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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  达    高  洪

引言

2019 年 10 月 22 日， 日 本 将 隆 重 举 行 新 天

皇即位大典，“令和时代”也将走完揭幕的全过

程，为“平城时代”彻底画上句号。人们回望平

成 30 年中的日本政治历史，多少激荡的争斗潮起

潮落，一场场改革方兴未艾，其中一个独具特色

的现象是由松下政经塾这所规模不大的政治家摇

篮中“批量生产”出来的政治新人，曾在过去 30

年中走进政治舞台的中心。然而，随着自民党重

回执政地位，短命的“松下政经塾政权”也消失

在公众视野之中。今天，媒体似乎也淡忘了这个

红极一时的政治家摇篮。
①

那么，在日本进入“令

和时代”，社会政治生活呈现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局

中，迎来 40 周年纪念日
②

的松下政经塾近况如何，

它的毕业生与在塾生怎样为自己的人生定位，他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

中的地位与影响

本刊专稿

  ①  在松下政经塾声誉鹊起的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媒体曾对其做过大量介绍，当时对其溢美的称呼也是五花八门，有说是“贵

族学校”的，有将它喻为“政治家摇篮”的，更有直截了当称它是“日本的肯尼迪学院”。此外，也有报纸杂志把松下政经塾出身

政治家叫做“松下军团”。

  ②  松下政经塾于 1979 年 6 月，由日本文部省正式批准建立。翌年 4 月，迎来了第 1 期的 23 名塾生，但该塾是 1979 年取

得的法人资格，管理部门据此将该年作为“开塾”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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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如何继续在日本政坛上实现自己的理想，松

下政经塾本身的存在以及它在当代日本政治生活

中的地位与影响，都是值得观察与思考的日本政

治研究课题。

一、朝野双方仍有大量“松下军团”政治家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日本政治舞台上至今仍

然有大批松下政经塾出身的政治人物。松下政经

塾之所以不如过去那样为舆论关注，主要是这一

类政治人物通常不再宣扬自己毕业于政经塾，有

些人甚至会刻意掩盖“松下政经塾出身”的履历。

就一般而言，政治人物是否标榜自己的成长

经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经历在公众心目

中的形象与地位。毫无疑问，松下政经塾曾经辉

煌过，也曾因搅动自民党把持下的“政官财铁三

角”这潭死水受到日本选民的高度期待。人们还

记得，在松下政经塾一期毕业生野田佳彦组建第

三届民主党政府的 2011 至 2012 年里，政经塾出

身的内阁大臣多达 6 人，是同一时期自民党的两

倍。所以，当时舆论界几乎是把松下政经塾毕业

的政客等同于新保守党政治家。

事实上，这种认知其实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

误解。一方面，“松下军团”在民主党里的确拥有

强大实力，早在前原诚司担任在野的民主党代表

时期，就已经有大量该塾毕业生甚至在校生到民

主党里工作，积极参与新型保守政党的政治实践。

民主党击败自民党上台后，这种情况愈演愈烈，

给大众留下了松下政经塾与民主党相辅相成的突

出的印象。另一方面，自民党内部家族血缘关系

浓厚且派系林立，传统政治世家子弟占据着党内

发展的“快车道”，使得基本上属于平民出身的松

下政经塾毕业生不敢问津，所以才有多数毕业生

投奔新保守政党以求快速蹿升。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某些有社会背景和从政

实力的部分松下政经塾毕业生进入自民党寻求发

展。例如，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中当选的第一位国

会议员逢泽一郎就产生在自民党里，并且至今仍

担任着自民党政府的多项要职。与逢泽同为松下

政经塾一期毕业生的小野晋也，在担任众议院议

员的同时还在自民党的“中央党校”长期担任过

校长职务。即使民主党落败导致“政经塾出身”

被污名化后，小野寺五典、高市早苗等同属“松

下军团”的政客也一再出任自民党政权的防卫大

臣、总务大臣等要职。

目前，日本国会众参两院中松下政经塾出身

议员总数仍有 34 人之多，但就政治几何学的数量

标准看，其实力大体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的政党。

据松下政经塾网站的最新信息，政经塾在众议院

现有议员有 25 名，其中自民党议员 13 人，占一

半以上；参议院的 9 名议员中自民党也占到 5 人，

也同样超过总数的一半。
[1]

