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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

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

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

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 “安倍路线”.在 “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

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

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 “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

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

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

“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 “侧近”人士.他既重 “面子”,也要

“里子”.当 “面子”与 “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

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 “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 “岸 DNA”与

晋太郎的 “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

具有 “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 “内

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

“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

“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

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

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

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 “战

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 “双转型”.他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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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

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关键词　安倍晋三 人格特质 对外政策偏好 政治心理学 日本

外交 中日关系

近来执政逆风不断,但 “安倍一强”仍在持续.备受关注的日本众议院选

举已尘埃落定,自民党又一次赢得胜利.拿下这场 “关键性战役”①,让安倍有

望在２０１８年９月自民党总裁选举中第三次连任,如愿执政到２０２１年.如此一

来,他不仅傲视战后任期最长首相佐藤荣作,而且将超越战前首相桂太郎,成

为日本内阁史上执政最长的 “超级政权”.

大选一周之后,以安倍为首相的第９８代内阁宣告正式启航.回顾２０１２年

第二次安倍内阁以来的执政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明显加快了 “双转型”②

的历史性步伐.日本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决策体制的变化,无论对其自身,还

是对周边各国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值得长期关注与研究.

在深刻的 “双转型”过程中,安倍治下的日本,最终将走向何方?

战前,“岛国”③ 日本最终选择了对外扩张的道路,由此招致国家濒临覆亡

的绝境.战后,以吉田茂为代表的领导者们在无奈中 “拥抱战败”,开始追寻国

家的新航向.冷战后至今,日本再度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特别是以安倍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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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倍宣布解散众议院,笔者及研究所的同事专门赴日调研八天,访谈了日本主要政治家、主流学

者与长期从事一线政治报道的媒体人士.受访者多数认为这场选举至关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一次 “标志

性”的选举.无论对作为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还是日本政治本身,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所谓 “双转型”,是指日本正在经历的 “战略转型”和 “体制转型”.在涉及对外战略的重大问题

上突破现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决策机制也在相应地经历重大调整.应当说,这一问题意识贯穿

笔者近年来所作的研究,详情参见: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
«外交评论»,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张勇:«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政策智库», «外交评论»,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张勇:«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作为众多岛屿构成的国家,日本 “天然地”具备 “海洋国家”的地理属性.但是,历史上日本在

很长时期都是作为 “岛国”而非完全意义上的 “海洋国家”的面貌出现,对外政策方面缺乏与 “海洋国

家”身份相应的明智的大战略指导.一国应不应归于 “海洋国家”之列,不仅取决于其天然所处的地理

环境,而且取决于其以意图与能力为依托的国家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在迈入新千年之际,知名智库

“日本国际论坛”曾组织日本国内众多一线专家成立 “海洋国家研讨小组”,集中探讨日本是谁以及走向

何方等关系到日本国家形态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参见伊藤憲一監修 『日本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西

洋でも東洋でもない日本』、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１９９９年;伊藤憲一監修 『２１世紀日本の大戦略———島

国から海洋国家へ』、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２０００年;伊藤憲一監修 『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世界秩序

と地域秩序』、日本国際フォーラム、２００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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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的新生代政治家们远非乐见日本沦为 “二流国家”①,而是致力于构筑新的

“海洋国家”战略,其核心目标是谋求摆脱 “战后体制”,最终实现日本在经济、

外交乃至军事上的全面性崛起.今后,日本的这一探索无疑仍将继续下去.

作为 “日本丸”的 “掌舵人”,无论从名义上,还是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

安倍晋三都是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在决定 “安倍外交”的诸多因素中,与

安倍内阁所推行的政策相较,安倍个人的因素往往被忽视甚至是无视.而笔者

认为,首相个人方面的一些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这个人对外行为的逻辑.

问题的关键,是要找到安倍之所以为安倍的 “特质”.对其特质的研究,有助于

我们从深层了解这个人、首相角色乃至日本外交正在经历的这场变革.

安倍究竟具有何种个人特质? 基于对这一特质的认知,我们又能在多大程

度上理解安倍的对外政策偏好? 在 “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的对

外战略偏好又将呈现何种具体形态? 更为重要的是,把安倍鲜明的人格特质置

于变革的时代之中,考察人与时代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冀为从结构上深入

理解转型期的日本外交提供新的注解.

一、 人是外交的核心

“日本外交谁说了算? ‘安倍晋三’!”这是笔者曾向外务省资深官员问及

“日本外交究竟听谁的”得到的明确回答.主管外交官员的坦率直言,让人不免

有些吃惊.因为在传统的日本决策体制中,首相尽管名义上手握大权,但常常

被戏称为无人驾驶汽车的名誉司机,在很多时候有权却难以有效使用,特别是

在兼具信息收集、分析与政策制定能力的日本外务省官员面前.

再看学界与日本外交相关的研究,明确使用对外政策分析 (Foreign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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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２年,理查德阿米蒂奇、约瑟夫奈、迈克尔格林等美国政策界 “知日派”人士撰文称

日本 “是否将沦为二流国家”.对此,安倍专门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发表以 «日本归

来»为题的政策演说,对以上论调予以回应.“我的回答是,日本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沦为二流

国家.这是我今天在这里最想说的话.再次重申一遍,我重任日本总理,而日本也将东山再起.”参见安

倍 晋 三 「日 本 は 戻 っ て き ま し た 」、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６ _ abe/statement/２０１３/
０２２３spe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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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理论框架的成果并非主流.① 而基于对代表性外交人物特别是首相个

性特质与对外偏好的专项研究则更为欠缺.② 在国内的日本研究界,还鲜有学者

系统性地涉及这一领域.

再将视野扩展到国内国际关系、外交研究界,以往的研究大多将领导人视

为理性行为体,基于对国家利益的 “成本—收益”核算来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

而在传统的战略研究领域里,领导人一直是最重要的角色.但在行为主义的

“科学化”诉求中,对个人层次的分析却逐渐被边缘化,仅存在于一些早期的外

交政策分析文本中.

有学者进而指出,在主流国际关系学中,个人的地位被严重贬低了,主要

有以下两种形式:第一,研究的分析层次基本上被锁定在系统、国家和社会,

小团体或个体层次的理论贡献相对很少见.第二,把不同的个人同质化.③ 可问

题在于,“如果忽视领导人这一重要因素的作用,我们就很难理解国家的行为.

毕竟,是领导人感知外部威胁,规划和讨论战略.因此,我们必须将领导人重

新纳入到国际政治的研究范畴.”④

近期,«外交评论»编辑部与中国知网联合召开 “领导人人格特质与对外政

策偏好”前沿学术沙龙,可谓恰逢其时.问题意识是鉴于 “个体在国际关系与

外交政策研究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但自从新世纪以来,一批充满个性张力和

人格魅力的领导人物上台主政,强人政治特点突显,越来越剧烈地影响着国际

局势的发展变化,深刻地改变所在国家外交政策乃至国际关系的走向.在这样

的背景下,倘若能将对 “人”的研究重新带入国际关系领域,激发学界对个体

领导人个性、人格等非结构主义因素的关注,并由此探讨领导人人格对外交政

策的塑造和影响,将是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幸事之一.

写作本文的初衷,正是基于对上述问题的认知.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安倍

晋三? 答案有四:其一,具有特定的学术意义.通过对这一问题的集中探讨,

或能为日本外交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范式;其二,安倍是转型期日本外交的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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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代表性或相关成果有:細谷千博、綿貫譲治編集 『対外政策決定過程の日米比較』、東京大学出

版会、１９７７年;有賀貞など編 『日本の外交 ４ (講座国際政治)』、東京大学出版会、１９８９年;外交政策

決定要因研究会編集 『日本の外交政策決定要因』、PHP研究所、１９９９年;信田智人 『冷戦後の日本外

交———安全保障政策の国内政治過程』、ミネルヴァ書房、２００６年;坂野正高 『現代外交の分析———情

報政策決定外交交渉』、東京大学出版会、２０１３年;井上寿一など全編集委員編 『日本の外交 第６
巻 日本外交の再構築』、岩波書店、２０１３年.

代表性成果有:宮城大蔵 『現代日本外交史———冷戦後の模索、首相たちの決断』、中央公論新

社、２０１６年.
卢凌宇、林敏娟:«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左希迎、唐世平:«理解战略行为: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第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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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者,决定着日本外交的当下甚至是未来;其三,安倍是一个独具个性的政

治家,其人其思特色鲜明;其四,安倍在推行有别于 “吉田主义”的 “安倍路

线”.两条路线既有联系,又泾渭分明.

