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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18 年 9 月，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提出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在此后的施

政演说中表明决心开展和调整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这是其从“远交近攻”到“重视近邻”的外交转向。

当前，中日关系已重回轨道，日韩也早已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因此“战后外交总决算”的重点内容是

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和日朝关系。安倍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新趋向展现出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策略，

意在摆脱在东北亚地区的孤立困境，摆脱战后体制，增加外交回旋余地。但安倍要想达成“战后外交总

决算”目标绝非易事，不仅面临国内外压力，与东北亚邻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也难以解决，缺乏具体可

实施的具体路径，要想真正彻底清算战后外交，关键在于其能否从世界大格局的高度处理与邻国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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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提出

2018 年 9 月，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安倍提出

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同年 10 月，安倍在

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表达了开展“战后外交总决

算”的决心，表示要将与俄解决“北方领土”问

题，开创“日俄新时代”；与中国强调要积极开展

首脑互访，将中日关系推向新阶段。2019 年 1 月

1 日，安倍发表新年感言，列举美朝首脑会谈、日

俄和平条约谈判和中日关系新时代的到来等外交

情势，称“在迎来巨大转机的情况下将果断推进

日本外交总决算，2019 年日本将闪耀全球”。
[1]

2019 年 1 月 28 日，安倍发表内阁总理大臣施

政演说，计划在 2019 年完成“俯瞰地球仪外交”，

进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和开展“新时期近邻外

交”，大篇幅涉及包括中日关系、朝核问题和日俄

关系等周边外交。安倍重新审视近年来国际和国

内形势的变化，尝试升级和转变外交思路，将调

整周边关系纳入战略视野，积极融入东北亚双边

和多边外交。安倍表示，中日关系已经重回正常

轨道，两国已经“化竞争为协调” “成为合作伙伴

而非威胁”“共同推进自由公平的贸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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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今后要在上述三原则的基础上，通过不同领

域不同层次的民间交流，把中日关系提升到新阶

段。对于日俄关系，安倍表示，要加强日俄民间

的信任和友谊，争取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平条

约；领土问题自战后以来已经存在了 70 多年，与

普京已经达成共识，并不希望推迟到下一代去解

决；今后将加强首脑间互信，以 1956 年联合宣言

为基础加快交涉谈判进度。对于日朝关系，安倍

表示要打破两国间相互不信任的外壳，自己将直

接面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不放弃任何改善

日朝关系的机会果断采取实际行动，力图实现两

国的外交正常化。
[3]

2019 年 4 月 23 日， 日 本 发 布 的 2019 年《外

交蓝皮书》进一步明确了“战后外交总决算”的

具体内容与基本态度，对东北亚邻国的态度有明

显软化。关于中日关系，《外交蓝皮书》增加了

“从大局观点来看，与中国构建稳定的关系是非常

重要的”“日中关系进入正常轨道，进入以发展作

为目标阶段的一年”等内容。在朝鲜半岛局势方

面，为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和推动日朝关系

正常化，日本删除了“对朝鲜施加最大压力”的

强硬表述，不再提及朝鲜“构成重大迫切威胁”，

提出“国际社会应团结一致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

进程”；关于日俄关系，为了不刺激俄罗斯，在

《外交蓝皮书》中不再沿袭“北方领土归属日本”

的说法，这反映出日本积极改善对俄、对朝外交

决心。
[4]