至于前民主党里的松下

政经塾议员锐减，主要是由民主党本身分裂与衰

落所致。即便如此，如果把立宪民主党和国民民

主党的议员加起来仍旧超过 10 名。由此，不难看

出松下政经塾在今天日本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仍占

有一席之地，一旦时机成熟或形势有变，卷土重

来也未可知。

二、松下政经塾当下面临的危机与挑战

毋庸讳言，虽然政坛上仍不乏松下政经塾出

身的政治人物，但松下政经塾本身的金字招牌 ,

却已经大打折扣，除了松下政经塾系统内部自我

激励外，社会上对其“改造甚至拯救日本”的过

高期待，基本上到了荡然无存的地步。换言之，

今天的松下政经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四种危机与

挑战。

第一，政治环境变化迫使松下政经塾调整组

织架构。

野田佳彦、前原诚司、玄叶光一郎等松下政

经塾政治家领导民主党政府的败绩，使“松下政

经塾出身”成了政治经验不足的代名词，某些专

门以批判松下政经塾为业的政治评论家甚至直言

该塾毁灭了日本，攻击其毕业生志大才疏。
[2]

松下

政经塾的金字招牌蒙尘后，系统内部也开始思考

调整办塾方向，改善组织架构的问题。之所以需

要这样做，原因在于“松下军团”是在民主党内

实现重点突破的，而日本民主党是以工会组织和

市民阶层为基础，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以改

革日本政治为旗号。民主党人的政治理想是建立

两党制民主体制，借此推动日本成为独立自主的

政治大国，这与“松下军团”中许多人的政治理

念不谋而合。同时，自 1996 年成立以来，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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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合纵连横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党内组织管理

的开放气氛对有志从政的青年才俊非常具有吸引

力，为松下政经塾毕业生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

会和舞台。
①

然而，这一切都因新世纪第二个十年

日本社会中政治生态与结构的变化，面临不得不

改变的困局。为此，2019 年 4 月 1 日，松下电器、

松下幸之助纪念财团与松下政经塾公开合并，继

续为“政治上的有志者”提供成长资助，同时也

帮助企业经营者、创业者寻求发展，培养政治家

的目标也从“培养日本 21 世纪担当国家大任的人

才”转向“增进与各国相互理解”与“实现人对

自然的尊重与和谐”的新目标。显然，这一新近

发生的组织架构调整，需要时间和实践来验证成

功与否。

第二，松下政经塾毕业生间的党派政治分歧，

在政治斗争过程中越来越深。

作为基本理念，松下政经塾从不规定或限制

毕业生从政参加任何党派，毕业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政治理念、政治意愿和政治资源优势，自由选

择加入日本任何党派。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是松

下幸之助创办政经塾最高明的策略之一。从政不

限党派，一方面大幅减弱了“松下军团”这一政

治新生势力对既有政治体制的冲击，不过分涉入

既有政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毕业生能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迅速在各自政党内立足；另一方面，

它更使塾生们遍布日本各大保守政党，有助于跨

越党派的藩篱，从政治理念和政治思想上对日本

政坛进行全面渗透，以最终影响日本政治的发展

方向，实现松下幸之助改造日本政治的终极目标。

然而，从此前十几年的日本政治变化来看，往昔

收效显著的举措，在时过境迁的今天出现了负面

效应。近年，松下政经塾仍旧会以召开“松下幸

之助大会”为旗号，邀请各党派中的政治家回到

母校联谊，但作为召集人的政经塾塾长、塾头们

是深知“分属不同政治营垒的毕业生们其实是连

对手的面也不愿意见的”。自民党重回“一党独

大”局面后，新保守党曾在毕业生身上做过过大

投入，这些人去向，使松下政经塾在整个政局中

的分布失衡，并连带产生了政经塾毕业生在政治

营垒中对立深化的后果，其内耗与自相损伤也在

所难免。

第三，新世纪后日本各类“政治塾”大量涌

现出来，对松下政经塾形成了“同行业挑战”。

日本原本就不乏以私塾打造高端人才的传统，

战后历史上的前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创建了“小

泽一郎政治塾”，前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和他的

弟弟即曾任麻生内阁总务大臣的鸠山邦夫，为纪

念其祖父前首相鸠山一郎建立了“鸠山友爱塾”，

著名评论家大前研一创办“一新塾”，大阪市长桥

下彻创办“维新政治塾”，名古屋市长河村隆创建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河村隆政治塾”，爱知县知事