那么,该如何研究安倍晋三呢? 一则,要与安倍这个 “人” “对话”,也就

是基于 “安倍”看 “安倍”.无法采访到研究对象安倍本人,是一大缺憾.但通

过系统研读其作品,与其进行跨越时空的 “对话”,辅之以外界的评价,进行

“内容分析”①,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了解其内心世界;二则,跳出 “安倍”看 “安

倍”,也就是说跳出研究对象看研究对象.既要研究安倍这个人,更重要的是要

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中观察他,可历史地看安倍,也可从具体的政治与外交政

策过程中审视安倍;三则,从 “中国学者”的视角看 “安倍”.研究安倍,还是

为了更为深入地了解日本正在进行的这场深刻变革,以利于我国制定更符合

“新时代”实际需要的对日政策.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１)安倍直接参与的公开出版物.其中,«通向美丽的

祖国»和 «守卫国家的决意»这两本书最有代表性,透露出若干重要细节.(２)

国会议事录系统所存安倍晋三国会发言原档,从平成５年 (１９９３)７月２５日到

平成２９年 (２０１７)７月２５日,共有７０２份安倍晋三发言 (质询与被质询).②

安倍第一次发声,即是在众议院外务委员会. (３)首相官邸官网所详细记载的

“总理一日”、“总理动画记录影像库”、“总理演说及记者招待会”、“总理指示

谈话”、“施政方针与所信表明”、 “安倍内阁官房长官谈话”等.由于首相官邸

不再对外公布第一次安倍内阁 (２００６—２００７)的数据,因此笔者参考了 «第一

次安倍晋三内阁资料集»③;(４)与首相官邸的 “首相一日”数据相比,«朝日新

闻»、共同社等媒体专设的 “首相动静”专栏有对首相从起床到就寝的全天所有

关键信息的记录 (特别是见了哪些重要人士),有助于更细致入微地观察安倍的

关注点及与外界的关系;(５)使用东京大学谷口研究室朝日新闻共同政治家/

选民调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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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政治心理学家运用了大量各种各样的分析路径,其中内容分析是他们惯常使用的一种研究方法.
因为在政治心理学中,我们常常缺乏直接接近政策制定者的机会,于是,我们就分析他们的言论,从这

些言论中推断他们的政治心理构成的某些方面.这就是内容分析.为了从事一种系统的内容分析,研究

者必须判断:(１)在研究中,他 (她)将使用什么材料 (比如,你正在考察的只是由官方所记下的言论,
或者是由他人所记下的公共言论,或者访谈,等等;(２)材料将如何被分析 (或破解),也就是说,怎样

提取和记录推论.相关内容参见马莎L 科塔姆等著:«政治心理学»,胡勇、陈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１页.
强烈推荐国内学界全面发掘、利用这一系统进行系统性研究.参见:国会会議録検索システム、

http://kokkaindlgojp/.
该资料集涉及 “安倍动向”、“国会发言”、“首脑会谈”、“立法及条约”等项,共１０６７页.参见

末次俊之編 『第一次安倍晋三内閣資料集』、志學社、２０１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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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安倍是谁: 成长经历与人格养成

在马基雅维里笔下,理想的君主必须是一只辨识陷阱的狐狸,同时又必须

是一头威慑豺狼的狮子.①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知名作家伯恩斯的 «罗斯福:狮

子和狐狸»也曾获多项殊荣.

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呢?

浮现在我眼前的一个字是 “鸷”②.美国知名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杰拉德柯

蒂斯曾使用 “谨慎的鹰派” (CautiousHawks)③ 来形容安倍.被称为安倍 “国

师”的冈崎久彦④,其座右铭正是 “鸷鸟不群”⑤ 在安倍与冈崎合作的 «守卫国

家的决意»一 书 中,冈 崎 也 曾 以 “鸷 鸟 不 群”来 形 容 岸 信 介⑥ 并 以 此 勉 励

安倍.⑦

“安倍心中住着一个岸信介”,曾经二十余次采访日本原首相岸信介、堪称

日本学界 “岸研究”第一人的东京国际大学名誉教授原彬久一语中的!⑧ 安倍晋

三的母亲———安倍洋子也持此观点,称安倍在 “政策”上像岸信介,而在 “政

局”上更像他的父亲安倍晋太郎.⑨

安倍晋三,本是一个碰巧出生在政治世家的 “普通人”,其资质和正常人没

有任何不同,起初也不懂政治,甚至进入社会后还一度想得过且过人生.但历

经作为 “政治豪门”的原生家庭有意识的培养并在社会的熔炉中不断锤炼,使

得安倍既有岸信介的 “执”,又有晋太郎的 “晦”,有理想主义甚至空想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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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
“鸷”多用来指一类凶猛的鸟,如鹰、雕、枭等.另外 “鸷”从 “执”,也有用爪子握持、抓住不

放的意思.参见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７６—１７７页.
CurtisGerald,“JapansCautiousHawks:WhyTokyoIsUnlikelytoPursueanAggressiveForeignPoliＧ

cy”,ForeignAffairs,Vol９２,No２,２０１３
冈崎久彦,１９３０年４月８日出生于中国大连,卒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６日.曾任外务省情报调查局

长、驻沙特阿拉伯、泰国大使等职,退休后任冈崎研究所所长.他与安倍私交甚笃,曾是其最为倚重的

外交与安保智囊之一.
鸷鸟不群,出自屈原 «楚辞离骚»:“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
岸信介,日本政治家,安倍晋三外祖父.１８９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卒于１９８７年８

月７日.１９５７年２月２５日—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２日、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２日—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９日出任日本首相,在

位时间１２４１天.
安倍晋三、岡崎久彦 『この国を守る決意』、扶桑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２頁.
原彬久认为安倍与岸信介的终极目标相同.无论是历史观,还是对宪法的态度,都无二致.参见

朝日新聞取材班 『この国を揺るがす男:安倍晋三とは何者か』、筑摩書房、２０１６年、第２４頁.
安倍洋子 「晋三は宿命之子です」、 『文藝春秋』、２０１６年６月号、第１４３頁.亦有另一说法,

“政策”像外祖父,“性格”像父亲.参见塩田潮 『安倍晋三の力量』、平凡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６頁.



韬晦之 “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一面,又有极度实用主义的一面,是一个看似矛盾的人、一只深谙 “韬晦”① 术

之 “鸷”.作为 “鸷”,自当志在青云,有他心中真正想要的东西 (亦即通过安

倍所说的 “真的保守”来最终 “摆脱战败”),但因时空所限,又不得不暂时、

策略性地收敛锋芒,步步为营,以待时机.作为新生代政治家的安倍,战后出

生,冷战后当选国会议员,新千年后方成为日本首相,与战前出生、经历战争、

带着甲级嫌犯的罪名入狱,出狱不久即投身政界,成为一代首相,被称为 “昭

和的妖怪”的岸信介,以及曾担任党政要职、距首相 “宝座”只有一步之遥的

“悲情”政治家安倍晋太郎有着不同的人生经历与政治际遇,三人所处的时代也

不能简单类比.

安倍究竟是谁?

安倍晋三,１９５４年出生于东京都. “尽管我们这代人常常被称为 ‘冷漠的

一代’,但由于是在外公、父亲都是政治家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长期耳濡目染,

我与同辈人相比总还是对 ‘国家’有更多的意识.”②

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３年,安倍先后在成蹊小学、中学、高中就读.１９７７年,毕

业于成蹊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不久,安倍便开始了在美国的求学生涯.回国

后,入职神户制钢所,又奉命到公司驻纽约事务所研修.据他回忆,通过工作

从前辈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特别是 “跟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傲慢、但更不能低

声下气.即使对方年长位高,也要以平等的立场对等交往.”③ 结束在纽约的工

作后,安倍开始在兵库县加古川工场坐办公室,参与提高产品质量与工作效率

的业务管理.

职员生活很充实,但父亲的一句话改变了他的命运.安倍称他真正 “以政

治为业”始于１９８２年.就在那一年,安倍晋太郎被任命为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外

相,当时安倍晋三在东京八重洲总公司出口部工作.一天,在上班前被父亲

叫住.

晋太郎:“给我当秘书吧.”

晋三:“从什么时候开始?”

晋太郎:“明天!”

晋三:“我还在公司上着班呐,这也是每年负责几十亿日元的一份工作啊.”

晋太郎:“我开始做秘书的时候,一天之内就把报社的工作辞了.”④

事出突然,虽对父亲的话颇感意外,但这毕竟是安倍脑海中曾经动过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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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韬晦,多指隐藏不露.语出 «梁书张充传»:“顷日路长,愁霖韬晦,凉暑未平,想无亏摄.”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１９頁.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第３０頁.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第３２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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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之一,于是很快就做出了决断.“但我不想给公司添麻烦,开始去外务省上班

后,每天就在事情忙完了或空闲时仍去总公司,完成交接与善后工作.当时我

２８岁.”① 父子的一番对话,言简意赅,耐人寻味.一则,晋太郎对儿子的希望

与栽培跃然而出;二来,在父亲面前,安倍至少表面上并不是一个 “叛逆者”.

他顺从了父亲的安排.

中曾根任首相时,曾连续四届让安倍晋太郎当外相,长达３年零８个月.

