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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极化时代的日本国家定位 

 

李  文  韩秋韵 

 

 

内容提要：不同于殖民扩张时期即列强时代，自 21 世纪开始的新型国家关

系构建时期即多极化时代，和平发展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合作与共赢成为

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主要因素，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

选择，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在大国目标和达成这一目

标的资质及条件之间存在明显差距的情况下，日本力图通过修改和平宪法，扩充

军备，结盟对抗，颠覆二战后国际秩序而跻身大国，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树立

“以德立国”的理念，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本国的外

交政策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对接，应是日本从目前政治孤立、经济低迷状态

得以解脱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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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世界发展历史，从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即列强时代，到冷战时期即联盟时

代，再到新近的新型国家关系构建期即多极化时代，大国的兴衰更替与大国关系

性质的变化，清晰地反映出人类社会从对立、矛盾与冲突向和平、和谐与合作演

进的基本脉络。 

本文论述的“大国”，是指在特定国际体系中在权力资源上拥有显著优势的国

家，“多极化”是指一种数个大国并立、权力资源相对均衡分布的状态，而“国

家定位”主要指一国关于本国在国际社会中现有地位的研判和理想目标的确立。 

本文力图通过近代以来大国兴衰更替的历史进程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

与角色的考察，揭示多极化时代日本的国家定位与实际掌握的权力资源之间存在

的差距，为达成世界大国目标日本所采取的举措与世界发展趋势的背离，以及日

本的所作所为对中国和平发展理念与实践所形成的挑战。 

 

 

一、多极化时代的到来 

 

17 世纪中叶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签订而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

系”，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国际关系基本格局。主权概念的确立，使

民族国家成为国际社会基本构成单位。此后，“各国在一个只认权力的世界里不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9B%BD%E9%99%85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AC%8A%E5%8A%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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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把本国利益置于首位。”① 

国际关系的重要性的增大与主权国家重要性的提升呈同步趋势，且其性质和

状态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过程中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也使“分”与“合”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备了不同的意义与内涵，从中可以观察到人类社会本身“从

对立、矛盾与冲突向和平、和谐与合作”演进的清晰轨迹。 

列强时代，从欧洲、美洲到亚洲，主权国家的数量不断增多。1920 年国际

联盟宣告成立时，共有 44个会员国，后来逐渐增加到 63 个国家。冷战时期，联

盟的重要性上升，但国家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减弱。1945 年后,联合国进一步推

广国家主权的信念。“世界各国开始提出,国家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②二战结

束初期，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在世界范围掀起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运动，亚

非拉美许多新兴国家都是这一时期诞生的。在多极化时代，联盟地位有所下降，

国家的重要性继续获得提升。许多国家因联盟的瓦解相继诞生。据不完全统计，

1991年以后即冷战后新成立的国家共有 30多个。迄今联合国成员国数量已经增

长至 190 多个。 

主权国家在维护一方秩序、安全和发展方面，一直发挥着“第一责任人”

的作用。尤其在西亚、北非等退到威斯特伐利亚前态势的地区出现的混乱和失序

使有识之士重新认识到：“如果没有主权国家，将意味着灾难。各国政府失去对

本国全境的管辖之日,也是国际秩序或地区秩序自身开始走向解体之时。今天的

世界地图上有些空白,标志着这些地区无法无天。一个国家崩溃后,其领土也许会

成为恐怖主义、武器供应或挑动邻国教派不和的基地。”③ 

虽然主权国家一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但是自列强时代开始，无论在哪

个时期，世界的命运都主要掌握在大国手中，国际关系在多数时间也主要表现为

大国关系。成为大国，遂成为许多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与列强时代和联盟时代

相比，多极化时代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大国的性质及其兴衰与更替出现了一些新

特征。 

（一）和平发展取代对抗与战争，成为大国更替的主要方式 

列强时代，成为大国的主要途径是武力征服，霸权更替、国际体系的改变

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大国之间的战争完成的。列强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相互残杀；

守成大国主持、规定世界政治基本规范，是已有国际体系的主导者；崛起大国在

接近或超过守成大国过程中，往往试图挑战和颠覆守成大国的地位和已有国际体

系，两者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16 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西班牙与荷兰；17 世

纪荷兰与英国，荷兰与法国；18—19 世纪英国与法国；20 世纪法英两国与德国，

都属于这种情况。1900 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

国(1917 年后的苏联)、美国堪称列强时代的世界大国，但经过武力较量，尤其

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劫后，八大列强中，英法德意奥日等均遭重创，胜出的

只有美国与苏联。 

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并立，拥有可以毁灭对方的核武器，代

表着两个彼此对立的意识形态，领导着两个国际联盟或者说“阵营”，并在第三

世界中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④两大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

                                                        

①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序言。 

②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胡晓姣、秦雅云、唐萌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340 页。 

③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81 页。 

④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推荐序二》， 陈景彪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 年，第

9 页。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FA%C0%FB%C6%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FA%C0%FB%C6%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9%99%88%E6%99%AF%E5%BD%AA%20%E7%AD%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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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对峙和敌对，并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最终苏

联被拖垮，世界短时期内由两极变成一极。① 

多极化时代，发展是成为大国的主要途径，“迎新不辞旧”，成为大国更替

和国际秩序调整的重要特征。现今，美国继续扮演世界领导者角色，欧盟一些国

家虽然衰落，但作为一个整体，依旧不失为多极世界中的重要一极。重要的变化

在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兴大国群体性崛起。金砖国家中，中国、印度、俄罗斯、

巴西都在成长为世界大国。世界权力格局伴随经济格局的变化正在发生调整，虽

有小波折，但无大动荡。例如，中国在与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变得空前紧密的过

程中走向富强民主。面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国际影响力快速提升这一

现实，美国十分担心被挤出亚洲并最终丧失世界霸主地位，日本非常惧怕在东亚

地区形成一种由中国主导的地区秩序，为孤立和遏制中国，两家联手在中国周边

地区制造了许多是非，但亚太地区总体繁荣稳定的态势并没有因此发生根本性改

变。中美双方一致赞同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

系，表明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能够走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道路。 