大村秀章则建立了“东海大志塾”等，也在一定

程度上冲淡和稀释了松下政经塾的存在价值与政

治影响力。可见，努力击败同行业竞争者将是松

下政经塾未来一个时期的必修课。

第四，松下政经塾招生规模在迅速缩减，而

政治上的规模与势能离不开数量基础。

松下政经塾原本走的就是精英路线，所谓

“批量生产政治家”却在总量上有所控制。开塾前

十年，从第 1 期到第 10 期动辄 20 ～ 30 人
[3]

的招

生规模相比，目前招生人数仅为当年规模的十分

之一左右。以最近四年入学的 35 期到 38 期为例，

人数分别为 3 人、6 人、2 人和 1 人。虽然招生缩

减的理由有经费紧张、校方坚持面试时 30:1 的择

优录取原则，可学苗有时却不够理想，达不到招

生门槛等不同原因及其解释，总之学校招生规模

缩减的确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以往“松下同学

会”的“传、帮、带”“同吃、同住、同劳动”方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

  ①  事实上，松下政经塾毕业生野田佳彦和前原诚司在民主党内迅速成为派阀领袖，在民主党的影子内阁——“未来

内阁”中担任重要职位，并分别于 2011 年 9 月和 2005 年 9 月出任民主党党首。松下系政治家在民主党成为执政党后，更

受到进一步重用，在鸠山内阁中，松下政经塾毕业生共有 8 人出任大臣、副大臣和政务官。其中，第 4 届毕业生原口一博

和第 8 届毕业生前原诚司分任总务大臣和国土交通大臣，第 1 届野田佳彦任财务副大臣、第 2 届长浜博行任厚生劳动副大臣、

第 5 届武正公一和第 11 届福山哲郎任外务副大臣。厚生劳动大臣政务官山井和则、国土交通大臣政务官三日月大造则分别

是松下政经塾第 7 期、第 23 期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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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以及由此造就政治人才的传统做法也受到负

面影响。当然，松下政经塾的管理者也不会坐视

毕业生在数量与质量上同时下滑。一方面积极吸

引人才，努力扩大招收正式塾生，同时也通过开

办短期体验班，以“特别塾生”的方式来扩大社

会影响。另一方面，借助毕业生中成功人士用自

己的身教和言教激励在校塾生的政治斗志，促使

他们感悟日本家国情怀与政治责任感。
①

三、塾生是否真正理解塾主的理想

四十年前，松下幸之助设立松下政经塾的目

的，是要培养造就一批为日本国家利益和国民幸

福奉献终生、具有长远历史眼光和广阔国际视野、

政策和策略高明的优秀政治家，由他们引领日本

走上自由、民主、富强和国民幸福的道路，并为

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这也可以视为身负松

下幸之助烙印的“松下军团”的最高政治理想。

但是，“松下军团”崇高的政治理想在日本的政治

现实和政治实践中屡遭挫折。

松下幸之助在日本有“经营管理之神”的美

誉，他对松下政经塾的经营理念与其企业经营相

通之处，就在于“经营的最终目标不是利益，而

是将寄托在我们身上的大众之希望通过数字表现

出来，完成我们对社会的义务。”
[4]

在与池田大作

的对话中，松下幸之助清楚地表明，如果能生于

来世，还是希望生为日本国民，从现世自己的经

历和想法来考虑，希望有志于政治。他认为培养

国民的良知，谋求人们的安定和发展，投身政治

最为直接。国家的发展和国民的幸福，在很大程

度上受政治状况、政治好坏所左右。因此，假定

生于来世的愿望能够实现，他希望多少带点使命

感，来搞一搞政治。
[5]