开始外相秘书人生后,安倍即频繁随父亲出访世界各地. “父亲外访３９次,我

随行２０次.”②

１９９３年,继承父亲的 “票田”,３８岁的安倍首次当选众议院议员.这一年,

细川护熙组阁上台.在安倍看来,自民党出现了分裂,在众议院选举中失去了

过半数议席.在接下来的首相提名选举中,败给了标榜 “非自民”、七党一派拥

立的细川.自１９５５年两大保守政党合并以来,执政３８年之久的自民党最终失

去了政权.安倍出生时,是日本 “１９５５年体制”建立前的一年.他又在这一体

制终结的１９９３年,即出现非自民党联合政权时成为国会议员,这也许是命运的

安排吧.在自民党下野的一年间,安倍学到很多,自民党从蜕变到再生的过程,

也使他本人经历了一次精神洗礼.

从政之后,安倍一度顺风顺水,短短数年就登上权力顶峰,出任首相.作

为名门之后,尽管他在政治上仍显稚嫩,但安倍却凭借颇为有效的政治运作及

祖辈父辈苦心经营的人脉而平步青云:１９９９年出任众议院厚生委员会理事、自

民党社会部会长,２０００年司职内阁官房副长官 (第二次森初期、改造内阁),

２００１年内阁官房副长官 (第二次森改造内阁)、内阁官房副长官 (第一次小泉

初期内阁),２００２年内阁官房副长官 (第一次小泉改造内阁),２００３年自民党干

事长,２００４年自民党干事长代理兼党改革推进本部长,２００５年内阁官房长官

(第三次小泉改造内阁).２００６年,出任自民党总裁、第９０代首相.这一年９月

２１日是安倍５２岁的生日,从１９９３年当选国会议员算起,安倍作为政治家的生

涯只有１３年.在保守的自民党中,资历如此之浅的总裁是罕见的.从日本历史

上看,战后也从未出现过这般年轻的首相.

然而,２００７年安倍即因 “朋友内阁”成员不断爆出丑闻及身体原因黯然辞

去首相.在新版 «通向美丽的祖国»中,安倍坦陈:“作为政治家,我是个经历

过重大挫折的人.”③ 下野五年,身边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他再度出马,认为胜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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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第３２頁.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第３３頁.
安倍晋三 『新しい国へ 美しい国へ 完全版』、文藝春秋、２０１３年、第５頁.



韬晦之 “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难料.“如果选举失败,就连一介政治家也当不成了.”① 但几度思想斗争之后,

安倍下定决心参选.２０１２年９月成功再次当选自民党总裁,１２月终成第９６代

首相.２０１４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继续 “安倍一强”势头,连续担任第９７、

９８代首相.

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老家 “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 “岸

DNA”与晋太郎的 “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

(一)“长州藩”的精神滋养

如果说伊势神宫所在的伊势市是日本人的精神圣地,那么老家山口县则是

给安倍提供源源不尽滋养的心灵故乡.山口县古称长州藩,远古时曾与朝鲜半

岛相连,与之有着密切的人员往来与文化交流.

明治维新前,长州藩曾长期秘密积蓄实力,被誉为维新的孕育地.幕末思

想家吉田松阴曾在这里兴办私学,主持 “松下村塾”,培养了木户孝允、高杉晋

作、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维新领袖.吉田素有明治维新精神导师之誉,被梁

启超称为维新之首功.但值得警惕的是,其思想中具有强烈的民族扩张主义成

分,对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响.②

山口县的政治家们,通过血脉代代相传,在日本政治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其中伊藤博文、山县有朋、桂太郎、寺内正毅、田中义一、岸信介、佐藤荣作

及安倍晋三等先后出任首相,人数如此集中,居全国之首.另外,安倍的父亲

晋太郎,也曾被视为距首相宝座最近的人.

山口出身的政治家,被称为 “长州帮”.他们的共同点之一,就是多数持国

粹主义立场.不管是挑起甲午战争、殖民朝鲜的伊藤,策划发动中日甲午战争

和日俄战争的山县,决定吞并朝鲜的寺内,“田中奏折”的始作俑者田中,还是

战后执行亲台反共路线的岸与佐藤,大体都是如此.这里还记载着１９世纪末中

华民族屈辱的一幕.山口县的下关亦称马关,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在这里与伊

藤签署了对中日两国均有深远影响的 «马关条约».③

(二)“岸DNA”与晋太郎的 “遗产”

明治维新虽然推翻了封建统治,但很大程度上又保留了封建因素,政治上

的大家族制度便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例.战后至今,特别是岸、佐藤、安倍

三大家族,牢牢把持着这里的选票.三大家族或相互联姻,或互赠养子,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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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倍晋三 『新しい国へ 美しい国へ 完全版』、第４頁.
相关内容参见王柯、王智新:«安倍晋三传»,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其谈判及签约过程可参见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的回忆录.陆奥宗光: «蹇蹇录———甲

午战争秘录»,徐静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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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张庞大而牢固的关系网.①

岸信介,原系佐藤秀助之子,由于过继给岸家,得名岸信介.其胞弟就是

同为日本战后首相的佐藤荣作.岸以优异的成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不顾

周围人劝说,坚持考取农商务省公务员.１９３６年任 “伪满洲国”工业部门要

职.１９４１年任东条英机内阁商工相,战争期间积极推行战时经济统治,为侵略

战争募集资金.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他为甲级战犯嫌疑,收押东京巢

鸭监狱三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改变了占领方针,决定扶植日本,将其

扶植为远东的防共基地,对收容在押战犯多数不再严加追究.美军将领看到一

份材料上载有岸就塞班岛战役与东条发生过争执,便以此为由免除对他的起诉.

１９４８年,岸虽获得人身自由,但也被剥夺公职.从巢鸭出狱后,他曾用汉诗抒

怀: “鬰屈三年意始伸,还来今日万象新.谁云国破山河在,满目是正天下

春.”② １９５２年岸被解除 “整肃”,开始正式回归政界.１９５４年,他拥护鸠山一

郎组成民主党,任干事长.１９５５年,积极促成保守大联合,任自民党干事长.

１９５６年,任石桥湛山内阁外相.１９５７年２月,石桥因病辞职,岸代理首相一

职,后继任首相.

岸内阁力图解决的最大课题是对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他认为旧条约

规定日本要向美国提供基地,美国虽有承诺,但没有保护日本的义务;有关基

地的使用,也没有与日本协商的义务.岸致力于修改这一条约,他利用在众议

院的多数席位,在１９６０年５月１９日强行表决通过.表决前一天,国会和首相

官邸被３３万示威群众重重包围.

童年期与外祖父相处的记忆,在安倍心中显得格外深刻.当时他刚６岁,

还没上小学,和弟弟岸信夫正在外祖父家玩.墙外的示威者高喊着 “反对安

保”,并把石头和拧成捆点上火的报纸扔进墙内.在安倍看来,远处示威游行队

伍的口号声就像庙会祭祀时的伴乐,十分有趣.于是他和弟弟也嬉闹着,跺着

脚冲岸信介喊:“反对安保! 反对安保!”安倍父母拿孩子也没有办法,只好用

半开玩笑的口吻责备说,要喊 “支持安保!”安倍后来回忆说,外公当时微笑看

着他,很愉快的样子.

除了修订 «日美安保条约»,岸还有另一谋划,那就是修宪,其野心与能力

之大,加之警惕其战前的经历,就连党内也发生了反对运动.于是,他只能止

步于修改 «日美安保条约»了.看到强力的岸内阁倒台,冷战中的历届自民党

的领导人对宪法、安保条约等重大政策都不再敢动手.主张制订自主宪法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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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柯、王智新:«安倍晋三传».
安井浩一郎、NHKスペシャル取材班 『吉田茂と岸信介———自民党保守二大潮流の系譜』、岩

波書店、２０１６年、第５５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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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把重心聚焦于经济增长.这也获得了国民的支持,为自民党长期执政打下

了深厚的基础.①

从幼年起,岸就是安倍的偶像,是一位 “只考虑国家未来的赤诚政治家”②.

安倍曾这样评价外公:“他能毅然面对社会上喧嚣的非难,其泰然处之的态度,

令我全身心地为之感到自豪”.③ 应当说,作为母亲,洋子通过有意识地带儿子

和岸多走动来往,也为那时的安倍建构了一个值得尊敬并学习的外公形象.

如果说岸从精神层面塑造了安倍,晋太郎则给成年后的安倍提供了在处理

“政局”时为人处世的样板.在安倍看来,担任秘书之前,父子之间谈话的次数

屈指可数.由于当了父亲的秘书,父子才开始有了作为政治家与秘书、父亲与

儿子密切接触的机会.

