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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政府修宪对亚太安全的影响



周永生
 内容提要 € 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晋三右倾政治的核心。 安倍政府推动修

宪，有着长期积累的、复杂的远期背景， 即历史、 社会、 法律根源， 这些社会根
源长期根植于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 近期背景包括社会、 国际和安倍右翼政权执
政。其中领导者个人因素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安倍认为提振经济并非易事，
只有树立修宪的旗帜，才能使自己执政时间更长。 经过国内外多层博弈之后， 安
倍顽固地坚持修宪路线。修宪的核心目标是要删除宪法第九条， 获得对外交战权，
建立国防军，改变战后国际秩序， 成为不受任何束缚的、 全能的政治、 经济和军
事大国。为此，安倍政府不断进行舆论准备、 政策准备和组织准备。 如果修宪成
功，日本将拥有国防军、交战权，并施行 “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一个强势的日
本、危险的日本，在客观效果上将带来亚太地区安全上的某些不确定性， 甚至可
能引发地区动荡和军备竞赛。 但是， 在安倍执政期内， 很难实现修宪的目标， 其
０％。不过，即使安倍政府推动的修宪不能成功， 自其执政以来
成功的概率只有 ４
到现在所推动的修宪，也已经给亚太地区安全带来了消极负面的影响， 引起了地
区国家之间的猜忌和关系紧张， 也导致这些国家在心理上加强了对日本的戒备，
同时推动了东亚地区实际军备竞赛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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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 《国际安全研究》 匿名审稿专家的意见建议，文中疏漏由作者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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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年 １２月第二次当选为日本首相以来， 安倍政府奉行右
自从安倍晋三于 ２０
倾、右翼的政治路线，引导日本国家安保战略的转变， 安保体制出现了重大转型。
安倍内阁推动修改和平宪法， 调整军事战略， 加强针对中国的军事部署， 并通过
国际结盟战略，联手制衡中国， 同时也制约俄罗斯、 朝鲜等非美日价值观体制的
国家。安倍政府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转型主要包括推动修改宪法， 确立右倾的政
治路线，树立强力的国内安保体制， 调整军事战略与加强针对性军力， 国际结盟
战略等。其中，修改和平宪法是安倍右倾政治的核心。

一

安倍政府欲求修宪的背景

安倍政府欲求修宪 ， 有着极其复杂的背景 ， 既包括远期的历史 、 社会 、 法
律根源背景 ， 也有纷繁复杂的近期现实背景 。 只有深究并理顺其远期 、 近期背
景 ， 才有助于正确认识安倍政府推动修宪并不是一个偶然的政策选择 ， 而是带
有某种必然性 。 这样 ， 才有助于我们按照其本来面目 ， 冷静客观地看待日本的
修宪问题 。
（一） 长期积累、复杂的远期背景
安倍政府推动修宪，有着长期积累的、 复杂的远期背景， 即历史、 社会、 法
律根源，它们长期根植于二战以后的日本社会， 总是或隐或现地存在着， 形成一
种推动修改宪法的政治的、 民意的与社会的基础。 这种社会基础不断发挥作用，
就会在适当的时机催生出推动日本修改宪法的政治力量。 安倍政府就是一股推动
日本修改宪法的强大政治力量， 当它产生并发挥社会影响以后， 又会利用这种社
会基础服务于自己的目的。
１
历史根源：右翼政治势力的延续
二战结束 ， 美军占领日本以后 ， 出于安定日本社会的需要 ， 美国方面保留
了日本天皇 ， 也保留了日本战前的旧政府 ， 仅仅对其中个别的军国主义分子和
战犯进行整肃 。 到 １９４７年中期以后 ， 由于冷战的开始 ， 美国在日本逐渐采取扶
植日本右派势力的政策 。 在对东条英机等战犯执行死刑之后的次日 ， 即 １９４８年
１２月 ２４日 ， 美国宣布释放岸信介等 １９名甲级战犯 ， 不再进行审判 。 因为美国
统治者认识到 ， 只有利用日本右派势力打压日本左翼力量 ， 才能使日本在国际
上跟随美国以抗衡苏联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 ， 美国扶植日本右派势力的政策
更加明显 。１９５０年 ３月 ７日 ， 盟军最高司令部颁布第 ５号指令规定 ， 在刑期终
了前 ， 释放所有日本国内在押战犯 。 在美国政府支持下 ，１９５０年 １０月到 １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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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８月 ， 吉田茂内阁政府先后为 １８万左右的军国主义分子解除 “整肃 ”， 使他
们重返社会和政坛 。 到 １９５８年 ４月 ７日 ， 所有未服满刑期的日本战犯都得到赦
免 。① 这些人重新走入社会以后， 有一些窃据日本国家和政府要职， 成为日本战
后右派、右翼保守力量的核心。 而且， 日本政坛上的这股右派、 右翼势力从一开
９
５５年 １
１月，日本自民党成立，在同年 １１月 １５日通
始就要修改日本国家宪法。１
过的 《党的政纲》 第六条 “整备独立体制” 中就提出：“谋求自主修改现行宪法，
重新检讨占领体制下的各项法制，推行适合国情的修改与废除。”② 其中的重要主
导者之一，就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 安倍晋三与当今日本政坛上的一些右
派、右翼势力则与岸信介一脉相承。
２
社会根源：基于民族意识的强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被盟军强行占领， 美国占领军对日本进行民主改
造。其中，重要的内容是帮助日本制定一部新宪法， 目的是让日本摆脱明治帝国
“宪法主权在君、缺乏人权内容 ” 的宪法束缚， 而使日本成为一个 “主权在民、
保障基本人权、没有战争威胁 ” 的国家。 在制定新宪法的过程中， 旧日本政府仍
然摆脱不了主权在君的政治路线窠臼， 在制定日本新宪法草稿中基本保持了旧有
宪法主权在君的天皇制，缺乏对基本人权的保障内容。 日本政府的做法引起盟军
４
６年 ２月 ３日， 美 国 驻 日 盟 军 最 高 司 令 道 格 拉 斯 · 麦 克 阿 瑟
总部的 不 满。１９
（Ｄｏ
ｕ
ｇ
ｌ
ａ
ｓＭａ
ｃ
Ａｒ
ｔ
ｈｕｒ
） 命令盟军总司令部民政局在一周时间内起草宪法， 并提出三
条原则：第一，天皇为国家元首， 皇位世袭， 天皇依宪法行使职权要体现国民意
志。第二，废止日本国家拥有发动战争的权力， 禁止设立陆海空三军， 放弃交战
权利。第三，废止封建制度， 除皇族之外， 贵族权利止于现存一代， 今后在任何
国民或公民政治权利之中无贵族特权， 预算制度参考英国。 该宪法草案是英国政
６年 ２月 １３日交给
治制度与美国政治制度的结合， 经过麦克阿瑟批准后， 于 １９４
日本方面，希望日方以该草案为蓝本迅速起草一份日本方案。 日本政府和国会对
盟军总部的宪法草案尽管有些难以接受， 但最终还是作为日本国宪法予以通过并
生效。对此，日本社会和舆论极力掩盖新宪法出台的真相， 日本普通民众并不知
道宪法出台的细节，甚至不知道是美国人 “强加 ” 的一部宪法。 但是日本右翼势