这段肺腑之言，将松下幸之

助的政治雄心表露无遗。

那么，这种算无遗策的政治设计，为什么在

今天失去了效力？恐怕主要是松下幸之助本人的

推动作用，以及他留下在政治遗产和教诲随着时

间远去渐渐失去了效力。

就前者而言，当年松下政经塾的一小批毕业

生能在封闭保守的日本政界立足并取得迅速发展，

离不开松下幸之助本人的作用。能做到邀请日本

政界、财界、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并为廖廖数人

举办讲座、座谈，甚至共进午餐；能根据学生的

需求把他们选送至日本、乃至世界顶尖机构去进

修学习，与松下幸之助相比，日本社会可谓无人

能及。松下政经塾的塾生们在校期间就已经在日

本政界、财界、学术界建立起别人可望而不可及

的关系网。塾生是松下幸之助政治理想的实践者，

被松下幸之助寄予厚望。他们得到松下幸之助的

支持，就几乎等于取得了政、财两界的支持，也

就直接取得了进入政坛的通行证。日本政界完全

是一个“无财不立、无关系不行”的小社会，有

松下幸之助这个靠山，松下政经塾的毕业生们自

然如虎添翼，不用说立足政坛，就是在政坛平步

青云也不是空想。野田佳彦的成长史就是明证。

至于后者，今天的松下政经塾毕业生和在校

生对松下幸之助的发展理念，尤其是对国际关系

中发展路径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距。实事求是

地讲，在松下幸之助的直接指导下，松下政经塾

毕业生的政治理念基本上契合了当时日本政治的

发展方向。

松下幸之助要改造日本政治，主要包括以下

内容：

第一、改变自民党长期一党独大的政治格局，

消除政治腐败，建立清廉政治；

第二、改变自民党内派阀林立，“战国混战”

的恶斗局面，消除世袭、门阀政治；

第三、改变官僚制定政策，政治家充当传声

筒的恶习，建立政治家主导的政治；

第四、改变日本“经济巨兽、政治侏儒”的

国际地位，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探索政治大国、

军事大国之路。

松下幸之助要引领日本发展的方向，是建立

自由、民主、国民幸福的日本社会，并为世界和

平、繁荣做出贡献。从理论上讲，松下幸之助的

设计可谓志向高远、目标宏大、逻辑严密，但实

际执行起来则困难重重。最关键的两点：一是松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

  ①  目前松下政经塾在利用互联网的联通效果，用“杰出毕业生”的寄语勉励指导在校塾生，并在相互沟通中实现新老

帮带、帮扶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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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政经塾能否真地培养出目光远大的卓越政治家；

二是日本政界是否为“松下系”政治家提供了充

分施展才华的舞台和空间。不幸的是松下政经塾

出身的政治家，对松下幸之助本意和长远目光的

理解既狭隘且片面，尤其是在日美关系与中日关

系的平衡上，过度依傍美国，很多人试图“联美

抑华”。

按照松下幸之助本人生前判断，21 世纪的日

本将面对两个强大国家，即美国和中国。为此，

日本应当同时处理好与中美两国的合作关系，而

不是依傍一个去反对另一个。一个明显的例子，

中国改革开放初年，松下幸之助就积极主动地支

持中国改革开放，在北京率先投资，创办起第一

家外商投资企业“北京松下彩色显像管有限公

司”, 为外国投资中国开了先河。然而，松下幸之

助的遗志并未被他的子弟所继承。

以前原诚司为代表，他们的政治理念是提倡

日本自主的同时，又极度亲美。这批在日本政坛

号称“少壮派”“战略派”的政治家，以松下政经

塾毕业生为基础，吸收了大量青年政治家，组成

了一个政策团体。政策团体成员，基本上是民族

主义色彩更浓的新保守主义者。他们虽然极度亲

美，但主张在外交和安保方面从依赖美国走向自

主，从自主的国家意识出发，找出自己的外交和

安全保障政策。他们提出“对日本 21 世纪的安全

保障来说，最重要的是向日本国民充分说明日美

安保体制的重要性，以及在建立日本能够承担自

己责任的、能动的体制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想法

原原本本地向美国转达，日本要成为能够做这些

事情的、有尊严的国家。”
[6]

