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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视阈下日本的南海政策

朱清秀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近年来，在 “印太构想”的指引下，日本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已经逐步升级，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

战略举动实际上已经成为日本牵制中国，谋求 “印太海洋秩序”主导权的具体体现。日本的南海政策正成

为日本 “印太构想”的关键组成部分，成为日本推动大国外交，强化与美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海洋安

全合作的重要抓手。日本强势介入南海争端不仅干扰中国和东盟各国信赖关系的建立，还会加大中国和平

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为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增添新的障碍。后疫情时代日本将进一步介入南海争端，

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加快，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也会提速。并且，日本对南

海争端的介入正显露出一个不好的迹象，即日本将南海争端与东海问题并列为中日间需要解决的矛盾，日

本对南海争端的定位将加剧中日战略互疑，为新时代中日关系的建立制造新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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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中日关系逐渐转圜，两国领导人的频
繁互动为双边关系的改善注入新的动力。在双边关
系不断改善，两国政治、经贸、人文等领域的交流
开始增多的同时，中日围绕海上安全与地区秩序方
面的博弈与对抗也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尤其在

２０１６年７月海牙国际仲裁法庭对 “南海仲裁案”

做出 “最终裁决”之后，日本更是利用裁决结果联
合欧美及东盟各国持续向中国施压。日本对于南海
争端的关注和介入已经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有观
点认为 “日本强化介入南海的核心动因在于通过制
造局势 ‘战略诱导’中国、美国及东盟相关国家长

期纠缠于这一地区热点，在阻止中国主导南海区域
的同时，牵制消耗中国战略资源，减轻自身对华博
弈压力，并借突出南海主权争议拉近与东盟关系，

强化地区政治安全影响力，为国内修宪强军营造外
部条件，为 ‘试水’新安保法提供海外行动空
间。”［１］有观点认为，“作为印度洋与太平洋连接点
的南海是重要的通商通道与海上交通要道，周边国
家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存在领土争议，与印度洋相连
的东海与南海的稳定，直接影响到印度洋的稳
定。”［２］有学者指出，“南海地区关乎日本的经济命
脉和美国亚太同盟体系的布局，因此日本长期以来
在南海地区保持相当程度的存在。”［３］也有观点认
为，“通过执行 ‘积极的和平主义’、扩大日本在地
区安全与经济事务中参与的范围，和中国争夺在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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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的影响力，并以此遏制中国在地区事务上地位

和作用上升的势头。”［４］

２０１６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非洲开发会议

上正式提出 “印太战略”，经过多年的实践，作为

地缘政治产物的 “印太战略”开始从概念、理念向

包含有具体内涵的外交战略转变，成为日本塑造地

区秩序、制衡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的重要工具。

２０１８年１１月６日，安倍晋三在与马来西亚总理

举行会谈之际，首次在公开场合将 “印太战略”

