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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执政联盟在 2016 年 7 月 3 日

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实

现了在众参两院都占据超过三分之二

席位的目标，由此也为执政联盟提起

修宪议程奠定了必要的法律基础。日

本首相安倍随即提出要重启已被搁置

的修宪议程，而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

的命运也再度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

各派力量重新就此展开激烈的博弈。

安倍政府是否能够在其任内达成修改

宪法第九条的目标，不仅取决于国内

党派斗争和民众动员的情况，国际因

素尤其是美国政府的立场也会发挥重

要的作用。

安倍新内阁

的特点

安倍的任期将于 2018 年 9 月结

束，这对于其达成政治目标来说时间

紧迫。目前民调中有 52.5% 的受访

民众反对延长其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37.8% 表示赞成。鉴于此，安倍在选

举后极力塑造有利于延续其执政理念

的政坛布局。参议院选举获胜后安倍

对内阁进行了改组，在 19 名阁僚中，

安倍新内阁推进修宪的动向
及美国态度的影响
安倍晋三从第二次上任以来就不懈追求修改宪法第九条，并将其视为日本国家
正常化的标志。2016年7月随着执政联盟在参议院选举中获胜，安倍开始重启
其修宪进程。但当前日本国内反对修宪的三股力量依然很有影响，而作为日本
宪法的制定者及其唯一盟友，美国虽然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在同盟中承
担更多责任，但并不希望日本完全独立。目前日本各派力量围绕修宪问题的博
弈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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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安倍担任会长的保守跨党派议员