① 刘庭华： 《东京审判的历史功绩与缺憾》，人民网，>,,1= SS,>-8.<M1-81+-M;82M;3S3S#L!'S
L(!(S;'"!$%
#$'(&!"#M>,2+。
② ［日］ 『党の政綱』、昭和三十年十一月十五日、自由民主党ウ ェブサイト、ホーム s

自民党について s 立党宣言·綱領 s 党の政綱、>,,1E=SSFFFMc0203Mc1S*C8B,BES?-;+*.*,083S!LL#($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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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知道这些情况，一旦他们认为时机成熟， 就在日本社会当中宣传这部宪法是美
国强加的，以此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促使日本民众支持修改宪法， 以便达成修改
宪法的目的。
３
政策、法律根源：恩给制
恩给制是指日本政府颁发给旧军人和退职公务员或遗属的抚恤金制度。 这一
７５年明治政府给旧军人本人或遗属的抚恤金。１８８４年，日本创立了
制度起源于 １８
２
３年日本制定 《恩给法 》， 除了抚恤军人以外， 也包含了抚恤
文官抚恤制度。１９
４
６年，联合国批评日本的军人恩给制度是 “强行给军人生活添
公务员的内容。１９
加魅力的世界上最恶劣的制度 ”， 并颁布第 ６８号法令宣布， 除重伤病军人外， 废
５３年， 日本总务省制定了按照军职高低发放抚
止对旧军人或遗属的恩给制度。１９
恤金的 《援护法》，得到国会的通过， 恩给制度重新确立。 这使大批日本旧军人、
死伤病者及其家属得到了大量的政府补贴。 相关的政府补贴以职务工资、 所得为
基础，通过复杂的计算以及物价的上涨，每年不断增加金额。 到 ２０１４年， 战死者
５２
８万
１９６６８万日元。① ２００５年接受
遗属每个月发放抚恤金最低的保障额度为 １
“军人恩给” 的人数共 １１
８万人，总额达 ９６
８０亿日元；接受 “援护年金 ” 的人近
４万，总额 ５
２０亿日元。两者合计达 １０２０
０亿日元， 平均每人每月领取的恩给金
８万日元，比普通日本国民 ５
２万日元的养老保险金高出很多。② 到 ２０１４
额为 ６
７万人， 其中，９８％ 和旧军人有
年，尽管抚恤的人员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到了 ５
８
６万人属于被抚恤的二战老兵、二战战死、战伤、病死者
关，③ 这意味着还有 ５５
的家属。
一个被抚恤的对象，至少有 ３名左右亲人， 他们都属于日本国家战争抚恤政
策的受益者。这就意味着支持这一政策的直接人数至少在 １５０万人到 ３５０万人左
右。这一部分人不愿意承认那场战争的侵略性， 因为他们自认为是那场战争的受
害者，也是战后领取抚恤金的受益者。 如果他们也承认二战当中的侵略性， 很可
能将促使日本政府最终取消相关的抚恤政策， 并由国会废除相关的抚恤法律。 因
此，大体上来说，这部分人由于自身的利益联结， 构成了日本社会否定其二战中

① ［日］総務省 『恩給制度の概要·恩給の種類 （本人に対する給付）』、日本総務省ウ ェ
ブサイト、>,,1= SSFFFME8B2BM98Mc1S2*03VE8E0K0S83K<BV,8BK*,EBS83K<BM>,2。
② 龚常：《日本二战老兵领恩给金 奖励作战比养老金还丰厚》，载 《环球时报》，#LL$ 年