（二）决定人类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因素不再是以对立和对抗为出发点的权

力制衡，而在于以和平与发展为出发点的合作与共赢 

列强时代，在主张生存竞争、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指引下，许多国

家认定只有通过武力和战争才能确立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若成为世界霸

权，必须挑战守成大国，颠覆已有国际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列强“为了

瓜分世界，为了瓜分和充分瓜分殖民地”而展开的殊死较量，而德、意、日三国

为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不惜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② 

联盟时代，国际关系的对立、对抗色彩依旧十分浓厚。二战后西欧各国普

遍衰落，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苏联成为唯一能

与美国抗衡的政治军事大国。期间，两国关系一如 1948 年摩根索所说：“两个

巨人警惕而又怀疑地相互对视，……进而遏制或被遏制、征服或被征服、摧毁

或被摧毁就成了新外交的标准用语。”③ 卫星国的背叛，同盟的破裂，以及大

国的复兴和重新崛起，则使这一时期的大国关系充满变数。④ 

在多极化时代，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地球村不再是你死我活、我赢你输

的角斗场，而成为所有国家风雨同舟的命运共同体。随着全球化背景下各国间相

互依赖的加深，盟友与敌人的界限开始变得相对化和模糊化，国际体系内对抗性

与颠覆性元素明显减少，以“敌我分明”、“对抗和冲突”、“零和博弈”为特征的

传统关系淡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以“相互依存”、“挑战与利益同在”、“竞

争与合作并存”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关系。彼此利益交织日益加深，各国人民深刻

认识到在当今国际社会任何国家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相互之间“你中有我、

                                                        
①布热津斯基指出：冷战后美国在全球力量具有四个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

方面拥有无可匹敌的能力，在经济方面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在技术方面，在开创性的尖端领

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具有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

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

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 32-33 页。 

②李文：《稳定性体系下的新型大国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2 年第 10 期，第 90 页。 

③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1 年，第 293—294

页。 

④从 1945 年以后的 40 年里，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都有一些卫星国或小伙

伴背叛，苏联方面是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埃及等，美国方

面有古巴、法国、委内瑞拉、伊朗、尼加拉瓜等。这些卫星国或小伙伴要么加入了对方的集团，要么游离

于东西方之间，要么重新又回到了主子的怀抱。这些小国的离异，虽然没有撼动苏联或美国的世界地位，

也没有影响冷战的整个格局，但却表明了结盟本身的脆弱性。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9%A9%AC%E9%A6%96%E6%98%AF%E7%9E%B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www.cqvip.com/QK/82519X/201210/43751893.html
http://xueshu.baidu.com/s?wd=journaluri%3A%28afdcca7b9edbfc26%29%20%E3%80%8A%E6%AF%9B%E6%B3%BD%E4%B8%9C%E9%82%93%E5%B0%8F%E5%B9%B3%E7%90%86%E8%AE%BA%E7%A0%94%E7%A9%B6%E3%80%8B&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ublish&sort=sc_c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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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中有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日趋明晰。 

（三）结伴取代结盟成为国家间互动方式的最佳选择 

在列强时代和联盟时代，无论是一战前德国、奥匈组成同盟国，还是英国、

法国、俄国和意大利组成协约国；无论二战时德意日组成的轴心国,还是美英苏

中组成的同盟国；无论冷战时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还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

营，结盟动机和目的无不在于赢取霸权，其形式无不是冲突与对抗。多极化时代

则有所不同，“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成为国与国交往的一条新路，摒

弃对立、对抗因素，构建不针对第三方的，更具有超越性、平等性、和平性、包

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目前，至少在官方

文件中，中、美、俄、法、英、德和日本等主要国家之间普遍建立了新型合作伙

伴关系。如美俄建立了和平伙伴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中俄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

关系，中美决定共同致力于建立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建立了全面伙伴关

系，中日建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中英表示要发展全面的

伙伴关系，俄法确立了发展优先伙伴关系，俄日努力发展真正的伙伴关系。中国

已同 70 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基本形成覆盖全

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四）国际体系在整体上更加富有可调整性和兼容性，尤其是新产生的体

系和机制更加具有超越性、开放性和包容性，通过对抗和战争挑战、颠覆现有

国际秩序与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大为降低 

列强时代，原有国际体系和机制大都带有一定的封闭性与排他性，难以包容

和兼容新的力量和体系。一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英、法、意、日为行政院常务

理事国。美国虽然是国际联盟的发起国，却受到国内孤立主义的牵制而退出。苏

俄和德国则被排除在国际联盟之外。到 20世纪 30年代，美、苏、德三国的经济

实力，分别占世界前三位，由排在后面的英、法等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难以为

继，德国和苏联签订了秘密条约，立即爆发了旨在推倒餐桌重来的第二次世界大

战。二战结束之前，在全球范围先后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国际体系——维也纳体系

和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前者开启了用会议解决国际争端的先河，后者由一战的

战胜国缔结了凡尔赛和约、四国条约、五国条约、九国公约等。为“促进国际合

作，保证国际间的和平与安全”，会议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对全球国际事务具有

重大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但德国和日本在认为这些体系、机制

和组织都难以满足自己的利益诉求时，立即点燃战火，旨在让这些约定和体系灰

飞烟灭。 

世界进入多极化时代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冷战结束以来，对于现

有守成大国和国际体系而言，几乎所有崛起的大国都是跟进者、参与者，而非挑

战者、颠覆者。”①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正在崛起的大国，无不力争成为

现有国际体制和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完善者，通过遵守和利用现有国际秩序

和规则发展自己。这些国家高度重视对外经济关系，不断增大自身与其他国家在

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互信。秦亚青等人指出：“20国集团是保障国际秩序的

需要,因为保证原有大国和新兴大国的合作意味着保证国际秩序的稳定和健康发

展。金砖国家不寻求挑战现有秩序,而是试图维护并改善现有秩序；不寻求挑战

美国的主导地位,而是均以与对美关系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不寻求以制衡原则结

盟对抗原有大国,而是通过谈判方式达成合作结果。”②印度和巴西力争成为联合

                                                        
①李文：《稳定性体系下的新型大国关系》，《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2年第 10期 ，第 93页。  

