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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国家的未来蓝图时，首先必须掌握其人口动态。日本从2008 年开始出现人口减少，今后将
全面迎来人口减少社会。对此，如何实现人口的富足，需要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日本的现状。
在担任日本岩手县知事的 12 年间，
最困扰我的就是人口减少问题及其造成的限界村落
（荒村）
问题。就任时（1995 年）141 万9000 的岩手县人口到卸任（2007 年）时变成了 136 万 3000 人，
近期（2012 年）更是减少到了 130 万 3000 人。人口的不断减少，不仅使地域交流的功能降低，
而且医疗和教育等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服务也将难以维持下去。知事在任期间，我引进了运用 IT
技术的远程医疗系统，向存在灾害隐患的村落发放了部分迁移补助费以促进村落的一体化发展。这
些政策在维持地域功能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始终都只是被动性政策。
如今，日本全国正面临着“限界自治体化”危机。而能否避免此危机，并成功转型为可持续发
展国家，则主要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增田宽
增田宽也

地

方消亡的时代已来临。人口减少的浪潮将最先出
现在地方的小规模自治体，而后迅速蔓延至地方
的每一处，最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整个都
市区。倘若置之不理，30 年后的人口“再生产力”
（详情
后述）将急剧减少，恐怕注定走向消亡的地域也将陆续出
现。
为何事态会演变至此？人们虽然惊讶于如此剧烈的变
化，却一直被“少子高龄化”现象所迷惑。
“少子化”带来
的“人口减少”
，表面上被同时发生的“长寿化”造成的高
龄老人数量持续增加所掩盖了。而在很多地域，就连这些
高龄老人也即将面临减少趋势。
人们总期待某一天人口会停止减少。然而，这种现象
一旦发生，就不会轻易停下。目前，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只
有 1.41，即使出生率有小幅上升，出生人数也不会增加。
下面将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图 1）
。人口出生率从 2005
增田宽也（东京大学大学院客座教授）
年的 1.26 开始反转， 2012 年变为 1.41。但是日本人口
结构的突出部分的 1971 年至 1974 年间出生的“第二次
婴儿潮世代”
，其最年轻的也已有 39 岁，而之后的更年轻年龄层的女性人数则急剧减少。因此，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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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未来的人口出生率有小幅上升，出生人数也将持续减少，人口减少的趋势无法遏制。
要将日本般的超低人口出生率拉高至“人口可维持水平（出生率 2.1） 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情，估且假设 17 年后的 2030 年出生率将达到 2.1。即使这样，人口停止减少并趋于稳定也要在
其 60 年后的 2090 年。如同“惯性定律”
，已经出现的少子化现象在未来数十年内还将继续影响着
日本。而人口减少速度尤其快的地方将更加严峻。日本的事态严重性正体现在此处。
我们不可放任事态蔓延下去。我们必须冷静接受严峻的未来预测，同时尽早采取有效的措施。
例如，将刚才提到的人口出生率 2.1，由 2030 年提前 5 年至 2025 年实现。

如此一来，到 2090 年时，与 2030 年实现的情况相比，人口将多出 300 万，并稳定在 1 亿
2000 万。反之，假设推迟 5 年至 2035 年实现目标，到时人口将减少 300 万并稳定在 9600 万。
就单纯统计而言，人口出生率回升每延迟 5 年，未来的稳定人口将相应减少 300 万。而且，
如果回升时期推迟至 2050 年，人口停止减少的时期将随之拖延至 2110 年，稳定的人口总数也将
减少至 8700 万人。不用说，只要人口出生率持续低于 2.1，人口减少趋势就不会停止。
用疾病打个比方，
“人口减少”问题就好像“慢性疾病”
。尽管无法轻易治愈，但体质改善越早，
效果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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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三阶段的“
段的“人口减少进
人口减少进程 ”
“人口减少 ”在各年
”在各年龄层
在各年龄层的不同
龄层的不同动
的不同动向中出现
向中出现不同进
不同进展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今后日本的“人口减少”将如何发展下去。
表 1 根据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社人研） 《日本各地区未来的预测人口》
（2013 年
5 月 3 日预测） 制作而成。2010 年日本的全国总人口为》1 亿 2800 万人，按此预测，2060 年
的总人口将跌破 1 亿，而 100 年后的 2110
年的总人口将低于 5000 万。

