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需要重新审视日本的“保守政治”吗?*

———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日本评价

吴怀中

［内容提要］美欧的政治和社会乱象反衬出日本保守政治及其施政的稳定性及

其价值。西方部分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评价日本的保守政治或“日式”治国理

政。实际上，日本的保守精英层自近代以来一直以国家为统治主体，在面对西方

力量的冲击时，始终试图调和保守与开放、传统与现代、自由与克己、个体与集体

之间的微妙关系。美欧学界认为，尽管日本的保守精英的治国理政带来诸多问

题，但至少其在应对全球化、开放移民、发展经济、实施自由贸易以及社会治理等

方面的成绩和经验值得美欧国家思考和借鉴。当然，日本的保守政治也有两面

性，从东亚看，安倍政府利用“保守盛世”下的权力垄断大力推进修宪、修改历

史、强军、海外派兵和解禁“集体自卫”动武权等举措。这种追求“正常国家”和

“军事大国”的政策正在改变着二战后日本的主流发展道路，同时深刻冲击了地

缘政治平衡，并引起邻国的广泛关切。
［关键词］日本保守 政治国家 治理两面性 平衡审视

近年来，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各国的政

治局面与社会形势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

起。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社会矛盾和治

理问题已经在全国选举中直接反映出来，

导致民粹主义势力或典型的右翼政党杀入

中央政坛并占据有力地位。从比较政治学

的角度看，在西方各国中，日本的保守主义

政治、保守精英层的施政具有较高的稳定

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统合能力，保守政

党及建制派仍牢固地统治和把持着中央政

权。日本政坛仍由历史传承性很强的老牌

保守政党长期垄断或占据主流，在美欧较

为普遍的民粹主义、反建制派、反全球化、
极右翼政党崛起等现象，没有太多地影响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本‘军事崛

起’与我国对策研究”(17AGJ009)的阶段性成果。

日本的中央政坛和国家政治生活。在当今

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并扰乱

全球政经秩序的背景下，这一现象使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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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政治学界对日本的保守政治另眼相看，

并给出了不俗的评价。①

诚然，日本的保守主义及其施政往往

与右翼、鹰派、历史修正主义、民族主义、谋
求军事大国化等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东亚

世界常被给予负面的评价。但在当今时

代，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观察，日本的保守

政治至少在主张自由贸易、压制民粹泛滥、
调和传统与现代等方面不乏正面价值。在

纷繁复杂、秩序未稳、地缘政治重新回归以

及大国博弈进入深水区的时代背景下，如

何认识日本的保守政治及其国家治理对正

确处理中日关系、开创外交新局面、进而赢

得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一、日本保守政治的探寻

———双重价值之间

在自古以来的发展和变革中，日本对

现代性( 同时代的文明精粹)、先进性、主

体性、拿来性等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取

向。由于处在东亚大陆边缘的岛国位置，

加上其亚文化特性，日本既异常渴望以开

放进取的姿态学习外部先进文明，也万分

执着地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

在“古层底音”与现代文明之间勉力调和

与折中。日本统治者在推进开放和现代化

时，需要极为精心地权衡政治传统、社会观

念以及民众情绪的接受度。从在东亚史上

闻名的“大化改新”到在世界史上留名的

“明治维新”，日本的整部历史都会提醒人

们思考，在面对“西力冲击”时，如何处理

开放与保守、传统与现代( 同时代)、自由

与“克己”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很久以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

