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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安全政策取向及对东北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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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及政策走向，已成为影响东亚和平稳定及地区安全环境的不确定因素。

“新安保法”已成为日本实现全球性安全战略意图的依据，以激化钓鱼岛及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正
当海洋维权；依托日美同盟机制，借东盟峰会设定海洋安全议题，刻意曲解中国的海洋维权活动，
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
，构想基于价值观的安全合作机制，推动“印太”战略理念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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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日本在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扩大东亚地区安全问题篇幅，明确对于朝
鲜半岛问题的施压力度，渲染“中国威胁”，扩大钓鱼岛、东海和南海问题事态，强化日本安全政策的
针对性攻势。日本安全政策的指向性调整，进一步恶化了中日关系及周边安全环境，增大了东亚各
国涉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等问题的处理难度，给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不确定性因素。
日本为了增强在亚太乃至全球的影响力和支配力，提出从“岛国”走向“海洋国家”的国家发展构
想。为了落实这一战略意图，日本在通过《海洋基本法》《海洋基本计划》的基础上，以落实海洋
权益的名义，开展全方位的战略性外交，构建全球性海洋国家联盟，力图实现日本海洋安全战略的
实质性飞跃。日本的安全战略调整必然会反映在具体的安全政策实施之中。安倍晋三2017年初在国
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从日本海到东海、南海，地区形势逐渐紧张，围绕我国的安全保障环
境日趋严峻”。日本要“与共同拥有自由、民主主义、人权、法治等基本价值观的国家保持合作。同东
盟、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携手，切实确保从亚洲、环太平洋地区到印度洋之间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1]

安倍的上述执政理念就是要通过相关安全合作机制，以日美同盟为基础，整合亚太及全球具有相同
价值观的相关国家，扩大日本参与东亚国际事务的影响力。日本外交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对外关系的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方向为日本政治、日
本外交政策与中日关系。主要著作有《冷战后日本的总体保守化》《日本与朝核危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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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课题而展开，特朗普执政后，安倍即与其

“存亡危机事态”三个方面安全问题，涉及日本最

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向国际社会展现了日

高决策者主导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如何判断、

美“牢固而紧密的同盟关系”，进一步明确日美

解释和应对日本未来在可能的冲突及战争中行

同盟的指向性和针对性。特别是，安倍提出“印

使集体自卫权的具体问题。具体来说，所谓“灰

度洋太平洋战略”构想，设置了一个体现日本作

色地带状态”即介于和平状态与武力冲突之间的

为亚洲代表且具有主导性的议题，将朝鲜半岛

事态，在未达到武力攻击的状况下，当日本的

安 全 问 题 及 中 国 海 洋 维 权 活 动 作 为国际安全保

警察力量无力或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之时，就可

障问题提出，继续渲染东亚地区安全环境的复

出动自卫队加以应对。其表面上是要保卫日本

杂性。

“西南诸岛”，实则针对中国的钓鱼岛及其附近海
域的事态发展，直接指向与中国的领土主权及

“新安保法”实施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点

海洋权益争端问题。所谓“重要影响事态”，是指
“若置之不理则可能导致对日本的直接武力攻击

如今日本的安全政策已完全背离战后奉行

等情况、给日本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响的

的“专守防卫”理念。随着“安全保障相关法”的生

事态”。 日本已将应对朝鲜半岛发生突发事态

效，使得自卫队违反“和平宪法”的海外动武成为

的《周边事态法》（1999年）更名为《重要影

可能。对此，安倍首相宣称：“我们的自卫队将

响事态法》，这使得日本安全保障范围现在应

在积极和平主义的旗帜下，为世界和平做出较以

对范围已远远突破周边地理范围的限制。所谓

往更多的贡献 。 和 平 安 全 法 制 ， 获 得 了 来 自 世

的“存亡危机事态”，是指“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

界的支持和高度评价。对其贴上‘战争法案’标签

家受到武力攻击，日本的生存亦处于明显危险

等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这就是最好的佐证”。

境地，且民众生存、幸福与自由权利受到威胁”

