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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化的突飞猛进和网络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跨国境、跨领域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为了

增进彼此的交流与合作,人们越来越希望能像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一样了解一个国家民众的性格。正是

这种强烈的社会需求,才令国民性研究持续至今仍颇具人气。其中,日本国民性研究一直是世界各国

的国民性研究者非常关注的课题。迄今为止的日本国民性研究,主要集中在 “是什么”和 “为什么”
这两大问题上。关于前者的研究成果居多,对于 “为什么”即对日本国民性成因的研究较少。而且,
有限的研究成果也多注重从 “风土论”即地理环境的角度来探究日本国民性的成因,而从社会历史条

件、社会政策等角度进行的分析则略显不足。希望 《日本贵族的演变及对国民性的影响》《“文明开化”
政策与明治日本国家 “文明体”建构特点》能对这一缺憾有所弥补。

研究日本国民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梳理其特点,探究其成因,亦是为了更深入地解析日本政

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乃至从国民性的视角前瞻日本社会未来发展走势。国际关系理

论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汉斯·摩根索,在其著作 《国家间政治》中,把影响国家权力的纯人

力因素分为质和量两个方面。其中,质的方面居首位的因素就是国民性。日本国民性研究不仅自兴起

之初就是一种追求基础研究与实践应用相结合的研究,而且至今这一目的依然没有改变,只是研究者

所追求的应用性的内容有所不同而已。《日本国民性与 “海上帝国”建设关系刍议》《文化潜规则对日

本外交决策的影响》是这方面的一个尝试。
人的社会化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人穿梭于 “初始集团”与 “二次集团”间,寻求如何满足个

人基本社会需求的过程,所谓的国民性也就是在此过程中得以不断建构的。比较而言,国民性类似文

化基因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因婚姻观念变化,导致人类初始集团 “家庭”缔结模式也发生大的变动

时,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国民性的变化。因此,时刻关注日本社会 “初始集团”与 “二次集团”缔结模

式的变化,对动态性把握日本国民性的特点,前瞻性研判日本社会的未来发展走势皆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如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正在进入人口减少和 “人生百年时代”
超老龄社会。日本政府为了化解日本当代社会日趋严重的少子老龄化问题等带来的社会危机,提出了

“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政策。女性婚姻观问题也越来越受到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当代日本女性

的婚姻观浅析》,从近年来反映日本女性婚姻现状的热播影视剧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部作品 《不结

婚》《昼颜》《花芯》,结合日本各权威机构的相关统计数据,对当代日本女性婚姻观现状及演变原因做

了一些粗浅的分析。
中国与日本之间,一衣带水却似隔十重雾,至今仍让诸多学人难以对其国民性述说清楚。本专题

论文无论在研究视角选取上,还是在研究方法的借鉴方面,均努力做了一些新的尝试,所取得的一些

研究结论虽然微不足道,但若能对中国语境下的日本国民性研究新范式的探索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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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100007)

摘 要:每种文化都有其或显或潜的人际交往规则。显规则强调的是理性和正式规则,潜规则强调的是情

感、关系性和非正式规则。潜规则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实质也是一种交换规则。社会交换行为既发生

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代表个人的各色集团之间。国家是相对较大的人类集团。国家与国家间的所

谓外交行为,其实也是人类交换行为之一。人际交往行为所遵循的潜规则,也会很自然地影响到集团乃至

国家间的交往。对于一个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而言,文化潜规则对各个国家对外交往行为的影响更是

不容忽视。日本政府对待 “河野谈话”出尔反尔的态度,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其

外交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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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学界关于影响日本外交决策因素的研究,
仅据笔者对中国知网上收录的相关论文的不完全统