表 1 未来预测人口（
未来预测人口（2012 年预测～
年预测～2110 年 ）
2010 年

2040 年

［折中预测－总和生育率 1.35］

2060 年

2090 年

2110 年

总人口（万人 ）

12,806

10,728

8,674

5,727

4,286

高龄人口（65 岁 ）（万人）

2,948

3,868

3,464

2,357

1,770

高龄化率（％）

23.0

36.1

39.9

41.2

41.3

8,174

5,787

4,418

2,854

2,126

1,684

1,073

792

516

391

育龄人口（15 岁～64 岁 ）（万
人 ）
少儿人口（0 ～14 岁 ） （万
人 ）

图 2 利用相关指数将人口减少的进程通俗易懂化。由此图可看出，2010 年～2090 年间，14 岁
以下的“少儿人口” 15 岁～64 岁的和“育龄人口”均在持续减少。与此相对，65 岁以上的“老
年人口” 2040 年前呈现增长趋势，在随后趋于平缓，60 年以后则开始减少。最终，总人口数量在
2040 年前虽只有一定程度的减少，但此后将开始急剧下降。
也就是说，预计日本将在经历 2040 年前的“老年人口增加＋育龄・少儿人口减少”的第 1 阶
段、2040 年～2060 年间的“老年人口维持・微减＋育龄・少儿人口减少”的第 2 阶段、2060 ～
2090 年间的“老年人口减少＋育龄 少儿・人口减少”的第 3 阶段这三个进程后，总人口将日趋减
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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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内的“
不同区域内的“人口减少 ”进
”进程存在很大差异
从人口预测表可以看出，人口将在 2040 年以后开始全面下降。
但是，须注意 ：该减少进程只显示了日本的总体趋势。而各区域的具体情况存在着很大差异。
大都市和县政府所在地等中心城市处于第 1 阶段，
而更多的地方城市人口则提前 30 年甚至 50 年
进入减少趋势，已处于第 2 阶段甚至是第 3 阶段。
也就是说，
“人口减少”绝不是遥远的事情，对很多地方城市来说，已是迫在眉睫（图 3）
。
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地域差距呢？这与日本独特的“人口迁移”有着很大的关联。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经历了 3 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很多人从地方涌进大都市圈。
第 1 次是 1960 ～70 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集团就业使地方的年轻人作为劳动力进入集中在
三大城市的重化工行业（位于进出口便利的沿海地区）
。
第 2 次是 1980 ～93 年的泡沫经济时期。东京圈的经济以服务业・金融行业为代表，取得了
显著发展。同时，由于日元升值，地方的重化工行业陷入了困境。结果，大大加快了东京圈的人口
流入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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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区域的未来人口趋势
各区域的未来人口趋势
○各区域的未来人口趋势的“减少阶段 ”存在很大差异。
○东京都区和中心城市等都市处于“第 1 阶段 ” 而人口在 5 万以下的地方城市为，“第 2 阶段 ”
其中人烟稀少，地区则进入“第 3 阶段 ”。

0～14 岁

15～64 岁

65 岁以上

总人数

（备注 ）
1. 根据国立社会保障 人口问题研究所・《日本的各地区未来预测人口（2013 年 3 月预测 ）
制作而成。
2. 按各类别分别进行总人数统计， 2010 年的人口数量设定为 100, 并将 2040 年的人口数
量指数化。将
第 3 次是 2000 年以后。由于日元升值对制造业造成的打击，公共事业减少了，人口也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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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从而使地方的经济和雇用状况趋于恶化，这是造成本次人口浅出的主要因素之一。随后，以
年轻人为主，人口再次从地方涌入东京圈（图 4）
。