方的“现代性”和“革新性”被定义为新世

界的肇始和标志，其中包括对传统的适当

切割、对现实的不断改革等。从那时起，西

方语境中的现代性和开放性日益被时代和

世人所认同，从思想和政治哲学领域向经

济和社会领域发展，从而导致逐步向纵深

发展的全球化潮流。美欧主要国家及其主

流价值观通过全球化、一体化和联通化浪

潮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观念，即

通过不断增加的开放来实现更大的多样

性，从而获得更多能够促进国家和社会发

展的动力和资源。尤其是在美欧自由主义

阵营取得所谓的冷战“胜利”后，其新保守

主义者和 新 自 由 主 义 者 曾 乐 观 地 认 为，

“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将会是所有

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② 诸如社会

开放、人口迁徙、财物自由移动、经济全球

化等自由主义的信念和秩序成为“政治正

确”的信条，而不是基于各国的发展阶段

和治理水平来推动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

步。
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性和开放性概

念一直受到社会稳定和等级制度的限制。
日本政治总是小心翼翼地看待现代性和开

放性，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自己

的混合型或折中型的道路，这条道路带有

诸多的平衡、取舍、调和及暧昧性。远的不

论，就近代而言，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大规模

接触及其近现代化可以一直追溯到 150 年

前的明治维新时期。150 年过去了，日本

各界在纪念维新时，还是要讨论日本在东

西方之间的定位、日本的开化与传统等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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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エズラ·ヴォゲル:「格差を広げないサムライの資

本主義」;ケント·カルダー:「日本研究の二つの潮

流」，均参见「ハーバードの日本再発見」，载『中央

公論』2017 年 9 月号。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Free Press，1992．



典议题。直至当代，这个国家仍在拥抱外

部世界与保留其文化和社会的核心要素之

间煞费苦心地进行探索。在上世纪 70—
80 年代前后盛极一时的“日本模式”，比如

终身雇佣、年功序 列、企 业 内 工 会、交 易

“谈合”等，明显地照顾到了社会旧习和传

统价值，而非全盘西化和对外开放的结果。
如今，当美欧诸国因过度“自由开放”

而面临社会、阶层、宗教及族群分裂时，日

本的保守政治始终不放弃通过保持某些社

会经济的“障碍”来适度调节与世界接触

的深度，从而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

安全提供保险系数更高的选择。奇妙的

是，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甚至日本这个民族

(包括“御宅族”、“低欲望层”、“下 流 社

会”等) 的当代特质都在欢迎一种保守、稳
定的政治体制以及适度排外的封闭性所带

来的安全感和舒适度。然而，一个国家能

够在不完全开放或放开的情况下实现全球

化和现代化吗? 在许多方面，日本仍然是

非西方式现代化的一张试纸或一件试验

品。尽管日本成为第一个发展现代政治和

经济体系的非西方和非基督教国家，但却

经常受到美欧的批评和责难，因为它总是

有意无意地与其他西方国家在文化、社会

和经济上保持一定的隔离。日本不仅因此

受到“另类国家”、“异质民族”的指责，在

其经济贸易发展到威胁欧美的实际利益

时，更 是 不 时 遭 到“敲 打”( Japan Bas-
hing)，被迫接受“广场协议”和“结构改

革”，并一直持续到 2017 年美国新总统就

职。特朗普执政后，毫不留情地欲对日本

这个主要盟国开征高额贸易税，刺激他这

样做的原因之一仍是其脑中残存的 1980
年代“另类日本”压迫美国经济和就业的

图景。
一直到现在，自民党保守政府在向世

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和软实力时，相比于现

代性和世界性，如“日本屋”( Japan House)

项目、日本动漫和时装等，往往更属意于展

示传统元素，或至少是融合传统与前卫的

艺术范式，试图使传统与现代共存。实际

上，从上层皇室制度的千年延续，到下层古

风习俗的盘根错节，在当今日本复杂的前

行道路上，其历史的残余物都有着令外界

感到困惑的忍耐力和持久力。其中最让人

费解的无疑是延续千年的皇室及其“典

范”，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日本在本质

上保守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连续性。而皇族

的神秘色彩和模糊角色或许恰好反映了日

本传统与现代之间持续的张力关系。2017
年，有关天皇“生前退位”的立法得到了批

准，这意味着皇室既是传统的代表，也逐渐

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象征。这也是日

本天皇时隔近 200 年后首次生前退位，给

日本社会及国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

引起了极大反响。这种现象表明，日本政

治及战略文化在宏观层面上仍然需要解决

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的问题。① 能否

在不完全对外开放、不颠覆传统及文化的

条件下继续保持社会稳定、认同凝聚力和

强大的经济实力，将是日本保守政治以及

日本民族未来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对日本保守政治的再评价

———美欧的视点

美欧的东亚研究学者提出了对日本的

保守政治进行再评价的问题，这是因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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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实际上，日本保守派及右翼势力认为，“天皇制”更有