改称为 “印太构想”，意图为原先强调对抗与制

衡的 “印太战略”增加合作与协调的内容。然

而，名称的更改并未改变其内涵，也未改变日本

的 “印太构想”强调与中国进行地缘竞争的一

面。日本外交政策对印太概念的日益重视和强

化，其背景动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格

局变动的外部压力，二是日本对政治大国地位的

诉求［５］。随着南海仲裁结果的出炉以及安倍 “印

太构想”的提出，以南海争端为代表的海洋安全

在日本的外交政策以及 “印太构想”中的地位将

持续得到提升。从日本外务省公布的 “印太构

想”的主要框架来看，其主要由理念、内容及行

动计划等部分组成，理念来源于基于国际合作主

义的积极的和平主义和俯瞰地球仪外交，内容包

括亚非大陆的交融和自由且开放的太平洋与印度

洋的交汇，行动计划则包含实现 “自由与开放的

印太”的三根支柱：（１）法律的支配，航行自由

以及自由贸易等的普及和实行；（２）追求经济的

繁荣 （强化ＥＰＡ／ＦＴＡ及包含投资协定的经济合

作）；（３）确保和平与稳定 （强化对印太沿线国

家的 海 上 执 法、人 道 救 援 等 能 力 的 培 养 和

构筑）［６］。

事实上，如果仅从日本外务省公布的 “印太构

想”框架来看，日本版的 “印太构想”有为日本介

入南海争端量身打造之嫌。首先，“积极的和平主

义”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提供了理念上的支撑。安

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之初反复强调 “积极的和平主

义”，希望改变安全理念，更多的介入地区和国际

事务。２０１３年１０月，安倍在国会演讲中首次提出
“积极的和平主义”，其认为 “不能仅主张国际合作

的概念，还要基于国际合作主义，成为为世界和平

与稳定做出贡献的国家。我坚信，积极的和平主义

才是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理应扛起的旗帜。”［７］正是在

积极的和平主义理念的引领下，日本打着维护海洋

秩序和地区和平的旗号，深度介入南海争端。其

次，日本的 “印太构想”强调 “两洋交汇”，尤其

重视东南亚在连接各地区及国家中的枢纽作用。所

谓的 “两洋交汇”并不仅指地理层面，也包含文

化、经济及地缘政治层面。这一方面凸显日本意欲

通过 “印太构想”拉拢东南亚各国来制衡中国，另

一方面显示出日本意识到依靠一己之力难以对中国

进行有效的牵制，进而需要将美国、印度、澳大利

亚等国的势力在东南亚交汇。从当前各方关注的领

域来看，南海争端无疑已经成为日本、美国、澳大

利亚以及印度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美国和

日本的印太构想中，南海争端已经成为其强化双边

以及多边安全合作，共同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抓

手。第三，日本 “印太构想”对于海洋秩序、航行

自由以及海洋安全的关注预示着将来日本很有可能

与美国一道在南海执行 “航行自由行动”，并且日

本将更为重视南海争端背后所体现出的国际海洋法

制及海洋秩序的变迁。

面对此种局面，“印太构想”下日本的南海政

策将会有哪些变化？在当前中美双方围绕南海争端

的博弈与对抗日益升级的背景下，日本是否会依托
“印太构想”加大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力度？日本强

化对南海争端的军事介入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后疫

情时代日本南海政策的走向如何？这些问题将成为

本文重点讨论和分析的内容。

二、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路径选择

日本对于南海争端的介入主要分为直接介入和

间接介入。在 “印太构想”正式提出之前，日本的

介入方式主要以间接介入为主，直接介入为辅，通

过利用培养 “代理人”的模式，借助双边及多边关

系强化对南海争端的介入，避免出现中日在南海争

端中直接对峙的局面。然而，“南海仲裁”结果的

公布以及日本 “印太构想”的提出，使得利用 “代

理人”介入南海争端的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日本对于

南海地区的战略关切。在 “印太构想”的指引下，

日本开始尝试以 “印太派遣训练”的方式直接介入

南海争端，并以 “印太派遣训练”为载体，深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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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自卫队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各国

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合作，彰显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