计,已多达数百篇。既有成果,多为国际政治学领

域的专家们侧重于显规则因素影响的研究,其视角

亦大多集中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文章旨在

诸先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进心理文化学的研究

方法,以 “河野谈话”为典型个案,尝试探讨日本

文化中的潜规则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从而为较

全面地解析日本补充国民性的视角。

一、“潜规则”的涵义

提起 “潜规则”,人们往往容易将其作为表述

人际交往阴暗面的词汇来理解。其实,每一件事情

上,人类都有其应对规则。各种文化亦都有自己的

规则,其存在或显或潜。显规则也可谓成文规则,
多是指官方明文约定的法律、条例、协议等,这些

都经过了严肃认真的制定过程,有明确合法的身份

地位。与之相对,潜规则也可谓不成文规则,是指

实际存在于上述种种明文约定背后,虽不成文却能

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等。很多时候,恰恰是这种近

似约定俗成的潜规则,却在实际上支配着现实生活

的运行。潜规则作为一种人际交往规则,实质也是

一种交换规则。因对其关注的视角不同,对其内容

的界定及评价也各异。
(一)经济学视角的 “潜规则”
“交换”本属经济学研究的范畴。因此,对作

为一种交换规则的潜规则,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也大

多是从经济学视角来进行界定和研究。例如,有学

者认为,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语言可以对 “潜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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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如下界定:“潜规则”就是制度体系中属于非

正式制度范畴、且与主体制度体系相悖的非正式制

度。它游离于占统治地位的主体制度体系之外,并

与主导集团的意志相违背。它规范和调整的对象是

非法交易或非合法交易,由于未获主体制度体系的

承认而 未 具 “合 法 身 份”,从 而 “处 于 地 下 状

态”[1]。
类似这种基于经济学视角的 “潜规则”界定,

往往容易对潜规则做出负面的评价。经济学视角的

交换理论追求的是一种交易型的等价交换,它把进

行交换的主体都假定为理性的 “经济人”。作为有

理性的 “经济人”,亦必定是个追求利益效用最大

化的人。但是,潜规则的存在会无形中增加人们实

现目标的成本,影响利益效用最大化的实现,甚至

会破坏等价交换的实现。所以,囿于经济学视角来

看潜规则,往往是负面评价和界定居多。
尽管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潜规则常常因徒增