" 月 !R 日，第 $ 版。
③ ［日］総務省 『恩給制度の概要·III 恩給の対象者』、日本総務省ウ ェブサイト、>,,1= SS
FFFME8B2BM98Mc1S2*03VE8E0K0S83K<BV,8BK*,EBS83K<B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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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侵略性的社会根源。他们又能够对另外一些人群产生影响， 人数可达 １０００万
人左右。这就是为什么日本社会内部长期存在否定侵略历史的社会基础的内在原
因。而这部分人群， 恰恰是我们经常习惯称谓的日本社会右翼势力的社会基础。
这个基础的养成，与战后日本国家历届政府的恩给政策密切相关。
这部分人群，又和日本高层右翼势力相互呼应， 高层右翼势力则属于他们的
核心，再加上以各种民间机构、 团体、 法人等形式存在的社会力量， 构成了日本
国内长期存在的右翼力量。 他们上下呼应配合， 在日本社会呼风唤雨， 形成了二
战结束以后世界各个国家当中最顽固、 最庞大、 否定战争侵略性的右翼人群和政
治力量。这部分人群基本都支持修改宪法， 支持日本国家和政府领导人去参拜靖
国神社。因此，这也是为什么小泉、 安倍等日本右派政治家要执意参拜靖国神社
的社会根源所在。不仅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当年的侵略战争有一定层面的肯定， 而
且去参拜靖国神社也能够得到庞大的遗族群体的选票支持。 在选票政治当中， 抓
住了这一群体，就意味着可以稳固地得到二三百万人的选票； 这二三百万人还能
够利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再得到一千万人的支持。 因此， 日本的任何一个政治家
和高级领导人，都不敢无视这一社会力量。 努力迎合这一社会力量的领导人， 如
小泉纯一郎、安倍晋三等人， 他们执政的时间都比较长， 地位也比较容易稳固。
反之，忽视这个群体的左派政治家， 如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等， 则很容易成为短命
首相。
（二） 思变的国内、国际近期背景
日本国内长期的经济萧条， 促进了日本民众思变的一种心态， 而这种思变的
心态非常复杂，绝大多数直接导向要振兴经济； 有少部分导向要修改宪法， 通过
修改宪法强大日本国家。这属于日本国内修改宪法的背景。 就国际背景而言， 主
要是美国对日本修改宪法的支持， 但是， 布什政府时期与奥巴马政府时期对日本
宪法的支持在政策目标上有所不同。 前者主要希望日本能够进行海外出兵， 支持
美国的反恐战争；后者的政治目标主要是想通过修宪帮助日本重新武装， 以便利
用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日本来阻遏中国的崛起。 同时， 安倍等右翼政治势力在近年
来崛起并执掌日本政坛，也是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宪法政策的重要背景。
１
社会背景
１
９
９１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以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 所谓 “失去的
１０年”，接着又出现了所谓 “失去的 ２
０年 ”。 直到 ２０
１２年年底， 安倍开始执政，
也没有能够使日本经济完全走出萧条。 就目前的日本经济而言， 仍然是介于萧条
和复苏之间。这种长时间的经济衰退， 导致日本国力相对萎缩， 国际地位下降。
· 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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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民对于国家和政府领导人不能够带领他们摆脱经济衰退十分不满， 他们希
望出现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 或者是政治强人， 或者是强有力的政党， 能够带领
他们走出萧条、摆脱困境、 提振日本国家的实力和声望。 同时， 面对中国等新兴
经济体的强势崛起，一些日本国民感到本国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软弱。 由此， 他
们对内呼吁振兴经济，变革日本国内体制； 对外主张推行强硬政策。 在这种社会
思潮和舆论的推动下，日本社会日趋向右倾化的方向发展。
２
国际背景
２
０
０１年，美国遭受九一一恐怖袭击后，日本国会通过了 《反恐特别措施法 》，
０３年，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以
允许日本自卫队在印度洋为美军进行补油活动。２０
后，不仅长期陷于伊拉克的战争泥潭， 而且在国际上遭到了包括盟国在内很多国
家的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非常希望将日本拉入伊拉克战争， 由日本出兵伊
０３年， 伊拉
拉克，来壮大美国对伊拉克占领的势力， 促使美国摆脱孤立状态。２０
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后， 为了扩大对美军的支援范围， 日本对美援助的新法中
允许 《周边事态法》 禁止的提供武器弹药和给准备起飞战斗机加油、维护等行为。