《外交蓝皮书》作为日本外交战略的纲领性文

件，从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日本未来外交战略

的重点在于改善与俄罗斯和朝鲜的关系，指明了

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具体方式。

从几次安倍关于“战后外交总决算”的讲话

中可以看出，“战后外交总决算”其实质是摆脱战

后体制，重新调整和改善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

因中日关系已重回轨道，其核心内容是日俄和日

朝关系，安倍试图通过加强中日、日俄、日朝等

首脑外交解决相互间存在的领土及历史问题。“战

后外交总决算”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曾根康弘提

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一脉相承，都是要清算

战后以来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追求政治大国目标，

提高日本国际地位。摆脱战后体制一直是日本保

守政治家的诉求和目标，中曾根康弘提出的“战

后政治总决算”，开启了“战后总决算”的历史进

程，安倍再次执政后加速摆脱战后体制的步伐，

力求在“摆脱战后体制”这一重大历史性难题上

取得实质性突破，彻底告别战后体制。

二、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动因

安倍第二次上台后，提出了“俯瞰地球仪外

交”，开展全方位多边型外交布局，但实际效果不

彰。安倍提出的“俯瞰地球仪外交”寄希望于发

达国家，却舍本逐末忽视了对日本最重要的邻国，

与周边国家僵持不下，“以邻为壑”的外交布局难

以获取国内民意支持。为了摆脱在东北亚的孤立

境地，改善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安倍提出了力

图摆脱战后体制的“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但

实际上是，安倍基于国际环境和地区形势的变化

作出现实和实用主义策略调整，以增加自身外交

回旋余地。

（一）力图摆脱战后体制

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算”，其实质是通过

渐进方式摆脱战后体制。战后体制是第二次世界

大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占领期间，在美国主导下建

立起的“宪法体制”“日美安保体制”和“旧金山

体制”。但随着战后经济的增长，日本国内统治阶

级开始谋求独立和追求政治大国地位。自民党成

立之初就把修改宪法作为“党是”并写入党纲之

中。摆脱战后体制不仅是自民党的战略目标，也

是安倍对外战略设计的前提和目标。二战后，日

本国内保守势力三次挑战战后秩序，第一次发起

挑战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围绕和平宪法和《日美安

保条约》展开的，结果遭到了国内民众和护宪派

的强烈抵制；第二次挑战是中曾根康弘时期提出

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否定战后政治，追求与经

济相适应的政治大国目标；
[5]

而安倍时期的“战后

外交总决算”达到摆脱战后体制的顶峰，不仅修

改宪法、歪曲侵略历史，更全面否定战后发展道

路，试图彻底清算战后体制。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

在政治、外交、安全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安倍

把摆脱战后体制为己任，不管是提出所谓“积极

和平主义” “价值观外交” “俯瞰地球仪外交”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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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外交总决算”，其一切外交行为都立足与战

后体制切割，妄图挑战战后秩序。在处理与邻国

关系上，安倍力图解决包括与东北亚邻国领土争

端、战后赔偿等战后尚未彻底解决的问题，彻底

结束“战后时代”，结束对二战历史的外交争论。

长期以来，日本一直坚持以《旧金山条约》作为

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基础，但该条约仅仅是日本

与所谓“民主阵营”国家间签订的片面媾和条约，

并没有结束日本和亚洲邻国的战争状态，也没有

解决领土划分问题，战后处理还未完结。在日韩

关系上“慰安妇”纠纷悬而未决，强征韩国劳工

问题也并未得到妥善处理。同时，在与朝鲜关系

上，朝鲜绑架人质问题一直制约日朝关系正常化

进程。这些历史遗留问题阻碍了日本与东北亚邻

国之间的和解进程。因此，改善中日关系、解决

日俄领土问题、实现日朝关系正常化成为安倍外

交的重中之重。

“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安倍在外交层面试图

摆脱战后体制的途径，但是抛开日美同盟和历史

问题谈清算战后历史本身就是悖论。安倍试图在

“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下开启“新时期近邻外

交”，这一外交路线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中日关系虽然已重回正常轨道，但仍存在结构性

矛盾，日俄、日朝关系因领土和历史问题也难以

推进。

（二）摆脱地缘关系中被孤立的状态

首先，安倍执政后寄希望于发达国家，高调

推行“俯瞰地球仪外交”，对包括中国在内的近邻

视而不见，舍本逐末，从而使日本在东北亚地区

陷入孤立境地。日本地处东北亚，该地区是日本

争取“正常化国家”的地缘政治基础。但在对朝

政策上，安倍外交政策固化缺乏弹性，此前一直

向朝鲜施加最大限度的压力，在朝鲜绑架人质问

题上态度强硬，导致日本外交陷入被动。近几年

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了一系列积极变化。在朝

鲜的主动努力下，南北关系出现改善，南北和朝

美会晤顺利进行，韩朝、中朝、美朝、俄朝双边

关系相继出现缓和，日本貌似被置于东北亚“大

变局”之外，陷入被动与尴尬的境地。同时，日

本还担心美朝对话会削弱日美同盟，使日本在朝

鲜半岛上被忽略。为避免日本被抛在对朝鲜半岛

国际博弈之外，安倍曾多次表示希望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会面，但一直无缘半岛事务。而“战后外交总