人际交往的成本而遭到诟病。但是,事实上由于时

空的局限性与制度决策者能力的局限性,使得任何

正式规则的制定都难免会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从而

导致正式规则无法解决所有情况下存在的所有问

题,而潜规则恰因正式规则这种不完善性而令其具

有生命力。潜规则扎根于社会正式规则的漏洞之

中,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各

个地域以及社会的各个领域,绝不会因人之好恶而

被轻易淘汰。因此,对待潜规则既不能一味不加分

析地批判,也不能避之千里,而应主动地了解和把

握它,进而学会与一个异文化的人沟通的方法。心

理文化学的理论有助于人们全面深入地把握每种文

化的潜规则。
(二)心理文化学视角的 “潜规则”
心理文化学视角的交换理论,阐释的是一种

“信用借贷型”或 “好意优先型”的 “不等价交换”
或 “非对称型交换”,也称 “等意义交换”。它把进

行交换的主体都假定为不失理性但更重情感的 “关
系人”。作为一个 “关系人”,虽然也会追求利益效

用最大化,但 “关系人”彼此授受和回报之间依据

怎样的规则,则会因交换者彼此处在怎样的社会关

系中而有不同,而这些不同又皆源于规定这些交换

模式的文化不同所致。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受认同

的、与其 “基本人际状态”相一致的交换模式。心

理文化学理论的两个关键词是 “社会心理均衡”和

“基本人际状态”。“社会心理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是理解人的心理、行为

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模型。该理论把人的存在理解为

一个由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文化规范、内心世界

与外部世界相互影响的 “社会文化场” (socio-
culturefield),这个 “场”由内向外分为8个不同

的层次,它包涵心理学的概念及社会心理学方面的

内容。基本人际状态 (humanconstant)指的是一

种 “人的系统”,是对人与人相互认知和交流系统

的统称[2]。
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进行的交往与交换,是性

质不尽相同的行为。有的是为了交换而交换,有的

则是为了交往而进行交换。前者较倾向于经济性的

理性行为,追求等价交换;而后者往往受感情因素

影响强烈,虽不会完全忽视经济理性,但更倾向于

追求一种等意义交换。等价交换比较适合使用正式

的、明文的法规、制度来管理;而等意义交换所依

凭的更多是某一种文化中约定俗成的非正式、不成

文的规则,即所谓的潜规则。其实,心理文化学使

用的 “文化”概念本身指的就是 “一种隐藏在我们

行为背后的规则”[3]17。经济学视角对 “潜规则”
的界定,是把人的交换互动理解成了一种完全去感

情的交换。当事双方在交换过程中互有权利义务关

系,完全不考虑彼此的感情因素,待交换一结束,
关系亦便终结。但实际上,交换主体毕竟是人而非

机器,除非极特殊情况,否则完全无视感情的交换

几乎不可能。因此,交换者处于怎样的社会关系中

是必须考虑的变量。心理文化学不对潜规则肤浅地

进行好或坏的道德鉴别,而是更关注究竟是什么样

的 “基本人际状态”决定了某潜规则。

二、潜规则与国家外交行为的逻辑关系

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来看,所谓 “国际关系”,
实质就是国家行为体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和行为模

式。这种模式,归根到底是处理国内人与人之间交

往关系的一种投射。人生于世,不仅每个人自己身

体的新陈代谢要与自然界时刻发生着各种交换,而

且每个人也与他者在不断地进行着各种社会交换。
社会交换行为既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发生于

代表个人的各色集团之间。国家是相对较大的人类

集团。国家与国家间的所谓外交行为,其实质是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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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的人际交往行为。因此,人际交换行为所遵循

的潜规则,也自然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集团乃至国

家间的交往。比较而言,一个法制健全的独立国家

在治理内部事务时,虽然不能忽视其文化中根深蒂

固的潜规则的影响,但显规则、正式制度对于国家

治理所发挥的作用可能会占主流,会更强有力一

些。与之相对,对于一个无政府的国际社会而言,
显规则、正式制度却未必总是能起到真正有效的管

控约束作用,文化潜规则对各个国家对外交往行为

的影响更是不容忽视。
例如,关 于 日 军 “慰 安 妇”问 题,无 论 是

1993年8月4日的 “河野谈话”,还是2015年12
月28日韩日两国政府就 “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

议,皆可谓是一种显规则。但遗憾的是,现实中这

些显规则均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韩国民众自

1992年1月发起的为解决日军 “慰安妇”问题而

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举行的示威集会,每周三中

午12点正式开始,被称为 “周三示威”。2011年,
在举行第1000次 “周三示威”时, “慰安妇”受

害者与民众在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人行道上设立了

第一座 “慰安妇”少女像。2015年12月28日,
日韩两国政府就 “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政

府向韩国主导的 “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10亿

日元,同时不断要求韩方拆除日本驻韩大使馆前的

和平少女像。结果,非但未如愿,而且2016年12
月31日,韩国相关民间组织在日本驻韩国釜山总

领事馆前又举行了新设的 “慰安妇”少女像揭幕仪

式。对此,2017年1月6日,日本政府宣布以召

回驻韩大使等为首的一系列强硬措施表示抗议,日

韩关系亦因此进一步恶化。2017年文在寅出任韩

国总统后,也多次对韩日慰安妇协议表达不满,称

其未被多数韩国民众接受,不能真正解决 “慰安

妇”问题。2018年11月21日,韩国政府宣布将

解散依据 《韩日慰安妇协议》设立的 “和解与治愈

基金会”。2019年1月16日,韩国外长康京和在

新年记者会上谈到慰安妇问题时透露称,为将之作

为对战时女性性暴力的教训,正在讨论2019年上

半年举行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国际会议。尽管2015
年日韩两国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了所谓的 “最终