但是，日本政府借口战后 “和平宪法 ” 的限制， 最初仅仅是出钱出力， 并不愿意
出兵。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 在伊拉克局势大体平定的情况下， 为了配合美国的
０
３年 ７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旨在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 《伊拉克重
军事行动，２０
建援助特别措施法 》， 派遣自卫队到伊拉克， 在 “非战斗地区 ” 从事重建援助活
３年
动以及承担美英军物资运输等后方支援任务， 但不参与维持治安的战斗。２００
１２月 ９日，日本政府 “安全保障会议” 和临时内阁会议正式做出向伊拉克派遣自
００４年 １月 １９日， 日本自卫队先遣队开进伊拉克。 同年 ２月和 ３
卫队的决定。２
０名自卫队员， 开创了日本向 “周边 ” 以外
月，日本又分批向伊拉克派遣了约 ５０
地区和交战国家派遣自卫队的先例。
但是，美国并不以此为满足， 开始要求日本改变阻碍日本派军队到海外配合
０４年 ２月， 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理查德 · 阿米蒂奇
美军作战的 “和平宪法”。２０
（Ｒｉ
ｃ
ｈａ
ｒ
ｄＡｒ
ｍｉ
ｔ
ａ
ｇ
ｅ
） 访问日本，暗示日本应该修改宪法，获得集体自卫权，配合美
０４年 ７月 ２１日，阿米蒂奇接见访问美国的自民党国会对策委
军对伊拉克作战。２０
员长中川秀直，提出放弃战争的和平宪法 “（第 ９条） 妨碍了日美同盟关系”，“为
① 阿
确保全球利益，若不部署军事力量，（日本） 很难 （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信莲：《阿米蒂奇要日本修宪，东京朝野狂批美国干涉内政》，中国日报网，>,,1= SSFFFM
;>03*?*0+<M;82M;3S9CS?8;S#LL'
L%S#'S;83,-3,V&$!&&%M>,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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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蒂奇强调有必要通过修宪等调整做好准备，从而得以积极为全球军事做出贡献；
以此来暗示如果日本不修改和平宪法，日本就难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这是美方首次直接将修宪与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相挂钩。 日本
《每日新闻》 评论认为，阿米蒂奇这番话的意思是，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的前提条件是修改宪法， 即允许在海外行使武力。① 面对阿米蒂奇谈话引发
ｃ
ｈａ
ｒ
ｄＢｏ
ｕ
ｃ
ｈｅ
ｒ
） 在 ２００４年 ７月
的波澜，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理查德 · 鲍彻 （Ｒｉ
２２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修改宪法应该是日本人的责任， （阿米蒂奇的发言 ）
强调了美国尊重作为盟友的日本所作的判断”。鲍彻的表态即是美国国务院对阿米
蒂奇的发言含义的一种认证， 同时， 又委婉地强调了尊重日本选择的外交辞令。
ｏ
ｈｎＢｏ
ｌ
ｔ
ｏ
ｎ） 在位于东京的美
紧接着的 ７月 ２３日，美国副国务卿约翰 · 博尔顿 （Ｊ
国大使馆召开记者招待会，就日本修宪一事表态：“这是国家主权的问题， 应该由
日本国民做出判断”。但他同时表示：“如果日本决定对宪法进行修改， 美国将表
示欢迎并接受。”② 由于美国为了自身全球的战略利益考虑推动日本修宪， 由此日
本掀起了战后修改宪法的一轮高潮。 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都在抓紧研究修
００
５年，包括执政的自民党在内， 日本绝大多数政党都提出了自
改宪法的问题。２
己修改宪法的方案。这一轮修宪高潮的到来，正是美国鼓励的结果。
３
安倍晋三等右翼政治势力的掌权
安倍晋三是二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 和过去的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并没有直
接联系。但是，由于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岸信介曾经作为 “伪满洲国 ” 的商工副大
臣 （ “伪满洲国” 的制度是中国人的大臣要听命于日本人副大臣的指令） 直接参
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素有 “满洲之妖 ” 的绰号， 战后被当作甲级战犯嫌疑犯
拘押。后来，美国占领当局为了对抗倾向于苏联、 中国的日本左翼政治力量， 释
放了岸信介这些军国主义分子， 并扶植他们成为日本政界主流的右翼势力。 安倍
晋三从小受到外祖父的熏染， 向往日本侵略时代在世界上的威势， 在历史观和战
争观上和岸信介也有相似之处。 安倍在就任首相以后， 甚至公开声称他继承的是
岸信介的政治基因。安倍晋三执政的政治大目标之一， 就是要改变战胜国强加给
日本的战后体制，核心目标就是要修改战后日本和平宪法， 制定一个允许拥有国
防军，拥有对外交战权，使日本成为一个 “普通国家 ” 的宪法。 而实际上， 安倍