大都市的“
大都市的“年轻人流入 ” “人口减少
“人口减少 ”为
”为推波助澜
推波助澜
从地方涌入都市圈的“人口迁移”累计高达约 1147 万人（1954 ～2009 年）
。该“人口迁移”
的特点是迁移的对象一直以“年轻人”为主。倘若把未来将生育的年轻人当作“人口再生产力”
，地
方不仅流失了大量人口，
“人口再生产力”也大量地流向了都市圈。结果，导致人口减少过快。这是
地方的人口减少，并且减少速度非常快的重要因素。
同时，
“年轻人流入”因大都市圈的人口增加了，但对于那些年轻人来说，大都市圈并不是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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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结婚、生育和育儿的良好环境。根据相关调查分析可了解到，从地方流入都市圈的年轻人的人口
出生率一直处于低迷状态。这是因为除了全国的初婚年龄的上升等体现环境不适合结婚外，大都市
中的住宅问题，及家人与地区对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支援力度不够也是重要因素。
不仅是日本，很多国家的报告也显示本国存在大都市圈人口出生率下降的问题，只是日本尤为
突出，大都市的大规模“年轻人流入”
，进一步助长了日本总体人口的下降趋势（图 5）
。

Ⅱ“极点社会
Ⅱ“极点社会 ”的到来
”的到来
“年轻女性 ”的减少速度快的地域未来
”的减少速度快的地域未来是否会消亡
的减少速度快的地域未来是否会消亡？
是否会消亡？
地域的“可持续发展性”是否可以用某种指标来衡量呢？
从结论上来讲，目前还尚未有明确的指标。相反的“消亡可能性”也存在同样问题。日本国土
交通省国土审议会的《国土长期展望》报告中，尽管提出了一个可维持生活相关服务所需的人口规
模的模式，但是因人口减少导致地域的社会经济和居民的生存基础崩溃乃至消亡的过程尚未解明。
因此，作为一个尝试，本文将着眼于人口“再生产力”
。表示人口“再生产力”的指标中，可
显示有达到适合生育年龄的女性能生育几个下一代女孩的“粗再生育率”
，甚至考虑了出生女孩死亡
率的“净再生育率”
。虽然可以在这些指标的基础上制定出综合衡量人口迁移率的指标，但这里将主
要担负人口再生育重任的“20 ～39 女性人口”作为更简单的指标进行分析。只要 20～39 岁的“年
轻女性人口”继续减少，人口“再生产力”就将持续降低，总人口的下降也将无法避免。
关键是减少速度。
“消亡可能性”高的地区，可预测其即使在人口出生率即刻变为 2.1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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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30 年后的 2040 年“总人口”也将减少 1/4 以上，50 年后的 2060 年则将减少一半。将此放
在一定条件下重新对照“年轻女性人口”进行计算，倘若即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如果持续下去， “年
轻女性人口”那么在 30 年后将减少一半的地域符合该预测。这些地域，无论如何提高其人口出生
率，由于年轻女性流失造成的负面影响远远超过了人口出生率，人口减少将无法避免。
顺便提一下，要想维持人口，就需要立即将人口出生率拉高至 2.8 ～2.9 这一不现实的水平。
这样，
“年轻女性”的减少速度一场快的市町村到底占了多少比例呢？ 以社人研的预测中使
用过的数值为基础进行推算可以得出，2010 年到 2040 年的 30 年间，
“20 ～39 岁的女性人口”
减少 5 成以上的市区町村上升到了 373 个（占整体比例的 20.7％）
。其中，在 2040 年，人口不
到 1 万人的市町村有 243 个（占整体比例的 13.5％）
。不得不说，这些地区的“消亡可能性”极
高（图 6）
。