决算”的重点在于改善与东北亚邻国的关系，解决

绑架人质问题和朝核问题。

其次，为应对“特朗普冲击”，安倍试图以强

化周边为立足点搞“避免风险的平衡外交”，以增

加回旋空间。特朗普上台后国际贸易环境发生巨

变，本国优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对日本

经济带来严重冲击，日美在贸易和安全问题上的分

歧凸显。美国持续向日本施压，要求其削减对美

贸易顺差，进一步开放日本国内市场，大幅度削减

对美出口盈余，2018 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比上年

减少 8.1%。
[6]

受特朗普保护贸易政策打击的影响，

日本民众对日美关系的看法也大幅恶化。2018 年

11 月 26 日至 12 月 3 日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只有 39% 的民众认为日美关系良好，这是

自 2000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此外，安倍再次执政

后推行“安倍经济学”，虽然经济有所增长，但国

内通货紧缩现象一直难以消除，内需难以刺激经济

增长，财政长期赤字。

面对国内外压力，安倍欲在大国间寻求平衡外

交，为自己的经济和安全空间创造机会。安倍自

2012 年上台以来全方位开展首脑外交，至 2018 年

末出访次数 73 次，创造了战后日本首相出访之最，

但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日美关系有很大的不确定

性，未来通过强化日美同盟获得国内政治红利的空

间不大，与美交好并未使日本免受美国的经济打

压。安倍提出“外交总决算”，改善与邻国的关系，

本质上是“避险平衡外交”，在美国和周边邻国之

间寻求平衡。安倍如果能够改善与中国、俄罗斯和

朝鲜等邻国的关系，不仅将有助于改变日本在东北

亚地区“麻烦制造者”的形象，还可以扭转其在地

区合作中的被动局面。

（三）基于实用主义外交战略的调整

安倍在东北亚地区的外交新趋向展现出现实主

义和实用主义策略，是针对国际环境的变化所作的

机会主义式的调整。冷战后，日本一直将中国、俄

罗斯和朝鲜视为威胁。进入 21 世纪后，东亚地区

一方面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和新的权力中心，

另一方面也成为大国间“博弈场”。尤其在 2010 年

中日经济规模发生逆转后，日本“不适应感”不断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的提出、动因及挑战



19日本研究·2019 年第 2 期

上升，国内“中国威胁论”盛行。安倍试图以日

美同盟为基轴，以价值观理念为支撑，打造一个

与日本具有同样价值观的多边灵活外交格局，从

而达成遏制、孤立中国的战略目标。 “战后外交总

决算”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日本政府地缘战略的

转向，安倍一方面仍然与美澳印海洋国家结成联

盟，另一方面对与中俄等大陆国家采取对话与遏

制“两面下注”的战略。安倍提出的“战后外交

总决算”，更多是为避免在东北亚陷入孤立的有限

度策略性调整，并不会带来其外交政策的实质性

改变。作为现实主义保守派，安倍政权本质上与

包括中国、韩国、俄罗斯、朝鲜在内的东亚邻国

存在价值冲突，其在历史问题上的动向是基于国

家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而作出策略性调整。

据 2017 年 12 月 19 日日媒发布的全国民调显

示，对安倍晋三再次执政后的政绩进行评价，最

后 结 果 为 5.2 分（总 分 10 分 ），“修 宪 ” 和“核

电”拉低了得分。
[7]

安倍力争在其任期内能在政

治、外交、经济等多领域实现突破。“安倍经济学”

虽然使日本经济有了明显改观，但经济改革留下

的债务危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

国内对其评价毁誉参半。此外，安倍执政成果乏

善可陈，想要在剩余任期内留下政绩，迫切需要

在外交方面作出成绩。因此，在外交上安倍如果

能实现日俄和日朝关系的突破，无疑是重大的外

交遗产。

三、“战后外交总决算”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在安倍看来，中日关系已回正常化轨道，这