① 《阿米蒂奇= 日不 向 海外 派兵 难 成安 理 会常 任 理 事 国》，东 方 网，>,,1= SS3-FEM -*E,?*<M
;82S-*E,?*<S3-FES3-FES38?-'"'!S38?-#RRRRSBE-.8Cc-;,!*0&((&&%M>,2+。
② 信莲：《阿米蒂奇要日本修宪，东京朝野狂批美国干涉内政》，中国日报网，>,,1= SSFFFM
;>03*?*0+<M;82M;3S9CS?8;S#LL'
L%S#'S;83,-3,V&$!&&%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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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年 １月 １日的新年感言当中表示：
晋三的政治目标并不 “普通”，安倍晋三在 ２０
“我再次下定决心，和国民诸位一道， 使日本重新成为闪耀在世界舞台中心的国
家”。① 这种表态，显示了安倍晋三掩藏不住要使日本成为世界顶级大国的政治志
向。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要修改和平宪法。

二

安倍政府修宪的动机

安倍政府修改宪法的动机，有些方面是比较明确的， 有些方面并不十分明确，
需要通过深入的学术分析， 才能够条分缕析地阐明其动机。 就修改宪法尽人皆知
的动机我们可以看到，安倍政府及其自民党修改宪法的直接目标就是要删除和平
宪法第九条，建立国防军，在军事强国的基础上，实现军事大国化， 获得交战权，
使日本成为一个 “普通国家”。就其修宪还不太明显的动机包括实现改变战后亚太
地区国际秩序的愿望。因为日本是二战后受剥夺国家， 改变领土、 帮助其他国家
同中国争夺领土进而围堵中国的崛起， 是日本政府的一个基本考量。 同时， 安倍
政府要推行 “积极和平主义 ” 政策， 以军事力量为世界、 为联合国做 “贡献 ”，
从而奠定进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军事力量与所谓 “和平 ” 贡献的资本。
目前而言，还无法确定安倍要以军事力量为世界和平做 “贡献 ” 的性质。 因为即
使是当年的日本军国主义国家实施对外侵略， 也是打着 “和平 ”、 为了 “大东亚
和平与繁荣” 的旗帜。但我们又不能随意对安倍政府做这样的类比， 毕竟日本的
内外情况和二战当年有很大的不同。 但同样， 安倍的政策目标中包藏着某些不可
告人的野心，而并非像他自己宣说的那样简单， 那么表面化， 其中还隐藏有大量
的不确定性。因此，这是我们难以简单做出结论的原因所在。
（一） 删除 “和平宪法” 第九条
安倍修改 “和平宪法” 的主要动机和目标就是要删除其第九条，建立国防军，
在军事强国化的基础上实现军事大国化，获得对外交战权 ，使日本成为不受任何
限制的 “普通国家”，将来的发展方向是成为不受任何限制，全能的政治、经济和
军事大国。那么，为什么要如此评说安倍修宪的动机呢？
二战结束以后，整个日本在美国军队的占领之下， 进行了民主改造。 这种民
主改造促使日本在战后成功地走上和平发展的道路。 日本经济在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

