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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２０１２年安倍上台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发生重要变化，主要是日本社会保守化、安倍

政治路线右倾化，政党体制演变为自民党一党独大，安倍首相官邸控制自民党和官僚，官邸主

导人事和政策决定权。日本首相官邸主导政治是建立在日本独特的政治生态中，包括自民党

得以取得强大地位的日本社会结构，自民党的利益诱导政治，在利益集团支持下，自民党连续

取得选举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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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生态的定义是政治行为体（政党、政治家、政治团体）及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平衡系统。

日本政治生态研究包括日本议会内阁制研究、国民及政治家政治意识研究、政党体制研究、执政党和在

野党政策研究等。当前日本政治生态变化的特征是日本社会保守化，安倍及自民党政治路线右倾化，自

民党一党独大，安倍首相官邸主导政治运营和政策制定。做好日本政治生态研究，可以为中国对日外交

战略研究提供详实的材料，找到对日外交战略突破口。

一、安倍保守政治路线

安倍上台后，以经济政策和安保政策为重点，在政权建立后优先经济改革。安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

政策、积极财政政策和经济结构改革，推进ＴＰＰ谈判。２０１３年底安倍打出“安保三支箭”，以“积极和平

主义”理念重整日本安保体制，废除“武器出口三原则”，向海外市场推销武器装备。

２０１４年７月，安倍通过解释性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日本“与美军明确责任分担，实现日美实

质对等地位”。日本保守派认识到“在当今世界，自主防卫不是单独防卫。只要立足自身，维护国家利

益，集体安全体制也是自主防卫一个形态。”①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日本追求日美平等、自主防卫重要举

措。安倍上台后提出“打破战后政治体制”，因此，解禁集体自卫权成为安倍架空日本宪法的一个步骤。

安倍推进强军路线、“国防正常化”，通过《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大纲》以及《中期防卫力量整

备计划》，提出今后日本自卫队加强空中、海 上 自 卫 队 装 备。２０１８年 提 出 的 防 卫 预 算 超 过５．２万 亿 日

元，可预见将来日本会继续增加军费，适度强军。按日本军费增长速度０．８％计算，１０年后日本军费开

支会从５００亿美元增加到５６０亿美元。按日本军费接近经济增长速度２—３％计算，１０年后将是６１０—

７００亿美元。但是日本大幅度地增加军费是困难的。首先，日本社会面临少子高龄化困境，日本政府背

负着１０００多万亿日元债务，日本军费开支很难突破ＧＤＰ的１．５％，即７５０亿美元。其次，日本如果穷

兵黩武，付出代价很大，更加恶化日本生存和发展环境。今后安倍会修改和平宪法，确定自卫队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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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推进武器出口，打造尖端武器生产体制。

安倍通过秘密保护法案和解禁集体自卫权时，不和国民充分沟通，强行推动国家主义政策，在国民

中引起恐慌。安倍在党内实行包容性人事安排，加强党内团结，强化地方组织、友好团体等传统支持基

础，制定自主宪法。但是在国政选举中自民党的绝对得票率低，自民党提出的右倾政治理念，国民无法

深入理解，《读卖新闻》调查显示，反对修改宪法的国民超过支持修改宪法的。每次国政选举，安倍都以

国民支持的安倍经济学为旗号赢得选票，胜利后又开始执行右倾政治路线。

日本第一大在野党民主党（后分裂成国民党、希望党、立宪民主党、民进党）在安保问题上，提出针锋

相对政策。民主党前党首海江田万里提出“不行使集体自卫权，也能保护国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以民主

党和社民党议员为中心的日本超党派议员联盟“立宪论坛”制定了“和平创造基本法案”，把“保护和平生

存权”和“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作为安保政策基本理念提交国会。① 自民党内重量级议员也反对

安倍右倾路线，时任自民党总务会长野田圣子撰文反对安倍。自民党三位前干事长加藤紘一、野中广务

和古贺诚，分别在《世界》杂志、《赤旗》报发表文章，阐述日本重回战前军事体制，有卷入战争风险。

二、自民党右倾政治集团的崛起

１９９７年，中川昭一和安倍在自民党内建立“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年轻议员会”，要求重写历史

教科书中从军慰安妇问题。２００３年小泉内阁时期奔走于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安倍担任自民党干事