②秦亚青主编：《大国关系与中国外交》，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 年，第 23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54089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25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2239.htm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87%A1%E5%B0%94%E8%B5%9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zhidao.baidu.com/search?word=%E5%87%A1%E5%B0%94%E8%B5%9B&fr=qb_search_exp&ie=utf8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6%9D%8E%E6%96%87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MBDH-2012-10.htm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MBDH-2012-10.htm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MBDH-2012-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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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常任理事国，2012年 8月，经历了 18年的漫长谈判，俄罗斯终于如愿加入了

世界贸易组织，都是现成的例子。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建设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力图在现有地区合作机制和倡议基础上，推动

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相互对接、优势互补。中国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突出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特点，目的不是削弱、挑战和替代既有多边金融机

构，而是与这些机构互补共进、协调发展。 

 

二、日本的意图与实力 

 

在多极化时代，亚洲是世界上力图成为大国的国家最多的地区，“几乎每一

个亚洲国家都认为自己正在‘崛起’”①。日本在列强时代曾通过侵略扩张跻身世

界大国行列，如今成为大国的欲望依旧十分强烈，但从成为大国的资质和条件方

面考察，让人觉得日本有些不自量力。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国以来，日本一直缺乏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应有的器

量与见识，崇尚强者，担心自己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尊重。1945 年 9 月 2 日，麦

克阿瑟在一次记者会上说，日本已经降到四等国家的地位。这让日本领导人感到

痛彻心扉。因为自从佩里强迫日本开放门户后，“日本的统治者就执迷于成为‘一

等国家’。事实上，正是出于‘一等国家’的地位不被承认的恐惧，才激起日本

朝野上下同呼吸共命运，最终向西方宣战。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在内的一些人断然

宣称，假使不能在亚洲建立高枕无忧的绝对统治，日本就会降至‘二等’或‘三

等’国家的地位”。② 

必须当世界一流大国，这一想法在日本人心中可谓根深蒂固。早在 1590

年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就萌生了称霸野心：要建立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开入

朝鲜半岛，征服中国，使全世界臣服于日本脚下。战后通过努力成为经济大国后，

日本再度变得不安分起来。20世纪 80年代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期间，提出进行

“战后政治总决算”，并频频提及现今日本的国际责任问题，目的就在于跻身政

治大国行列。1993 年，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则明确提出“日

本已经成为世界大国”，因此无论如何也“逃避不了作为大国的作用”。他旗帜鲜

明地指出现今的日本有义务对这个“世界做贡献”，而政治改革是改造日本的手

段，而实现“普通国家”（正常国家）就是其最终目标。③ 

如今，称霸野心的接力棒传到新一代日本政治家的手上。安倍第一次出任

首相时，就发誓要恢复日本“一流国家”的地位。再次出任首相时，安倍又宣称

他“将重建一个强大的日本，强大得足以做更多的事”。④他在 2013 年 2 月 28

日第 183 届国会上依旧高呼：“各位，难道在今天我们就不想争当世界第一了

吗？”声称要建立“强大的日本。”⑤但安倍以及他以后的政治家能够让日本实

现建立强大国家的目标吗？对于这一问题，有信服力的答案还需要建立在科学分

析的基础上。 

                                                        
①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227 页。 

②参见约翰•W.道尔：《拥抱战败》，胡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第 12 页。 

③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45頁、50頁。 

④《平成 25 年版防衛白書》［EB/OL］，

http//www.mod.go.jp/j/publication/wp/wp2013/pc/2013/index.html， 

2013 年 7 月 22 日。 

⑤「安倍首相 所信表明のココロは？」、『東京新聞』２０１３年１月２９日。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A%FA%C0%FB%C6%B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8%83%A1%E5%8D%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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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或者衡量一国能否成为大国或是否已经是大国的主要因素，在于一国占

有权力资源的多寡，包括一国对他国施加影响所必备的物质性权力和非物质性权

力。中国古代思想家管仲曾将这种权力资源予以归纳，认为“地大国富，人众兵

强，此霸王之本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

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

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①。换言之，成为大国的决定性因素有六种：人

口规模、国土面积和地缘政治状况、发达程度、军力、与国际社会的关系、软实

力。 

 

表 1  决定不同时期国家地位的主要因素 

 人口规模 国土面积

和地缘政

治状况 

经济发展

水平与实

力（GDP） 

军力 与国际社

会的关系 

软实力 

列强时代 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重要 

联盟时代 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多极化时

代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在不同历史时期，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有所不同。例如，人口规模和国土面

积在列强时代不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多极化时代却成为决定性因素；军力在列强

时代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多极化时代不再具有决定性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说明，为什么有的国家在有的历史时期能够成为大国，在有的时期却不能。  

从一般意义上说，大国就是指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成为大国，需要

一定的人口规模，因为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劳动力和兵源的多寡；也需要

有足够大的国土面积，因为只有国土足够辽阔，才会有较为丰裕的资源和丰富的

物产，以及足够的战略纵深，且在地缘政治上与其他大国毗邻的几率不大。从沙

皇时代开始，俄国一直都要倾其物质资源扩充领土，从而使疆域辽阔、气候恶劣

的俄国（苏联）先后遭受过拿破仑和法西斯德国两个强大的敌人的入侵，都得以

免遭失败命运。它自称有两个常胜将军，“1月”和“2月”，来犯之敌不仅需要

经受长途跋涉的折磨，还要接受寒冷的考验。 

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人口和国土因素的重要性又有所不同。在列强时代，

人口规模和国土面积并非举足轻重，因为两者与经济、军事实力之间不存在直接

关系。例如，八大列强并非全是在两个方面都排名靠前的国家。日本在中国知识

人眼中一直是“蕞尔小国”，原因不仅在于国土狭小，还在于人口有限。1894年

甲午战争爆发时，中国约 3亿多人口，日本约 4000万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 7.5