［日］ 安倍晋三 『平成 #% 年 ! 月 ! 日安倍内閣総理大臣 平成 #% 年年頭所感』、日本
首相官邸ウェブサイト、>,,1= SSFFFMK*3,-0M98Mc1Sc1S"%V*C-SE,*,-2-3,S#L!$SL!L!3-3,8BM>,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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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获得迅猛的发展，到 ７０年代， 日本已经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１９８８年，
日本国内生产总值超越了苏联，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
在经济力量强大的基础之上， 日本右翼势力不满于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战
后体制。因为这个体制尽管使战后的日本赢得了民主和平国家的美名， 但是对日
本也有很多束缚。最典型的束缚是， 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的规定。 包括： 第
一，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
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 第二， 为达到前项目的， 不保持
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这种条文内容实际上是否定日
本保有军队和战争力量，日本国家也没有对外交战权力， 没有集体自卫权， 放弃
发动战争。正因为如此，战后日本右翼势力对这部和平宪法第九条恨之入骨， 长
期谋求对这一条文进行修改， 以便消除日本走向军事大国、 拥有对外交战权的
障碍。
在泡沫经济破灭以后的二十多年中， 日本经济的增长毫无起色， 在高速经济
增长当中积累起来的经济大国地位和资本， 也遭受了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严
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一部分日本国民对于未来失去了信心， 对于政治和国家
的前景变得焦躁不安，因而希望日本能够出现一个政治强人， 带领他们走出低迷
的经济困境，重振日本国家世界大国的雄风。
美国同样将经济和国力迅速增长的中国视作挑战， 因为中国不仅在国力上有
在长远的时间内超越美国的可能性， 在政治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上也与美国有很
０年代开始，
大的不同，又曾经是冷战阵营当中美国的对立面， 因此， 从 ２０世纪 ９
美国的打压目标越来越主要地集中在中国这个对象身上。
作为美国的军事同盟国家和战略伙伴， 日本在打压中国的战略上与美国一唱
一和。比起美国来，中国的地理位置更接近日本， 因此， 日本比美国更加重视渲
染中国对日本与世界的 “威胁”，在舆论上企图对中国的形象 “妖魔化”， 以便增
强日本的凝聚力，借所谓的 “中国威胁”，促使日本重新武装，进而打破战后束缚
日本国家的 “战后体制”。这种内在的动因及其变化，在冷战结束以后，促使日本
社会走向了右倾化的道路。 日本的政客和社会舆论， 越来越倾向于美化侵略战争
的历史，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外侵略战争的侵略性质。 同时， 又由于存在着和
中国的领土之争，与韩国和俄罗斯的领土之争， 使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
起来。右派势力要想实现诸多政治、 军事目标， 只能够持续不断地在右倾化的道
路上疾走下去。他们尤其希望出现一个右翼强势政治领导人， 领导日本推翻战后
２年年底的第二次组阁， 正适应了日本国内这种右倾
体制。而安倍晋三首相在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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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历史和社会背景需求。
于是，在安倍首相第二次执政以后， 他不仅会偶然表现出否定侵略历史的言
辞，而且在政治路线上要否定战后体制、 修改和平宪法、 重建日本国防军、 加强
日本安保体制。在一时还无法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 解禁集体自卫权， 让日本
军队具有对外交战权，成了安倍政府政策的重中之重。
但是，国际战略态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国不仅日益崛起， 而且中国执行
了与美国接近、合作与友好的政策， 美国不愿意因为日本而同中国对抗， 不想进
入日本预设的圈套。表面上， 美国并不想得罪日本， 也愿意继续利用日本对美国
某种的积极性，维护稳定的美日同盟， 这样既符合美国利益， 也有利于美国应对
中国。因此，奥巴马表示：“日美同盟是亚洲太平洋地区安全的中心基石。” 日美
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 （《日美联合声明： 日美共筑亚太及超越亚太的未来 》） 表
示：“美国欢迎并支持日本对于行使集体自卫权相关事项的讨论。日美两国再次确
认了为维护地区安全，美国的延伸威慑的重要性。”① 奥巴马与美国政府的这种表
１４年 ４月访
述，意在安抚安倍并向外界展示美日同盟的良好。 但是， 在奥巴马 ２０
问日本时，美国政府表示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致使安倍消除了解禁集体自
卫权的外部障碍，进一步加快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努力。
第二届安倍内阁确立自己的政治路线是从否定侵略历史， 美化侵略历史开始
的。同时，对于日本战败和美军对日本进行和平民主改造基础上制定的战后日本
新宪法，安倍内阁的主要成员一直耿耿于怀， 尤其是要去除和平宪法第九条中关
于日本不保有军队、没有对外战争权的规定。
（二） 国内与国际上的多层博弈
安倍晋三是一个有理想也有野心的政治家， 他要把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
国家，这是他美好理想的一面； 但是， 他内心深处， 想重振日本的雄风， 恢复日
本昔日帝国的荣耀， 甚至想超越日本的国力， 使日本成为主导世界发展的国家，
则是他不切实际的野心所在。 修改宪法， 是他实现理想与野心的重要途径， 是他
在国内国际多重、复杂政治斗争当中的选择。
第一，安倍晋三想成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首相。 安倍晋三深通政治之术， 要想
长期执政，在日本民主政治的体制之下， 平平淡淡地干下去绝无可能， 那样可能
很快就被民主政治的选举大潮所淘汰。 因此， 必须以高大上的目标来引导国民跟