“人口迁移 ”将无法制止
”将无法制止
话虽如此，社人研的预测是将人口迁移率在未来控制在一定程度内作为前提条件的。将这种思
考方式作为人口预测的手法其实是不合理的。
但是，现实中从地方流入东京圈的人口确实能得到有效控制吗？本文研究者均认为，人口流入
应该无法停止。从截至目前的人口迁移状况来看，大都市圈（特别是东京圈）的人口流入，和地方
与大都市圈的收入差距及雇用情况密切相关（图 7）
。这是因为，很难期待在未来地方和大都市圈的
经济与雇用差距会有所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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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关键在于，大
都市部的“医疗・护理领
域”的雇用趋势。勉强还
能抑制当前的地方雇用减
少趋势的是医疗・护理领
域。今后，地方的高龄老
年人口将停止增长，并逐
渐减少，因此医疗・护理
服务的发展会趋于平缓甚
至过剩，医疗・护理的雇
用吸收能力将很有可能出
现停滞或下降。
另一方面，高龄化在
不同区域存在一定的时间
间隔，大都市圈截至目前
的流入人口将同时迎来
“老龄化”时期。特别是
东京圈内，能达到每 10 万人配一位的医师和每一人的护理设施固定人员数量很少，医疗・护理服
务的基础薄弱，因此，在高龄老年人医疗・护理服务方面的从业人员很有可能大量不足，医疗・护
理人才缺失问题严峻（图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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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今后勉强支撑着地方雇用的医疗・护理人才很有可能大量从地方流入东京圈。这样，地
方的年轻人雇用可能会彻底消失。从各地域板块的人口变动对就业人数和医疗・护理需求造成的影
响可 以看出，包括南关东（埼玉 千・叶・东京・神奈川）在内，如果育龄人口和当前的就业率保
持不变，就业人数将同时大幅减少，因此，假设以东京圈为中心的医疗・护理需求照此持续增长，
到 2040 年前可能会成为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对假如今后人口迁移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时的事态发展进行了预测。该预测是在社
人研预测的 2010 年～2015 年的人口迁移情况基础上，按照一定水准（每年约 6 万～8 万人流入
大都市圈）持续发展下去的设想下进行推算得出的。
根据该预测，2010 年～2040 年间的“20 ～39 岁的女性人口”减少至 5 成以下的自治体数
量与目前的预测相比，将大幅增加，达到了 896 个，占整体比例的 49.8％。实际上约 5 成的自治
体如果维持现状，未来势必遭遇人口急剧减少的厄运。
从各都道府县来看，此类市町村占到 8 成以上的多达 5 个县，分别是青森县、岩手县、秋田
县、山形县和岛根县。同样，占到 5 成以上的更多达 24 个县。另一方面，以东京都为中心的东京圈
人口虽然也有所减少，但由于人口流入的抵消，最终约只减少 1 成。
这些市町村当中，有 523 个在 2040 年时人口将不满 1 万，
“消亡可能性”很大，比例也将
占到整体的 29.1％。此类市町村占到 5 成以上的多达 7 个道县，分别是北海道、青森县、山形县、
和歌山县、鸟取县、岛根县和高知县（图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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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黑洞现
人口的黑洞现象
以东京圈为代表的大都市圈吸收了日本的各地人口，结果形成了人们都聚集到大都市圈等有限
的一些地区，并在高密度的环境中生活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极点社会”
。
像这样的大都市圈，特别是东京圈的人口集中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也显得尤为突出。从发达国
家的主要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推移（图 10）可以看出，①日本东京（一都三县）的人口占
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幅上升，而其他发达国家并未如此；②东京的人口占比水平高于其他发达
国家；③目前，东京的人口占比仍在持续上升。
对于东京圈的人口过度集中现象，也有观点强调“集聚经济”的经济效果。当然，如果通过大
都市圈的强大化，使整个日本能够得到可持续发展，那么未来也会是光明的。但是，随着人口减少
成为现实，这种乐观的预想逐渐行不通。在源源不断地提供年轻人的地方将消亡的反面，人口稠密
地区的大都市圈的人口出生率却依旧维持在低水平。特别是东京都的人口出生率低至 1.09 时，今
后针对高龄老年人相关措施的费用将激增，
而育儿支援等少子化对策上投入的财政也有极限，
因此，
想要大幅提升人口出生率也是不现实的。顺便提一下，京都府的人口出生率（1.23）居于全国次席，
仅低于东京都，而最高的则是冲绳县（1.90）
。大体上，地方圈的人口出生率相较于大都市圈要高些。

