姬鹏飞
75

、     中日     友好协会     会长        廖承志      等      前往
76

    北京
Jï-Péngfëi、  Zhõng-Rì  yöuhäo-xiéhuì  huìzhäng  Liào-Chéngzhì  dång  qiánwäng  Båijïng

机场    迎接。在 次日 即    26 日 的 会谈   中，     中方
77

    向   日方
78

   承诺
jïchäng yíngjië. Zài cìrì   jí èrshiliù-rì de huìtán zhõng, Zhõngfãng xiàng Rìfãng chéngnuò

“放弃
79

    战争      赔款
80

   请求”，  日方    向       中方
     

      承诺
　

     “承认
81

“fàngqì  zhànzhëng  péikuän  qœngqiú”,  Rìfãng  xiàng  Zhõngfãng  chéngnuò  “chéngrèn

台湾    是     中国    的  一部分”。 这样，    9 月     29 日，   日本国   总理
Táiwãn shì Zhõngguó de yíbùfen”. Zhèyang, jiŒ-yuè èrshijiŒ-rì, Rìbånguó zönglœ

大臣      田中    角荣  和  外务  大臣    大平  正芳，       中华人民共和国
dàchén Tiánzhõng-Jiäoróng hé wàiwù dàchén Dàpíng-Zhèngfãng, Zhõ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

 70. 磋商 cuõshãng  協議する，交渉する
 71. 闪电式 shändiànshì  稲光する，電撃的
 72. 积极 jïjí 積極的な

 73. 步伐 bùfá 歩調，ペース

 74. 抢  qiäng 急いで～する

 75. 姬鹏飞 Jï-Péngfëi  姫鵬飛，キホウヒ（1910
～ 2000）

 76. 前往 qiánwäng  行く，向かう
 77. 中方 Zhõngfãng  中国側
 78. 日方 Rìfãng 日本側
 79. 放弃 fàngqì 放棄する

 80. 赔款 péikuän 賠償金
 81. 承认 chéngrèn   承認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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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和   外交     部长    姬鹏飞，   分别   在   日本国
guówùyuàn-zönglœ  Zhõu- nlái  hé  wàijião  bùzhäng  Jï-Péngfëi,  fënbié  zài  Rìbånguó

政府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    的    共同     声明    即   《中日
zhèngfŒ  hé  Zhõnghuárénmíngònghéguó  zhèngfŒ  de  gòngtóng shëngmíng  jí  《Zhõng-Rì

联合声明》上          签字
82

，     中日     邦交       正常化     实现了。
liánhé-shëngmíng》shang qiãnzì, Zhõng-Rì bãngjião zhèngchánghuà shíxiànle.

 可以  说，    中日      邦交       正常化    得以
83

 实现，  致力于
84

 十年“LT

 Kåyi shuõ, Zhõng-Rì bãngjião zhèngchánghuà déyœ shíxiàn, zhìlìyú shí-nián  “LT-

贸易”  的 经济界  人士 发挥了  重大   的   作用。  还有，   在  实现    邦交
màoyì”  de jïngjìjiè rénshì fãhuïle zhòngdà de zuòyòng.  Háiyöu,  zài shíxiàn bãngjião

正常化           问题上，    周恩来   总理   提出“求 大同，   存  小异”，大平
zhèngchánghuà  wèntíshang,  Zhõu- nlái  zönglœ  tíchÆ “qiú dàtóng, cún xiäoyì”, Dàpíng-

正芳         外相    提出  “要   为   今后    亚洲
85

  的   发展    开动    脑筋
86

”、
Zhèngfãng wàixiàng tíchÆ “yào wèi jïnhòu Yàzhõu de fãzhän kãidòng näojïn”、
“要   培养    日中     两国   间   强有力

87

 的 人脉
88

”。 六年   以后，1978  年
“yào péiyäng Rì-Zhõng liängguó jiãn qiángyöulì de rénmài”.  Liù-nián yœhòu, yïjiŒqïbã-nián

8 月，   在   福田赳夫    首相       执政   期间，  为了  进 一步  发展     中日
bã-yuè,  zài  Fútián-JiÆfÆ  shöuxiàng  zhízhèng  qïjiãn,  wèile  jìn  yíbù  fãzhän  Zhõng-Rì

关系，    签订了     《中日   和平  友好  条约》。   此后，    众多   普通  日本
guãnxi,  qiãndìngle  《Zhõng-Rì hépíng yöuhäo tiáoyuë》.   Cœhòu,  zhòngduõ pŒtõng Rìbån

老百姓     能够   去    中国      观光     旅游 了。然而，    中国人    到  日本
läobäixìng nénggòu qù Zhõngguó guãnguãng l yóu le.  Rán’ér,  Zhõngguórén dào rìbån

个人  旅游  是 在     2009    年   才 被  允许
89

 的。
gèrén l yóu shì zài èrlínglíngjiŒ-nián cái bèi yŒnxŒ de.

 遣隋使、         遣唐使      等    日本  的  超级   精英
90

     前往      隋朝、

 Qiän-Suí-shœ、  Qiän-Táng-shœ dång Rìbån  de  chãojí jïngyïng qiánwäng Suí-cháo、
唐朝       学习。 但  那个 时代 几乎

91

 没   人   从     中国    来  日本。  清朝
Táng-cháo xuéxí.  Dàn nàge shídài jïhÆ méi rén cóng Zhõngguó lái Rìbån. Qïng-cháo

末期，来   日   留学  的    中国     的   知识分子
92

   和    学生    是  为了  学习
mòqï,   lái  Rì  liúxué  de  Zhõngguó  de  zhïshi-fènzœ  hé  xuésheng  shì  wèile  xuéxí

西方   文化。  日本人  和    中国人    在   民间    层次
93

上    面    对  面   的
xïfãng wénhuà.  Rìbånrén hé Zhõngguórén zài mínjiãn céngcìshang miàn duì miàn de

交流   才   刚刚   开始。
jiãoliú  cái gãnggãng  kãishœ.

 82. 签字 qiãnzì サインする

 83. 得以 déyœ ～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84. 致力于～  zhìlìyú~  ～に尽力する
 85. 亚洲 Yàzhõu アジア
 86. 脑筋 näojïn 頭脳

 87. 强有力 qiángyöulì　力強い

 88. 人脉 rénmài 人脈
 89. 允许 yŒnxŒ 許可する

 90. 精英 jïngyïng エリート
 91. 几乎 jïhÆ ほとんど

 92. 知识分子　zhïshi-fènzœ　知識人
 93. 层次 céngcì レベ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