长，修改河野洋平在１９９５年制定的纲领性文件，重新把自主制定宪法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安倍为

中心形成了右倾政治集团。２００７年第一次安倍内阁倒台后，举行总裁选举。支持麻生的议员组成了以

中川昭一为会长的“新保守政策研究会”牵制自由主义色彩较强的福田政权，提出推进安倍内阁提出的

摆脱战后体制。２００９年民主党取得政权后，安倍担任新保守政策研究会会长。２０１０年名称改为“创生

日本”，以街头演讲等方式反对民主党政权给予永住外国人地方参政权以及夫妇别姓制度。日本创生会

的前身新保守政策研究会在人际关系上继承了青岚会，２０１２年日本创生会制定自民党右翼色彩强烈的

修宪法案。②

安倍利用保守政治小集团控制自民党，成功压制党内竞争对手和反对派。安倍提拔首相出身派阀

细田派、岸田派和右倾政治拥趸入阁，强化安倍政治集团在自民党内地位，建立“党中党”，加强集权领

导，安倍以小集团控制大集团形式控制自民党。安倍上台以来每年改组内阁，安倍出身派阀细田派每次

大约有３人入阁，岸田派有２—５人入阁，是入阁人数比较多的派阀。安倍内阁１８名成员多数来自安倍

担任会长的“日本创生会”③和“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④也是保守团体“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

谈会”成员。

三、日本政坛一强多弱政党体制

２０１２年安倍率领自民党在大选中获胜，加上另一执政党公明党，两党占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并赢得２０１３年参议院选举，结束困扰日本政坛多年的“扭曲国会”现象。２０１６年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和

公明党执政联盟大胜，修宪势力（自民党、公明党、大阪维新会、守护日本之魂党）在参议院占１６６席，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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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三分之二多数。自民党改选议席是５０席，公明党改选议席是９席。结果自民党获得５６席，公明党获

得１４席，都大幅超过改选议席。７月１３日岩手县无所属议员平野逹男宣布加入自民党，自民党获得议

席增加到５７席，加上自民党非改选议席６５席，超过１２２席，时隔２７年再次在参议院单独过半数。选举

后，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在参议院占１４７席，取得绝对稳定多数。自民党在选举区获得３７席，比例

代表区获得１９席，在比例代表区获得２０１１万张选票（得票率３５．９％），超过２０１３年参议院选举的１８５０
万张选票，安倍政权逐步稳固。

除日本共产党以外的民进党（后分裂成立宪民主党、国民党、民进党、希望党）、社民党等在野党持续

低糜。本次参议院选举，民进党改选议席为４３席，在选举区获得２１席，在比例代表区获得１１席（１１７５
万张选票），加上非改选的１７议席，在总数为２４２议席的参议院占４９席。此次民进党的参议院败选，进

一步加剧自民党一党独大，缺乏在野党制衡的政治局面。

２０１７年大选，冒着巨大风险，自民党以相对较低支持率进入大选。在大选中，因在野党政策提案能

力不足，没有表现出带领日本崛起的能力，自民党和公明党获得过超过三分之二议席，在众议院１７个委

员会占据委员长席位，并在每个委员会有半数以上委员。根据日本宪法规定即使执政党提交的法案在

参议院被否决，可以在众议院重新表决通过。本次大选焦点议题是经济政策和社保政策，次要议题是核

电政策和修宪问题。

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能保住三分之二议席，其原因主要是大选投票率低。① 第二是经济缓慢

复苏，有了一定成果。在野党提出的经济政策没有让日本国民信服，日本国民没有其他选择。民主党执

政时期，日本经济急剧下滑，对此，国民记忆犹新，渴望政治安定，没有更换政府意愿。第三是在野党呈

现“碎片化”，没有对选举做好准备，选前一直分化组合，没有引发日本国民选举热情。尤其是年轻人，对

日本“既得权益集团的政治”早已厌恶，深感选举投票改变不了日本政治发展轨迹。

自民党和公明党执政联盟虽然维持众议院三分之二以上议席，但安倍经济政策只给部分民众带来

实惠，地方经济日益困难。安倍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成效，日本就业率、股票价格、进出口贸易额都创近年