上述情况，有其历史成因。“松下军团”在日

本政界发展壮大的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也正

是国际政治格局发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为

重大变化的时期。东西方冷战结束，确立了美国

作为唯一超级大国“一极独大”的世界格局。在

政治上以强力推广民主、自由的理念，希望以美

式民主，特别是用两党制、三权分立民主体制改

造东欧各国、中国甚至封建色彩浓厚的中东阿拉

伯诸国，制造了阿富汗战争、两次伊拉克战争以

及“阿拉伯之春”运动。在长达近 20 年的时间

里，美国风光无两，举世无双。松下政经塾培养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

的政治家们在这样的时代成长起来，导致他们一

方面认为必须依靠美国的霸权地位来确保日本战

略安全，另一方面也把自由、民主、人权作为自

己的核心价值观，把美国的政治体制看作改造日

本政治的模板，模仿两党制进行日本的国内政治

改革。

松下政经塾毕业生感受到的另一个“危机”，

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在他们看来，中国崛起的震

撼和冲击，绝不亚于美国获得一家独大的霸权地

位。作为日本的近邻，中国以其辽阔的国土、庞

大的人口、巨大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实力为基础，

实现着快速的和平崛起。如果没有美国的强力支

撑，从西向东的巨大战略压力足以压垮日本，至

少会粉碎日本的大国梦想。因此，依附于美国成

为日本的战略首选，遏制中国崛起，延缓甚至打

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成为日本双足并进的战略。

“松下军团”误判时局的原因，是他们在政治

实践上存在着“能力恐慌”。他们中不少人虽然在

校奠定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但缺乏参与政治

实践的经验和能力，政治野心与自身能力之间存

在较大差距。“松下军团”这批新生代政治家曾在

21 世纪初的日本政坛大放异彩，成为民主党政府

的核心人物，其代表人物可数前原诚司和野田佳

彦。从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的成长经历来看，“松

下军团”的成员普遍精明、勤奋、刻苦，在从政

之路上付出了成倍于“世袭政治家”的努力，他

们精于理论，长于战略，习惯性地按照教科书上

的逻辑来思考、处理问题。但是，他们刚出大学

校门就进入旨在“政治家育成”的松下政经塾，

然后就步入国会议事堂大门，严重缺乏社会斗争

与实践经验，致使他们根本不具备处理极端复杂、

棘手问题的治国理政能力，也不具有世袭政治家

的“家学传承”。同时，“松下军团”的政治抱负

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反差，所学无所用。

“松下军团”在日本政界处于上升势头的同

时，日本的国势国力却处在相对下降的历史阶段，

在这种历史阶段，个别政治家甚至政治集团都难

以有大的作为。以前原诚司、野田佳彦等为代表

的这批“松下系”政治家，生于战后和平时期，

缺乏在艰难环境下的磨练。但他们受过系统、完

整的良好教育，在日本国力鼎盛的上个世纪 8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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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进入松下政经塾，心怀“改造日本、引领世界”