是“战后外交总决算”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他重

点内容主要在于解决日俄领土问题和实现日朝关

系正常化。在 2019 年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日本政府

去掉了“北方四岛归属于日本”的表述，也删除

了针对朝核问题“将给与其最大限度的压力”“前

所未有的重大且迫切的威胁”等措辞，对俄、朝

政策出现明显缓和。安倍首相明确表示力争今年

与俄谈妥移交两岛，试图把与俄领土谈判和签订

和平条约作为“战后外交总决算”的政治遗产。

但能否在“战后外交总决算”口号下推动包括日

俄和日朝关系取得实质性进展，安倍的“战后外

交总决算”能否取得成效，关键在于其能否从世

界大格局的高度处理与邻国的关系。实现外交决

算绝非易事，面临诸多挑战。

（一）面临国内外压力

安倍推行“战后外交总决算”面临国内政治

和民众压力。“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在首相积极主

导下由官邸主导决定的，并非外务省官僚。“战后

外交总决算”是安倍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提出的

口号，更多的是基于选战目标而提出的，流于表

面缺乏理念。“战后外交总决算”意味着日本要结

束对二战历史的外交争论，摆脱战后体制，但问

题却不包含日美同盟和历史认识问题，也不会摒

弃对美追随路线，从美国“附庸国”地位中摆脱

出来。外务省很多官僚认为“战后外交总决算”

理念模糊不清，政府内部出现了很多不同声音，

在国内面临很大的政治压力。

冷战后，新保守主义成为主导日本外交的主

要力量，也激发了国内社会的狭隘民主主义，民

族主义情绪高涨，影响日本内外政策取向。
[8]

日本

政府在制定与东北亚邻国领土政策时，受国内政

治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对领土问题

不会轻易妥协。在日俄领土问题上，激进派政客

在阁僚和自民党内部占主导地位，反对在领土问

题上轻易妥协，坚持返还四岛；多数国内民众也

出于民族尊严主张强硬的领土政策，不允许“先

行返还两岛”。
[9]

日本民众对俄罗斯有好感的仅

为 2.3%， 没 好 感 的 31.4%； 对 韩 国 有 好 感 的 为

10.2%，无好感的达到 27%。 日本民众对亚洲邻

国的负面认知比率极高，安倍要想彻底进行外交

总决算，改善与邻国关系，缺乏民众基础。日本

2018 年度对全球各国好感度调查结果显示，同时，

日本国内右翼势力过分强调自身利益，主张“实

力决定论”，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解决领土争端，在

历史问题上否定日本的侵略罪行，歪曲历史事实。

安倍虽然提出意在摆脱战后体制的“战后外交总

决算”理念，表面看要彻底清算与东北亚邻国的

战后外交遗留问题，但是其保守主义战略实质并

未发生改变，只是根据自身国家利益而见风使舵。

日本与东北亚邻国的战后外交遗留问题本身

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同时还受美国因素的影响。

战后，日本外交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只能在不影

响日美关系的前提下有限度的调整其东北亚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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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冷战时期，美苏两极对峙，日本成为美国

在东亚地区的反共堡垒，唯美国马首是瞻，日本

与俄罗斯、朝鲜的关系一直处于僵局，缺乏真正

自主性。冷战后，美国仍不乐见日本与俄罗斯、

中国关系有实质性改善。乌克兰危机后的日俄关

系正说明了这点，美国控制和影响日本对俄政策，

并对日本施加压力，而日本最终采取追随美国的

对俄制裁政策，日俄关系无法取得太大的改善空

间，双边关系陷入僵局。

（二）与东北亚邻国存在结构性问题

日本在东北亚外交与邻国存在结构性问题，

要想摆脱历史包袱还面临诸多难题。首先，日本

与东北亚邻国存在的领土争端难以解决。东北亚

领土争端是历史遗留问题，与日本二战期间侵略

扩张与战后远东国际秩序安排有关。二战时期签

订的《雅尔塔协定》是战后“北方领土”问题形

成的直接原因之一，长期以来日俄对其存在不同

的解释。
[10]