近距离观察晋太郎的外交,特别是对美、苏等大国开展的外交,令安倍晋

三记忆尤深.他认为,父亲的课题是推行 “开创性外交”④.当时,美国里根总

统与中曾根首相之间的 “罗—康”关系十分有名,而父亲与舒尔茨国务卿也建

立了深厚的信赖关系.日美关系在此期间十分友好,正是这些不同层次的信赖

关系发挥了作用.同样,在日苏关系上,安倍曾陪同身患胰腺癌的父亲见到戈

尔巴乔夫,亲眼见证了作为 “开创性外交”的重要成果之一———自民党与苏共

之间的党际交流.在安倍眼中,这是一场搭上性命的终极外交,晋太郎的体重

从７２公斤减到了５７公斤.在与戈尔巴乔夫会面前,为使身体看上去壮一些,

晋太郎在西装里面套了两层内衣,又在两层之间垫上东西,然后出院了.“这是

父亲最后一次在正式场合露面.此后一个月,父亲走了.”“为实现自己的目标,

政治家不能澹泊无为”,作为政治秘书的安倍晋三,这句话是 “我从父亲那里得

到的宝贵训教”.⑤

(三)学习与工作经历

安倍晋太郎与妻子洋子育有三子.长子宽信,次子晋三,三子过继给洋子

的哥哥岸信和做养子,取名岸信夫.宽信之名,耐人寻味.“宽”取自安倍的爷

爷安倍宽,而 “信”则取自岸信介.可见,作为长子,原本被家族寄予厚望.

安倍就读的成蹊学园由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部分构成,安倍和大哥

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学生时代.之所以就读于此,主要是由于岸信介从成蹊学

园看到了当年吉田松阴开办松下村塾的精神,因而大力推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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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北冈伸一:«日本政治史:外交与权力»,王保田等译,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３页.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２４頁.
同上.
安倍晋太郎 『創造的外交をめざして』、行政問題研究所、１９８４年.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３７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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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宽信对政治并不热衷.与哥哥相反,安倍晋三却对政治越来越感

兴趣.但即使这样,刚上高中时,当听说英国有一个政党叫 “保守党”时,安

倍曾惊讶万分.有一次老师在台上讲课,提出应以１９７０年为契机废除 «日美安

保条约».当时,安倍对安保条约也不甚了解,但还是坚决反驳了.他向老师提

出:“新条约当中也有经济条款,是主张日美经济合作的”.他曾听岸说过,安

保条约中有促进日美经济合作的内容,这对日本发展有重大意义.老师面露不

快,急忙将话题岔开.整个班上批判的矛头,似乎对准了安倍.由此,安倍逐

渐强化了一种认识,叫嚷革新、反政权的那些人,他们对内容都不做深入思考

就加以批判,真是不可思议.上大学后,安倍全面研读了 «日美安保条约»,从

而确信 “这是一个对日本的未来生死攸关的条约”①.

当上父亲的秘书后,尤其是与之相处的最后一年,看到父亲 “赌上性命也

要做事”,安倍遂下定以政治为业的决心.从１９８２年起直到晋太郎去世,安倍

晋三一直作为秘书紧随身边.长期的秘书生涯,不仅让他有时间继承父亲的人

际关系,也使许多政治家们有时间来熟悉安倍晋三的人格、性格和政治风格.

安倍曾称:幸运的是,我从秘书时代,就接触到很多优秀知识人的思想和理论.

当时,特别是冈崎久彦和中西辉正的主张,对安倍影响较大.拿冈崎来说,晋

太郎任外相时,冈崎是外务省的局长,安倍专门学习过他的 «何谓战略思考?»

等书.任国会议员后,安倍开始频繁参加各类年轻议员学习会,积极讨论关涉

日本的各项重大议题.经与谢野馨推荐,作为国会议员一期生的安倍还参加了

民间人士葛西敬之组织的 “合宿”.每年聚一到两次,每次选择一个课题,彻夜

讨论.不管是宪法、财政还是外交,最后都归结到要建设 “备受尊敬的日本”

这个主题上来.②

三、 安倍的人格特质

以上列举了安倍成长的经历,影响其人格形成的因素,有助于我们 “按图

索骥”,归纳其作为 “人”的基本特征.

(一)性格类型③

政治心理学关于性格的研究,对剖析安倍的政治性格有一定借鉴意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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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第２１頁.
相关内容参见山口敬之 『総理』、幻冬舎、２０１６年、第５４頁.
参见尹继武:«试析希拉里的政治心理及对华政策偏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６年第９期,第

２０—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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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总统的性格»一书的分析,可从对工作投入程度和享受总统职位的成就感

两个维度,将领导人分为四类:主动积极型的领导人属于工作狂,也享受作为

最高领导人的职位;主动消极型则对工作热情投入,但似乎不太喜欢领导人职

位;被动积极型不太热心工作,而又喜欢总统一职;被动消极型,既不热情工

作,也不享受职位的待遇.① 上述实用的划分,对于我们认识安倍的性格、工作

风格和政治行动提供了一个较为可行的框架.从第一个维度来看,安倍属于主

动积极型.他相信只要努力,不仅能改变事务的发展方向,也能改变一个人甚

至一个国家的命运.安倍的积极主动,还体现为他能立足大的战略视野进行综

合判断,注重把目标分解,谋求逐个实现.② 自２０１２年底再度出山执政之后的

这五年,他对工作倾注了莫大的热情,非常专注与投入.“首相动静”的各项数

据,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实施 “俯瞰地球的外交”,安倍也如愿成为历届首相

出国访问次数最多的一个.从第二个维度来看,自第二任期安倍开始享受领导

人职务所带来的满足感.其自信心增强也是体现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安倍完

成了外祖父及父亲未能完成的 “遗志”.同时,他还奠定了一个长期执政的自民

党政权,摆脱了自小泉纯一郎执政后 “一年一相”的局面.通过在选举中大比

例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 “扭曲国会”的格局.另外,在其格外在意的

国内舆论层面,安倍也长期保持了比较高的支持率.

(二)政治观与信条

安倍曾坦言 “我不是美国那样的 ‘自由民主的’ (liberal)”,而是 “保守主

义”,更进一步说是 “开放的保守主义”.③ 他说,从小就知道外公岸信介被人称

为 “保守反动的权力化身”、 “政界的黑幕”.大概是源于人人皆有的 “逆反心

理”,安倍对 “保守”一词,一直怀有特别的亲近感.他进而表示,保守不是意

识形态,而是思考日本以及日本人时的一种姿态.不仅对现在和未来、而且对

生活在过去的人们我们也都负有责任.换言之,百年、千年来,在日本漫长的

历史中产生、形成的传统为何得以保存下来? 对此常有真知灼见,这才是 “保

守主义”的精神.

安倍的政治信条,是做 “战斗型政治家”.他将历史上以及现在的政治家分

为两大类型,即 “战斗型政治家”与 “不战型政治家”.所谓 “战斗型政治家”,

最重要的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国民而敢做敢为、不畏指责.所谓 “不战型政治

家”,就是虽然赞同你的说法,但也不敢大胆表达出来而成为众矢之的.他认

为,无论在哪个时代,“战斗型政治家”都是少数.自从初次当选众议员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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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詹姆斯巴伯:«总统的性格»,赵广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１０—１５页.
参见山口敬之 『総理』、第１２３頁.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１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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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就经常勉励自己,要做一名 “战斗型政治家”. “这并不是说要鲁莽行事,

而是要倾听国民的呼声”,“为日本,要把话讲出来”.①

“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安倍 “同乡”吉田松阴所喜爱的 «孟

子»中的一句话.在安倍看来,在独立深入思考后,如果认定自己没有错,那

就要不畏批判,勇往直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安倍也曾引用外祖父悼词中的

一句话:政治家是凭信念而动.“我也要秉持自己的信条”,“即使一千万人反对

那也在所不惜.”②

(三)领导风格

伯恩斯在其著作 «领袖论»中,将领袖在发挥领导力时的表现,划分为道

德型、政治型、知识型、改革型、革命型、英雄型、舆论型、群体型、政党型、

立法型、行政型等.上述类型又可概括为两种基本型,即改革型与交易型.③ 说

起改革型,原首相小泉纯一郎与此匹配度较高.由于其独特的执政理念与处事

风格,被称为 “一匹狼”.为了顺利实现改革目标,他往往把反对者统统推向对

立面,或直接树为敌手.比如,因邮政民营化而不惜与自己的母体———自民党

决裂,为吸引舆论的关注,甚至提出了 “砸烂自民党”的口号.与小泉相比,

安倍往往显得魄力不足,看似缺少原则.其中,当选首相后让小泉时期的退党

人士复党也为人诟病,并一度影响到内阁支持率.但安倍的强硬,更大程度上

是骨子里的.家族的政治基因已足够强大,从政受挫的经历也刻骨铭心,使得

安倍在平和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推动政治社会变革的心.在 “摆脱战败”的

旗帜下,做了历届内阁想做而未做的事情.即使是第一任期,也推动了防卫厅

升格为防卫省,制订 «教育基本法»等.第二任期后,他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

议,制订 «国家安全战略»、新 «防卫计划大纲»以及 «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

划»,通过 “新安保法”,在安全政策领域大幅突破了以往历届首相的立场和作

为,包括自己的外祖父.当然,安倍身上也有交易型的一面.他曾明确表示:

“我经常被批判为鹰派,关于这一点,我从不在意.为了确保国民的生命和财

产,国家的和平与稳定,这才是目的.作为手段,我会根据形势,并不排除从

左翼到鹰派的之间的选择项.”④ 在近五年的执政活动中,安倍这方面的特点尤

为明显.
(四)权力需求

政治家追求权力,无可厚非.安倍对权力的渴望,也是逐渐被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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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第３—５頁.
「第１６６回国会衆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一類第１４号 (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１４号)、２００７

年２月２３日、第２頁.
参见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论»,刘李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安倍晋三、岡崎久彦 『この国を守る決意』、扶桑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３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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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的黯然下台,父亲的 “出师未捷身先死”,家族的抱负与遗憾对安倍的影

响是巨大的.当选首相,完成长辈未竟的政治课题,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安倍无

法摆脱的 “宿命”,正如母亲洋子所说,安倍是 “宿命之子”.２００７年以患 “溃

疡性大肠炎”的名义黯然离开首相官邸,２０１２年再度入主,这 “一落一起”的

经历,使安倍对权力的理解和渴望都更胜一筹.①

按照安倍的说法,２０１２年考虑再度出山竞选自民党总裁时,除了妻子安倍

昭惠,其他人几乎一片反对意见.但在一番理性评估后,特别是倾听了党内及

乡党对他的评价,安倍还是毅然决定出马.如果没有旺盛的权力需求 (或者是

通过行使权力来证明自己),也许就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安倍了.