且不可逆转的一致”,但日韩关系并未因此得以改

善,反而日益恶化了。
事实上,无论如何追求去完善显规则,也不可

能最终编织一个没有缝隙的规则治理天网,去管理

国际社会的各个细节。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与理想

的社群,应该是充满情感和友谊,而非仅凭经济理

性的利益计算能予以权衡的。作为显性规则的国际

制度的成立和有效实施,在一定意义上亦可视为各

国际行为体的文化潜规则互相磨合的结果。一个国

家的文化潜规则,与该国的对外交往之间的密切联

系主要体现在如下两点:
(一)潜规则在确定国家对外政策目标中起重

要作用

在心理文化学看来,交换的目的最终是为满足

人的安全、社会交往和地位这三大基本需要。隐藏

在我们行为背后的规则,既决定了属于每种文化的

人的基本需要是什么,也规定了满足需要的方式。
每种文化对安全、社交和地位这三大基本需要的评

价都不尽相同。有的更强调安全,有的则更强调地

位,而有的则对社会交往更为重视。安全、社交和

地位这三大基本需要,各自又可进一步分为生物

性、社会性和情感性三个层次。国家对外政策目标

首先是满足安全的需求,而文化潜规则影响着一个

国家以怎样的方式和心态看待国家安全,引导一个

国家侧重追求哪种层次的安全需求,因而也必然会

影响其判断哪些是威胁因素,而这些也正是构成一

个国家制定其对外政策目标的心理文化基础。
(二)潜规则影响一个国家对外政策制定的过

程、外交的方式和风格

一般来说,人们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为之前都

要有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过程。受文化的影响,人

们对归属在什么样的人物或组织之下是安全的理

解,也会有所不同。比较而言,中国文化趋向于引

导人们更多地归属其初始集团,即从自己的亲属圈

子中获得更大的安全感;日本文化则趋向于强调对

其他社会集团的归属,即对以 “家元”为典型的次

级集团的归属。所以,与什么样的人交往,如何交

往,当人们为满足其基本需要而采取行动时,文化

潜规则往往会为决策提供有力制约,这无形中大大

缩小了个人的选择余地,使人们在相同情境下总是

倾向于选择相似的行为。
每个民族国家的统治本身和外交决策都是在一

种文化背景中发生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以及付诸具

体外交行动,皆与该民族的文化潜规则有密切关

系。在制定或执行政策过程中,必然有意或无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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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出存在于人们意识深层的潜规则影响,从而给