来新高。安倍吸取第一次安倍政权垮台教训，优先解决经济课题。安倍在第二任期学习原首相小泉，小

泉主要政策目标是结构改革。但小泉当选后先解决银行不良债权问题，等国内经济稳定后才着手邮政

民营化改革。安倍的政策议程优先经济改革，积累足够政治资本后，安倍才启动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

修改教育基本法等政治议题。

安倍今后主要政治任务是修改宪法，但安倍内阁首先要做好经济复兴。日本大都市市况繁荣，但没

有惠及地方，大公司赚到大量利润，开始提高工人奖金，日本大城市与地方经济冰火两重天，这也出现在

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困扰日本社会的另一问题是少子高龄化。２０１５年日本１５岁以下人口为１５００
万，６５岁以上人口为３３００万，劳动力补充来源不断减少。当前，等待入托儿童有５０万人，不解决入托

问题女性很难进入职场工作。日本高龄老人照顾费、养老金和医疗费支出占日本年度预算一半以上。

因此，社会保障问题成为２０１０年后历次参议院选举中选民最关心问题。安倍政权要向选民展示执政成

果，只有拼经济。

从中长期看安倍经济改革可以收到一定效果，政府逐步降低企业税，日本企业税在全球属最高之

列。为对抗日本人口老龄化问题，企业未来将吸收更多外国员工，同时加强女性在日本经济中作用。改

革措施还包括提高机械设备生产能力，展开一场“机器人革命”；改革医疗保险法规，振兴医疗卫生领域；

改革养老基金法规，允许养老基金流入股票市场；拓展国际市场，完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ＴＰＰ）

谈判。这些经济振兴计划要经过立法程序成为法案，在１０到２０年时间使日本经济增长率在０．５％的

基础上提升０．２—１．５个百分点。

今后安倍经济改革的问题是鼓励有能力的人继续富裕，提升中间和中下阶层财富，建立经济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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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安倍代表日本大企业和军工企业利益，在野党主要代表工会利益。各利益集团各取所需，拒

绝负担改革成本。安倍经济政策第三只箭以自由贸易主义即ＴＰＰ谈判、减少法人税、增加消费税、振兴

军工企业为中心。在政策执行过程中，ＴＰＰ谈判损害农民利益，医疗、保险领域开放会增加医疗、保险

费，遭到工人和中下层民众反对。安倍坚持提高消费税，减少法人税，把政府债务负担转嫁给民众。安

倍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引发通货膨胀，食品、日用品和燃料价格上涨。舆论调查显示，７６％日本国民

没感受到经济复苏，安倍要尽快使广大民众获益才能得到民众支持。

四、自民党和首相官邸力量对比变化

安倍上台后，把权力集中到首相官邸，安倍政治拥趸世耕弘成、卫藤晟一、加藤胜信、饭岛勋等担任

官房副长官和首相辅佐官。日本退职外交官谷内正太郎、兼原克也、田中均、薮中三十二等或任职于国

家安全委员会，或任职于知名智库，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左右国家战略决策的精英群体。

安倍确立长期政权的背景是２００９年自民党大量资深议员落选，２０１２年大选安倍选拔一百多名政

治新人当选。安倍虽然没有像小泉那样得到国民强烈支持，但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日本政治右倾势

力崛起，安倍得到日本会议等右派团体支持。① 在党内以“细田派”以及右倾团体控制自民党，建立首相

官邸主导政治。

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对首相资质要求高，党首和首相要有领导力，不仅能取得国民支持，还