(五)人际关系风格

由于曾在美国长期学习,自称受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安倍有时也不分地

位、长幼,直抒己见,想着只要想法正确就能被立即采用.因此,起初也有评

价说他有些 “傲”.但从政后,在一定程度上,安倍吸取了岸处世的教训.长期

跟随晋太郎做秘书的职业历练,也使得他比较注重人情练达这一从政的要谛,

在不改初衷的前提下,尽可能地与周边搞好关系,以助其成事.

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呈现明显的 “小集团”色彩,与亲朋同学互相

帮衬.在一些问题上,安倍还是能听进去劝的,这点与执意每年都参拜靖国神

社的小泉有很大不同.当然, “听劝”的前提是他认为与自身主要目标并不冲

突.安倍担任首相后,特别是第一任期,许多旧交纷纷进入政府甚至入阁拜相.

因此,安倍内阁还被外界戏称作 “朋友内阁”.②

(六)“面子”与 “里子”

安倍的逻辑是,既要 “面子”,也要 “里子”.当 “面子”与 “里子”相冲

突时,后者优先.特别是在重大外交场合,无论是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的 “一

路小跑”,还是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的谦恭,安倍的这一特质体现得淋漓尽

致.以上场景往往被外界所诟病,但这都是问题的表象.如果以此判断安倍示

弱,那就大错特错了.这与日本人处理人际关系时特有的细腻有关,但对安倍

而言,在更大程度上都是有利于实现目标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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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相关内容参见 「第１８３回国会衆議院予算委員会会議録」、第一類第１４号 (予算委員会議録第１２
号)、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２日、第１４頁.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第二次安倍内阁成立的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专门提及第一次安倍内阁是 “重用

亲信议员的朋友内阁”,并称这是内阁垮台的原因之一.对此,安倍回答称: “我试图聚集那些与自己想

法一致、关注同一方向的志同道合者,结果过于强势,受到批评,这也是事实.此次从这一观点出发,
我从广阔的视野出发,在重视能力的同时,让多种类型的人才加入安倍内阁,未必都是与我的意见完全

一致的人.”参见安倍晋三 「安倍内阁总理大臣就任记者招待会」、http://wwwkanteigojp/cn/９６_
abe/statement/２０１２１２/２６kaik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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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倍的对外政策偏好

在具有 “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 “内

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从而形成他个性鲜明的对外政策偏好.

(一)是否修宪以及以何种程序修宪

在安倍看来,修宪是实现日本恢复独立的目标.这也是外祖父岸信介促使

两大保守党合并的重要诱因之一,目的是要让日本恢复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安

倍之所以致力于解决岸未能解决的这一重大课题,有三个具体的理由:其一,

宪法是驻日盟军总司令短期拟就并强加给日本的;其二,从昭和到平成,从２０
世纪到２１世纪,时移世异,特别是第九条等条款,已经跟不上现实的需要了;

其三,要有用我们自己的双手制订与新时代匹配的宪法这一首创精神.①

关于修宪,通过分析安倍最近的一系列发言,其相关偏好可概括为: (１)

自民党建党精神之一是倡导 “制定自主宪法”.因此,作为建党以来的目标,修

宪至今始终都是党的竞选纲领之中.在本次大选中,安倍首次将其定位为竞选

纲领的支柱、主要项目之一,并提出了四项修宪内容. (２)修宪不受所设日程

的限制.２０１７年５月安倍提出要以２０２０年为目标,目的是为了使讨论更加活

跃.首先是 “在宪法审查会上,各党都拿出修宪方案,认真开展建设性的讨

论”,这一点非常重要.(３)今后, “我们会按照竞选纲领中的基本思想,针对

具体的条文草案在党内开展讨论.将自民党内深入讨论之后的汇总方案递交国

会宪法审查会.然后,在国会开展讨论,增进国民理解”.(４)修宪,需要获得

三分之二议员的赞成方可创议.执政党方面已经获得了三分之二的议席.“虽然

我们已经连续３次大选都获得了三分之二的议席,但我认为我们不应拘泥于执

政党或是在野党,而应为获得广泛的共识而不断努力.在此基础上,我们会不

断努力以获得国民的理解.”②

(二)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

参拜靖国神社,反映了安倍错误的历史观.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二度执政一周年

的纪念日,安倍赴靖国神社正式参拜.随后,他抛出了早已拟好的 “首相讲

话”,列出几条理由来为其行为辩护:第一,目的是向为日本献出生命的人表达

尊崇的心情,同时祈祷冥福、祝愿永久和平;第二,向 “英灵”汇报政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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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安倍晋三、岡崎久彦 『この国を守る決意』、扶桑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１７頁.
安倍晋 三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記 者 会 見」、http://wwwkanteigojp/jp/９８ _ abe/statement/

２０１７/１１０１kaik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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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表现;第三,无意伤害受害国人民的感情;第四,对参拜靖国神社演变为

政治与外交问题表示遗憾.

错误的史观导致错误的行动.联系到安倍曾坚持认为的 “侵略未定论”,之

所以选择参拜靖国神社,说明他从心理上并不认为这一举动有根本性的错误.

另外,他曾称 “甲级战犯”这种说法本身就不正确,本质上是胜者对败者的审

判.即使不妥,但这也是日本 “内政”,别国无权干涉.他认为,各国有按照本

国的传统、文化进行祈祷的方式,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①

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加上安倍２０１３年的那次参拜,给中日关系造成了极

大困扰.特别是安倍的参拜,中韩等战争受害国抗议自不待言,美国对此也正

式表示 “遗憾”,向日方表示不满.即使在目前 “安倍一强”的格局下,也应看

到,在日本外交决策过程中还是比较重视 “统一”舆论这一点.在舆论 (特别

是精英舆论、美国舆论)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下,安倍有可能在策略上作出一定

调整.

在该问题上,冈崎久彦曾明确建言安倍.冈崎认为,安倍提出 “摆脱战后

体制”,有两大目标:一是历史问题,二是安全保障问题 (与修宪也紧密相关).

这两大目标都很重要,但不能同时追求 “两只兔子”,否则国内外压力太大,得

不偿失.冈崎的建议是,应首先分出先后次序,先求实惠,等实惠到手再寻名

誉.结合近三年的情况综合判断,应当说,安倍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冈崎

的建议.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安倍作为首相很难再去正式参拜.而如果安倍

选择不再参拜,这对今后的政权 (不管今后上台的人是谁)也会形成示范效应.

(三)战略性外交

一是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DiplomacythatTakesaPanoramicPerspectiveof

theWorldMap)②,这是安倍对 “战略外交”更为形象的表述.其 “就任首相以

来,一直开展俯瞰地球仪的战略性外交”③.“我凝视着地球仪”,“在心中描绘着

地球”.④ 在他看来,所谓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其含义是指作为日本外交的基

本方针,不是只关注与周边各国的双边关系,而是要像注视地球仪那样俯瞰整

个世界,立足于自由、民主主义、基本人权、法制支配等基本价值观,开展战

略性外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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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６８頁.
日语称谓是 “地球儀を俯瞰する外交”.使用日本首相官邸检索系统,这一语汇被提及１５６次之

多.
安倍晋三 「内外記者会見」、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６_abe/statement/２０１３/１１１７naigaihtml.
安倍晋三 「日 本 は 戻って き ま し た」、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６_ abe/statement/２０１３/

０２２３speechhtml.
安倍晋 三 「第 百 八 十 三 回 国 会 に お け る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所 信 表 明 演 説」、https://

wwwkanteigojp/jp/９６_abe/statement２/２０１３０１２８syosi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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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 “积极和平主义”(ProactiveContributiontoPeace)①.安倍将 “积极和

平主义”比作日本全新的 “自画像”,认为这是今后代表和引导日本的一面旗

帜.② ２０１５年７月９日,他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致辞时曾称,“自从

我执政以来,就一直高举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旗帜”.③ 在第６８届

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演说时,安倍首次提出这一 “基本思想”.他表示, “日

本将与以往一样,不,鉴于世界愈益笼罩在悲剧之中,将作为更胜以往的、和

平与稳定的力量而存在.以与国际社会的协调为支柱,以我国努力为世界的繁

荣与和平做出的无可置疑的业绩和不可动摇的评价为根基,举起积极和平主义

的崭新旗帜.”④为什么要奉行 “积极和平主义”呢? 以下结合具体案例,对安倍

的思维逻辑稍加梳理.案例 A: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的现场.假设日本的自卫队

与另外一国、X国的军队并肩作战.这时突然发生 X军遭到攻击的事态.X军

向在附近驻屯的日本部队发出了救援请求.然而,日本的部队却无法开展救援.