本国对外政策打上明显区别于他国的烙印。

三、从 “河野谈话”看潜规则

对日本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上简要介绍了潜规则的涵义及其与一个国家

对外决策的逻辑关系。那么,具体到日本的对外决

策而言,日本文化的潜规则又是如何发挥影响的

呢? 下面,先简述日本文化的潜规则、日韩关系的

基本情况,再具体以日本政府对待 “河野谈话”态

度的前后变化为例,来分析一下潜规则对日本外交

决策的影响。
(一)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

按照心理文化学的理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

态属于 “缘人”型基本人际状态。其特点是,从自

我认知层面看,日本人是在一个关系密切的人际圈

子中进行自我认知。其社会生活不是趋于个体而是

趋于与他人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根据投注感情的

多少而形成远近不同的若干圈子。最内一圈由亲人

(日语为 “身内”)组成,中间是熟人、朋友同事

等 (日语为 “仲间”),最外一圈由生人 (日语为

“他人”)组成[4]。“缘人”的交换关系不是交易型

交换,而是一种互酬式交换,即附带了信用、服

从、地位、崇拜等情感价值的 “等意义交换”模

式。在互酬式交换中,行为者对交换行为投注了感

情,表现为意义相等而物品可能不等。互酬式交换

用来交换的对象可以是任何事物,即一方提供所有

形式的事物,另一方可用任何形式 “偿还”,只要

这些事物对被偿还者而言有意义即可。有日本学者

认为,互酬关系所期待的偿还只是一种暗地的谅

解,所 以 不 能 叫 做 交 易,而 只 能 说 是 一 种 诱

导[3]240-241。它具有非同时性、非等价性、非限定性

的特点。缘人的人际交往特点是,对于感情最浓的

圈子 “身内”适用娇宠法则;对于半感情半算计的

圈子 “仲间”,适用 “义理”法则;对于完全不需

要投注感情的圈子 “他人”,则完全实行公平竞争

法则[5]80。有日本学者把日本人的交换关系概括为

“好意优先型”交换关系[6]。在日本文化中,对于

违反了这些人际交往潜规则的处罚,不仅会依凭正

式规则的法律制度,而且还会依据所谓 “村八分”
等潜规则,来把犯规者排斥于集团之外剥夺其 “情

感归属”,以达到惩戒目的。
(二)战后以来的日韩关系基本情况

早在东亚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仍旧发挥作用时

期,日本就已经开始图谋侵略朝鲜,最终通过策划

发动甲午战争,于1895年4月17日迫使当时的清

政府签订 《马关条约》,终结了东亚传统的宗藩朝

贡体系,将朝鲜半岛纳入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日本

继而在1910年8月迫使朝鲜签订所谓的 《日韩合

并条约》,终于完全吞并了朝鲜。于是,日本的知

识分子开始向政府建言,如何将朝鲜人彻底教化为

日本的 “身内 (即亲人)”。例如,吉野作造就曾

在 《新人》杂志上撰文指出,“朝鲜人虽为法律上

的日本臣民,但事实上朝鲜人并非大和民族。在大

和民族创立的大日本帝国中,其地位还仅是类似于

继子的地位。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虽然我们热切

希望朝鲜人也像我们内地人一样对日本这个国家拥

有忠诚心,但不可强求一蹴而就。”[7]265 “朝鲜统治

成功与否,单纯依靠表面的设施建设时代已过,现

在的当局者欲成功将朝鲜纳于治下,其第一要务当

全力以赴去获取朝鲜人之心”[7]255-256。日本政府采

纳这些建言,为将2200万朝鲜人同化为日本人,
相继实施了各种奴化教育政策。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结束了日本

对朝鲜半岛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1948年8月15
日,在北纬38度以南的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

民国。1948年9月9日,在北纬38度以北则成立

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战后以来的日韩关

系,在历史与现实、利益与情感、双边与多边等多

重因素影响下,得到定位和演变。冷战体制下的日

韩关系,虽实现了所谓的邦交正常化,但都是受美

国主导而为,双方因缺乏政治基础和相互信任并未

真正开始直接交流。冷战后的日韩关系,在两国的

努力下得到全面改善,特别是金大中政权时期,韩

国实施积极的对日政策,把两国关系引入了良性发

展轨道。为拉近日韩关系,日本政府在强调日韩间

地缘性关系的同时,还从精神层面不断强调日韩在

价值观上的一致性,称具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和

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与美国结盟的韩国,是日本最重

要的地域战略伙伴,日韩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和国家

利益[8]。甚至还借用天皇之口公开日韩间的血缘关

系,以增进日韩民众间的亲近感。2001年12月23
日,日本明仁天皇在其68岁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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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我感觉自己与朝鲜半岛有某种亲切感。据日