“现在已不是任何国家仅依靠一国之力就能守卫

之时，日本可行使武力予以还击。这就是说，

和平的时代了。为本国防卫目的而允许行使部

日本已经改变二战战败以来的“专守防卫”安全政

分集体自卫权等，使无疏漏应对成为可能，并

策，变成可以依据“同盟国及与日本安全密切相

提高威慑力。” 这样的言论表明，安倍政府以

关的国家受到攻击时，并危及到日本国家安全

和平主义的旗号，在继续强化日美军事同盟，

的状况”发动主动性武力还击。上述三种事态实

行使海外集体自卫权，借此增强日本自卫队的

的“判断”已成为自卫队恃机发起武力攻击与行使

军事实力，以一贯的“中国威胁论”渲染东亚周边

集体自卫权的国内法依据，极具引发战争的危

紧张局势，力求在海洋战略层面遏制中国海洋

险性。以日本自卫队旨在就“尚未与他国处于战

维权。日本“新安保法”及其安保法制的全面铺

争状态、但仅靠警察与海上保安厅 （ 人 员 ） 难

开，成为自卫队海外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制化

以应对‘灰色地带’事态进行合作”的演习为例，

依据，是战后以来日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质

虽然对外宣称日本警察、海上保安厅与自卫队

的变化，将对亚太及全球安全环境及秩序产生

联合训练演习“不针对特定国家和地点”，但显然

重大影响。

是针对钓鱼岛这样的所谓“离岛”。在日本警察、

[2]

[3]

[4]

从“新安保法”通过的政治目的来看，就是力

海上保安厅和海上自卫队联合训练的同时，日

求实现从“解禁集体自卫权”到“修宪”的构想，为

本自卫队与美军多次在冲绳本岛周边海域实施

自卫队海外动武制造法律依据。日本新“安保法”

设想发生“重要影响事态”的联合训练。这种演习

重点在于应对“灰色地带事态”“重要影响事态”和

是具体落实日本安全政策的具体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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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安保法”的成立，日本与美国、澳

击，预计朝鲜军队将对驻韩美军基地实施反击

大利亚、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印度等

等。若该情况被认定为“重要影响事态”，日本就

国基于新安保政策的海洋安全合作陡然增强，

能实施向美国军机提供燃料补给等后方支援。若

以维护海上通道为由，与南海声索国加强海洋

朝鲜的军事行动升级，成为“存亡危机事态”，日

安全合作，深化日美同盟的海洋合作力度。安

本就能派遣护卫舰对美国军舰实施防护等。若出

倍将东南亚、南亚一些国家作为“战略性国际防

现“武力攻击事态”，日本就能够发出“防卫出动”

卫合作”政策的重要环节，遏制中国的正当海洋

命令。日本政府将根据不同“事态”，梳理美军与

维权。譬如，日本与菲律宾于2017年3月27日

自卫队共同应对的动作等，谋求在政府内部实现

就提供2架海上自卫队训练机“TC-90”完成租借

共享。

[5]

移交，此举意在帮助菲律宾军队提高警备能力

可见，安倍政府以“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法

以对付中国在南海的海洋维权活动。双方还谋

制化，事实上已使得日本海上力量脱离了“专

求扩大日本海上自卫队与菲律宾海军的联合训

守防卫”，这意味着自卫队随时可能“依法”海外

练，旨在为针对中国海洋维权而加强与菲律宾等

动武。

南海声索国的密切合作，提高这些国家的海洋警
备及应对能力。

日美同盟的对华指向性及其影响

以朝鲜的核与弹道导弹开发以及中国的海洋

42

活动为借口，日本自卫队基于“安全保障相关法”

日本基于“新安保法”在美日同盟内行使集体

实施突破“专守防卫”的进攻性政策。一是自卫队

自卫权的对华意向日益突出。特朗普执政后，美

实施保护美军舰 艇 在 内 的 “ 武 器 等 防 护 ” 。 设 想

日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得到进一步确认。安倍和特

以美军舰船为主的保护，因此也被称为“美舰防

朗普确认钓鱼岛问题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

护”。也就是说，海上自卫队将防护对象扩大

第五条的意向，进一步明确了美日两国政府通

至正在进行所谓“保卫日本”的美军舰艇。这种

过盟约应对中国的军事合作关系，也表明了“日

设想是从平时到对日本和平与安全造成重要影

美同盟”针对中国的指向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响的“重要影响事态”的多种情况下展开的。这

对此多次明确表示，“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安

就意味着日本可出动自卫队护卫舰随同美国航

排，我们坚决反对利用这一同盟损害第三方利

母战斗群进入到日本海，实施对朝鲜军事攻击

益”。 中方要求日方信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

的战斗部署。二是为防备朝鲜半岛因朝鲜问题

神，不要在非法“国有化”钓鱼岛的道路上越走越

发生军事冲突，日本政府已开始探讨构建有关

远。可以说，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行动，严重

自 卫 队 应 对 举措的情景模拟。主导该工作的是

破坏了中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了东亚安全

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指挥部“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环境。

[6]

（NSC），其根据“安全保障相关法”，按“事态”