的梦想立志从政，在泡沫经济崩溃的 20 世纪 90

年代步入政坛。在“失去的二十年”中逐步成长

为青年政治领袖，2009 年民主党政权时期登上权

力顶峰，终于拥有了掌握日本命运、决定日本发

展方向的政治实力。但此时，日本正处于泡沫崩

溃后二十年间的经济停滞、政治混乱局面，国际

影响力大不如前，其“大国梦想”渐行渐远。“松

下军团”的政治抱负与社会现实、国际局势之间

出现巨大反差，因此他们毕生所学难以施展。

四、未竟的历史使命是否会终结

从另一个方面讲，对“松下军团”来说“联

美抗中”也只是战略手段。其战略目标是使日本

在经济大国的基础上发展成政治军事大国，进而

称霸东亚，在多极化世界中成为独立自主的世界

大国。但是，日本要想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必须

同时满足三个必要条件：

第一，在日美关系中摆脱美国对日本在政

治、经济、军事领域的控制，实现日本真正的独

立自主；

第二，在中日互动中遏制中国崛起，排除中

国对日本称霸东亚梦想的干扰和阻碍；

第三，日本实现战略资源的组织和动员，把

所有战略资源高效地运用到实现战略目标之上。

从理论上讲，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三个必

要条件都可能存在，但在国际政治环境中则无一

具有现实可行性和可操作性。因为，日本国际战

略的几个关键节点都没有坚定的现实基础。

1. 关于日美同盟关系

日本实现其战略目标的首要条件，就是实现

完全意义上的独立自主，并且通过加强“日美同

盟”，使美国的战略资源为日本所用。这在现实日

美关系中是完全颠倒的。在现实日美同盟关系中，

名义上两国是平等的盟国，但实际上是“美主日

从”的主从关系。日本只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棋子

和工具，日本的活动范围和攻击方向完全由美国

决定。同样，根据美国的战略需要，调节日本经

济、军事实力的强弱，既要使其成为美国威慑远

东的有力工具，但又绝不会让日本的力量增长到

能够威胁美国利益的程度。这种基本的主从结构，

决定了日本在日美同盟中求得平等、独立尚不可

能，更无法将美国的战略资源为己所用，以实现

其战略构想。

事实上，从战后至今，美国对日本的控制与

操纵一天也没有放松的迹象。美国控制日本的手

段包括但不限于：利用“和平宪法”和民主宪政

体制控制日本政治；利用军事安全体系和四万驻

日美军控制日本军事发展；利用联合国、G7 等国

际组织体系操纵日本国际行为；利用汇率、石油、

粮食安全等手段控制日本经济；利用政治丑闻操

纵政治家的命运等。

从日本角度看，战后以来日本为了确保其政

治、经济和军事安全，为了确立其在东亚的核心

领导地位，虽不甘心但必须依靠日美同盟关系。

为了应对和遏制中国崛起，虽然日本在日美同盟

中找到了与美国战略利益的契合点，也找回了冷

战结束后日益下降的地缘战略地位，但同时也加

深了对日美同盟关系的依赖。这是与日本寻求独

立自主、实现其战略目标的努力背道而驰。虽然

安倍政府利用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政策，把

日本作为“亚太再平衡”政策的战略支点这一有

利机会，趁机向美国开价，实现了从修改武器出

口三原则到解禁“集体自卫权”的重大突破，并

力图修改制约日本军力发展的“和平宪法”。但

是，距离日本从美国控制网中挣脱出来取得独立

自主还相当遥远。

为了与中国对抗，迟滞中国发展，消除强邻，

日本必须依靠日美同盟，借助美国力量，因此只

能对美国言听计从。美国也不会允许日本在美国

战略框架之外展开独立行动，例如亚洲金融危机

之后的“亚洲货币基金”方案和鸠山内阁的“东

亚共同体”设想，均遭到美国的无情打击而胎死

腹中。安倍政府吸取前人教训，在“亚投行”和

“一带一路”问题上紧跟美国，亦步亦趋，不越雷

池一步。日本不是不想，而是不敢寻求真正的独

立自主。一个不能实现独立自主的国家，又何谈

实现大国梦呢？

2. 关于日本对华策略

自战后以来，中日关系的波动曲线基本上是

中美关系变化的余波，整体趋向一致。这说明日

本对华战略完全受到美国对华战略的控制和约束。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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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在某些特定时点上，中日关系的波动较为剧

烈。自从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美国推出针对中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后，日

本撕破了“中日友好”的一切伪装，充当“亚太

再平衡”战略的重要支点和支撑。日本在心理上

最不能接受中国崛起的现实，更不相信中国和平

崛起的承诺。日本战略家们认为中国的崛起，不

仅威胁日本的经济、军事安全，更会威胁日本在

东亚霸权地位的形成。

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政策背景下，日本便

把“迟滞甚至打断中国崛起，消除强邻”作为其

国际战略的首要目标。近年来，日本不遗余力地

在国际上散布“中国威胁论”，破坏中国的国际形

象；
[7]