本编年史记载,桓武天皇的母亲是古代朝鲜百济王

国一位国王的家族中人。”但是,因日韩两国在冷

战时期的建交谈判中并未就日本对韩殖民统治、慰

安妇问题及领土争端问题等达成共识,冷战后至

今,这些问题一直成为影响两国关系走向的不稳定

因素。
(三)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 “河野谈话”出

台的影响

通过对日本与朝鲜半岛关系史概览可知,日本

为了一己之私利,自古以来一直不择手段地想把朝

鲜半岛划到自己的 “身内”即亲人圈子或者是 “仲
间”即伙伴圈子里。2014年2月20日,在日本众

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议员山田宏对原官房副長官石

原信雄的质询以及日本政府对 “河野谈话”出台过

程的调查报告表明,“河野谈话”实质就是日本文

化潜规则体现在日本处理对韩外交上的政治产物。
日本的一些右派政治家善于狡辩,对于日本当

年的侵略历史问题,他们不是认真反省其加害于亚

洲人民的侵略行为,而是惯于通过在历史事实上进

行所谓的真伪辨别,企图以此间接迂回地否认或弱

化日军的侵略罪行。日军强征慰安妇是不容争辩的

历史事实,虽然 “河野谈话”中也明确体现了召集

“慰安妇”的强制性,但安倍政府却一直坚持没有

直接证据表明日军强征慰安妇。当年制定 “河野谈

话”的知情人原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回答议员山田

宏的质询时,也承认并没有直接证据。石原信雄还

承认,日韩两国政府曾私下就谈话的文字表述做过

修改,在谈话的起草过程中,也没有就关键证据

———受害 “慰安妇”证言的真实性进行调查,并且

在对受害 “慰安妇”的问询尚未结束前就起草了谈

话的草案。石原信雄的证词,在日本政府2014年

6月20日向国会提交的对 “河野谈话”出台过程

的调查报告中,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既然没有直接

证据,那为何日本政府依然会出台与事实不符有损

日本形象的 “河野谈话”呢? 山田宏称,“河野谈

话”并非是为了确认某个事实,而是一个模棱两可

的政治文件,这完全是日本对韩国的各种 “配慮

(即客气)”的结果。石原信雄在回答质询时亦称,
本以为出台 “河野谈话”后,慰安妇问题能够就此

揭过,却未料到当时日本政府的意图并未能发挥有

效作用,为此感到很遗憾[9]。

也就是说,恰如山田宏所评价的那样,“河野

谈话”的出台,实质就是日本政府相关人等遵循日

本文化潜规则处理日军慰安妇问题的结果,是遵循

日本文化潜规则处理对韩外交的政治产物。日本人

的 “身内”圈子彼此是最近的存在,感情最浓,关

系尺度的把握不需要各种特殊的 “配慮”。外侧是

没有投注感情甚至没有任何关系的 “他人”圈子,
即便予以再多的 “配慮”也没有用。而恰恰是居二

者之间的 “仲间”,是一个需要各种 “配慮”的圈

子。需要 “配慮”的关系可视为感情因素尚未完全

进入、需要仔细把握的人际关系状态。日本学者土

居健郎将这个地带称为 “义理”的世界。 “义理”
是一种促使人们维护交换平衡、维护人际关系稳定

的规范。它既是一种责任,也是履行责任的礼仪,
还是偿还欠情的义务[5]90。从 “河野谈话”制定者

之一的石原信雄的证词来看,当时日本政府出台

“河野谈话”显然是把韩国作为一个 “仲间”圈子

成员来看待的。从日韩关系发展史来看,这也是在

其文化潜规则的驱使下,顺应日韩关系发展的一种

外交行为。直至近年来,日本仍未放弃让韩国遵从

其潜规则行事的努力。例如,安倍晋三初任首相的

2006年,日本政府为了拉拢韩国推行其所谓的价

值观外交,在2006年10月9日,安倍首相就任后

首访韩国,与时任韩国总统卢武铉会谈,“就日韩

两国作为共有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

值的伙伴,要努力构筑面向未来的友好关系达成一

致意见”[10]。其后直至2014年底,无论是短暂执

政的日本民主党政权时期,还是再度执政后的安倍

政府,在日本外务省公布的 《外交蓝皮书》中,基

本上都是将日韩关系定位为 “日韩两国是共有自

由、民主主义、基本 人 权 等 基 本 价 值 的 重 要 邻

国”[11]。
但是,日本自以为是的潜规则,并不一定完全

适用于其他国家。“历史终究是历史。无论采用何

种理由,进行何种诡辩,皆改变不了历史本来的面

貌,相反,它只会让人感到更加清醒,让人感到其

嘴脸更加丑陋罢了。”[12]仅凭出台 “河野谈话”这

样一份政治文件且又言不由衷出尔反尔,显然难以

得到韩国的谅解。2013年朴槿惠就任韩国总统后,
韩国在对待日军 “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态度非常

强硬,导致日韩关系一直磕磕绊绊,两国在长达两

年八个月内连一次真正单独的日韩首脑会谈都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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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于是,日本对未能会其意按照其潜规则行事