倍。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中国约 4.4亿人，日本约 6800万人(本土), 算

上殖民地为 8200 万人，中国人口是日本的 5倍左右。1937 年“七七”事变时，

中国约 4.38亿人，日本约 7100万人(本土), 加上殖民地为 9000多万人，中国

人口是日本的 4倍多。但当时日本是列强之一，中国则属于弱小国家。 

在多极化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快速发展行列，发达国家和落后国

                                                        
①《管子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2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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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人均 GDP差距缩小后，人口规模与经济实力之间的关联程度显著提升。随着

发展水平的接近，与国土面积紧密相连的人口规模的大小，直接决定了一国经济

实力，即经济规模的大小。 

形势比人强。在人口和与之相关的国土面积日益成为谁是大国的决定性因素

的情况下，日本的劣势几乎不可逆转。如果说，在列强时代，3000 万以上人口

的国家可以成大国的话，现在的门槛最少须提高到一亿人以上。目前，中、印两

国人口 13亿和 12亿，其他国家还没有中国的一个零头多。美国人口有 3亿多，

名列第三，印尼和巴西 2亿多。1亿多的国家有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

俄罗斯和日本。在国土面积方面，排在前六的有俄罗斯（1707万平方公里）、加

拿大（997万）、中国（960万）、美国（937万）、巴西（854 万）、澳大利亚（774

万）、印度（328 万）。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国土面积大但人口少，俄罗斯虽和日本

一样属于一亿量级的国家，但国土面积第一。日本人口虽然超过一亿，但国土面

积太小，不到中国的 1/20。自然资源不足以维持人口的快速增长，追求领土和

人口的增长，曾是日本热衷于对外扩张的一大动因。日本的缺陷还在于，在地缘

政治上，毗邻俄罗斯、中国和美国这三大世界强国，尤其天生与中国这个当之无

愧的大国为邻，几乎不存在战略缓冲与中间地带。 

展望未来，日本老龄化、少子化趋势不可逆转。日本当前人口虽然超过一亿，

生育率却仅为 1.4，远低于 2.1的更替率。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

究所实施的最新人口预测显示,2010年日本全国总人口为 1.28亿人,推测截止到

2044年将削减至 1亿人以下,截止到 2060年则将削减至 7997万人,也就是说,日

本人口将在今后 50年内减少 37%。① 

无论在任何时代，经济发展水平都是成为大国的关键因素。生产力发展、经

济增长，是综合国力得以维系和持续提升的基础。军事力量、科技水平通常与经

济实力紧密联系。某一大国经济的兴衰与其作为一个军事大国或政治大国的兴衰

之间，存在显而易见的联系。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

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强国全都是来自这一地区。到 19、20 世纪

之交，以美西战争和日中、日俄战争为标志，美国和日本这两个非欧洲国家加入

了全球性大国的行列。经济实力给予挑战者以信心和底气，20 世纪初，德国经

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刻向后者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

模相等的海军，在世界范围内争抢殖民地。 

1968 年，日本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目前，日本依旧是名副其实的经济大国，其拥有的高精尖产业让这一地位得以维

系，但衰落趋势很难逆转。1980年日本的 GDP相当于中国的 3.5倍，20世纪 90

年代初，日本的名义 GDP一度达到中国的 8.7倍。但 20 世纪 80年代以后，中国

经济实现了持续长达 30 多年的高速增长，中日经济规模的差距急剧缩小。2010

年中国 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 2014年中国 GDP进一步增加到约为日本的

2.25 倍。今后，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的幅度和倍数将越来越大，据亚洲开发

银行 2011 年预测，2050年中国 GDP 规模将达到日本的近七倍，这意味着今后一

二十年日本在经济上与中国比较的相对小国化进程完全可以预期。② 

列强时代，决定大国兴衰的首要因素是军事力量。主要依靠海军，葡萄牙、

西班牙和荷兰先后成为大国。其后，主要依靠军事力量，法国、英国、俄国、奥

地利和普鲁士这五个国家崭露头角，控制了 18 世纪欧洲的外交和战争。英国、

                                                        
①

 国立社会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http://www.ipss.go.jp）、日本の将来推計人口（平成２４年１月推計）報告書（表１－１）。 
②参见冯昭奎：《中国必将在同日本的战略竞争中胜出》，人民网，2015 年 12 月 8 日。 

http://country.huanqiu.com/brazil
http://country.huanqiu.com/pakistan
http://country.huanqiu.com/nigeria
http://country.huanqiu.com/bangladesh
http://country.huanqiu.com/russia
http://country.huanqiu.com/japan
https://www.baidu.com/s?wd=%E6%BE%B3%E5%A4%A7%E5%88%A9%E4%BA%9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uyNWmvRYuHf3rH7-nvP-0AP8IA3qPjfsn1bkrjKxmLKz0ZNzUjdCIZwsrBtEXh9GuA7EQhF9pywdQhPEUiqkIyN1IA-EUBtYP10drjnLPjR
https://www.baidu.com/s?wd=%E8%B5%84%E6%9C%AC%E4%B8%BB%E4%B9%89%E7%BB%8F%E6%B5%8E&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WnvD1P1PbmhnsnWb4nWNW0AP8IA3qPjfsn1bkrjKxmLKz0ZNzUjdCIZwsrBtEXh9GuA7EQhF9pywdQhPEUiqkIyN1IA-EUBt1PHbYPWTYrHb
http://www.ipss.go.jp/


8 

 