首先，日美通过修改《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

不同，分别讨论与美军的合作以及自卫队的具体

定》（ACSA）深化双边同盟机制。日本可以行

应对措施。并设想了包括美军先发制人攻击朝

使集体自卫权的“新安保法”实施，为日美强化同

鲜、朝鲜军队进攻韩国、两军出现偶发性冲突、

盟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2017年4月，经修改后

朝鲜导弹落入日本等情况的应对。

的日美《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在日本参院全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对于朝鲜半岛事态

体会议上以执政党等多数赞成通过获批。其主要

进行了三种事态设想：若美军先发制人发动攻

内容为扩大自卫队对美军的后方支援，以加强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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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同盟关系。基于新安保相关法，在原先的“战斗

建设性作用。在特朗普上台后，日本等美国亚洲

区域”提供弹药将成为可能。修订版日美《物资

盟国十分担心特朗普总统会放弃奥巴马执政时的

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规定，即使是包括可能发

“亚太再平衡战略”路线。安倍不失时机要求特朗

生战斗场所在内的“战斗区域”，除正发生战斗行

普总统继续介入亚太地区事务，以日美同盟共

为的“战场”外，自卫队可向美军提供物资。物资

同应对中国的“频繁海洋活动”。他希望与特朗

包括弹药等作战装备。这相比原先仅限于“非战

普总统共同应对亚洲安全环境的变化，进一步

斗区域”的旧协定有了大幅调整和修改。此前若

强化日美同盟关系，“要与加强海洋活动的中国

日本没有受到直接攻击或没有达到预计会受到

抗衡”，强调美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不可或

攻击的情况下，不允许提供物资。修订版日美

缺。为了化解日本对美国亚太政策持续性的疑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中所谓“战斗区域”

虑，特朗普及时表明了日本对于美国维护自身

后方支援是指，若日本政府判断“关系密切的其

亚太利益的重要性。安倍进一步强调：“维护东

他国家受到攻击、陷入日本存亡受到威胁的事

海、南海、印度洋的航行自由，反对单方面改

态”等情况下，可向美军提供物资。该修订版协

变现状，遵循国际准则至关重要。”并主张日美

定生效后，日本政府可在不制定新法律的情况

同盟应针对中国海洋维权采取强有力的安保合

下，对美国舰船及正在准备进攻的美军战斗机

作措施加以应对。

供油。 也就是说，在新安保法施行后，针对
[7]

朝鲜半岛问题及东亚安全环境的恶化，甚至发生
“战斗区域”的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以给介入作

日本在东亚构建“安全合作机制”的目的

战的同盟国或“与日本安全相关的”国家提供弹药

及特点

等战事物资支援。
其次，美日同盟的对华指向性，严重破坏

安倍晋三上台伊始就表示日本外交政策的

了中美、中日关系，恶化了东亚和平稳定的安全

要务就是扩大本国的战略范围。针对中国的海

环境。安倍以防范中国军事崛起为借口，强调日

洋维权活动，他构想日本、印度、澳大利亚、

美同盟的针对性。强调《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

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应该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

5条中已写明，“各缔约国宣布在处于日本施政之

（democratic security diamond）”，“以保卫从印

下的领域，对任何一方的武力攻击会被认为危及

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接着，安倍宣

本国的和平与安全，将依照本国宪法上的规定和

称：“在开放的海洋之下，世界最大的海洋国家

程序，为应对共同的危险而采取行动”。 为此，

美国与亚洲最大的海洋民主主义国家日本成为

日美通过不断渲染“中国威胁论”，确认《日美安

伙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需要不断强化这种

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问题。特别是，安

关系。” 安倍力图依托美日同盟，整合所谓价

倍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为由，要求美国保持既往

值观相同的国家，构建全球性海洋民主国家联

亚太战略的可连续性，力图将钓鱼岛适用于日

盟，为推进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目标

美安保条约第五条落到实处，并体现在美国防

创造条件。

[8]

[9]

卫日本安全的实际行动上。在2017年5月举行的

首先，安倍提出构建“海洋民主国家联盟”

中日第四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上，中国国务委员

构想，是日本“价值观外交”的目的所在。日本

杨洁篪强调，中日希望日方在南海问题上谨言

以维护“亚太及世界和平和经济繁荣共同目标”的

慎行，为地区有关国家妥善处理有关问题发挥

名义，积极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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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联盟及政治和安全机制。在安倍看来，日本必