的韩国,不仅从政治、经济等方面予以施压,而且

还采取日本式的 “村八分”处罚,从情感归属上对

韩国予以排斥。
例如,日本外务省在2014年4月发布的日本

外交蓝皮书中还称 “日韩两国是共有自由、民主主

义、基本人权等基本价值的重要邻国”,但到2014
年底,日本外务省网站上则首先将韩国剔除出其价

值圈,仅称其是日本的重要邻国。2015年2月

12日,安倍首相发表施政方针演说时对韩国的定

位也改变了说法,称 “韩国是日本最为重要邻

邦。”[13]2015年4月,日本外务省新公布的外交蓝

皮书 也 都 统 一 改 称 “韩 国 是 日 本 最 重 要 的 邻

国”[14],不再把韩国归属为与日本具有相同类属身

份的国家。2015年12月28日,日韩两国政府就

“慰安妇”问题仓促达成协议后,日本外务省在

2016年4月及2017年4月发布的日本外交蓝皮书

中,对日韩关系的定位表述进行了微调,称 “对日

本而 言,韩 国 是 共 享 战 略 性 利 益 的 最 重 要 邻

国。”[15]但从当前的日韩关系现状来看,据日本

《读卖新闻》与韩国 《韩国日报社》2016年4月进

行的日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接受调查者中,

66%的日本人与82%的韩国人认为当下的日韩关

系非常不好;60%的日本人与81%的韩国人认为

彼此无法信赖;39%的日本人与73%的韩国人反

对日韩政府2015年12月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的协

议;关于是否应该拆除首尔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的

慰安妇少女像,62%的日本人与9%的韩国人回答

“应该”,27%的日本人与87%的韩国人回答 “不
应该”;关于是否应该通过此次协议对慰安妇问题

做最终了断,74%的日本人与23%的韩国人回答

“应该”,16%的日本人与75%的韩国人回答 “不
应该”;关于为了改善日韩关系应该优先解决的问

题是什么,62%的日本人与80%的韩国人选择了

“围绕韩国的原慰安妇问题”[16]。据日本 《读卖新

闻》2018年6月进行的日韩共同舆论调查结果显

示,接受调查者中,关于日本是否有必要就慰安妇

问题进一步谢罪,14%的日本人与91%的韩国人

回答 “有必要”,77%的日本人与8%的韩国人回

答 “没有必要”[17]。从这份民调数据来看,若日本

不能认真反省历史,妥善处理慰安妇问题,一味基

于其文化潜规则行事,两国间基于各种利益磨合而

出台的显规则恐怕也将只能停留于一纸空文。如

今,日军 “慰安妇”问题已经变成关乎韩国的民族

尊严问题。如何处理日军 “慰安妇”问题,也成为

日本对韩国外交决策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综上所述,文章用心理文化学的方法,以 “河

野谈话”为典型个案,主要通过当年制定 “河野谈

话”的知情人原官房副长官石原信雄回答议员山田

宏的质询、日本政府2014年6月20日向国会提交

对 “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报告以及包括 “河
野谈话”在内的日本对韩政策等资料,尝试探讨了

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对日本外交的影响,补充了国

民性的视角。遗憾的是,由于相关档案文献资料的

限制,对于 “河野谈话”决策的不同环节,潜规则

通过哪些人、组织和事情体现出来,其具体的作用

模式 (或模型)又是什么等问题,目前尚难以做出

翔实的梳理。
最后顺便提及一点,其实,从日本国民性的视

角来看,日本文化中的潜规则影响了日本外交决策

的例子还可举出很多。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

“美主日从”的日美关系特点,就是深受日本文化

潜规则中 “親子” (oyako)关系等影响所致[18]。
文章的粗浅尝试,期待能够对丰富日本外交决策机

制研究等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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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eofJapaneseStudies,ChineseAcademyofSocialSciences,Beijing,100007,China)

Abstract:Everyculturehasitsowninterpersonalrules,explicitorlatent.Explicitrulesemphasizeration-
alityandformalrules,butunspokenrulesemphasizeemotions,relationshipsandinformalrules.Asakind
ofinterpersonalrules,unspokenrulesarealsoinessencerulesofexchange.Socialexchangebehavioroc-
cursnotonlybetweenindividuals,butalsobetweenvariousgroupsrepresentingindividuals.Countriesare
relativelylargegroupsofhumans.Infact,theso-calleddiplomaticbehaviorbetweencountriesisahuman
exchangebehavior.Theunspokenrulesofinterpersonalbehaviorwillnaturallyaffectthecommunication
betweengroupsandevenbetweencountries.Forananarchicinternationalsociety,theinfluenceofunspo-
kenrulesofcultureondiplomaticbehaviorindifferentcountriescannotbeignored.Japanesegovernments
attitudetowards“theKonoStatement”typicallyreflectstheinfluenceofJapaneseunspokenrulesofcul-
tureonitsdiplomaticdecisions.
Keywords:Japanesenationalcharacter;unspokenrulesofculture;psychoculturology;diplomaticdeci-
sions;theKono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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