联盟“创生日本”的成员就有 13 人，

人数达到安倍第二任以来的高峰，显

示出安倍优先选择在思想和信条上与

自己相近者的意图。在自民党内被视

为“后安倍时代”领衔人物的三人中，

59 岁的石破茂已拒绝安倍的留任邀

请，将在内阁外开展独立的活动；59

岁的岸田文雄人脉广泛也比较稳健，

被认为最有可能接班；57 岁的稻田朋

美曾担任行政改革相及自民党政调会

长，与安倍的政治信条最接近，曾多

次参拜靖国神社，但缺乏国家安全和

外交方面的背景，安倍邀其担任防卫

相，也是着眼长远，期待把她培养成

候补接班人。

安倍做出这种安排，首先是为了

平衡各派力量，在离任前确保政权的

基本稳定；其次，为长期维持“安倍

体制”而任人唯亲，在内阁中梯度布

置好自己的代理人，为安倍派的壮大

和长期执政做好布局；再次，安倍提

高女性阁员的地位，也是为了进一步

争取女性选民的支持和参政热情，为

延续自民党的统治创造条件。

安倍政府

对修宪问题的考虑和规划

安倍历来毫不掩饰对追求日本国

家“正常化”的渴望，而宪法第九条

是其实现夙愿的重大障碍。这一条款

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

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

国际争端的手段。日本不保持陆海空

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

战权。”在安倍看来，不保持国防军、

不具备交战权的国家必定不是一个正

常国家，因此安倍政府关注的核心修

宪议题就是修改宪法第九条。从第二

次上台以来，安倍及其阁僚不断就此

进行舆论和制度准备。

参议院选举获胜后，在众参两

院均占据超过三分之二议席的自民

党、公明党、大阪维新会和守护日本

之魂党这“修宪四党”已具备提起修

宪动议的条件。由于此前日本国会已

通过了国民投票法，因此从司法程序

上说，只要满足如下两个条件，即可

顺利实现修宪，一是争取国会两院三

分之二以上的议员投票同意修宪，二

是全国半数以上参与投票的公民赞成

国别政治
National Politics



59

2016.10
当代世界

修宪。但是目前看来这并不容易。首

先，执政联盟阵营中的不同派别各怀

心思，关注议题广泛，对修宪有不同

设想，尤其是公明党在修改宪法第九

条的问题上比较慎重，要在两院获得

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并不容易。其次，

过半数的民意支持更难预期。从 2014

年来的多次民调均显示，多数民众不

愿接受修改宪法第九条可能给日本带

来的战争风险，即使安倍政府一再用

“中国威胁”、朝鲜核攻击、恐怖袭击

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凸显等令人忧惧的

议题来引导社会舆论，收效也不明显。

安倍本人在提及修宪问题时也比较谨

慎，表示虽然希望在任期内完成，但

现实中困难很多，需要一步一步推进。

2015 年 2 月 22 日，自民党时任

推进修宪事务部长、首相辅佐官礒崎

阳辅公开了安倍政府在修宪问题上的

战略规划，即在 2016 年举行第一次

公民投票，最迟也只能推迟到 2017

年春季。礒崎表示：“我们想让国民

体验一次修宪。如果国民感到‘修宪

并不那么可怕’，第二次公民投票就

可以增加一些难度。”此后自民党通

过在众参两院分别由 50 名和 45 名议

员组成的国会常设机构——宪法审

查委员会开始对修宪问题展开研讨。

2015 年 6 月在众议院宪法审查委员会

举行的参考人质询中，包括自民党推

荐对象在内的全部宪法学者均认为，

安倍政府试图强行通过的安保法违

宪，受此影响从当年 7 月起未再对修

宪进行实质性的审查。在参议院选举

后安倍宣布要重启这一进程，计划最

早在 2016 年 9 月中下旬的临时国会

上，在众参两院的宪法审查委员会开

始讨论修宪问题，首先圈定修宪涉及

的事项。他试图从旨在防备他国武力

攻击和大型灾害造成的紧急事态、财

政纪律和环境权益等容易获得在野党

理解、更具民意基础的议题上入手，

鼓动选民进行第一次投票，随后在第

二次投票中再触及比较敏感的宪法第

九条的修改工作。

牵制安倍修宪的力量

日本国内不支持安倍政府修宪意

图的力量，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日

本皇室，二是在野党，三是部分民众。

从皇室的角度来看，安倍政府一直试

图利用再度神化天皇的方式推进自己

的右翼主张。自民党提出的修宪草案

中就将天皇提升到“国家元首”的地

位，颇有向明治时期看齐的“复古”

意味。2013 年 4 月在与天皇一同参加

活动时，安倍在天皇退场时还高呼“天

皇陛下万岁！”但明仁天皇始终与右

翼组织保持距离，他一直拒绝参拜靖

国神社，多次公开祈愿应把“国民的

安宁和幸福放在首位”，要“立民之

侧，倾听民声，体察民意”。在安倍

政府不断践踏民意，强行通过保密法、

安保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并引发全

国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背景下，这些讲

话都意味深长。2015 年 2 月日本皇太

子德仁也公开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结束 70 周年之际，应向没有亲身

经历战争的下一代正确传递历史，传

承和平信念，并称和平宪法是日本战

57岁的稻

田朋美曾

担任行政

改革相及

自民党政

调会长，

与安倍的

政治信条

最接近。

图为2016

年 8 月 3

日，在日

本东京首

相官邸，

日本防卫

大臣稻田

朋美（前

右）等阁

僚在合影

后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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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展的基石。2016 年参议院选举后

仅三天，天皇突然直接通过媒体宣布

要在生前退位，这一出人意料的表态

引发日本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媒体认

为此举将会迫使国会纠结于讨论修改

《皇室典范》的事务，分散安倍推动

修宪的精力。

其次，日本在野的民进党、共产

党、社民党、生活党均反对修改宪法

第九条。最大在野党民进党前党首冈

田克也表示：“如果安倍首相收回‘占

领期间强加宪法论’，可以考虑参与

对规定‘放弃战争’的第九条之外条

文的讨论”；民进党新任党首莲舫则

表示要“绝对守住（规定放弃战争的）

第九条”。在日本社会意识发生变化

的背景下，民进党不再一味批评安倍

政府，而是开始积极参加国会的宪法

审查讨论，以争取党内的保守派，提

升自身对修宪进程的影响力，为坚守

宪法第九条创造更好的条件。

再次，民众对于修宪的态度变

化。在两三年前，支持修宪者的民调

比例曾多次超过护宪派的比例，但近

年来出现反转并维持稳定。2016 年 4

月共同社的民调结果显示，56.5% 的

日本民众反对在安倍执政期间修改宪

法，仅 33.4% 表示支持。参议院选举

后共同社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

查结果显示，反对在安倍执政期间修

宪的受访者比例达 48.9%，支持者为

35.8%。朝日电视台 7 月初的民调显

示，日本选民最关注的议题依次是养

老金和社会保障政策（30%）、经济

政策（29%）、修宪问题（13%）。总

的来看，民众对修宪的热情不高，尤

其对在安倍任内修宪保持警惕，这恐

怕与安倍近年来在安保问题上不顾民

意强行推进的霸道姿态密切相关。连

安倍的执政盟友、公明党党首山口那

津男也意识道：“这反映出国民对于

修宪是在谨慎考虑的”。

美国政府

对日本修宪的立场和应对

作为日本现行宪法的缔造者及

其唯一的盟友，美国的态度对日本修

宪走向的影响至关重要。由于修宪直

接影响到美日同盟关系的性质，美国

对于日本修宪问题一直比较关注。第

一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希望日本能够发

挥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与安全作

用，积极支持日本变得外向。在小布

什政府时期，由于发动的反恐战争不

被理解且消耗巨大，美国极力要求盟

友日本提供协助。小泉政府虽然通过

了一系列的海外派兵法案，但由于宪

法的制约无法完全满足美国的要求。

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表示，如果日

本希望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必

须考虑修改其和平宪法；常务副国务

卿阿米蒂奇不仅鼓动日本在海外“展

示旗帜”，还表示期待日本能够成为

“亚洲的英国”，与美国开展更为密切

的国际合作。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积极从反恐

前线撤军，对日本协助美军海外行动

需求的迫切性下降，同时与日本民主

党政府的关系也出现明显波折，不再

提及要求日本修宪的问题。在提出亚

太再平衡战略后，随着作为其支柱之

一的美日同盟地位的明显提升，美国

2 0 1 6年8月

8 日 ， 在 日

本东京，人

们通过户外

显示屏观看

日本明仁天

皇的视频讲

话。日本明

仁天皇8日在

视频讲话中

表示，由于

身体原因，

很难履行自

己的职责。

这被视为他

流露出生前

退位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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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日本的需求再度增加，希望日本更