因为根据现行日本宪法的解释,在此对 X军进行救援是违反宪法的行为.案例

B:以公海为例.假设在日本近海中,航行有数艘美国海军的宙斯盾舰,与日本

的宙斯盾舰互相协助,正为有可能发生的导弹发射进行防御准备.在这种情况

下,由于这些军舰和船只将其全部力量过度集中于导弹防卫方面,而针对来自

上空攻击的防卫力量却变得相对薄弱.正当此时,美国宙斯盾舰突然遭到飞机

的空袭.即使日本的军舰和船只拥有再强大的力量,都无法救援美国军舰.因

为,一旦实施救援,便构成了集体自卫权的行使,根据现行宪法的解释,属于

违宪行为.要解决案例 A、B中现实与宪法的 “扭曲”,安倍认为有必要对宪法

做出修改,作为第一步,要推动制订新安保法.２０１４年７月１日,日本内阁会

议作出了完善新安保法基本方针的决定.而此次阁议决定的 “基本思想”,就是

安倍强调的 “积极和平主义”.⑤

作为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 “积极和平主义”重要抓手的 “自由开放的

印太战略”(FreeandOpenIndoＧPacificStrategy).近期,随着特朗普访日,这一

表述成为描述日本新外交战略的热词.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６日,安倍与特朗普确认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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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日语称谓是 “積極的平和主義”.使用日本首相官邸检索系统,这一语汇被提及多达３５６次.
安倍晋三 「日本国総理大臣基調講演」、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６_abe/statement/２０１３/

０９３０ukhtml.
安倍晋三 「CSIS主催シンポジウム 「２０世紀の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省察―２１世紀の新し

いビジョンに向かって」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挨拶」、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７_abe/stateＧ
ment/２０１５/０７０９csishtml.

安倍晋三 「第６８回国連総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一般討論演説」、https://wwwkanteigo
jp/jp/９６_abe/statement/２０１３/２６generaldebatehtml.

安倍晋三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６_abe/statement/２０１４/
０７０１kaik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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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亚到非洲建立基于 “航行自由”和 “法治”的秩序.其实,早在２０１６年８
月２７日,安倍在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开幕式上的致辞中就正式提出了这一战略

构想.他指出:“穿越亚洲海域和印度洋,来到内罗毕就会知道连接亚洲与非洲

的其实是一条海上之路.”“给予世界稳定与繁荣的正是这自由开放的两大海域、

两大陆彼此结合产生的伟大动力.” “将太平洋与印度洋、亚洲与非洲的交流活

动构建成与武力和威慑无缘的重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之地,并使其富饶.

日本有这个责任.”① 出台这一战略的缘起,是基于安倍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他

认为接下来是 “印度—太平洋世纪”,要由日本和美国一同带领前行.② 其构想

逻辑是:在 “东亚→南亚→中东→非洲”这一 “长链条”上,从基础设施、贸

易、投资、开发、人才培养等入手扩大日本的参与度,使之成为安倍经济学的

重要 “推动力”.同时,新战略也关涉安保.日本将首先探索由日美澳印建立海

洋秩序,希望创建四国战略对话,把合作具体化.未来还将加入英法,构建更

加广域的安保合作机制.此外,新战略有抗衡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构想的

意图.

(四)对美认知与政策偏好

安倍曾表示,“我个人与美国的相遇,要追述到在加利福尼亚渡过的学生时

代.”当时他住在凯瑟琳戴尔弗朗西斯夫人家里,她做的意大利菜,是 “世

界上最好吃的”.她开朗亲切,深受大家的喜爱.她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朋友,

这让安倍感到十分惊讶.由此,他当时就觉得美国是 “了不起的国家”.③

纽约,对安倍来说是一个难以忘怀的地方.３０多年前,他刚成为公司职员

的时候,就在纽约事务所工作.他表示,“与公平开放的人们在一起度过的刺激

岁月,今天仍在我心中占据着特别的位置.”④

应当说,留学美国,得以亲身体验美国社会生活,这段经历对安倍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同时,安倍也常常以 “美国通”自居.他认为在美国外交传统中,

对独立宣言、宪法所倡导的理想,主要表现为三种思考模式:一是孤立主义;

二是相对于理想更为重视国家利益,积极参与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三是基于

理想主义、福音主义的使命感,要将美国宪法的理念向全世界推广的思想模式.

在不同的时代,这三种模式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方式与力度也有所差别,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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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安倍晋三 「TICADVI(第６回アフリカ開発会議)開会セッション安倍総理基調演説」、http://www
kanteigojp/jp/９７_abe/statement/２０１６/０８２７openinghtml.

安倍晋三 「２０１３年ハーマンカーン賞受賞に際しての安倍内閣総理大臣スピーチ」、https://www
kanteigojp/jp/９６_abe/statement/２０１３/０９２５hudsonspeechhtml.

安倍晋三 「米 国 連 邦 議 会 上 下 両 院 合 同 会 議 に お け る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演 説」、https://
wwwkanteigojp/jp/９７_abe/statement/２０１５/０４２９enzetsuhtml.

安倍晋三 「コロンビア大学訪問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６_abe/
statement/２０１４/０９２２speec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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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存在.基于这一逻辑,他也许并不认为特朗普政权在美国历史中是非常特

殊的政权.

在安倍成长和从政的经历中,日美同盟特别是作为其基础的 «日美安保条

约»给他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同时,他父亲任外相时,最为重视的也是日美关

系.① 因此,安倍基于家传,对搞好日美关系是有自信的.特朗普竞选成功后,

安倍迅速启动对美人脉,开始全面收集关于特朗普的各种信息,赴美与特朗普

见面.这一事例也显示出安倍内阁灵活多变的特点.安倍认为,要使太平洋到

印度洋的广阔海域成为贯彻自由、法治的和平海域,必须加强日美同盟.作为

手段之一,日本需要充实安保法制,以大幅提高 “无缝”应对能力.这样一来,

自卫队与美军之间的合作关系将会得到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也将得以巩固.

另一手段是更好的合作机制,也就是 “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他认为这是一个

为构筑更为坚实的和平而拟订的历史性文件.

安倍这一政策偏好,也在钓鱼岛问题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２０１６年２月,

具有官方背景的日美两国智库联合发布报告称:２０３０年前中国在领土主权问题

上的强硬和好斗将有增无减,日美两国的共同课题是中国问题,需强化对华威

慑与应对能力.在实操层面,２０１５年日美两国时隔１８年重新修订 «日美防卫

合作指针»,确认 “钓鱼岛为日本施政下之领域”,“属 «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

承诺范围”,“反对任何单方面损害日本对钓鱼岛施政之行为”.日本 «防卫白皮

书»透露,今后日美将共同开展演习训练、情报搜集、警戒监视及侦察行动,

强化双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的合作,提升同盟的应对能力.②

随着外交档案的解密,１９６０年岸信介修订 «日美安保条约»时的谈判过

程,现在逐渐明朗起来.安倍认为,正是那些微弱的努力才使驻日美军由 “占

领军”转变成了 “同盟军”.该过程堪称日本为获取独立而努力的过程,但日本

也需要美国作为盟国而存在,也就是 “战略性”利用美国,其原因就在于日本

尚无法依靠独自的力量确保安全.另外,从美国主动开放的市场、为世界经济

谋求自由而培养起来的战后经济体系中,最早而且获益最大的就是日本.安倍

表示,这种对美国的依赖状况至今没有改变.他的逻辑是:为保卫本国的安全

做最大限度的自我努力,需要有 “自己国家,自我保卫”的气概.但如果考虑

到核遏制下的地区平衡问题,或远东地区的稳定,就仍需要维护与美国的同盟

关系.而如果考虑到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经济实力以及最为强大的军事

能力,那么日美同盟则是最佳的选择.虽然也有人主张不能完全听美国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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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安倍晋三 「コロンビア大学訪問 安倍総理スピーチ」、https://wwwkanteigojp/jp/９６_abe/
statement/２０１４/０９２２speechhtml.

相关内容参见防衛省 『平成２８年版防衛白書』、日経印刷株式会社、２０１６年.



韬晦之 “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本应更多地提出自己的想法.但安倍认为,实际上提高日美同盟中的双向义务,

包括处理基地问题,正好能显著地提高日本的发言权.①

(五)对华政策偏好

应当说,近年来安倍政权的对华政策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变化轨迹有短

期向好趋势,但不容盲目乐观.