要有控制执政党的手腕，能顺利推行政权公约。有政治天赋和领导力的首相能发挥小选举区和比例代

表并立制的优点，如小泉在“邮政解散”后的大选，获得巨大胜利，感叹中选区制时代不可能成功。因此，

小选举区和比例代表并立制有利于强势政治家实现困难的政治目标，弱势政治家不能面对小选举区和

比例代表并立制引发的激烈议会斗争，抚平“简单多数决定制”容易引发的社会群体利益斗争以及党内

激烈斗争。

在安倍内阁支持率走低时，安倍会任命自民党重量级政治家担任干事长、总务会长，首相官邸会倾

听自民党内各派阀意见。这种转变主要是因为安倍支持率下降，不仅面临社会压力，自民党内也有不

满。自民党在地方选举中连续败北，地方支持率不高。自民党能在近几年日本大选、参议院选举获胜，

主要原因是投票 率 都 很 低。２０１３年 参 议 院 选 举 时，自 民 党 在 地 方 得 票 率 很 低，超 出 大 多 数 人 预 测。

２０１４年底大选，谷垣祯一干事长立下汗马功劳，在自民党内地位提高。安倍需要自民党支持，安倍启用

自民党重量级政治家维持政局，自民党政治家在政策制定和执行上掌握更大发言权。

五、日本政治生态变化及中国对日外交战略

安倍上台以来，日本政治生态变化明显，主要表现在日本社会政治环境和政治思潮变化，安倍执政

环境变化导致安倍政治议程变化、自民党和首相官邸力量对比变化。我国需要调整对日外交战略适应

新变化，适时改变对日政策。

自民党内部不是铁板一块，有时对安倍政策有重大影响，自民党内许多派阀与中国党政机构保持友

好关系，与日本自民党、公明党、在野党的党际交流，有利于中日友好事业稳步发展。当然，日本政治环

境变动也有不利于两国关系的，如安倍逆时代而动，奉行国家主义政治路线。因此，我国对日外交战略

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长期看日本社会保守化、政治右倾化趋势不会变。短期内安倍面临经济压力，必须缓和与中

国关系。日本财界希望中日领导人能建立互信关系，中日经济合作更上一层楼。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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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两国经济关系稳定。两国关系改善要从实务层面着手，中日两国已经在许多问题上保持克制。在

中日两国热点问题上，中日事务当局做了大量工作，妥善处理问题。

第二，应加强与自民党交流，尤其是对华友好派阀。首先，自民党重量级政治家相继担任干事长、总

务会长等职务，加强与自民党重量级政治家联系，会影响安倍政策；其次，安倍安排多名对华友好政治家

如二阶俊博等入阁或担任自民党内重要职务，为中日高层政治对话铺平道路。可以以点带面，扩大日本

执政党和政府内增加中日交流声音。

自民党第三大派阀竹下派的前身是田中角荣派，有许多对华友好的议员。原派阀领袖额贺福志郎

就挺身而出，利用与中国各阶层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前经产大臣小渊优子是竹下派大将，前干事

长青木干雄在自民党内拥有发言权。

自民党第四大派阀岸田派也有多名对华友好的议员，前派阀领袖古贺诚积极推动中日关系发展。

扩大与自民党的党际交流，尤其是加强与务实派、稳健派和对华友好派阀的交流，可以牵制自民党内奉

行右倾保守主义、国家主义的派阀。

第三，应加强与公明党、民主党联系。公明党是宗教团体创价学会的政党，曾为中日建交做出贡献。

创价学会会员多数对华友好，主张改善中日关系。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就中日关系多次向安倍谏言，

并访问中国。在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问题上公明党与自民党有分歧。但不可否认，公明党的宗教背

景决定了公明党容易受到政敌攻击，公明党为了保住执政党地位，在最后时刻都顺从自民党。

公明党对自民党有影响力，在小选区公明党平均给每个自民党候选人贡献２７０００张选票。据测算，

没有公明党选票，自民党在众议院将损失１００多个议席，席位跌破半数。当然，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执

政，在公明党推选候选人的小选区，自民党都全力支持公明党，公明党能获得３０以上议席，离不开自民

党支持。所以，自民党和公明党相互利用，不能分离。鉴于自民党和公明党的密切关系，可以加强与公

明党的党际交流，进一步改善和稳固中日关系。

第四，关于历史问题争论可以看出日本无法主导国际政治形势，只能在给定外部环境下，应时而动，

不断调整，保证日本在由超级强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环境下谋得生存。日本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顺世

界潮流而动，不做超出自己能力的事。日本眼里的世界潮流是欧美文明倡导的人权、民主和自由。

和平发展是两国人民客观需求，在此基础上明确中日关系定位。两国经济合作互补性强，双方加强

互利共赢，扩大共同利益的潜力越来越大，空间越来越广。中日双方应该在继续推进传统合作基础上，

顺应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各自发展需要，深化两国人员、环境、财政金融和高新技术等多双边领域合作。

并在东亚一体化，亚洲基础设施建设，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开展合作，继续做大共同利益这块蛋糕，推动中

日关系更好、更快、更稳地发展。

（责任编辑：冯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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