利于维护日本国家的统一和凝聚力，有利于将来某

个时刻利用其政治价值达到其战略目标。2012 年，

安倍再度执政后也一直希望利用天皇获得支持。



日本相比，美国和欧洲对自身的状况似乎

越来越感到困惑，它们不仅未能确保社会

和谐、文化融合、经济平等，甚至纽约、伦

敦、柏林、巴黎、罗马等大都市的反恐与安

全，抑或这些城市中心地带及老城区的社

会治安，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① 与此同

时，对比日本政坛由“百年老店”自民党这

样的传统老牌保守政党占据主流和优势，

美欧的建制派精英层则处境尴尬，民粹主

义、反全球化、右翼政党崛起等乱象不断侵

蚀美欧的中央政坛和国家政治生活，由此

引发的美英“退群”、“退欧”导致贸易保护

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全球政经秩序

因此遭到冲击。
当然，从美欧失败的角度重新审视日

本的近代史并不意味着粉饰其当前的弱点

和面临的挑战。日本当然也存在自身的问

题，它同样面临后现代社会的所有困境，例

如少子老龄化、经济挑战和发展停滞等。
冷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财政状

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这些信号表

明，后工业化的日本经济也许不会再出现

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此外，日本的监管及

营商环境令人不满，企业和政治文化中的

腐败、服务业的低效等也会经常遭到批评，

并面临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日

本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问题。最重要的

是，这个国家面临着急剧衰退的人口结构，

这对日本的未来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尽管

如此，日本完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外

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被宽容。在世人

眼中，日本在过去的 25 年里一直处于阴云

笼罩之下，1980 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

后，曾经的亚洲超级大国不再引起投资者、
专家或媒体的兴趣。所谓的日本模式，比

如终身雇佣制等，被重新解释为是僵化的、
风险厌恶( risk aversion) 的以及无力应对

新时代的创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

模式已经成为欧美谴责日本的狭隘性的主

要说辞。
冷战结束后，日本被认为进入了“失

去的二十年”的下行通道，但如果将 1990
年代以来的近 30 年放到更长的历史周期

中加以评判，日本和哪些美欧国家更应该

算作成功或失败，目前还难以作出定论。
换个角度看，或许自 1990 年代以来，日本

的政策选择比通常所认为的要更正确。所

以，日本的保守政治在开创了自己的前行

道路的同时，似乎也提供了另一个社会榜

样，这条路线固然受到了许多批评，但在当

今世界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考虑其价值和意

义。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这类美式衡量标

准并不一定是日本人所青睐的价值准绳。
在日本狭小的国土空间中，相比于个体自

由，社会的整体稳定水平可能更重要。同

样，对比美国过度消费的社会弊端，面对后

工业化时代，日本正在摸索一条虽然发展

并不是非常高效、但对社会及环境造成的

破坏却更少的前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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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节内容的基本要素，除特别注明外，皆受教于以下

美国专家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约瑟夫·奈，

苏珊·法尔(Susan Phar)，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拉尔

德·柯蒂斯( Jerald Curtis)，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

授肯特·卡尔德(Kent Kalder)，耶鲁大学教授弗朗

西斯·罗森布鲁斯(Frances Ｒosenbluth)，波士顿大

学教授托马斯·伯格(ThomasBerger)，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教授史蒂芬·沃格尔(Steven Vogel)，华盛顿

学院教授欧阳安(Andrew Oros)，达特茅斯学院教授

珍妮弗·林德(Jennifer Lind)，华盛顿大学教授萨阿

迪亚·佩克坎农( Saadia Pekkanen)，以及美国国际

战略研究中心副总裁兼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格林

(Machael Green)，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希

拉·史密斯(Sheila Smith)，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米瑞亚·索丽思(Mereya Solis)，卡内基和平基金