长期以来，日俄两国围绕领土问题争

执不下，双边关系因领土问题陷入僵局。安倍要

想进行战后外交总决算，彻底清算与邻国的战后

历史遗留问题，领土争端是其必须面临的首当其

冲要解决的问题。安倍再次上台执政后将改善日

俄关系作为日本外交的重点，提出“以经济合作

撬动领土争端”的“新思维”，积极开展对俄外

交。但日俄在领土问题上的立场和利益诉求各不

相同，普京并未同意与安倍进行领土谈判，两国

在领土问题上的分歧难以弥合。日本与中韩两国

存在的钓鱼岛和竹岛（韩国称“独岛”）领土问

题也至今悬而未决，解决这些领土争端面临诸多

难题。

其次，安倍对待历史的修正主义态度使其难

以与邻国清算历史问题。二战时期，日本对东北

亚邻国发动了一系列的侵略战争，带来了严重的

灾难。但战后美国出于反苏反共的需要，对日占

领方针从“打击”改为“扶植”，对日本战犯实行

了一定的包庇政策，在未彻底清算日本侵略历史

的情况下便与之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使日本国民

对侵略战争的历史缺乏彻底认识。长期以来，日

本一直为侵略历史狡辩，引起中韩朝等东北亚邻

国的强烈抵制。因一直不能直面侵略历史，日本

与东北亚邻国实现历史和解遥遥无期。安倍上台

后继承了其外祖父、前首相岸信介的历史观和战

争观，
[11]

公开否认侵略历史，不断以各种形式参

拜靖国神社。长期以来，“慰安妇问题和“强征韩

国劳工”问题成为困扰日韩关系的症结，虽然安

倍政府与朴槿惠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但

文在寅上台后要求就“慰安妇”赔偿问题重新进

行谈判，双方很难在历史问题上进行和解，双边

关系转冷。历史问题是日本改善与东北亚国家关

系中“难以拔出的刺”，安倍要想彻底实现外交总

决算，必须用实际行动对战争罪行进行反思和赎

罪，才能与邻国实现真正的历史和解。

总体而言，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是影响东北

亚国际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安倍要想彻底清算

历史和实现外交总决算，必须解决与东北亚邻国

的这些结构性问题和矛盾，否则将会在该地区继

续陷入孤立境地。但领土问题涉及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极易触发民族情绪，很难在短时间内达

成解决方案。安倍再次执政后，虽然提出了灵活

的“北方领土”政策，试图把与俄领土谈判作为

战后总决算的政治遗产，但俄罗斯一直否认两国

存在领土问题，日俄很难在领土问题上取得实质

性进展。在历史问题上，安倍一直否认侵略历史，

缺乏对战争罪行的反思，并未用实际行动赎罪。

安倍在无法推动领土和历史问题取得进展的情况

下，就很难实现与东北亚邻国的战后外交总决算。

（三）缺乏具体实施路径

自去年 2018 年 9 月安倍提出“战后外交总决

算”理念来，每次公开讲话谈及该理念安倍都表

现出贯彻和实施该理念的目标和决心，但却一直

未明确表明实现该理念的路径和方式。在日本国

内，处于引领和实施“战后外交总决算”立场的

不少外务省官僚对此理念表示困惑，都觉得难以

界定外交总决算的具体概念。“战后外交总决算”

更多的是作为安倍基于迎战总裁选举的“招牌政

策”而缺乏现实性。

从 2019 年安倍发表的施政演说中可以看出，

安倍试图以首脑外交促进与东北亚国家关系的改

善，但仅仅依靠首脑外交实现双边和多边关系的

改善是不可能的。例如，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把

改善日俄关系作为外交重点，试图利用外交和经

济手段促进领土问题的解决。至 2019 年 1 月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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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会面多达 25 次，是日本战后历任首相中与俄总

统会面次数最多、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愿望最

强烈的首相。虽然 2018 年 11 月安倍与普京达成

以 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

缔结谈判的意愿，但双方在领土问题上的利益诉

求各不相同，分歧难以弥合，双边关系难以取得

实质进展。事实证明，安倍利用首脑外交和经济

手段解决领土问题的政策只是为解决领土问题创

造条件的权宜之计，不可能带来实质性改变。若

想实现与东北亚邻国关系的实质性改善，进行

“战后外交总决算”需要采取具体可实施的路径。

目前，除了与中日关系重回轨道外，日本与

俄罗斯、朝鲜和韩国的关系都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对朝政策迟迟未展开，成效难言显著。安倍提出