存在。

（一）以 “印太派遣训练”方式直接介入南海

争端

日本以 “印太派遣训练”的方式直接介入南海

争端，不断尝试探索介入南海争端的新模式、新路

径，进一步增强其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在。印太派

遣训练 （表１）是日本政府在 “印太构想”正式提

出之后，开始实行的海外军事行动，该行动名义上

为推进日本自卫队与印太沿线各国间的军事训练、

技战术交流以及安全防卫合作，进而实现地区的和

平与稳定，但其实质则是践行 “印太构想”，强化

日本与印太沿线国家间的海上安全合作，构筑制衡

中国的 “印太岛链”。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度日本印太派遣训练

时间 访问国家 训练内容 派遣编队

２０１７年

５月１日－７月２３日

新加坡

越南

菲律宾

印度

斯里兰卡

日美共同巡航 （南海）、日美共

同训练、太平洋伙伴关系训练、

日菲友好访问、日美澳加共同

巡航训练、日本－东盟防卫合作、

日美印马拉巴尔演习、日本斯

里兰卡友好访问等

涟号 （ＤＤ－１１３）驱逐舰

出云号 ＤＤＨ－１８３）直升机驱逐

舰

２０１８年

８月２６日－１０月３０日

印度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斯里兰卡

菲律宾

海上射击训练、日美共同训练、

日菲军事交流、与印尼海军共

同训练、日英共同训练、日斯

共同训练、日印共同训练、日

新军事交流等

加贺号 （ＤＤＨ－１８４）直升机驱

逐舰

稻妻号 （ＤＤ－１０５）驱逐舰

凉月号 （ＤＤ－１１７）驱逐舰

２０１９年

４月３０日－７月１０日

文莱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越南

日美印菲联合巡航训练、日新

军事交流、日法澳美共同训练、

日马军事交流、日美共同训练、

日越军事交流、日加共同训练、

日文军事交流、日菲共同训练、

反潜训练等

出云号 ＤＤＨ－１８３）直升机驱逐

舰

村雨号 （ＤＤ－１０１）驱逐舰

曙号 （ＤＤ－１０８）驱逐舰

　　资料来源：笔者依据日本防卫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整理，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ｄ．ｇｏ．ｊｐ／ｍｓｄｆ／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日本的印太派遣训练已实施三年，从历年的派
遣情况来看，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南海成为印太派遣训练的重要区域，南
海周边国家更是成为派遣编队的重点访问对象。从
访问频率来看，派遣编队每年都要访问菲律宾和新
加坡，而印度、斯里兰卡、越南共访问两次。在访
问的对象里，越南和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地区存在
领土纠纷，印度则为地区性大国，也是日本 “印太
构想”重点拉拢的对象。访问国家的特意安排，一
方面显示日本一直在探索介入南海争端的新路径，

另一方面凸显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决心以及意欲联
合印度共同制华的意图。

其次，印太派遣训练成为日本迎合美国战略需

求，强化日美同盟关系的重要举措。在印太派遣训
练中，日本政府尤为重视派遣编队与美军在印太海
域的共同训练。在当前中日东海地区对峙逐渐升
级，中美在南海围绕 “航行自由”的博弈日益激化
的背景下，日美在印太派遣训练框架下的海上安全
合作正成为日本响应美国战略需求，提升双边同盟
关系的重要举措。

第三，印太派遣训练呈现出常态化、制度化的
趋势，日益成为日本塑造印太地缘形势，打造印太
秩序的战略工具。印太派遣训练始于２０１７年，其
最初目的是参加新加坡国际阅舰式、增进与其他国
家的相互理解。经过２０１７年的探索，在２０１８年和

２０１９年的印太派遣训练中，提高自卫队技战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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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增强与各国海军的合作，进而实现印太地区的
安全与和平，成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实行印太派遣训
练的主要目的。日本印太派遣训练目的的明确化、

训练内容的精细化及更具针对性，将助推印太派遣
训练向常态化、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２０１７年以来，日本的印太派遣训练已经成为
其深度、持续介入南海争端的主要方式，通过派遣
以 “出云号”“加贺号”等为首的主力舰只，印太
派遣训练已经成为日本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存
在、塑造 “印太秩序”的重要举措。

（二）利用 “代理人”模式深度介入南海争端
强化与越南、菲律宾等南海周边国家间的军事

合作，利用 “代理人”模式，继续深度介入南海争
端。在２０１６年安倍内阁正式提出 “印太构想”之
后，日本与东南亚各国间军事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
快，尤其是积极推动与中国在南海存在领土主权纠
纷的菲律宾和越南两国间的军事合作。事实上，日
本与菲律宾、越南之间的军事合作已经超出日常的
军事交流的范畴，正加快朝着 “代理人”的模式发
展，即日本通过强化同菲律宾、越南之间的安全合
作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在南海争端中 “制造麻烦”的
能力，鼓励和支持菲律宾及越南在南海争端中挑战
中国的合法权益，并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创造机
会。当前，日本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打造其在南
海地区的 “代理人”。

第一，加快防卫装备转移及防卫技术的转让。

自 “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以来，日本加快向菲律
宾、越南等国转让武器装备的步伐。２０１６年２月，

日本和菲律宾正式签署 《关于防卫装备转移和技术
合作协定》，这是日本首次与东南亚国家签署此类
协定。２０１７年３月，日本正式向菲律宾移交两架

ＴＣ－９０教练机，在１０月举行的日菲防长会议上，

日本将有偿移交改为无偿援助。截止目前，日本共
无偿赠送５架 ＴＣ－５０教练机给菲律宾。同时，

２０１８年６月，在日菲防长会谈中，日本决定将陆
上自卫队不用的ＵＨ－１Ｈ通用直升机的零部件无偿
送给菲律宾［８］。越南也是日本重点关注的出口防卫
装备的国家，２０１９年５月，日越正式签署 《促进
防卫产业合作的备忘录》。实际上，在２０１４年日本
就曾向越南海警提供了６艘巡逻艇，而在２０１７年日
本又向越南提供了新的巡逻艇。２０１９年１１月，日越
就日本向越南出口遥感卫星达成协议，这是日本首次