法国依靠军事力量，曾占领了大片殖民地。“在 19世纪中叶的欧洲，重大政治问

题一向是依靠武力加以解决的。德意志帝国是在以武力建立的新的国际结构中最

强大和最显赫的国家，但所有欧洲国家都得出了结论：大规模的军事力量对它们

的民族生存是不可或缺的。”① 

日本是一个最看重武力、崇拜武力的民族。20 世纪 30 年代，日本更是举

国上下形成了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的观念，当时美国的驻日大使约

瑟夫·C·格鲁曾经说过：“在太平洋区域，一个爱好和平的美国和一个穷兵黩武

的日本不能并存。”②海外征服和掠夺是列强时代日本富国强兵、迅速崛起的一

大神器。中日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了中国，大发战争财，攫取了台湾和澎湖列岛，

从中国得到的赔款共计约 2.597亿两，折合日元为 3.895 亿元，是日本实际军费

支出的 2.6 倍，日本年度财政收入的 4.87 倍。正是因为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

日本一跃升为仅次于英国和美国的世界五大海军强国之一。③但这样的成功包含

了很多偶然和不确定性，不具备可持续性。 

在多极化时代，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世界潮流，军力依旧很重要，但已

不再是关键因素，况且日本已经失去了拥有军队的合法性。由于侵略战争的失败，

1946年，在盟军司令部的监管下，日本制定和颁布了和平宪法。宪法第九条“放

弃战争、否认军备及交战权”明确规定“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

际和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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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达到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④。此后，日本一直自诩信奉和平主义。冷战时期，在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

下，军费大幅降低成为日本全力以赴发展经济的有力条件。目前，虽然日美军事

同盟进一步加强，但不能合法地拥有军队，则无疑成了想成为大国的日本政治家

的一块心病。 

合作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订后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合作存在诸

多形式和动机。军事结盟、集体防卫作为国家间合作的最高形式，无论在任何时

候，其目的与动机无不在于不挨打和打别人。各国都处在战争恐怖之下，而在未

来难以预料的战争中，结盟是必须的。1949年 6月,美国参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

过成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议案,“标志着美国首次在和平时期同欧洲强国结成

军事联盟”⑤。为对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5年苏联则组织成立了华沙条约组

织。两大阵营壁垒森严、剑拔弩张。相比之下，经济合作组织的对抗性不强，但

也存在主导权问题。二战后产生的重要经济合作机制，包括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CC)即后来的经

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无一不是美国主导，为 1945

年之后美国迅速地提升其全球影响力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多极化时代，以互利

共赢为出发点的合作取代以对立对抗为出发点的合作，日益成为合作的主要形

式。改善而不是恶化与其他国家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积极推进和参与区域经

济合作，尊重现有国际秩序和体系，是成为大国必不可少的条件。 

                                                        
①

R.R.帕尔默乔·科尔顿、劳埃德·克莱默：《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陈少衡等 译，北京：世

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 年，第 1—2 页。 

②约瑟夫·C.格鲁：《使日十年》，蒋相泽译，北京：商务印书局，1983 年，第 511 页。 

③ 1922 年 2 月 6 日，美、英、日、法、意五国签订《五国条约》，规定五国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 5∶

5∶3∶1.75∶1.75。 
④

 《日本国宪法》，日本国驻华大使馆，2005 年，第 7 页。 

⑤马克·马佐尔：《谁将主宰世界——支配世界的思想和权力》，胡晓姣、秦雅云、唐萌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2015 年，第 191 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2692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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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就一直奉行与大国结盟的外交政策，恃强凌弱，对外侵

略扩张，给周边国家造成巨大伤害。早在 20世纪 80年代，德国前总理施密特曾

说：“虽然有一些政治家意识到，日本在世界上首先是在邻国中缺少朋友这个事

实。他们很想有朋友，但不懂得如何去赢得朋友。”①如今 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日本人依旧拙于交友，长于树敌，与包括中国、韩国、朝鲜、俄罗斯等邻国矛盾

重重。日本一方面巩固和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参与美国主导的具有排他性的 TPP，

另一方面拒绝参加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对“一带一路”建设持消极态度，壁垒分

明。可以说，自主权国家成为国际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后，除了个别时间段外，

日本的“国缘”和国家形象一直欠佳。 

一战爆发以来，美国始终保持了大国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高度重视占

领道德制高点。美国曾参与了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战争，但与其他列强

一道与清政府就赔偿问题讨价还价时，美国不仅注意“秉持平等公正的信念”，

而且针对各国欺负弱小、多索滥要的情况，坚决主张把赔款总数限定在中国的支

付能力之内。1908 年，美国以“攻心为上”为出发点，又将所得“庚子赔款”

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②1918年 1 月 8日，威尔逊在美国

国会演说中提出《和平条款十四条》，不仅提出各国在外交事务中“均须开诚布

公”和“以国际之公意”为准则，还提出战后“对殖民地之处置，须推心置腹，

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条款在最后提出，“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实旨为各国交

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尽管美国

并没有说到做到，但却给自己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极高的赞誉。在多极化时代，能

否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更是成为能否成为大国的决定性因素之一。“随着人类社会

的发展和进步，强权政治日益不得人心，一国的影响力固然与其政治经济和军事

实力有关，但所持的外交理念是否符合公平正义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③ 

日本种族单一，文化高度同质，自古缺乏海纳百川的心胸和包罗万象的气

度，信奉实力至上法则，缺少对公平、正义与公理应有的敬畏，也缺乏对他国乃

至世界关切的应有尊重。美国学者奥尔森曾说：“ 在国际关系和私人关系中应平

等待人或互为伙伴的观念，一般日本人民却很缺乏。”④如前文所述，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在美国的倡导下，八大列强中许多获得赔款的西方国家，都表示