的“战后外交总决算”表面上看似乎理念新颖，

实际上是前首相中曾根提出的“政治总决算”在

外交方面的延续，都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走向

政治大国。安倍要想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不

能只流于表面，必须要拿出具体可实施的措施和

路径，否则改善与东北亚关系只是空谈。

四、小结

安倍第二次执政后，积极推行“远交近攻”

的“俯瞰地球仪外交”，使日本在东北亚地区陷

入孤立困境。自 2018 年，安倍加强运筹周边外交

的力度，积极改善中日、日俄等邻国关系，提出

“战后外交总决算”理念，力争解决阻碍双边关系

发展的“外交悬案”。中日关系已经重回轨道，但

如何实现双边关系行稳致远，需要双方管控分歧，

妥善管理敏感问题，扩大战略对话与合作。

日俄关系，虽然达成以 1956 年《日苏共同宣

言》为基础加速和平条约谈判的意愿，日方态度

积极，但俄方却顾虑重重，强调对争议领土的主

权，双方分歧严重，双边关系难以取得实质性进

展。

在朝鲜半岛问题上，随着朝美、朝韩关系出

现缓和，日本也在朝鲜半岛上积极采取行动，但

是不仅日朝双方间没有任何正式的对话渠道，“绑

架人质”问题也一直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

碍。日韩两国因历史问题渐行渐远，贸易摩擦持

续发酵，双边关系短期内难以转圜。

安倍要想在任期内彻底与东北亚邻国清算历

史并且改善关系，面临一系列国内外的阻力及结

构性问题，虽然安倍在涉及到“战后外交总决算”

的历次讲话中都表明贯彻该理念的决心，但缺少

具体可行性措施和路径，难以获得国内民众支持。

安倍“战后外交总决算”，是对前首相中曾根

康弘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的继承和发展，

都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但

安倍的实际能力与实现“战后外交总决算”的目

标之间存在很大差距，与东北亚邻国存在的领土

和历史问题使其很难彻底清算历史。

可以预见，在日俄关系上，若日方一味在所

谓“北方领土”上制造话题，恐怕就连为在南千

岛群岛上开展共同经济活动而进行的日俄磋商也

难以持续下去。而日俄在和平条约谈判与处理领

土问题的矛盾难以化解的情况下，缔结和平条约

仍需时日。在日朝关系上，虽然安倍有意改善双

边关系，积极寻早改善双边关系的“切口”，但面

临朝核问题和“绑架问题”的巨大障碍，双边关

系难以实现正常化。在中日关系上，安倍也需要

探索“令和时代”新的发展方向和路径，推动两

国务实合作，实现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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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官 邸 ホ ー ム ペ ー ジ ,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

statement/2019/0101nentou.html. （2019-3-22）

[2] 平 成 31 年 1 月 28 日 第 百 九 十 八 回 国 会 に お

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 [OL]. 首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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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osal, Motivation and Challenge of Abe's " Post-war Diplomatic Final Accounts"

Chen Mengli

Abstract： In September 2018, Abe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post-war diplomatic final accounts" in the election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In his subsequent speech, he resolved to develop and adjust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This is from "far-reaching near attack " to " pay attention to neighbors 

". At presen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have returned to the track, and Japan and South Korea have already achieved 

normaliza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Therefore, the key content of the "post-war diplomatic final accounts" is the 

"Northern Territory issue" between Japan and Russia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apan and the North Korea. 

Abe’s new diplomatic trend in Northeast Asia shows the emergence of realism and pragmatism strategies, aiming 

to get rid of the isolated predicament in Northeast Asia, get rid of the post-war system, and increase the scope of 

diplomatic leeway. However, Abe’s "post-war diplomatic final accounts" is not an easy task. It not only faces 

domestic and foreign pressures, but also has structural problem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in Northeast Asia. It is 

difficult to solve the specific problems that can be implemente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completely clean up the battle. 

The key to post-diplolation is whether it can handle relat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the height of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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