会高级研究员詹姆斯·肖夫( James Schoff)，斯坦福

大学胡 佛 研 究 所 高 级 研 究 员 迈 克 尔·奥 斯 林

(Machael Auslin)等。



归纳起来，美欧学者认为日本的保守

政治对国家的治理至少在以下几方面颇有

亮点，值得西方各国借鉴和参考。
( 一) 对全球化与开放( 移民) 的理解

和把握

日本成功地为本国国民提供了稳定和

安全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本

国内的凝聚力以及对全方位开放设置的限

制。日本仍然严格控制对边界的开放，它

在获得增长机遇与保持稳定之间进行了谨

慎的权衡取舍。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

本并不直接面对来自伊斯兰恐怖势力的威

胁，处于相对较小的危险之中。这是因为

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将稳定和安全的价值置

于开放和自由之上。日本的有限开放和

限制移民( 极为挑剔地、选择性地接受移

民) 是基于保持社会凝聚力并使国家免

受外国经济和安全干扰的自身需求作出

的选择。
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T． Hall)在《超越文化》一书中将“低语境”
( low － context) 和“高语境”(high context)
等多元文化及其政治现象进行了比较。从

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低语境文化融合了许

多不同的传统和信息，这种文化会激励创

造力，但也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相比

之下，高语境文化国家往往会对思维与社

会的互动产生刻板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

上源于其种族性。① 这种艰难的权衡与平

衡目前已成为整个西方政治冲突的中心。
即使因移民而建立国家身份的美国，也发

现国内在开放边界和特赦非法移民是否正

确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因此形成了各种

各样的社会和经济联盟。欧洲对外来移民

的恐惧则更为严重，现在似乎正重新考虑

几十年来几无约束的移民潮流及其影响，

这些移民正在改变欧洲大陆的人口结构，

同时也增加了它的治安及社会服务成本。
日本是同质性较高的典型的高语境国家，

日本关于“日本人”及其“主流价值观”意

味着什么几乎没有争论，不同的族群和阶

层之间更不会成为彼此争吵和谩骂的对

象。日本强大的群体认同感有助于社会统

一，因此在社会统合及治理方面比欧美更

为顺利和成功。
( 二) 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成绩单”

并不寒酸

尽管日本经历了几十年缓慢或停滞的

宏观经济增长，但日本的真实经济状况依

然表现出不少亮点，比许多人认为的要好

得多。从国际比较来看，过去 20 多年日本

的经济有着不俗的表现，并没有“失去二

十年”。② 从统计数据看，2005 年到 2015
年，日本的实际人均 GDP 增幅高于美国、
英国和欧元区。1990 年到 2015 年，几乎

是整个后泡沫时代，日本的实际家庭消费

增长也超过了欧元区，仅次于英国、美国和

瑞典，而且家庭债务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

增加。日本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全速前

进，但整个政治和社会也没有过多地受到

经济因素的困扰。按照经合组织(OECD)

的标准，日本仍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在购

买力平价上，日本的人均 GDP 从 2011 年

的 35779 美元增加到 2015 年的 40763 美

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 年日本的

基尼 系 数 为 0. 32，仍 低 于 美 国 同 期 的

0. 41。
所以，与西方和许多邻国所面临的问

题相比，日本的相对实力和稳定至少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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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dward T． Hall，Beyond Culture，Anchor Books，1976，