愿与同样拥有战胜国地位的中国“友好”， 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只

有日本分文不退，而是用这笔钱财大力发展军备和教育，旨在进一步扩大对中国

的侵略和掠夺。1919年 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

平会议”，日本全然不顾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的事实，迫使会议决定将德国在中

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日本的所作所为无不表明这个

国家缺少一个真正大国应有的心胸、气度和品德。 

在多极化时代，依靠一项或几项优势的国家难以成为世界大国，如英国、法

国，历史上曾有着非常显赫的地位，今日既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又是核战略大国，

但已经失去了昔日辉煌。在未来一个时期里在大国行列里谁去谁留，很大程度上

                                                        
①赫尔穆特•施密特：《伟人与大国》，梅兆荣、罗国文、王熙敬译，海口：海南出版社，北京：人民

出版社，2010 年，第 369 页。 

②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上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

页。 

③李文、沈予加：《论邓小平外交思想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指导意义》，《政治学研究》 2015 年

第 2 期，第 6 页。 
④
 参见劳伦斯·奥尔森：《日本在战后亚洲》，伍成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26

—27 页。 

http://country.huanqiu.com/china
http://country.huanqiu.com/north_korea
http://country.huanqiu.com/russia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6%9D%8E%E6%96%87
http://www.cnki.com.cn/Article/%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http:/search.cnki.com.cn/Search.aspx?q=author:%E6%B2%88%E4%BA%88%E5%8A%A0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POLI-2015-02.htm
http://www.cnki.com.cn/Journal/G-G1-POLI-2015-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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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取决于谁更多地达到人多、地广、国富、兵强、得道、多助六项标准，尽管这

六项标准并不能十分周延地覆盖决定或影响大国兴衰的全部因素。如果按这样的

标准衡量，在当今世界，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欧盟整体、巴西已经达标

或有望达标的项目较多，而日本仅仅在经济一项上表现较为出色。从而不难得出

结论：虽然日本十分迫切想成为大国，但十分不具备成为世界大国的条件和资质。 

 

三、多极化时代日本的倒退指向 

 

在亚洲和世界的权力格局以及国际体系都发生调整与变化的重要历史时刻，

日本力图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与作用。在大国目标与达成这一目

标的资质和条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日本力图通过带有对抗性、进攻性

和颠覆性的举措再度跻身大国行列，“推舟于陆”，其结果只能是“劳而无功”。 

（一）承袭霸权思维，力图再次成为亚洲领导者和支配者 

在对历史与现实加以审视时，日本人惯于把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加以夸大，

把对自己不利的一面尽量缩小。二战结束后不久，经济“大国化”的过程和经济

大国地位的确立使因战败而一度失去的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得到恢复。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大多数日本人一直认为“日本比其他国家的国民更具有优秀的素质”、

“日本是世界一流国家”。 

通过发展经济再次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使日本国家领导人再次萌生了做亚

洲领导的想法。1978 年，即将接任总理大臣的大平正芳提出“环太平洋共同体

设想”，主要内容就是将东亚和日本纳入一个体系，像美国照顾中南美各国，德

国特别照顾欧共体，欧共体特别照顾非洲那样，日本对太平洋各国与地区加以照

顾。①1985年以后，日本更加明确意识到东亚地区对日本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

开始从太平洋时代的战略高度来考虑亚太经济战略，力图通过亚太经济战略争取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主导地位。日本前情报调查局长、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的说

法具有代表性：“今后世界是亚洲的时代，日本应该以亚洲太平洋地区为中心发

展国力，应综合地调整亚洲政策和战略，以争取亚洲超级圈。”②其后，日本学

术界又推出了主张由日本在经济上领导亚洲、主导亚洲的所谓“雁行模式”。但

自 20世纪 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长期陷入低迷与停滞状态，做亚洲领导的想法

并没有和经济泡沫一样破灭，反而成为一届又一届政府孜孜不倦的追求。 

在多极化时代，指望依靠扩充军力成为世界大国已经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但

日本却心有不甘。翻案、修宪、扩军，是日本最近几届政府谋求政治、军事大国

地位，再度称雄亚洲所采取的三大举措。歪曲和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强征慰安妇

和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设法修改现行 “和平宪法”中有关“放弃以国

家权力发动的战争、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

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有关的条款，目的就在于使日本能够名正言顺地解禁集体

自卫权，再次成为军事大国。 

日本国土纵深小，能源与市场严重依赖海外，强烈的危机感，使日本为本国

利益非常渴望将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监督甚至掌控之下。因此，日本一

直具有强烈的开疆拓土的欲望和冲动，对别国领土有着特别的贪婪。通过甲午战

争，日本霸占了中国台湾。1910 年，吞并朝鲜半岛，通过“九一八”事变，霸

                                                        
①李德安、张云方等编译：《大平正芳的政治遗产》，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382—409

页。 

② 转引自陈峰君主编：《冷战后亚太国际关系》，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序言第5页。 

http://baike.baidu.com/view/258771.htm
http://xueshu.baidu.com/s?wd=author%3A%28%E6%9D%8E%E5%BE%B7%E5%AE%89%29%20&tn=SE_baiduxueshu_c1gjeupa&ie=utf-8&sc_f_para=sc_hilight%3D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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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了中国东三省。1937 年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悍然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企图

霸占整个中国。后来又于 1942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目标直指东南亚和太平洋国

家。但由于战败，无条件投降后，不得不把上述掠夺的土地如数归还。 

现今，日本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加紧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企图在美日同盟的

框架下，通过加强对亚太地区海洋权益的争夺和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从而作

为西太平洋的海上强国再次崛起。日本的陆地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里，但随着日

本防卫计划大纲和相关法律等的发布与实施，日本公然宣称拥有 447 万平方公

里管辖海域。2000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一份关于海洋国家的战略规划。在《21