出口遥感卫星。尽管越南表示该卫星主要用于全天候
监测受洪水等灾害破坏的森林、耕地等地表，但基于
遥感卫星的高分辨率，越南可能会将其用于军事用途
进而加强对南海地区的监控。此外，目前日本和越南
正就新的遥感卫星的研制展开磋商，越南希望通过参
与遥感卫星的研发进而提升卫星设计与监测水平。

第二，帮助培养、训练军事技术人才。日本向
东南亚国家转让、出口防卫装备和技术主要着眼于
当下，即较快提升其海上安保能力。然而，帮助培
养和训练东南亚各国军事技术人才则面向的是未来
日本与东南亚各国间的安全合作。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
开始，日本开始在德岛航空基地为菲律宾培养海军
飞行员，截止目前共为菲律宾培养６名海军飞行
员［９］。此外，日本曾派遣多批次专业维修人员赴菲
律宾指导飞机维修保养等工作。日本同样非常重视
帮助越南培养军事技术人才，早在２０１２年日越之
间已就日本帮助越南培养潜艇艇员达成协议，越南
多次派遣海军人员赴日本进修、学习。目前，日本
正协助越南训练海上警备人员、卫星操作及卫星图
像编译等技术人员。日本强化对菲律宾、越南的军
事技术人员的培养，一方面是为了越南及菲律宾更
好的使用日方出口及转让的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
则是面向菲律宾及越南开展的 “民心工程”，对于
提高双方军事人员的认知和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并为今后日本大规模培养东南亚各国军事技术人才
积累经验。

第三，推动联合训练，提升双边协同能力。日
本政府一直希望强化与东南亚国家间的安全合作，

进一步提升双边联合训练的规模和频率。目前，日
本自卫队与东南亚各国军队间开展广泛和密切的军
事交流。据日本防卫白皮书统计，近三年日本自卫
队与东南亚各国军队的交流比较频繁，内容也比较
丰富。从频率来看，与菲律宾部队间的交流最为频
繁，达到１１次；与泰国部队交流８次；与越南及
马来西亚部队各交流６次。从内容来看，日本自卫
队与各国军队间的交流主要为亲善训练和联合演
练，不过日本自卫队与越南军队间的合作内容则更
为丰富，包括派海上自卫队潜艇进驻金兰湾，派遣

Ｃ－１３０Ｈ运输机赴越南交流等［１０］。
（三）利用小多边安全机制强化对南海争端的

关注
探索建立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小多边安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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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利用日美印、日美澳等小多边安全机制介入南
海争端，并积极推动重启日美印澳四边机制，从战
略视角强化对南海争端的关注。在大国博弈日趋激
烈，国际政治重心从 “亚太”转向 “印太”的背景
下，美国原先建立的 “轴辐型”安保同盟体系已经
难以适应当前印太地区的权力格局。日本作为美国
的盟友，也是美国 “轴辐型”同盟体系在亚太地区
的战略支点，面对海上实力不断增强的中国以及日
趋紧张的海洋安全形势，原有的日美同盟在调配战
略资源、开展协同作战方面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为
此，加强美国各盟友间的合作，积极拉拢印度，通
过战略合作构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日美澳、日美
印安全合作机制成为当前日本深度介入南海争端的
又一路径选择。

首先，扩充马拉巴尔演习内涵，增加南海事
项，强化美日印安全交流机制。马拉巴尔演习原本
只是美国和印度之间的双边演习，演习地点也主要
集中于印度洋区域，２００７年日本正式参加以后逐
渐演变成为美印日三边军事演习。日本的参与使得
马拉巴尔演习关注的区域从印度洋向西太平洋地区
转移，并且随着印度的 “东望政策”向具有实质内
容的 “东向行动”转变，西太平洋以及南海地区日
益成为日美印共同关注的战略区域。近年来，马拉
巴尔演习的区域不断向东转移，正是日美印战略关
注变化的重要体现。

其次，深化日澳关系，强化日美澳在应对南海
争端中的协同能力。日本和澳大利亚同为美国的盟
友，在美国的亚太同盟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然而日澳真正开启双边安全合作则始于２００７年双
方发表的 《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近年来，中
国海上力量的增长以及围绕南海争端的大国博弈日
趋激烈，促使日本国内深化日澳安全合作，探讨建
立准同盟关系的呼声不断高涨。有观点认为 “由于
日澳对地区秩序认知的一致性，应将日澳打造为仅
次于日美的 ‘准同盟’关系”［１１］。事实上，自从