为外向、发挥更大国际作用的呼声在

美国政界和舆论界此起彼伏，但重点

转向敦促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解禁

武器出口限制、修改国内安保法、调

整美日安全防卫合作指针等具体议题

上。安倍第二次上任后，顶住在野党

和民众的压力，在美方关注的上述议

题上大力予以配合并取得实质性进

展，通过设立新法基本上架空了宪法，

使得日本配合美军的海外行动已没有

任何障碍。美国白宫、国务院和国防

部均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但是，对于日本国内甚嚣尘上的

修宪辩论，美国政府一直保持沉默。

2013 年安倍在访美期间曾向奥巴马详

细描述了自己三步走的修宪计划，但

在会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奥巴马没有

提及美方对此的态度。2015 年 2 月在

与网友互动时，针对是否支持日本修

宪的提问，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只是

简单表示，这要由日本自己来决定。

在修订美日安保合作指针的过程中，

对于日方一直要求获得的对朝独立实

施预防性打击的权利，美方始终没有

松口，导致在最终文本中删除了相关

表述。显然，美国并不希望对日本的

约束完全失效，这与奥巴马政府对安

倍政府的认识密切相关。首先，安倍

上台以来的自我意识和离心倾向不断

提升，不顾劝诫强行参拜靖国神社、

试图避开美国访问朝鲜、在乌克兰问

题上与俄罗斯“藕断丝连”、有意强

化欧日关系以淡化美国的影响、在

TPP 问题上吊足美国的胃口等等，导

致奥巴马政府对其的警惕逐步增强。

安倍一再公开强调“宪法再好也是外

国强加的”，而这个使日本不正常的

外国正是美国，所以奥巴马政府不得

不防范安倍表面加强同盟实际“去美

国化”的意图。其次，当前日本与中

国的矛盾十分突出，如果日本失去宪

法约束而主动发起对华战争，将会迫

使希望置身事外的美国被同盟义务卷

入，从而严重干扰美国亚太再平衡战

略的实施，同时修宪也可能使美日韩

同盟因内部关系紧张而失效。再次，

当前安倍政府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民

众对安倍经济学的效果预期上，如其

将主要精力转向修宪议题，可能干扰

经济增长，影响日本的国内稳定和国

际行为能力，导致其实际价值下降。

第四，虽然美国迫切需要消除日本推

诿参与海外联合军事行动的借口，但

由于一系列新的国内法的实施，当前

日本政府已没有靠得住的理由继续推

诿拒绝，即无须修宪即可达成美国的

目标。因此对美国来说最好的选项就

是通过其他法律架空日本宪法，但依

然保留宪法第九条，以便在不影响美

日合作的前提下，继续用宪法来制约

日本独立的主动行为，维持美国在同

盟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支持日本解

禁集体自卫权，支持日本出兵海外，

并不意味着美国必然支持日本修宪以

获得战争权。

日本修宪的前景评估

参议院选举中的获胜，普遍被认

为是安倍修宪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安

倍政府今后的工作重点，包括利用自

己的集权地位统一党内思想，尽可能

获得执政联盟中其他党派的全力支

持；与在野党积极协调关系并对其进

行分化，努力争取在野党和无党派议

员对修宪的理解和赞同；进一步深化

社会动员，向民众灌输不依靠自身力

量主动防御则可能面临被美国抛弃、

遭中国入侵、受朝鲜打击、遇恐怖袭

击的可怕后果，逐步削弱民众的和平

主义意识，推动社会对军力正常化的

接受度，争取尽快获得过半数民众对

修宪的支持。

不过，制约修宪的因素也很突出。

除了执政联盟的诉求复杂、国内各种

反战力量的牵制以外，还有几个因素

值得关注，一是日本的经济状况，如

果“安倍三支箭”长期没有效果，则

民众不会支持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修

宪、入常等遥不可及且不接地气的政

治议题上；二是民进党的动向，高人

气的莲舫当选民进党党首后，该党如

能再度崛起并挑战独大的自民党，则

修宪议题也可能会被搁置；三是美国

因素的作用，虽然美国不会对日本修

宪公开发表意见，但擅长通过影射暗

示等方式对日本政府和社会施加强大

的影响。既然日本修宪后政治军事走

向的不确定性可能增加，那么美国就

不会放任安倍政府完全按照自身意愿

行事。目前看来，日本政界修宪力量

强大，但在民间和国际层面上护宪力量

更占优势。因此，日本修宪进程将会

出现一个僵持的阶段，具体前景还取

决于双方博弈的情况，以及是否会出

现支持某一方诉求的严重的突发事件。

但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第二次

执政以来，安倍竭力促成的社会动员

是非常成功的，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

接受安倍给日本的新定位，原本不能

讨论的禁忌话题已完全放开，对外部

威胁的认识逐步趋同，整个社会对政

府提升军力的接受度也在增加，日本

已逐步走上了修宪的快车道。无论安

倍是否能在其任内完成修宪，这一动

向都值得引起日本国内外爱好和平力

量的关注和警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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