人口稠密地区出生率低的现象，也同样发生在新加坡（1.15）和香港（1.11）
。如上所述，因
大都市圈的人口迁入导致人口出生率下降的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日本，在很多其他国家也都有相
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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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可想而知，在大都市圈独存的“极点社会”的延长线上，日本的全国性人口减少将进一
步加速。这完全可以称作“人口的黑洞现象”
，与宇宙空间的众多行星被某一点吸引到一处的现象极
其类似。为拉高日本的总体人口出生率， “人口减少” 必须改变大都市圈人口过度集中这一大方
向。抑制，
“极点社会”对经济社会变动的持久力方面也存在诸多课题。虽然那里很有可能构建出追
求集聚效果的经济结构，但这反而可以说是不足以应对经济大变动的“单一结构”
。还有如何应对大
震灾等大规模灾害风险的问题。
“极点社会”面临的最大课题之一是，首都圈直下型地震以及部分地域的大规模灾害可能会使
全日本瘫痪。由此可见，日本应全力回避“极点社会”的到来，力求实现使地方自立、拥有多样化
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III 所需求的国家战
所需求的国家战略
超越“
超越“宏观政策 ”与
”与传统的
传统的“地方分权论
地方分权论”
权论”
回避“极点社会”
、力求实现使地方拥有可持续性发展的社会，单靠金融政策和经济政策等“宏
观政策”还远远不够。宏观政策的推进，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加强东京圈的实力，拉大东京圈与地方
的经济・雇用差距，并加速“地方消亡”
。当前急需推进立足于地方的相关政策。
需要讨论超越传统的“地方分权论”
。尽管国家在当前的人口减少、大都市圈的集中现象上逃
脱不了责任，但也不能单纯地把这个课题放入“国家”VS“地方自治体”的构图中，将国家权力移
交给地方自治体就了事。正如三位一体改革中的财政移交地方的做法，反而促使了地方政府的税收
差距进一步扩大，单纯地将权力移交给地方自治体，也只会加快其向大都市圈集中，而不会抑制其
发生。
当前，需要解决的课题是与国家・社会的可持续性息息相关的“人口”问题，还有与用于发挥
国家的经济社会功能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机密相连的“国家土地利用”问题。而如何描绘这个宏伟计
划，则是先进的中央政府国家所应担负的重任，是一项“国家战略”
。
不过，虽说是项“国家战略”
，国家应担负的范围说到底只是描绘国家的总体宏伟计划。构建
使地方拥有可持续性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具体规划，不用说应该是各个地方自治体的任务。
日本在过去也曾尝试过制定类似的“国家战略”
。不管是“日本列岛改造论”
，还是“田园都市
构想”
，这些计划单在维持、及增加地方人口方面都未能取得成效。1972 年由田中角荣前首相所颁
布的《日本列岛改造论》提倡，“通过同时消除过密和过疏的弊端，努力实现适宜居住、无后顾之
忧地过富裕生活的美丽日本”
，
“根据各区域的发展可能性，在地方布置、引进工业”
，
“支撑工业再
布置的交通网络、大学的地方分散、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土地利用规划的高度化”等，将功能从环
太平洋地带转移到地方。
此后，日本相继实施了扩大国内公共事业和促进工厂向地方转移的措施，通过将税收转移到地
方，使东京的人口流入暂时得到了控制。但是，无论哪项政策都只是在利用财政支出完善硬件设备
方面取得较大成效，因此，最终没能实现地方的自主雇用扩大和人口维持。
另外，还有 1980 年由大平正芳前首相的研究会所颁布的《田园都市国家构想》
“旨在通过分
布在日本全国各地的大小都市的星座和农山渔村的整，体网络的重新编织，使充满活力的多样性地
域社会复苏”
，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政策，以实现发挥地方特长的产业发展。这个计划也在各地
方取得了最低限度的成效，但更多的是并未创造出支撑地方人口的雇用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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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战略 ” “调
“调整战略 ”和两手抓
”和两手抓
如开头所述，即使马上着手进行维持・ 逆转人口的工作，到真正发挥效果前也需要 30 ～60 年
的时间，在此期间将无法避免人口的持续减少。在国家战略中，需要采用这个时间轴的观点。也就
是说，阻断当前人口减少的动向，力求实现“人口维持 逆转” 同时，
・ 。构筑使地方拥有可持续性
发展的人口・ 国土构造的“积极战略”和伴随人口减少的经济雇用规模的缩小与将社会保障负担的
增大等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调整战略”都必须两手抓。
“积极战略”中，推行“以人为本”的政策至关重要。截至目前所实施的地域政策，大都着眼
于“空箱”等硬件方面。今后，
“以人为本”将成为政策的奠基石。
第一是力求实现人口的维持・ 反转。为实现宏观水平的“人口维持・ 反转” 坚持贯彻，
“结婚
妊娠 生育 育儿支援”
・ ・ ・ 等政策。
第二是人口的重新分布。着手制定大幅改变大都市圈人口流入的政策，以实现人口的重新分布。
第三是人才的培养・ 挖掘。在人口减少社会中，每个人的“能力・ 素质提升”将更加重要。培
养人才的同时，也需要挖掘争取国外高素质人才。