２０１１年日美澳在南海附近水域举行首次演习以来，

三国在南海水域的演习和训练频率逐渐增多。尤其
是２０１６年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后，日美澳联合
发表涉南海及东海的联合声明，意图继续炒作南海
问题，渲染地区紧张。目前，日美澳在南海地区的
军事演习已经呈现长期化、制度化的发展趋势。

第三，重启日美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从战

略视角强化对南海争端的关注，牵制中国日益增强
的海上实力。日美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起始于

２００７年，之后受各国政策变化的影响未能延续。

２０１７年１１月在东盟峰会期间，日美印澳四国首脑
就印太地区的安全问题展开磋商，随后四国外长就
共同关心的地区安全议题展开磋商并分别发表声
明。在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以及特朗普 “印太战
略”开始施行的背景下，“四边对话的重启，南海
问题将首当其冲，美日等国指责中国为维护主权和
合法权益的行动对地区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将此
作为增强共识、推动四边机制以制衡中国的堂皇理
由”［１２］。事实上，四边安全合作机制的重启离不开
日本的积极推动，在２０１２年安倍第二次出任日本
首相之初，就曾提出建立由日美印澳四国组成的
“民主安全菱形”。日本此次积极推动四边安全机制
的重启，一方面体现其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的担
忧，试图利用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来约束美国；另一
方面则试图拉拢印度，从东西两面，陆海两域增加
对中国的战略压力，而南海争端则成为四国推动安
全合作的重要战略抓手。

（四）利用外交场合和国际舆论施压中国
利用外交场合以及国际舆论向中国施压一直是

日本政府介入南海争端的重要路径之一。２０１６年
“南海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后，日本一方面和美国、

澳大利亚就仲裁结果发表联合声明，另一方面积极
推动在亚欧首脑会议的主席声明中纳入南海问题和
仲裁结果，同时还积极在东南亚各国间开展穿梭外
交，鼓动东南亚各国发表声明。尽管日本的鼓动并
未收到预期效果，但利用外交场合、制造国际舆论
日益成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重要手段。一方面利
用国际会议，引导国际舆论对南海争端的关注。比
如２０１７年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在日
本、美国的怂恿下，七国首脑峰会公报公开谈及南
海及东海问题。另一方面在日本举办的国际会议
上，积极设置涉海议题，引导参会方对中国及南海
争端的关注。２０１９年日本连续举办了Ｇ２０大阪峰
会和第七届非洲发展会议，日本利用主办方的便利
多次在会议期间与参会各方谈论海洋安全和海洋秩
序等话题，在不引起中国及参会方反感的情况下，

引导各方关注中国的海洋动向。

当前日本积极探索利用单边、多边、小多边及
“代理人”模式等方式介入南海争端，持续提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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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海地区的存在感。随着 “印太构想”的实质化
推进以及中日博弈的全面发展，未来日本加大对南
海争端的介入力度将是大概率事件。