共同应对东亚安全问题。日本以亚太地区的和平

须要成为一个规则推动者、公共资源捍卫者以及

与稳定为口号，积极构建日澳双边安全合作关

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有效盟国和合作伙伴。为此，

系。针对朝鲜半岛问题以及中国崛起，日澳两国

安倍通过价值观外交，呼吁“拥有自由、民主、基

作为美国的同盟国，积极响应美国的亚太战略，

本人权、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国际合

一致认同美国对亚太地 区 的 参 与 不 可 或 缺 性 。

作，强调“海洋民主国家”结盟是亚太乃至全球“安

安倍希望同澳大利亚共同努力，力促美国不要

全和稳定的核心支柱”。

减弱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度。双方确认以日

其次，日本通过外长防长磋商（2＋2）机

美、美澳同盟为基轴，加强三国针对东亚安全

制与法英澳等国强化双边防务及安全合作，着手

问题的意见沟通。同时，日澳两国加快构建“准

构建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海洋民主国家联盟”。

军事同盟关系”，签署了让提供弹药成为可能的

2017年初，日本和法国举行外长防长磋商，双方

《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ACSA）修改版，

一致认为，考虑到中国加强海洋活动的东海和南

推进了双边防务合作深度。双方确认将进一步

海局势，基于“法治”原则和平解决纷争是不可或

深化“特别战略伙伴关系”，就南海问题以及朝

缺的。并确认在亚太地区安全领域及防卫装备相

鲜核与导弹等问题加强安全合作。伴随日本安

关技术方面加强合作，加快签署日本自卫队与法

全保障相关法的施行，自卫队海外活动范围进

军进行物资和劳务相互融通的《物资劳务相互提

一步扩大，因此日澳通过签署《物资劳务相互

供协定》（ACSA）的进度。日本的目的在于与

提供协定》修改版，强化防务合作磋商机制，

在南太平洋法属波利尼亚和新喀里多尼亚拥有基

已缔结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旨在共同演习顺畅

地的法国加强合作，从而制衡中国。日本防卫相

化的协定。显然，日本力图借此开展价值观外

稻田朋美称：“法国是在亚太地区也拥有领土的太

交，拉拢和统合欧美国家，共同构建“海洋民主

平洋国家。加强日法关系的必要性正在提高。”她

国家联盟”。

妄称中国加强海洋维权行动“是国际社会共同的关

再次，日本在亚太地区层面加强与“日本安

切事项”。 希望通过与法国合作牵制中国的海洋

全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根据新的“安全保障

维权活动。

相关法”相关条款，日本要在日美同盟的基础上，

[10]

对日本而言，英国是欧洲防卫合作最紧密的

进一步加强与“日本安全相关”东亚国家进行防卫

国家。日英两国政府2017年初缔结了自卫队与英

及安全合作交流。日本常常以“亚洲优等生”的身

军进行食品与燃料等物资、运输与修理等劳务相

份，力求掌控东亚事务的话语权乃至主导权。安

互融通的《物资劳务相互提供协定》。该协定日

倍执政以来非常重视东盟，积极主动提升与东盟

英将运用于联合训练、灾害处理、联合国维和行

各国关系，以期纳入日美同盟为主导的亚太地区

动（PKO）等方面，同时也适用于国外发生紧

安全框架。日本不断渲染“南海问题”，千方百计

急事态时，保护和运送本国国民等情况。2017

割裂、离间中国与东亚国家间关系，希望同南海

年4月安倍首相到访英国，与特雷莎·梅首相就实

声索国加强海洋安全合作，遏制“海洋活动渐趋活

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确保“自由

跃的中国”。

航行”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并协商了日本自卫队

日本以“维护海洋权益和航行自由”的借口，

和英国军队的联合训练及防卫装备的研究等安全

倡导所谓基于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理念，力图在

合作项目。

炒作南海问题的大背景下形成对华包围圈。日本

日本还力图与澳大利亚构建“准同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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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将东南亚的南海声索国作为“战略性国际防

卫合作”的重要环节之一，帮助其提升海上安全

以来，显著加强日本防卫实力，尤其是突出面向

能力建设，成立专门机构为南海声索国提供人员

中国的日本西南方防卫政策力度。2018年3月20

培训，向合作对象国提供防卫装备，等等。日本

日，鉴于自民党通过了为制定新防卫力建设指针

海上保安厅从2017年度起致力于帮助东南亚国家

《防卫计划大纲》的建议，日本政府加快讨论引

提升海上安全机构的能力。已成立专门负责支援

进可短距离起飞的最尖端隐形战机F-35B。考虑

及人才交流的新组织，扩大参加在日本国内进行

到搭载F-35B，政府还将把护卫舰“出云”号改装

的实务培训的对象国范围，并通过举办国际研讨

为事实上的航母纳入视野。计划在防卫大纲等中

会等加强合作关系。在日本防卫部门看来，为了

反映相关内容。显然搭载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应对海洋事故、灾害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维权活动