构建“
构建“防卫・ 逆转线 ”
那么，可使地方中长期处于
可持续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构造到
底是什么样的呢？我们想提议构
建了“防卫・ 逆转线”的人口・
国土构造：在每个大地域板块分
别采取措施防止人口减少，同时
各区域倾尽其力，创造自己独特
的再生育结构。
“防卫 逆转线”
・
是什么意思呢？详情请参考图
11。
各个下层地域分别约束其
上层地域，
发挥着支撑杆的作用，
在某种意义上形成了一种自相不
规则碎片结构。最上层的山区居
住地和部分村落目前已出现了人
口急剧减少现象。所谓“极点社
会”是指，这个大三角自相似图，逐渐朝下缩小，最后只剩下东京圈。由此，为避免出现“极点社
会” 恐怕需要在某处设立防，卫线。尽管迄今为止也做过类似的努力，但大部分都半途而废，且生
产力很低。
例如，尽管村落终究会消失，政府还是采取措施充实了基础设施，试图抑制人口减少趋势。但
并没有充足的财政预算可以对所有村落采取同样的措施。最终，措施微小却利益均沾，无法形成防
卫线。
只要是在当前地方再生措施的延长线上，就有可能重蹈覆辙。47 个都道府县不能犯这样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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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防卫线必须具备“再生产结构”
，能够产生颇具规模的益处，聚集人才资源并创造出附加价值。
这条“防卫・ 反转线“在起到防卫作用的同时，也进行反转。从财政和人口制约的角度来看，
“防卫
反转・ 线”的数量也将受到限制。
如此一来，作为准备开始防卫・ 反转的最后据点－“最终防卫据点”
，以大区域板块为单位的
地方中心城市就有了重要意义。通过在该处集中投入资源和实施政策，在各地方分别设立各自的最
终防卫据点。
这样的“积极战略”在发挥显著效果前，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以人口减少为
前提，同时必须推进“调整政策”
，努力使人口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最小化。这也应该被称为“撤退
站”
，可想而知，在执行政策时将会面临很大的困难。作为“止血政策”
，需要尽早采取相应措施以
防止比当前更大规模的地方人口流出，尤其是年轻人的流出。对此，可考虑创造地方雇用的地方产
业培育和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地方分散化等措施。
另外，还需要促进“社会保障的效率化”
。人口的减少，尤其是现有劳动力的大幅减少加大了
税收・ 保险费的负担。因此，不用说，以社会保障为重点的公共支出，需要提高其效率，并尽可能
控制税费负担的增大。

结论
该如何如果化解“人口减少”这一日本不远将来的危机呢？遗憾的是，当前能给予我们解答这
个问题的时间并不充裕，解答的选择也有限。
首先，需要认清目前还只有部分有志之士意识到人口减少危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分析人
口减少对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造成的影响，并将其严峻现状告知全国人民。在此基础上，招集各界
的有志人才，制定国家战略，并尽早贯彻落实。
因此，国家需设置相当于“中央司令塔”的组织，以描绘基础构想。然后，重要的是，以大区
域板块为单位设置“地方司令塔”组织，以在此基础构想上制定具体的计划并执行。
如果日本的国民能够认真对待，即使是攸关国家生死存亡的重大事态，也就绝不是无法解决的
课题。期待日本各阶层人们的广泛议论。

［译自《中央公论 》 月刊，12 本文经中央公论社同意翻译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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