三、日本深度介入南海争端的战略意图

在印太构想的指引下，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

已经成为日本摆脱 “正常国家”，建设政治军事大

国的重要一环。一方面日本通过介入南海争端来试

图主导未来印太海洋秩序的建设；另一方面南海争

端日益成为日美战略对接的关键节点，在未来中美

大国博弈以及地区秩序主导权之争中，南海争端对

日本的战略价值越发重要。

（一）通过介入南海争端，谋求获得未来印太

海洋秩序建设的主导权

日本印太构想的提出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国

际权力结构、地区秩序以及日本外交战略进行综合

分析、思考的结果，其核心思想是如何应对日益强

大的中国。为此，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已经超越

单纯的应对地区争端的范畴，而是希望以南海争端

为基点构筑日本主导的印太海洋秩序。首先，基于

规则的秩序是日本印太构想的秩序观，也是未来印

太海洋秩序构建的基础。日本通过介入南海争端，

一方面可以向南海沿岸国家宣传其印太构想所包含

的自由、开放及尊重规则的理念；另一方面通过大

力宣传自由、开放及基于规则的价值理念来牵制中

国在南海地区的行动。尤其是对中国不利的 “南海

仲裁案”结果公布之后，日本尤为重视在国际场合

强调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观。在２０１９年举行

的非洲开发会议上，日本积极推动将维护基于规则

的秩序列为日非合作的优先事项，“关于海洋安全

保障，应维护以国际法诸原则为基础构建的海洋秩

序，通过国际及地区间的合作确认强化海洋安全及

秩序的重要性。”［１３］其次，安倍极为强调 “战略性

外交”，在对外战略特别是国际规则制定上比较主

动，追求 “不确定”的时代主导地区秩序的构建，

积极营造在变动时期日本国家利益所需要的区域环

境乃至国际环境［１４］。日本抢先在 “印太构想”的

指引下加大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力度，其实质为主动

塑造南海地区的地缘形势和海洋秩序。第三，升级

介入南海争端力度，积极拉拢澳大利亚、印度等国

建立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介入南海争端是日本为

防止美国战略退出而采取的未雨绸缪之策。日本对

于特朗普推动美国 “印太战略”的可持续性、可操

作性及其战略内涵都抱有疑问，质疑其曲解了日本

提出的 “印太战略”［１５］。为了防止美国在特朗普美

国优先战略的指引下重演退出ＴＰＰ的旧幕，日本

希望通过介入南海争端，填补美国留下的权力真

空，提前谋划无美国领导下的印太海洋秩序。

（二）实现日美战略对接，制衡海上力量日益

增强的中国

日本介入南海争端是深化日美同盟，实现日美

战略对接的必然选择。正如美国 《印太战略报告》

所言，“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军事优势正逐渐消

退，我们在印太地区面临的挑战超出任何一个国家

能够单独解决的防卫，美国国防部将寻求与志同道

合的盟友和伙伴合作，共同应对挑战。”［１６］

首先，日美介入南海争端的战略目标一致，即

如何应对日益崛起的中国。尽管日美对于介入南海

争端的方式、路径以及方案存在差异，但面对海上

力量日益强大的中国，双方在战略目标上存在高度

一致。美国作为全球海洋秩序的主导者，自由进入

全球公共水域是其实力的象征，同时也是霸权地位

的体现。中国在南海地区加强管控，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的行为被美国看作是争夺地区主导权之争。日

本作为区域性大国，中日之间不仅在东海地区存在

领土主权纠纷，双方对于地区秩序理解的差异，也

将进一步加剧双方的矛盾。尤其在 “积极和平主

义”理念和 “战略性外交”实践的推动下，安倍内

阁在塑造地区秩序、构建有利于日本的地区安全环

境方面具有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日本积极介入

南海争端既是实现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战略对接，配

合美国对华战略之举，同时也是构建有利于己的海

洋秩序之策。

其次，日美 “印太战略”具有互补性。日本与美

国 “印太战略”的内容主要包含 “基于规则的国际秩

序”“经济贸易”及 “海洋安全”，但在具体实践中双

方的重点并不一致。２０１８年安倍将日本的 “印太战

略”改为 “印太构想”之后，在具体实践中，日本版

的 “印太构想”更看重基于规则的秩序等自由主义价

值观和经贸合作，美国版的 “印太战略”则坚持地缘

政治和安全，“核心关切则在于地缘安全领域，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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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防范和制衡中国的海上崛起，维系美国在西太

平洋和印度洋的主导优势，至少在目前看来，地缘政

治和海权博弈被看成是重中之重。”［１７］日美 “印太战

略”的互补将放大双方在南海地区的战略效果，进一

步增强双方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日本在
“印太构想”的指引下深度介入南海争端，一方面增