《日美联合声明：日美共筑亚太及超越亚太的未来》、日本首相官邸网站，>,,1= SSFFFM
K*3,-0M98Mc1S;3S"RV*C-SE,*,-2-3,S#L!'L'S!#L'%"'V"RL$M>,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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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己的步伐，并且不断地为之而奋斗。 在日本国内， 人们最关心的是经济复苏
的问题。对于一个日益老龄化的日本来说， 想使经济获得活力， 并且蒸蒸日上地
发展，是极其困难的事情。 同时， 经济是一个慢功夫才能够见成效的事情。 一方
面，安倍晋三不得不应付民众的意愿， 声称要搞好经济。 但是， 安倍晋三心里也
清楚经济很难搞好。所以，他必须以容易见效的大目标， 来引导群众， 主动发声，
排斥反对党的意见，显示出自己的主导性、 独特性和伟大性； 只有修宪的旗帜具
备这种张力，也比恢复经济更容易见效，因此，安倍晋三一定要抓住修宪的大旗，
让自己变得更伟大，从而使自己的执政时间更长。
第二，发展经济，或者搞民生，改善社会保障， 尽管是一件好的事情， 但是
在日本财政拮据的情况下， 短时期内很难见效， 很容易被反对党抓住漏洞和把柄
加以攻击，属于出力不讨好的事情。 如果将执政的重点放在这些方面， 一旦出现
纰漏和破绽，不仅很难压制反对党的攻击， 而且自身将完全被动挨打。 但是， 如
果以修宪为自身执政的核心目标， 则可以乘自民党修宪历史之夙愿， 迎合日本国
内右翼选民和右翼政治势力， 并进而以建树日本民族大业、 大功的精神， 引导大
多数的中间选民向自己靠拢，从而达到完成修宪、留下彪炳青史功业之目的。
第三，冷战结束以后，长期以来的日本右倾化政治势力， 不断削弱日本的左
翼势力，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党派， 现在只剩下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两个
党派，这两个党派不仅在国会当中的席位已经很少， 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也大不如
从前。相反，主张修宪的党派占了绝大多数， 包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 只不过
处于在野党的身份，民主党必然要以各种方式来反对安倍晋三的修宪政策， 目的
并不是真正反对修宪，而是反对自民党和安倍政府。 因此， 安倍晋三认为， 只要
对共产党和社会党坚决打压， 对于民主党和其他支持修宪的政党采取某种拉拢、
怀柔的政策，就有可能促使它们转变反对自民党修宪的立场。 所以， 安倍有信心
化解国内反对修宪的力量。 反过来说， 安倍晋三最担心的是出现民主党平庸执政
的那种状况。他们既没有魄力和胆量推动修宪， 也没有搞好经济、 民生和社会保
障，最后只能被日本选民所抛弃。 在安倍晋三看来，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为了避
免重蹈民主党的覆辙，他一定要沿着修宪这条路线走下去。
第四，推动修宪，在国际上肯定要遭到中国、 韩国等亚洲国家内心深处的反
对，哪怕这些国家表面上并不做出明确表态， 但是， 他们遭受日本侵略过的苦难
记忆，肯定不希望日本通过修宪获得军事上的强大和对外交战权。 但他们仅仅是
国际上的一种力量，无法形成对日本根本性的制约。 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
力量，却在不断推动和怂恿日本修宪， 这是由于美国国力下降， 想借助日本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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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平衡中国之政策目标所在。 这对安倍政权来说， 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
时机。尽管在二战以后，自民党的多朝元老都想进行修宪， 但是， 他们从来没有
遇到过美国衰落的这样一个历史时机。 在美国没有衰落的情况下， 美国并没有让
日本修宪的意愿。所以，自民党的那些大佬们都不得不带着终生的遗憾离开了政
坛，那是因为历史没有给予他们这样一个大好的机遇。 这个机遇， 则由安倍赶上
了。安倍则不能够放弃，得罪中国、 韩国等亚洲国家是小事， 错过美国赋予的历
史机遇则是重大的损害。安倍在这两者之间反复权衡，毫不犹豫地选择修宪。
（三） 改变战后国际秩序
日本及其安倍政权有改变战后东亚地区、亚太地区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愿望。
因为日本是二战后遭受剥夺的国家， 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反法西斯同
盟国战胜日本，瓦解了日本的殖民地和殖民统治， 压缩了日本的领土范围， 日本
不仅失去了大片的海外殖民地， 连本国的领土也遭到压缩。 尤其是苏联占领了南
千岛群岛 （日本称北方四岛 ）， 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至今不予归还。 在 《联合国
宪章》 “敌国条款 ” 当中， 日本至今仍属于战败敌国， 反法西斯同盟国有权力对
其重整军备的政策进行制约。
因此，就目前而言，日本要改变战后体制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第一，要废除 《联合国宪章 》 当中的 “敌国条款 ”。 日本曾经在 １９９５年与
德国 等 国 家 联 合 ， 企 图 修 改 《联 合 国 宪 章 》， 废 除 “敌 国 条 款 ”； 在 无 法 撼 动
“敌国条款 ” 的情况下 ， 发动联合国成员国 ， 通过了一个建议废止 “敌国条款 ”
的联合国大会决议案 。 但这也仅仅起到一种舆论呼吁的作用 ， 并没有能够改变
《联合国宪章 》 相关条款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 。 因为联合国大会决议没有法律效
力 ， 而宪章规定具有法律效力 。 从这个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要改变战后秩序
的端倪 。
第二，日本要改变联合国安理会结构， 使本国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日本
政府改变战后国际秩序的另一个目标是修改 《联合国宪章》，使日本成为安理会常
０
５年，联合国成立 ６０周年的时候，日本下了很
任理事国。关于这个战略目标，２０
大的力气和功夫，与德国等国提出 “四国提案”，企图修改 《联合国宪章 》， 改变
联合国安理会结构。但是， 由于遭受到美国、 中国等巨大的阻力， 最后不得不偃
旗息鼓，暂时放弃本国的打算。 但是， 这种政策目标并没有改变， 也没有完全放
１５年 １月 ２４日，
弃。日本现在的状态，属于不断积累力量， 等待时机的阶段。２０
日本外务省决定在 ２０１５年 ３月下旬举办研讨会， 邀请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等中亚五国专家参加。日本方面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为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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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国寻求支持。① 从日本媒体披露的这一信息而言， 我们可以判断安倍政府已经
在为 “入常” 开始悄悄努力。
第三，日本要改变战后的领土安排。 二战结束以后， 苏联根据 《雅尔塔协
定》，进攻日本，并且占据全部千岛群岛。日本知道，拿回全部千岛群岛已经没有
可能，因此，日本一直在努力争取拿回南千岛群岛， 即北方四岛。 日本的这种努
５６年的时候曾经获得突破。日苏两国发表共同宣言， 宣布可以将南千岛
力，在 １９
群岛南部的两个最小岛屿归还给日本。 但同时设置了一些条件， 如美国从日本撤
军等。最后，日苏双方各执一词， 相互指责对方违反约定， 最终并没有能够实现
这一领土的改变。在这以后，日本长期以来一直争取向苏联和后来的俄罗斯索要
北方领土，但一直没有结果。时至今日，日本仍然没有放弃这项政策努力。 同时，
中日之间存在着钓鱼岛领土之争， 日本企图长期控制和占有。 日本与韩国存在着
独岛 （日本称竹岛） 之争，尽管该岛屿被韩国所控制， 但日本一直没有放弃索取
的权利。
第四，改变南海领土性质，帮助其他国家同中国争夺领土。 在 ２０１２年以前，
日本尚未介入南海岛礁及其海域的争端。 冷战结束以后， 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
展，中国国力的日益强大， 日本对中国的恐惧与日俱增。 尤其是近些年来， 日本
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把中国当做是一个现实和潜在的敌国来加以应对。 在这种判断
的指引下，日本要通过支持南海地区和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与中国争夺领土，
０１２年 ４月爆发的中国
增加牵制中国的外部力量，以此来阻遏中国的崛起。 随着 ２
与菲律宾黄岩岛之争，日本以军舰访问菲律宾， 支援巡逻舰等名义， 使本国军事
力量开始进入南海地区，并且明显地偏袒于和中国争夺领土的菲律宾、 越南等国
家。今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日本的这种政策都难以改变。
日本在国内实现修宪，在国外改变战后体制，二者之间紧密相连， 相辅相成。
修宪有利于改变战后体制， 改变战后体制反过来可以促进国内修宪。 任何一方一
旦获得突破，都有利于促进另一方的改变。
（四） 成为 “普通国家”，有对外行使军事力量的权力
和其他国家相比， 日本的确还是一个非 “普通国家 ”。 因为日本不能保有军
队，不能建立国防军，没有对外交战权，只有单独自卫权，没有集体自卫权。《日
本国宪法》 和其他国家宪法最大的差别也就在于此。 安倍政权及其自民党主流势