世纪日本的大战略：从岛国到海洋国家》，在《21世纪海洋国家日本的构想：世

界秩序与地区秩序》中，日本对于自身的定位是：“日本应该积极探索，强化海

洋同盟——日美基轴的基础，遏制中国，通过强化东盟的坚定性，开拓建立东亚

多元合作体制。” ① 

如果日本能够反省战争，对侵略罪行有深刻认识，彻底清算战争罪责，在向

被害国家做出深刻道歉、获得谅解的情况下，成为正常国家，拥有一定国防力量

不失为合理诉求。国际社会之所以反对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系因日本是一个有过

对亚太地区大规模侵略历史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力图通过历史翻案的途径扩充武

力，拥有军队后就不会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一个带有法西斯军国主义色彩的、

对亚洲和世界和平形成严重威胁的不正常国家。 

（二）实施结盟战略，旨在孤立、遏制中国，构建日本主导的价值观联盟、

“海洋亚细亚” 

结盟具有强烈的对抗色彩，但历史上，经常被日本用作达到自身强大目的的

重要手段，包括一战前后与英国缔结，二战中与德意缔结军事同盟。现今，日本

又延续并强化冷战时缔结的日美同盟，力图在美国卵翼下谋取亚洲大国地位。

2015年 4月 27 日，安倍访美期间，日美联合发表的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

针》，就是日本借助美国以实现自己图谋的集中表现。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首次提出美军应支援日本保卫，在所谓的夺回岛礁行动中与日本进行联合作战，

以及日美两国针对日本以外国家受到武力攻击时共同参与海上作战，等等。为在

钓鱼岛问题上把美国卷入其中，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使用武力的具体事

态明确包括“离岛防卫”，以日本为主、以美国支援自卫队为辅进行作战分工。

其中包括“使用打击力量”，也包括“离岛被非法占领”时的平时“灰色领域”

的警戒监视、联合训练及驱离行动。在日本的强烈要求下，奥巴马 2015 年 4 月

28 日重申了在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适用《美日安全条约》第五条，其中包括

钓鱼岛。由于日本通过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达到了拉美国和自己一道遏制

中国的图谋，日本安全保障问题专家认为，“这是日美同盟对干扰日本海上保安

厅巡视活动发出的警告”，“是一个划时代的修订”。② 

日本还企图在中国周边构筑遏华联盟体系。2006年安倍执政之前，就曾提

出建立“日美澳印四国同盟”战略构想。同年末，安倍内阁外相麻生太郎提出，

日本要同从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东、中东欧到波罗的海各国，形成以普遍

价值为基础的“自由与繁荣之弧”。围绕欧亚大陆边缘地带，“日本要与拥有共同

价值观及战略利益的盟国美国以及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澳大利亚、印度，八国集团、

欧盟、北约密切合作”。 结盟的目的在于从海陆两方面“包围”中国。“推进价

值观外交议员会”的首次集会声明提出：“中国不是一个（与日本）拥有共同价

                                                        
①转引自赵婧：《海洋国家定位决定日本海洋战略》，《中国海洋报》2013年10月28日。 

②神保謙「『グレーゾーン』での対応、画期的」、『朝日新聞』2015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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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观的国家，而且正不断增加军费，很难让人打消其称霸扩张的担忧。”① 

以“海洋亚细亚”的形式实现当年“大东亚共荣圈”构想。2000 年《中央

公论》连载了白石隆的《海洋帝国》，其中作者把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的对立进

一步引申到“海洋亚洲”与“大陆亚洲”的对立。日本与中国分别被认为是两种

亚洲的代表，海洋亚洲是基于共同价值观念的日本、韩国、东南亚、台湾和美国

联合；战后亚洲的稳定繁荣有赖于美国为主导的安全保障体系，日本的未来取决

于在海洋亚洲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上构建的机制中取得更多的行动自由。②川胜平

太则提出了所谓的“新月弧形包围圈”，即与“南海、东海、东南亚诸岛屿”国

家建立一个“海洋亚细亚联合体”，以制衡和包围中国大陆。他提倡日本在这个

联合体中发挥区域主导作用，宣称“新亚洲”的领头雁不应是“大陆亚细亚”的

中国，而是“海洋亚细亚”的日本。③ 

日本采取以寻求与中国对抗为出发点的结盟战略，已经导致地区形势紧张程

度的升级。“美日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的延续与复活，强化了东北亚地区不同国

家之间政治社会制度的差异，加剧了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激化了领土主权争端，

严重地阻碍了东北亚地区从对立、矛盾与冲突向和平、和谐与合作发展的进程。”
④ 结盟战略还反映出日本在政治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严重依赖。一个缺乏独立自主

地位的国家，无论在任何时期，都很难与大国划等号。 

（三）力图采用单方面强行改变现状的方式，否定和推翻二战后东亚地区

形成的国际秩序 

颠覆既有秩序，似乎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必由之路。早在列强时代，日

本就做出了一些不达目的不罢休、不惜孤注一掷与国际社会对抗的事。明治维新

后，日本首先通过甲午战争打败了清帝国，颠覆了在东亚已经持续上千年的“中

华秩序”，为建立自己的区域性霸权排除了障碍。因为 1922 年召开的华盛顿会

议在美国主持下签订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肯定

了美国提出的在中国实行“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不允许日本把中国变

成自己的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日本于 1931 年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

侵华，公开挑战美国在东亚和太平洋区域的“权益”，甚至不惜退出国际联盟。

1940 年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就签订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意在彻底颠覆既

定的世界秩序。 

日本是二战后因战败诸多权利遭受剥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反

法西斯同盟国战胜日本，瓦解了日本的殖民地和殖民统治。日本不仅失去了大片

的海外殖民地，连本国的领土也遭到压缩，如苏联占领了南千岛群岛。在《联合

国宪章》“敌国条款”当中，日本至今仍属于战败敌国，反法西斯同盟国有权力

对其重整军备的政策进行制约。因此，“日本及其安倍政权有改变战后东亚地区、

亚太地区乃至战后国际秩序的愿望”⑤。 

日本对二战后东亚国际秩序的否认甚至颠覆主要表现在：企图改变侵略战争

的性质，将旨在称霸亚洲的非正义战争美化成旨在把亚洲国家从西方殖民统治解

放出来的正义战争，从而推翻二战胜利成果和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裁决；

                                                        
①中川昭一等：《为了光荣独立而理所当然地议论国防》，《正论》，2007 年 5 月号。转引自吴怀中：

《日本的政治思潮与对华政策》，《国外理论动态》2009 年 3 期，第 39 页。 

②白石隆『海の帝国--アヅアをどぅ考えるか』、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178—198頁。 