pp． 20 － 32．
张季风:《重新审视日本“失去的二十年”》，载《日本

学刊》2015 年第 5 期。



让人重新认识其社会和经济政策。在泡沫

经济破灭后的 20 多年里，日本保守派政治

领导人也许是有意识地选择了经济通缩的

路线，寻求稳定，从而使激进经济重组的社

会风险最小化。安倍在 2012 年重任首相

后，竭力扭转这一长期趋势，由于他积极地

寻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使经济扩张显

得比稳定更为重要。但是，总体来看，日本

的保守政府在推进“安倍经济学”时仍然

是谨慎和小心的，在安倍内阁中，小泉时代

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不得不放缓了实施

的脚步。这表明，当前安倍的保守政府也

在寻求稳定与增长的结合，并将社会稳定

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 三) 社会治理及居民生活

上述经济数据只能反映日本的保守政

府治理国家的成绩单的部分情况。在后现

代社会的总体经济发展都以中低速度进行

的情况下，综合社会政策的成败更能反映

出社会治理的状况，几个重要的例子和数

据颇能说明情况。例如，美国的凶杀案和

谋杀率大概是日本的 5 倍。在日本，各种

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发生远比美国少

得多。日本在全球是一个非常平稳和安全

的国家，世人几乎都承认，生活在日本具有

很强的安全感。
日本仍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它同

时也是世界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

之一，日本有着女性控制家庭预算和家庭

决策的传统。此外，自 2003 年以来，在日

本的总人口已经减少的情况下，日本的工

人人数仍在增长，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安倍内阁的“女

性经济学”政策试图继续增加这一数字。
尽管日本的性别平等仍是很大的问题，但

这种趋势是令人鼓舞的。在教育方面，日

本学生在经合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学、阅读

和科学排名中总是名列前茅，多年来稳居

前三。与此同时，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保持

在 4%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的

劳动力具有健全的职业道德和对自身较高

的期望，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水准。日本

的公共卫生状况也比美国和欧洲更加优

质。另外，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肥胖率最低

的国家，而美国的肥胖率则在世界排名第

一。与美国相比，日本的艾滋病病例数稀

少，其癌症发病率排世界第 48 位。这些社

会统计数字在进行复杂的叙事时是不可缺

少的，因为它们可以用来支持一种观点，即

日本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成功地处理了无

数的问题，这些问题比大多数观察家所承

认的还要多。这一现象说明，日本在试验

一种体面、优雅的衰退，而后工业化国家无

一例外地都要面临这种棘手局面的到来和

考验。

三、日本的保守政治也有“毒素”
———东亚的关切

日本国家的“正常化”与“大国化”一

直是日本保守政治精英们的“日本梦”的

核心要义。作为时常被贴上民族主义和偏

右标签的保守派政治家的总代表，安倍自

2012 年底第二次上任以来，就与这些批评

性的政治话语有了特别的关联。安倍连续

大胆地采取行动，在思想观念、战略政策、
法制体系、组织编制、武器装备、前沿部署

等方面解禁对日本发展和运用军事力量以

及对外开展安全防务领域合作的限制。日

本的保守政治势力认可并鼓励安倍消除自

1945 年以来日本的所谓“军事无能”和“国

防阉割”，但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邻国

和俄罗斯却不时批评安倍的举措是对亚洲

稳定与和平的破坏，日本国内的自由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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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与左翼势力也时常对安倍提出这样的

批评。
2012 年再次执政以来，安倍迅速采取

措施实施日本的综合强军计划，他连续制

定了增加防卫预算的政策，到 2018 年已实

现“六连增”。此外，他还启动了国家安全

保障会议(日本版 NSC)，结束了对武器出

口和对外国防工业合作的限制。2014 年，

安倍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
年，国会又正式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以深化

与美国和其他潜在伙伴的安全合作，并为

日本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背书。同年，日

本推动制定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旨在加强日美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其中

包括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新领域。
安倍保 守 政 府 推 动 解 禁“集 体 自 卫

权”、通过新安保法案以及修订《日美防卫

合作指针》等举措，受到了在野党和国内

市民团体的强烈批评。众多民众反对安倍

的一系列计划，认为这会导致日本更容易

向国外派遣自卫队。例如，2015 年 7 月，

在国会众议院通过该法案之时，接受日本

各大媒体民调的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

反对安倍内阁和自民党强推的新安保法

案，原因是该法案允许日本参加集体自卫

行动。反对者的数量在立法辩论和通过的

过程中一直保持高位，当 2015 年 9 月参议

院通过该法案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入

国会大厦附近的街区，除大部分左翼团体

及市民团体加入抗议活动外，还有众多青

年学生参加了抗议活动。同样，2015 年 4
月，在日本颁布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后，共同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受