《日本拟邀中亚五国专家参加研讨会
;82S9cS#L!$SL!
#$S%LL##L$ME>,2+。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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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要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其动机主要是消除在军事方面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差别。
安倍首相宣称，要推行积极和平主义政策。 这种积极和平主义政策， 可以有很多
解释和延伸，其中，能够比较自由地在世界各地行使武力， 使日本成为一个不受
到特别限制的 “普通国家”，是安倍政权修改宪法的短期目标。 就长远动机而言，
按照安倍内阁政策思路，以军事力量为世界、 为联合国做贡献， 进而奠定成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 “军事力量 ” 手段基础。 因为安倍及其日本的右翼领导
人认为，所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都有能力以军事力量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日
本今后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也要具备在世界各地行使武力的条件与手段，
这样才能够积累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的资本。 安倍政权要通过修宪， 让日本成
为普通国家，进而挤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相关考虑， 的确给世界和平带来了不
确定性的危害。因为动用军事力量和武力， 必然与和平局势发生矛盾， 这其中可
能有维护和平的武力行使， 也有可能是破坏和平的武力行使。 只能是放到历史的
长河中加以检验，而不可能过早做出判断。

三

安倍政府修宪的步骤与政策

安倍政府在执政以后，就开始了修改宪法的步骤， 从舆论、 政策三方面做准
备，并最终为跨越修宪最后的法律程序———全民公决做铺垫。
（一） 舆论准备
安倍晋三政权执政以后，大规模地开动舆论宣传机器， 制造修改宪法的舆论，
以致在安倍晋三执政的两年期间， 修改宪法始终是日本的一个焦点。 安倍晋三处
心积虑地要否定战后和平宪法， 推动修改宪法的政策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
是，在否定对韩国侵略、声称侵略没有明确定义的情况下， 包括美欧等国际舆论
群起而批判之，致使日本国民感觉到了安倍晋三修宪政策的危险性， 以致在此之
后日本国民支持修宪的比率大幅度下降， 在短时期内已经无法达到过半数国民投
票支持、修改宪法的最低程序。 因此， 安倍晋三随后将修改宪法的重点转到企图
６条， 即对宪法修改程序中规定要经过众参两院 ２／
３绝对多数票通
修改宪法第 ９
过、国民投票比率过半数支持修宪的情况下才可以对修改宪法的程序进行修改，
想将其改为在众参两院中，过半数议员投票通过即可进行公民投票的简单修改程
序。如果改成这样简单的修改程序， 就使宪法和一般法律修改的门槛完全相同，
体现不出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宪法的至高性、 尊严性和稳定性。 因此， 安倍实际上
也遭到了在野党和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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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修改宪法进行舆论造势， 安倍晋三还特意坐上自卫队的坦克进行表演， 同
时，还穿上了 ９６号的球衣， 在公众场合亮相。① 因为， 在 《日本国宪法 》 当中，
第 ９６条规定了宪法修改的法律程序。在日本民众比较反感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情况
下，安倍政权及其自民党一时之间主张首先修改宪法的修改程序， 即修改宪法的
第 ９６条。因此，安倍晋三才会穿上 ９６号球衣， 来为宪法修改造势。 这种舆论宣
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战后世界各国的宪法都经过多次修改， 为什么唯独日本不能够修改？
日本也应该像其他国家一样具有对本国宪法修改的权力。 关于这种认识， 在安倍
政权的极力推动之下，日本国内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即日本也具有修改宪法
的权力。第二，《日本国宪法》 是战后美国占领军强加给日本的宪法，日本不能够
总用外国强加的一部宪法， 而需要制定本国自己的一部宪法。 安倍晋三称， 只有
日本自己书写的宪法，才有助于 “开辟新的时代”。② 第三，《联合国宪章 》 规定，
联合国成员国拥有集体自卫权。 日本是联合国成员国， 却没有和其他国家一样享
受 《联合国宪章》 规定的平等权利。 因此， 日本也应该按照 《联合国宪章 》 规
定，修改宪法，拥有集体自卫权。 第四， 当前的日本国宪法， 束缚了日本为世界
和平做贡献的手脚，尤其是日本没有条件以军事力量为世界和平做贡献。 不能够
以军事力量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国家， 就不具备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基本
资格。日本要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必须要打破当今宪法在军事方面规定的
束缚。
（二） 政策准备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政策，则是在目前不能够修改宪法的情况下， 架空宪法和
平内容的阴损招数；属于打着宪法的名义， 否定宪法实质内容的非常规做法， 通
过架空宪法量的积累，最终目的还是通过修宪彻底删除和平宪法当中限制日本保
有军队、限制日本对外交战的内容。
３年下半年，安倍政府又将修改宪法的重点转为对宪
在这种背景下，进入 ２０１
法重新解释，意图将本来没有集体自卫权的战后宪法解释出来拥有集体自卫权的
政策。解禁集体自卫权就是要获得宪法规定日本没有的对外交战权。 安倍内阁副
０１３年 ７月 ２９日晚，麻生太郎在东
首相麻生太郎首先表露出了这种政策的苗头。２

① 李小飞：《安倍穿 "R 号球衣亮相棒球场 或暗示修宪意志》，新华网，>,,1= SS3-FEM]03
>B*3-,M;82SF8.+?S#L!&
L$SLRS;V!#'RR('('M>,2。
《
安倍晋三称日本修改宪法是 “自然而然之事”》，中国新闻网，>,,1= SSFFFM;>03*3-FEM
②
;82S9cS#L!$SL!
!'SR"R"&L&ME>,2+。

· １４４·

２０
１５年第 ５期
京发表演讲时称：“（德国） 魏玛宪法在不知不觉中就变成了纳粹宪法。如果我们学
”①
习 （纳粹的） 手段怎么样？（国民） 不再争吵，并且会接受 （修改宪法的事实）。
这种说法就是在暗示，不必冒着强烈的抵触情绪，大动干戈地去推动宪法的修改，
要通过对宪法进行重新解释的办法，而使日本获得相当于修改宪法的效果。
安倍政府以解禁集体自卫权和加强国内安保体制为主要政策目标， 其大体的
方向是强化安保体制，加强中央集权和首相权力， 以便在紧急事态的情况下能够
有效地发挥安保体制的作用， 尤其要解禁集体自卫权， 使日本国家拥有对外战争
的权力，名义上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 “普通国家”，而实质上是要使日本成为一个
全能国家，即拥有对外战争权力的国家。
２
０
１４年 ７月 １日上午，日本执政的自民、 公明两党召开安全保障法制建设磋
商会，就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定案达成了一致。 这就从性
质上推翻了日本战后新宪法规定的内容， 即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 “自卫权发动三
条件”，② 出台了新的 “武力行使三条件”，③ 将战后宪法内容没有的集体自卫权解
释为拥有，尽管这其中加上了一些条件限制， 但是， 在性质上已经违背了战后日
本国宪法的本意与内涵， 从而为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开辟了道路， 确定了政策
基础。
安倍政府执意解禁集体自卫权， 是因为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后， 日本实际上等
于拥有对外交战权，基本上架空了日本国宪法限制对外战争的和平内涵， 而使日
本和平宪法对战争与军事力量的约束形同虚设， 失去规范和限制的意义。 这样又
为以后安倍政府推动修改宪法提供了新的借口， 即战后的和平宪法对日本军事力
量的约束与战争、和平问题的规定已经被突破，在实际政策当中已经不发挥作用，
不进行修改也变成了一种摆设， 只能进行修改。 最后， 修改宪法也就变得顺理
成章。
安倍政府对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主要带来了七个方面的后果：
第一，造成了日本国内社会严重的撕裂， 广大日本民众和在野左派政党反对

李维： 《希特勒修改魏玛宪法的恐怖真相》，载 《中国社会科学报》，#L!' 年 R 月 !!
日，第 RLR 期，>,,1= SSFFFM;EE,8?*<M3-,S]B-E>BT0]B3S9B83-0]03F-3S(""R(M>,2+。
② 即在日本遭到紧急不当的武力侵犯、没有其他合适手段可以排除侵犯、且武力行动控制
在 “最小必要限度” 的情况下，允许行使自卫权，即 “个别自卫权”。
③ 日本出台的 “武力行使三条件” 即：（一） 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
①

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生命构成明确危险。（二） 没有其他适
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三） 武力行使限于 “必要最小限度”。决议案称，在同时满足上述
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允许日本作为 “自卫” 手段行使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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