安倍认为,所谓战略互惠关系,以往中日关系是 “友好第一”,即 “为了友

好而友好”,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友好不过是实现国家利益目标的手段,

“友好第一”是把手段目的化,这样就本末倒置了.真正的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

都应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在第一次执政前后,安倍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保持高速增

长.因此可以说,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非常圆满的成功.安倍指出,曾有人提

出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是一种威胁.而他认为小泉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

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并不是威胁,而是机遇.甚至他还认为,实际上,日本

经济的复苏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鉴于中日关系具有互补性,特别是经济关系密不可分.为了不破坏这种互

补性,要致力于解决政治问题.对此,安倍开出的 “药方”是 “政经分离”.他

强调不应因为政治问题而殃及经济合作,或者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利用经济手

段.应该重视并尊重相互之间的经济利益.如果能够共同坚持这一原则,就可

以制止或抑制两国关系的恶化.安倍认为,为了控制双方之间的问题,国家首

脑进行直接对话是最重要的.

在政经分离原则下,安倍的对华政策偏好体现为矛盾的两面:接触与对冲,

经济上谋求接触,安全上实施对冲,既表明具有反对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与秩

序的强烈意志与相应能力,同时又声称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之利,为此双方需

管控海空危机,加强相关对话与合作.同样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注重对中国

博弈,施加影响.日本不断渲染中国军力发展及海洋活动的所谓 “威胁性”,将

“中国以实力改变现状”这一主观论调作为其涉钓战略调整的 “合法性依据”.

实际上,其目的并非单纯防范所谓 “中国威胁”,实质是通过谋求涉钓战术优

势,确保有利于日本的战略态势.

(六)对朝政策偏好

朝鲜问题,是安倍外交的重点之一.如果没有朝鲜因素,安倍强硬的一面

就不会通过媒体的报道,让国民觉得其有 “领导力”.

其实,早在１９９３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后,安倍就曾表示要为解决绑架问题倾

５２１

①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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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能.在小泉主政时期,安倍曾推动作为国家意志不让五名 “绑架受害者”

返回朝鲜的决定,此举得到国内多数舆论的好评,认为安倍终于让日本外交有

了主动性.此次众议院大选,安倍最重要的抓手也是朝鲜问题.他曾反复表示,

日本现在面临 “国难”.

下一步,对朝鲜是继续施压,还是转而谋求对话? 安倍的基本逻辑是:(１)

虽然朝鲜今后的行动无法断言,但无论怎样,日本都应继续强烈要求其严格遵

守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得实施任何挑衅行为;(２)２０年来的历史证明,与朝

鲜之间为了对话而对话是毫无意义的.日本必须结合以往对朝外交的经验教训

来做出今后的判断;(３)必须要求朝鲜通过完全、可验证且不可逆的方式放弃

所有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计划.为此,有必要与国际社会联手,通过一切手段对

其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直至朝鲜方面提出改变政策、希望对话的请求.①

五、 东京塔与 “魔戒”

在 «通向美丽的祖国»一书中,安倍这样写道:“如果说东京塔象征着战后

复兴和物质丰富的话,虚幻的戒指则是用金钱买不到的价值的象征.”②

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迎来了自明治维新以降国家战略的再度转型,摆脱

“军国主义”的束缚,张开臂膀去 “拥抱战败”.此后,日本曾长期专注于发展

国民经济,实现了从低谷走向复兴的 “日本奇迹”.而奠定战后日本繁荣的,是

吉田茂任首相时倡导的以 “经济中心”、 “轻军备”、 “对美一边倒”为三大核心

原则的 “吉田路线” (或称 “吉田主义”),是为 “东京塔”.而充当 “反吉田”

先锋的,无疑是岸信介.其追求的主要目标,在自立的名义下,有着浓重的

“复古”成分.岸有甲级战犯嫌疑,他从本质上并不对侵略战争予以忏悔.反

而,在错误史观之下,岸急于摆脱战败格局,通过修宪强军重新壮大日本,同

时不忘唤起日本人的大国意志.岸路线,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英国作家托尔金

笔下的 “魔戒”③,既摄人心魄又能使之陷入险境.

吉田茂与岸信介,分别代表了自民党内的两大势力,前者被称为 “保守本

流”,而后者则被称为 “保守旁流”.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前者是一条 “繁荣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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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安倍晋三 「安倍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９８_abe/statement/
２０１７/１１０１kaikenhtml;安倍晋三 「第７２回国連総会 に お け る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一 般 討 論 演 説」、htＧ
tp://wwwkanteigojp/jp/９７_abe/statement/２０１７/０９２０enzetsuhtml.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文藝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２２０頁.
托尔金:«魔戒»,邓嘉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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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而后者则代表了一条 “自立路线”.这两条路线泾渭分明,但又并非完全

水火不容.关键的问题是,实现的条件! 作为亲美现实主义者的吉田茂与亲美

国家主义者的岸信介,在如何强大日本这一根本目标上,并没有本质性的差异,

所不同的是实现的途径以及对局势的判断.

目前,日本正在进行的这轮新的战略转型,始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曾根康弘

执政时期.日本开始全力谋求成为一个 “名实兼具”的大国.作为现任首相,

安倍正致力于落实 “安倍路线”.在 “安倍路线”的拥护者们看来, «旧金山和

约»的缔结,只是使日本恢复了形式上的国家主权,但战后日本的架构,宪法

自不待言,就连作为教育方针之根本的教育基本法也是美国占领时期制订的.

美国最初的意图是捆住日本的手脚,防止它东山再起、跻身列强.因此,日本

的国家框架必须要用国民自己的双手从头开始构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

独立.战后７０年,自民党作为最主要的执政党通过高速增长,出色地完成了第

一个目标———恢复经济.而国家自立目标的实现却被延迟了.①

为此,安倍提出 “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 “积极的和平主义”,致力于开展

战略性外交.为重构安保体制,日本设立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接连出台 “安

保三箭”,制定了 «特定秘密保护法».此外,日本还调整 “武器出口三原则”

为 “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接下来的最主要的政治目

标,就是修改被占领时期制订的 «日本国宪法».这一新的战略性布局,核心目

标是摆脱 “战后体制”,最终实现一个经济、外交乃至军事上 “全面正常化”的

大国日本.在具体实施时,日本尤为重视在外交与安保领域 “纠偏”.其具体目

标又可分为增强主动性外交、确保日本自身安保能力建设以及继续强化日美同

盟三个方面.日本的战略意图已较为明确,即通过战略性利用美国,积极谋求

自身崛起,提升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进而争夺东亚地区的主导权.

战后,日本从 “吉田主义”到 “安倍路线”的演变,可用下图来表示:

吉田茂岸信介

繁
荣
↓

自
立

↓
安倍晋三

(大国路线)
日本战略转型示意图

其中,作为 “保守本流”的 “吉田主义”,可用左边的线表示,而作为 “保

守旁流”的 “岸主义”,可用右边那条线表示.而 “安倍路线”,也正基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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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安倍晋三 『美しい国へ』、第２９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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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与 “自立”两条路线的重新分解与集成,是新的国家战略指南,其目标

是通往新的 “海洋国家”.这一新的国家战略形态,具有以下特质:第一,主动

回应来自外部世界的 “冲击”.安倍的政策逻辑是,日本面临的国际环境正在发

生急剧变化,其表征有美国的相对衰落、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朝核问题凸显,

更让其不能接受的是,日本面临 “和平衰落”的趋势.在日本的战略派看来,

以上因素对打造新 “海洋国家”战略既是严峻的挑战,也是难得的机遇.日本

要摆脱２０世纪的幻想主义,以２１世纪的现实主义构筑新国家战略.第二,基

于上述思考,日本要走新的大国路线.与战后以来日本自民党政权长期遵循的

以 “吉田主义”为纲的 “繁荣路线”不同,新 “海洋国家”战略构想发轫于中

曾根执政时期,与日本 “普通国家”战略的酝酿同步.但受内外形势的限制,

尚未形成 “战略—机制—行动”这一完整的体系.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交到

安倍手中.特别是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该大战略方具规模,开始进行环环相

扣的 “立体化”运作.第三,以 “新右倾”这一日本政界主流思潮为依托.对

实现大国目标而言,“新右倾”构成 “复兴”后日本的核心价值理念.作为核心

价值理念的 “新右倾”,与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 “大国化”实际上是表里一体的

关系.

在后冷战时期,面临国际秩序的变革与国家战略的深刻转型,日本正在开

足马力探索新的外交 “主体性”.

美国原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１９６２年１２月的演讲中,对英国外交的迷茫,

曾用讥讽的语调称英国失去了帝国,至今仍未能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新角色.