强日美同盟在应对区域性争端时的协调能力，强化同

盟的威慑力；另一方面也将实现日美战略对接，遏制

海上力量快速崛起的中国。

（三）牵制中国的战略资源，减轻日本在东海

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

自从２０１０年中日在东海钓鱼岛领土主权纠纷

的矛盾被激化以来，如何更好的应对中国，强化东

海地区管控，减轻日本在东海地区面临的战略压力

成为日本安保战略中的重要课题。为此，日本一方

面积极强化在西南诸岛地区的军备力量，全面增强

对东海地区的信息监控。另一方面则深度介入南海

争端，全面强化在南海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尤其在

安倍正式提出 “印太构想”之后，南海地区在日本

国家安保战略中的战略优先级得到提升。日本在

最新版的 《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中指出， “日

本要积极协助印太沿线各国提升安保能力，推动

沿线国家军队在维护世界和平及区域稳定方面发

挥积极的作用，以创造出有利于日本的地区安全

环境为最终目标。”［１８］尽管该计划并未明确指出南

海地区，但从日本与菲律宾、越南等国的军事安

全合作现状来看，日本一直努力提升南海周边各

国的安保能力，并支持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

争端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进而塑造出有利于日本

的南海地缘形势。

此外，南海地区是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的必

经之地，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在 “一带一路”框架

下推动的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活动已经落地生

根，日本在 “印太构想”指引下深度介入南海争

端，有牵制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的意图。实际

上，在日本学者看来日本的 “印太构想”具有专门

针对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面，“日本的印太

构想一方面稀释了构筑包围中国的色彩，具有导向

和平与繁荣的印太愿景的一面，不过印太构想的另

一面则是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等

伙伴国间的战略合作，牵制中国，全力建设日本希

望中的地区秩序。”［１９］同时，通过介入南海争端，

维持南海争端的 “热度”，渲染周边紧张局势，为

日本修宪和实现国家正常化制造有利的外部条件。

修宪是日本自民党的政治使命，也是安倍的政治夙

愿，“安倍政府积极介入南海问题，以便推高南海

局势，使日本周边安保环境恶化成为事实，为其修

宪强军、摆脱 ‘战后体制’制造借口。”［２０］

四、日本介入南海争端对中国的影响

当前南海形势日趋恶化，美国不顾 “南海行为

准则”磋商取得进展，持续、高强度地在南海地区

摆出军事高压姿态，频频实行 “航行自由行动”作

战，不断挑战中国在南海的合法权益。日本作为美

国的盟友，在 “印太构想”的指引下全面介入南海

争端将加大南海争端和平解决的难度，并恶化南海

地区的地缘形势，破坏中国赖以和平发展的周边外

交环境。

首先，日本介入南海争端将恶化南海地区形

势，加大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的难度。日本作为

南海域外国家，与南海周边各国并不存在直接的矛

盾和冲突，日本全面介入南海争端将加剧原有的矛

盾和冲突，恶化南海地区的形势。更为重要的是中

国与东盟各国一直努力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域外大国的介入不仅会破坏和平磋商的进程，

导致和平磋商成为大国博弈的筹码。而且可能会使

南海争端成为大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斗争，削弱南

海周边小国的利益，甚至使其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

品。日本的介入 “使得南海争端 “国际化”的趋势

有加速之虞，该海域诸多国家利益纠缠在一起，进

一步加大南海问题解决的难度”［２１］。当前， “南海

行为准则”磋商正稳步推进，以南海行为准则为基

础的南海秩序逐步构建完成。以日美为首的域外国

家，不顾中国及南海周边国家的呼吁，全面介入南

海争端，这必将会打乱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议程，干

扰南海新秩序的建设，为中国和平解决南海争端带

来新的挑战。

其次，刺激地区不稳定因素的发展，破坏中国

周边安全环境。中国一直推行 “亲” “诚” “惠”

“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实行 “与邻为善”“以邻为

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在解决周边争端中持续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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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温和、理性的政策。正
是在上述理念、方针及政策的指引下，中国与南海
周边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才能长期发展。日本通过
介入南海争端，不断挤压中国的外交空间，挑拨中
国与南海周边各国间的关系，破坏中国周边安全环
境。“日本积极介入南中国海的行动可能带来的最
重大影响在于，它会逐步激发某些潜在对立因素的
不断增长，并在特定的时间点上对该地区现存的战
略结构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冲击，进而对整个亚太
地区的战略均势乃至全球的安全稳定构成挑
战。”［２２］事实上，正是在日美等域外大国的支持下，

越南、菲律宾等国在南海争端中不断挑起和扩大冲
突。尤其是越南在南海地区不断采取单边行动，激
化各方矛盾。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０月，越南在南海万
安滩争议海域单方面开展油气钻探作业，引发了中
越在该海域长时期的对立，成为２０１９年南海局势
波动的最大变量［２３］。同时，日本和美国全面提升
越南、菲律宾的海空实力有可能会加剧南海地区的
军备竞赛，促使马来西亚、印尼等与越南、菲律宾
在南海存在领土主权纷争的国家提升军事实力，打
破东南亚各国间的军力平衡，为东南亚地区的和平
发展带来新的隐患。

第三，日本全力介入南海争端将会引发南海地
区新的对立，激发影响地区稳定的潜在因素，并进
一步加剧中日在印太地区的对抗，影响中日关系的
发展。目前，中日关系逐步走向正轨，两国政府首
脑互访的实现将为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动
力。然而，日本正高举 “基于规则”的印太构想，