挑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制造冲突和麻

烦；推行所谓的“价值观外交”，筹划、组织“美

日澳印”菱形安保网围堵中国，更企图利用东海

钓鱼岛领土主权争端和“日美安保条约”将美国

绑在日本战车前面，并在南海挑起中国与美国盟

国之间的武力冲突，造成美国被迫与中国直接热

战的局面，日本则躲在美国背后坐收渔利。

殊不知一旦中美热战，无论在何处爆发，日

本都将沦为中美激战的战场。届时，恐怕中美尚

未分出胜负，日本就将毁于战火。从近年来日本

对华策略的实践结果看，日本确实在短时间内给

中国造成了一些困扰和麻烦，但无法从根本上动

摇中国迅速和平崛起的势头。日本这种在战略上

不留后路、不择手段的做法，未来必将自食其果。

3. 关于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的实质，完全是战略利益关系。当

战略利益一致时（冷战时期联合抗苏），中美关系

就趋于友好、缓和，当战略利益不一致就倾向于

对抗、冲突。今天，作为后发国家的中国正实现

着迅速的和平崛起，在沿着世界制造业中心——

世界经济中心——世界金融中心的世界经济发展

固有路径大步前行之际，先发国家美国单一霸权

和美元霸权受到威胁，中美之间的冲突和对抗就

更加不可避免。这就是所谓的“修希底德陷阱”。

破解这一困局的方法，并非只有战争。在世

界经济高度一体化和核武器高度现代化的当今世

界，中美两国都承担不起摧毁现行国际秩序，甚

至毁灭人类的重大责任。何况在诸多领域，中美

战略利益相互融合甚至相互依赖，更进一步排除

了中美大战的可能。拥有 40 多年对华外交实践经

验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托马斯·芬

格（Thomas Fingar）， 形 象 地 把 中 美 关 系 比 喻 成

“同床异梦共命运”，可谓非常精准和切贴。

现行国际秩序是美国行使其霸权的基础，而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加入这一秩序才实现了快速崛

起。中美两国在现行国际秩序中都拥有巨大利益，

中国加入并不是要破坏它而是要完善它。中美两

国都无法独立支撑全球秩序，保障其顺畅运行，

同时两国经济结构的互补性极高，投资贸易规模

巨大，在金融领域相互依存，特别是在防止核扩

散、打击恐怖主义、环境气候治理等重大国际问

题上存在重大现实利益。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依存

既会导致摩擦，也为中美解决分歧提供了强大动

力。就这一点，也特别需要松下政经塾的经营者、

管理者，以及由其培养的日本未来政治家们加以

清醒认识。

结论

时至今日，松下政经塾所培养造就的“松下

军团”，仍是日本政坛的一股重要力量，在国家战

略规划、外交安保等重要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

的影响。由此来看，松下政经塾建校以来 40 年，

还是非常成功的。

不过，“松下军团”百余人，从政 30 余年尚

未出现一名达到松下幸之助所期待的真正意义上

的优秀政治家。虽然其中涌现出野田佳彦和前原

诚司等政治明星，但从其政绩来看，野田首相的

能力不足葬送了民主党政权，前原的见识不足搞

垮了民进党。这不仅使他们自身的政治前途变得

暗淡，更使得其母校——松下政经塾及其创办人

松下幸之助蒙羞。松下幸之助的政治愿景尚未实

现，松下政经塾的办学宗旨难言圆满。

据此认为，松下政经塾需做出两项变革，方

能巩固、提高其在日本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

其一，塾生的选拔从青年学生改为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中的中上层官僚；将培养目标从“教

科书政治家”改为务实精干的政治家。

其二，改变右倾保守、极端民族主义思想，

跳出自设的思想牢笼。心胸广阔方能拥抱世界、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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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世界，日本才有希望，松下政经塾培养的政

治家们才有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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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i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Matsushit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in Contemporary Japanese Politics

Kang Da  Gao Hong

Abstract： A variety of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Japanese politics since the country entered the "Reiwa" era 

at May 1st 2019.In this key time, the Matsushit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known as the cradle 

for young Japanese politicians, celebrated its 40th anniversary.The Matsushita Institute enjoyed its golden ag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when its graduates served as prime minister, cabinet members and congressmen in Japanese 

government. However, after the fall from power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the prestige of Matsushita 

institute cannot compare to its former peak. Could the Matsushita Institute reinvent itself through transformations 

under current situation. Furthermore, how could graduates from Matsushita Institute achieve their dreams and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Japanese politics while the Institute experiences a drop in its prestige.Urged by these questions, I 

have made a systemic analysis on the status quo and prospect of the Matsushita Institute and tried to summarize the 

status and influence of the Matsushita Institute to contemporary Japanese politics.

Key Words： The Matsushita Institute of Government and Management; Japanese Politics; Matsushita Konosuke; 

Japanese Diplomacy

松下政经塾在当代日本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