访者表示反对。
安倍试图摆脱“战后体制”，将日本打

造为“正常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修改最具

象征意义的战后和平宪法。当前，安倍政

府面临二战后 70 多年来最有利的修宪环

境，这或许是战后和平体制面临变动的契

机，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由此渐入歧途。
2017 年 5 月，在宪法施行 70 周年纪念日

之际，安倍在右翼团体“日本会议”主导的

集会上发表视频讲话，声称修宪是自民党

的立党宗旨和夙愿，他将努力完成“历史

使命”。尽管之前安倍也多次表达过修宪

意愿，但此次的讲话内容进一步明确提出

了修宪路线图和时间表:修改第 9 条，增加

使自卫队合法的内容，2020 年实施新宪

法。①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安倍

式”修宪并非像德国那样进行技术性调

整，而是在保守及右翼势力的大力推动和

支持下，意在为摆脱战后国内体制和国际

秩序、调整国家发展及战略走向提供大法

依据，包括在历史问题、安全防卫、日美同

盟等重大领域改变战后日本和平发展及进

步主义所依据的法律基础。安倍本人也曾

表示，更雄心勃勃的安全政策改革需要正

式修订第 9 条，其修宪的核心目标就是通

过自卫队的合法化来释放国防能力，去除

第 9 条这一和平主义的象征，实现“摆脱

战后体制”的夙愿。
在日本，“和平宪法”第 9 条是最具争

议的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它是对二

战历史反省的结果和现代日本的典范，但

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谴责它限制了日本的

主权，是军事行为的羁绊。尽管这一条款

几乎并未阻止日本维持其现代化的、有效

的军事力量，但却把日本军事和安全政策

的合法性封存了起来。直到 2018 年，民调

仍显示，日本选民中的微弱多数希望维持

第 9 条这一和平主义传统象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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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安倍首相インタビユ全文」，『読売新聞』2017 年 5
月 3 日。