战机的航母化构想超出了日本防卫基本方针“专

等问题，共享维护所谓“法律原则的海洋秩序”，

守防卫”的范畴。自民党的建议主旨中提出部署

日本与东南亚各国完善海上安全合作机制十分必

F-35B以加强防空战力。由于其在跑道较短的机

要。2017年8月，河野太郎外相对外宣布，为帮

场也能起降，还考虑用于包含钓鱼岛在内的南西

助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沿岸国家在海洋安全保障领

诸岛防卫。

[12]

域提升应对能力，日本将从2017年到2019年的3

基于放大中国东海和南海海洋维权的目的，

年间提供约5亿美元援助，以提供巡逻船、防卫

安倍首相在2018年3月出席日本海上保安学校毕

装备品及人才培养为主，进一步推进与东南亚各

业典礼时，就应对中国巡航钓鱼岛一事强调：“不

国安保和防卫合作。

允许制造实际控制的既成事实。”尽管他使用了

加强与地处海上通道要冲、经济持续增长的

“外国公务船”一词，没有点名中国。

[13]

但此举旨

东南亚国家关系，刻意将东亚系列峰会的议题引

在以“中国威胁论”提高海上保安人员针对中国海

到南海问题上来，成为日本遏制中国的战略性外

洋维权的“士气”。以强化南西列岛防御能力的名

交选项。

义，日本防卫省在距离钓鱼岛最近的与那国岛部

总之，在强化日美同盟的情况下，日本希望

署陆上自卫队沿岸监视部队，使用雷达对附近活

加大与美国以外的各国之间的防务合作，应对中

动的过往船只飞机进行监控。日本不断强化“西南

国的军事实力增长与朝鲜核导开发等安保环境的

地区”岛屿的军事能力，正在冲绳县宫古、石垣

变化。

两岛和鹿儿岛县奄美大岛推进部署陆上自卫队的
计划，以强化西南列岛及海域的防卫力。2018年

以钓鱼岛、东海问题遏制中国海洋维权

3月27日，负责日本陆上自卫队部队统一运用的
“陆上总队”和防卫离岛的专门部队“水陆机动团”

安倍等外交决策者力图将南海、东海及钓鱼

成立。这是1954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成立以来最大

岛问题作为对华海权攻势的切入点，频频激化中

一次组织改编，意在统一指挥命令系统并强化南

日海洋权益之争，不断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

西诸岛的防卫能力。其中，水陆机动团以长崎县

论”。安倍再次执政以来，钓鱼岛问题引发中日冲

佐世保市相浦驻地的西部方面军普通科连队为中

突的潜在危险在增大。

这样的事态已成为日本

心成立，约为2100人。该团作为陆上总队的直辖

行使集体自卫权、突破现行“和平宪法”第九条的

部队，负责钓鱼岛等南西诸岛离岛“被占据时”的

主要借口。

夺回作战。

[11]

[14]

首先，日本不断强化包括中国钓鱼岛在内

其次，日本妄言中国军力发展是针对“领土

的所谓西南列岛的防卫力量。安倍第二次执政

问题”。日本防卫省智库发表的《中国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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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称，中国快速推进国产航母建造，是“试

半岛危机，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制造国内外

图在领土问题上继续强化存在感”。这可能导致

舆 论 氛 围 ， 导 致 东 亚 安 全 局 势 进 一 步 复 杂化和

在东亚范围内的“美中紧张局势升级”，形成地

尖锐化。

区紧张局势。

[15]

这显然是希望美国加强介入钓

鱼岛、东海及南海问题的力度，遏制中国。近

注释

年来，日本年度《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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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Security Policy and Its Impact on Northeast Asia
Lv Yaodong

Abstract: The adjustment of 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and its policy orientation has become the uncertain factor affec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East Asia and the regional security environment. The "New Security Law" has become the basis for Japan's realization
of its global security strategic intent, so as to intensify the Diaoyu Islands and East China Sea issues and stop China from defending
its sea rights. Relying on the Japan-US alliance mechanism, Japan brought up the maritime security issue through the ASEAN
Summit; deliberately misinterpreted China’s protection of its maritime rights; actively spread the "China threat theory"; conceived a
value-based security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ried to put into practice the "India-Pacific" strategy.
Keywords: Japan, US-Japan Alliance, Korean Peninsula,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dia-Pacific"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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