持续、深度介入南海争端，日本加大对南海争端的
介入力度不仅会干扰中国与东南亚各国间互信关系
的建立，同时也会破坏南海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

稳定的局面。２０１５年４月，安倍在美国议会演讲
中提出亚洲海域三原则，包括 “国家的任何主张应
基于国际法规则”“不得使用武力或威慑来达到自
己的目的” “通过和平手段解决纷争”［２４］。希望日
本能够遵守其提出的 “亚洲海域三原则”，不激化
南海地区形势，推动基于 “南海行为准则”基础上
的南海新秩序的建立。

五、后疫情时代日本南海政策走向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快速传播，疫情的扩散不

仅对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造成

冲击，还使得世界可能进入一个 “新战国时代”，

国家间竞争、防范、警惕的战线将会持续拉宽和拉

长，大国战略竞争可能会进入更加严峻的新阶

段［２５］。南海作为地缘政治热点一直受日本等域外

大国的关注，后疫情时代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将

随着大国战略博弈的加剧而进入新阶段。首先，日

本有可能会炒作 “疫情政治”用来离间中国与东南

亚各国间的关系，阻碍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互信关

系的建立。２０２０年５月２５日，安倍在记者招待会

上回答提问时竟然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从中国向世

界扩散是事实”［２６］。安倍的发言表明其关于新冠肺

炎的立场更接近于美国，也预示着在后疫情时代日

本很可能打 “疫情牌”来强化与中国的地缘竞争。

其次，日本将进一步增强双边及小多边的介入路

径，在强化日美同盟的基础上，积极与印度、澳大

利亚等国加强合作，协调四国在南海争端中的立

场。新冠疫情在日本快速扩散期间，日本防卫相河

野太郎先后与美国、澳大利亚、印度、菲律宾及印

太沿线的有关国家国防部长通电话，明确反对以武

力改变南海现状的行为，并呼吁各国加强协作共同

牵制中国［２７］。第三，日本的 “印太派遣”训练可

能更具挑衅性，日美在南海开展联合巡航的可能性

进一步加大。自２０１７年以来，日本通过 “印太派

遣”训练直接介入南海争端，向中国施压，但从训

练内容来看日本从未像美国一样进入中国岛礁附近

水域，挑战中国在南海的主权权益。但在中美大国

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联合美国进入中国南海岛

礁附近水域正日益成为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重要选

项之一。

总之，后疫情时代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力度

将加大，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间的南海行为准则磋

商进程加快，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也会提速。并

且，日本对南海争端的介入正显露出一个不好的迹

象，即日本将南海争端与东海问题并列为中日之间

的矛盾。在２０２０年３月４日举行的日本众议院外

务委员会上，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将东海问题和南海

争端列为中日两国需要积极应对的问题，并强调应

基于国际法和平解决南海争端［２８］。众所周知，日

本并非是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中日之间在南海也不

存在领土主权纠纷。日本将东海问题和南海争端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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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凸显日本介入南海争端的决心，为后疫情时代南
海争端的缓和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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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５）．
［２６］安倍晋三．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感染症に関する安倍内閣

総理大臣記者会見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２５）［２０２０－０５－

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ｋａｎｔｅｉ．ｇｏ．ｊｐ／ｊｐ／９８＿ａｂｅ／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２０２０／

０５２５ｋａｉｋｅｎ．ｈｔｍｌ．
［２７］田中一世．ポストコロナの覇権拡大狙う中国 日本抗

議も尖閣侵入は常態化［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５－１６）

［２０２０－０５－２５］．産経新聞．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ｓａｎｋｅｉ．ｃｏｍ／

ｌｉｆｅ／ｎｅｗｓ／２００５１６／ｌｉｆ２００５１６００２９－ｎ１．ｈｔｍｌ．
［２８］衆議院外務委員会．第２０１回国会 外務委員会 第１号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３－０４）［２０２０－０５－２５］．ｈｔｔｐ：／／

ｗｗｗ．ｓｈｕｇｉｉｎ．ｇｏ．ｊｐ／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ｔｄｂ＿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ｎｓｆ／ｈｔｍｌ／

ｋａｉｇｉｒｏｋｕ／０００５２０１２０２００３０４００１．ｈｔｍ＃ｐ＿ｈｏｎｂｕｎ．

［责任编辑　孙　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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