为此，安倍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以及朝鲜核导危机。日本

保守的右翼势力一直以中国快速的军事现

代化和朝鲜的核导计划为理由渲染“周边

威胁”，这些“威胁”恰好又出现在日本经

济低迷导致公众和决策者自信不足、焦虑

陡增的时期。安倍将修宪、选举以及军事

发展都与朝鲜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不断宣称

日本“国难”当头，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

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经过

安倍及日本政府多年的渲染和舆论动员，日

本人越来越关注朝鲜和中国的“威胁”。
尽管日本保守政府不断加深与美国的

联盟，但却始终怀疑美国对日本的终极安

全保障。日本保守派在对日美联盟没有真

正信心之际，正试图发展进攻性或攻防兼

备的武备，其空军和海军正在不断加强其

在本国岛屿之外的远程投射力量。美国特

朗普政府对此的立场是，盟国应该停止对

美“搭便车”，尽可能担负更多的自我防卫

责任。这与希望加强日本军力建设的安倍

政府意见完全一致，安倍早就希望他的国

家可以成为具有自主军事能力的“正常国

家”。当前，安倍政府花费巨额投资用于建

设反导弹防御系统，订购先进战斗机，并增

加在亚洲的军事投送能力，包括新购大型加

油机、建造两艘大型直升机航母。据报道，

安倍政府将在 2018 年底之前完成修订新

《防卫计划大纲》中有关重点考虑“自主”的

问题，包括将自卫队打造成能够攻防一体、
进行空天海陆网“跨域”作战的军事力量。①

除此之外，安倍正努力推进“积极的

和平主义”，加强与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

在内的地区主要国家的防卫合作关系，推

动“印太战略”，举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

演习和训练。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介

入地区安全事务，帮助东盟国家提升防务

能力，逐步升级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军备器

材。2015 年新安保法案和新《日美防卫合

作指针》实施后，自卫队加速走向海外，不

断加强对外安全合作及全球防卫能力，例

如，执行保卫美军舰船的“美舰防护”任

务，自 2016 年开始连续部署其直升机航母

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访问。这些做法标志着

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开启了正面高调充

当军事安全角色的先例，是其防卫政策调

整的一个里程碑。

四、结语

日本的保守政治以自民党的超长期连

续执政为载体，既展现了有别于美欧政治

的治国理政业绩，也存在着其自身固有的

弱点和“毒性”。如何客观审视当今日本

建制派保守政治精英的政策和施政，不仅

要有“距离产生美”的美欧角度，也需要东

亚视角的近距离观察和感知，甚至要广泛

倾听日本国内的声音———包括朝野政党、
左中右各派、政官产学研等等的意见。唯

有如此，才能对日本政治形成客观的、平衡

的认识。
二战后，重新评价日本的起因，一是因

“好”而评，给予颂扬，例如，1970—1980 年

代，傅 高 义、查 默 斯·约 翰 逊 ( Chalmers
Johnson)等学者因为日本在经济发展和社

会治理等 方 面 表 现 良 好，而 对 其 背 后 的

“日式”价值观、尤其是其治理方式及经营

方式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②二是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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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衛大綱改定 新たなキーワード」、『日本経済

新聞』2018 年 8 月 24 日。
Ezra Vogel，Japan as No． 1，Harper Torchbooks，1979。
同一时期，日本国内也充斥着对日本国民性以及某

种优越特性的考察甚至颂扬，例如南博的“日本人

论”、京极纯一对日本政治特殊性的肯定等。



而评，给予批评，例如，冷战后的日本经济

持续低迷，政坛时常出现混乱，日本模式的

弊端、痼疾也暴露无遗，从而导致关于日本

经济和模式的讨论几乎都是负面话题和教

训总结，以至于日本风光不再，在国际社会

和多边场合成了不受重视、甚至被无视的

对象。① 但是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再

评”，日本本身并未发生多少令人惊奇的

变化，而是在美欧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社会、
乃至主流价值观发生“混乱变化”和“糟糕

表现”时，作为参照系而受到了肯定和好

评。当然，与上述第一次之褒和第二次之

贬不同，这次学者们并没有在理论、思想、
文明学、国民性等层次上过度论证或强调

日本“例外论”或“独特论”，而主要是就事

论事，认可日本保守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以

有别于美欧的传统保守方式取得了不俗的

业绩，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灰色调中呈现出

一抹亮色。
日本之所以获得好评，被归结为以自

民党长期执政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的稳

定性及其施政的连续性。美欧学者认为，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日本的保守政治及其

治国理政颇有可取之处。日本一直在保守

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小心翼翼地保持与

世界的适当距离，调控开放与封闭(保守)

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保守政治的治世之

道具有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强烈愿

望，同时逐步增加国家财富并将其用于海

外进取和干预，这两者的权衡将继续界定

日本与世界相处的界限。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的问

题也可能会出现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集团及

其统治功能内部。如前所述，日本是同质

性较高的典型的高语境国家，但反映在政

治上，由于其保守性、因循性、统一性和同

质性，有时却反而会给国家带来长远的颠

覆性危险。自安倍二次上台执政以来，由

于中日 GDP 逆转之势继续扩大，东北亚局

势敏感震荡，日本的政治精英陷入重度焦

虑，政坛的保守化及右倾化加剧，革新及进

步势力衰弱，安倍被寄予“稳定执政”、“夺

回强大日本”的厚望。纵观二战后日本的

政治史，如今的“安倍一强”、“自民党独

大”现象非常突出，安倍保守政府的权力

操纵出现部分失控的现象，表现出可以藐

视宪法、徇私舞弊、却安然无恙并能全身而

退的怪象。在这一强大的权力垄断背景

下，由日本保守势力极力推动，安倍强势推

进修宪、强军、海外派兵等举措，将日本引

向与之前大不相同的发展方向。这种态势

是祸还是福，值得世人关注。■

［吴怀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政治研究

室］

( 责任编辑 顾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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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池田信夫:『「失われた30 年」に向かう日本』，ニュ

ーズウィーク日本版，2010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