冷战后的日本,同样也被认为迷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①

战后日本外交,是在上述 “吉田主义”的指导下展开的.其实,早在岸信

介主政时期,日本外务省在 «我国外交的近况»的总论部分,即提出将 “以联

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相协调”、 “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作为日

本 “外交活动的三原则”.② 从历史的纵轴来看,“三原则”部分继承了战前外交

中的 “国际主义”、“亚洲主义”、“与英美合作”这三大系谱.从决策过程来看,

这也是 “官僚主导”下外务省内国际法局、北美局、亚洲太平洋局这三大主力

部队的意图.在 “外交三原则”之下,外务省又确立了日本外交的三大课题,

即 “与亚洲诸国的善邻友好”、“经济外交”及 “调整对美关系”.基于对战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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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細谷雄一 「外交の新たな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を求めて」、https://wwwnipponcom/ja/features/
c００２０１/.

外務省 「わが外交の近況」、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１９５７/s３２Ｇ１Ｇ２．htm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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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的反省,日本试图通过提出 “外交三原则”来确立战后外交的坐标.但在

“外交三原则”的理念与现实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鸿沟,日本外交逐渐沦为外

交 “一原则”,即彻底的亲美路线.①

冷战时期,作为外相的安倍晋太郎曾倡导 “开创性外交”.安倍晋三也将父

亲的这一遗产作为推动外交变革的 “原动力”之一.政权由民主党向自民党更

迭后,日本外交的首要任务被确定为超越 “外交战败”.在安倍看来,民主党执

政的三年,是 “外交战败”的三年.② 他认为,民主党之所以在外交上 “失败”,

主要是在日美关系和中日关系上栽了跟头.在对美关系上,将日美同盟与亚洲

外交等同视之,犯了大忌.在对华关系上,特别是在钓鱼岛问题上,疲于奔命.

要超越 “外交战败”,就要构筑日本外交新 “三支柱”,即强化日美同盟、加强

与周边国家关系以及推进经济外交.

与上述战略层面的变化相适应,安倍治下的 “权力形势” (powersituaＧ

tion)③ 也得以重构.人有性格,政权亦复如是.安倍的个性,是其对外政策偏

好的重要塑造因素.但更不容忽视的是,安倍所面临的权力形势,往往决定了

其对外政策偏好能否实现、实现方式以及限度.

此次大选之后,安倍领导下的自民党政权仍处于明显的强势位置,可以用

“安倍一强”来形容.所谓 “安倍一强”,有三层含义:第一,与公明党及在野

党相比,自民党总裁 “优位”;第二,政府较自民党 “优位”;第三,首相官邸

较政府内各省厅 “优位”.④

“安倍一强”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政策决定过程的进一步 “集权化”.其中,

首相及首相周边政治家、官僚的作用增大.⑤ 这就意味着,在相对稳固的 “权力

形势”中,安倍个人的因素更加突出,其个性对政策的影响也随之增大.

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安倍政权积极推进 “官邸主导”,以强有力手段实施

经济、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的变革.首相官邸对各省厅的统辖能力显著增强,

全面主导主要的政治性决策.

安倍将从日本战败到恢复形式上独立的那几年,视为束缚日本的 “诸恶之

源”.无论是修宪,还是强军,甚至是对侵略战争的态度,都与东京审判以及被

占领期美国对日本的改造相关.如欲 “摆脱战败”,就要逐一破除以上因素的束

缚,“拭去战争与占领的残渣,为新世代准备一块洁白无瑕的画布,让他们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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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勇:«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外交评论»,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６２页.
安倍晋三 『新しい国へ 美しい国へ 完全版』、文藝春秋、２０１３年、第２４６頁.
詹姆斯巴伯:«总统的性格»,第５页.
牧原出 『「安倍一強」の謎』,朝日新聞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５８頁.
竹中治堅 『二つの政権交代:政策は変わったのか』、勁草書房、２０１７年、第５８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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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受拘束地挥洒出代表自己的鲜明色彩.”①

经过明确的战略目标设定,安倍政权既要经济发展 (“繁荣路线”),更要在

外交特别是安全保障领域取得成果,意图更大程度上实现日本的自立.其基本

模式是以经济促安全,即经济发展是为了更有效地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冷战后,

在经济与安全保障二者之间,天平不断向后者倾斜.安倍时代,日本着力践行

的战略重心,毋庸置疑是安全保障.当下,随着安倍的长期执政,其所设计的

以外交与安全问题为切入口的宏大战略已在逐步落实之中,日本已推动从 “消

极的和平主义”向 “积极的和平主义”的转变.下一阶段,安倍正在迈出新的

一步,计划改变美国制定的和平宪法特别是第九条,以最终摆脱 “战后体制”

的束缚.

在具体落实 “安倍路线”时,吸取第一次执政失败的教训,现在的安倍内

阁谙熟目标管理,在节奏感拿捏方面的能力显著增强,注意灵活使用 “油门”

与 “刹车”,能够果断加速、减速.此外,不把战线拉得过长,聚焦目标,见好

就收,锁定成果.同时,在 “安倍一强”的 “权力形势”中,安倍本人意识形

态与务实主义兼具,但当两者相冲突时,务实考量居于上风,以图打开 “机遇

之窗”.② 加上已驾轻就熟的舆论操纵术,使其制造话题的能力也得以显著增强.

目前,在 “安倍路线”之下,新的战略拼图即将完成,作为现行宪法所具

有的 “和平主义”精神正面临严峻挑战.

在政界 “新右倾”主导,加之日本社会日益保守化的总体氛围下,“安倍一

强”格局仍会在一定的时期 “常态化”.以此为背景,安倍表示 “最为重要的就

是政策的落实、落实、再落实.让我们正视我国所面临的难题,共同开创日本

的未来.”③

然而,日本正在践行的 “安倍路线”,虽雄心勃勃,但同时又具有天然的

“脆弱性”.日本的总体国力已处于相对下降趋势.这也是安倍所代表的 “新右

倾”势力所不愿看到和急于改变的.因此,竭力通过振兴日本经济这一硬指标

来扭转颓势,以利强军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能力.同时,日本已将中国

的崛起给世界体系带来的影响作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在美国相对衰落、可能

忽视甚至无视日本的情况之下,特别是当诸如朝核问题愈演愈烈之时,日本势

必在安全上做出更大、更为自主的选择.目前,日本已逐步走上前台,在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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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冈崎久彦:«日本外交史话»,张泽仪译,玉山社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台湾),２００９年,
第２９６页.

东京大学教授松田康博语,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４日.
安倍晋三 「第百 九 十 五 回 国 会 に お け る 安 倍 内 閣 総 理 大 臣 所 信 表 明 演 説」、http://www．

kanteigojp/jp/９８_abe/statement２/２０１７１１１７shoshinhyomei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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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广泛讨论的 “强军论”甚至是 “拥核论”就是代表性例证.

以政治为业的人,大多想在有生之年成就一番事业,甚至身后名存青史.

作为通过长期执政逐步创造日本政坛 “神话”的首相,致力于做一个更加 “伟

大的领导者”,已经成为安倍执政的核心驱动力之一.安倍究竟会把日本引向何

方? 后人将对其如何评价? 也许,这将由历史来最终评说.

概而言之,安倍,既有 “鸷”强硬的一面,又具务实的另一面.通过长期

执政,正带领日本 “摆脱战败”,打造一个新生的日本.在这一历史时期,国际

社会应保持足够的警惕.明治维新后,尽管 “对外协调”的思想与主张曾在一

定程度上发挥作用,但随着军国主义势力的发展,日本最终走上了对外侵略扩

张的不归之路.这一 “前车之鉴”足以令人深思.对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日

本的最终失败,在岸信介及安倍心底,被认为有着莫名的 “怨恨之情”(ressenＧ

timent)①.这一深埋于心的底层认知,值得关注与研究.在警惕日本的同时,我

们反而要更加重视日本,即使是当前日本 “地盘沉下”之时.翻开世界地图,

日本比英国的国土面积还大,人口也更甚一筹.更为重要的是,从明治维新以

来,日本的大国意志一直未曾泯灭,即使是在 “吉田主义”得到切实执行的时

期,在吉田茂看来,待日本经济实力强大之时,强军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

当今之世界和中国面临安倍这样一位既有大国 “抱负”,又独具个性、长期执政

的首相,与其 “戏说”、“标签化”,莫若正视,对其本人及所处的时代进行全面

的研究.

当前,中日关系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历史关头,短期呈现向好之势.

这一局面得来不易,自当珍惜.中日两国既要正视历史,也要面向未来.既要

恪守原则,也要积累互信.通过不断加强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而面对日本正

在发生的这场深刻的战略与体制转型,当代的日本政治外交研究又应秉持何种

精神? 我们要对政治中的人性,其本质的深邃的洞察力以及伴随政治权力所带

来的危险保持敏锐的警惕性②,更要对防范和遏制 “恶”的国际力量、制度、规

范和价值原则进行深入的探究.惟其如此,从根本上回答上述问题,也许才是

值得我们自觉认知且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责任编辑:陈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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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添谷芳秀 『安全保障を問いなおす:「九条—安保体制」を越えて』、NHK出版、２０１６年、第１９
頁.

相关内容参见加藤节:«政治与人»,唐士其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