③川勝平太『海洋連邦論――地球をガーデンアイランズに』、PHP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６２—６

４頁。 

④李文、王语懿：《政治因素对东北亚地区合作的影响》，《东北亚论坛》2015 年第 1 期，第 53 页。 

⑤ 周永生:《安倍政府修宪对亚太安全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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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战后的领土安排，企图长期控制和占有钓鱼岛① ,要回韩国所控制独岛（日

本称竹岛），拿回南千岛群岛，即北方四岛②；设法废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

国条款”，使这个世界上不复存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差别；下大功夫改

变联合国安理会结构，使自身理所当然地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总之，把因战

败“丧失”的再拿回来，让东亚秩序和世界体系恢复到战前和战争中状态，最符

合日本的心愿。 

在当今时代，任何国家如果依旧停留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里，停留在冷战思

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里不能自拔，都不会有任何前途与出路。日本的上述所作

所为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实践证明，上述日本逆历史潮流

而动的种种做法，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2012 年“购岛”事件发生后，中国在

东海设防空识别区，实现钓鱼岛巡航常态化，使日本深感“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每日新闻》在 2014 年 9 月发表的社论中就说到，日本政府宣布钓鱼岛“国有

化”已经两年，收获的只是“日中对立无法化解，周边海域和空中的紧张状况持

续”。③ 

 

四、日本国家定位如何让世界刮目 

 

实际上，在多极化时代，包括日本在内，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只要真心实

意地走和平发展道路，量力而行、尽力而为，都能在国际社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位

置。新加坡人口只有 500多万，但却因在各个方面的优异表现而赢得国际社会的

广泛尊重。 

日本民族善于学习、刻苦勤奋、纪律性强、爱岗敬业、精于钻研。在谈到

日本战后很快在废墟上建立一个经济大国的原因时，日本著名史学家坂本太郎曾

说，这是“日本人民能忍受苦难，勤奋劳动，充分发挥创造性和钻研精神而努力

争取复兴的结果”④。今日日本的教育科技十分发达，经济实力依旧十分强大，

从 2000 年以来，已经有 14人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高精尖技术方面，日本

在亚洲首屈一指。只要选择的正确的发展道路，日本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大

有作为。 

对日本国际地位提升构成严重制约的最大的缺陷和不足不在于硬实力，而在

于软实力。“心底无私天地宽”，这句哲言适合做人，也适合治国。为当大国不惜

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以邻为壑、损人利己，南辕而北辙。基于对本国的弱点的

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日本著名企业家稻盛和夫提出，今后日本要树立“国家形象”，

关键在于要有利他精神，树立“富国有德”的理念，坚持“以德为本”的治国方

略。具体言之，就是对他国以德相报，不是用武力，不是用经济力量，而是以德

行来对他国行善，由此获得别人的信赖和尊敬。稻盛和夫认为，今后日本应该追

求的目标，既不是经济大国，也不是军事大国，而是一个以德为本的国家；既不

是经济上精于算计的国家，也不是急于炫耀军事实力的国家，而是以“德”这一

                                                        
① 1943 年 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同时发表《开罗宣言》。内容包括

中、美、英三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于制止和惩罚日本的侵略；“剥夺日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太

平洋上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使日本强占的中国领土，例如东北地区、台湾和澎湖群岛等“归还中

国”。按照惯有逻辑，如果霸占中国钓鱼岛的图谋得以实现，日本人很可能会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寻找当

年掠夺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中国台湾和其他国家领土的“合理依据”。 

②二战中，苏联根据《雅尔塔协定》，进攻日本，并且占据全部千岛群岛。 

③「尖閣国有化２年 不信の連鎖を断ちきれ」、『毎日新聞』2014年 9月 11日。 
④
坂本太郎：《日本史》， 汪向荣、武寅、韩铁英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89

页。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6%B1%AA%E5%90%91%E8%8D%A3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6%AD%A6%E5%AF%85
http://book.douban.com/search/%E9%9F%A9%E9%93%81%E8%8B%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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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的崇高精神作为国家理念的基石，据此与世界各国接洽交往。他认为一旦成

为这样的国家，国际社会就会真正地需要日本，尊敬日本。只有有“德”，才能

体现出一个国家人民的高尚品格，而一个有崇高品格的国家，也很难使其他国家

产生侵略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又是最可靠的安全保障政策。他明确主张，

要把“德”字作为“国是”，定为国策。日本应率先垂范，做“以德立国”的榜

样，因为日本曾有为追求自己一国的私利而痛遭惩罚的历史教训。 ① 

显而易见，稻盛和夫的主张抓住了日本为何经常陷入孤立状态的本质与要

害，符合时代发展潮流。如果日本真能做到稻盛和夫所说，摈弃霸权主义和冷战

思维，树立“以德立国”的理念，多做些对本国、对别国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有

利的事，真心实意推动地区建设和发展，必将有效地改善本国与周边邻国的关系，

实现本国发展战略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平发展战略的对接、本国的外交

政策与现有国际体系和秩序的对接，不仅非常有利于从目前政治孤立、经济低迷

的状态中摆脱出来，而且非常有利于与国际大家庭融为一体，从而让世界各国刮

目相看。 

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如何表现，是衡量日本的思维方式

是否从对立、对抗思维向和平、合作方向发生转变的一块试金石。 

中日韩同为世界重要经济体，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合计都占世界 20%

以上。建立中日韩自贸区有助于充分发挥三国间的产业互补性，挖掘提升三国贸

易投资水平的潜力，促进区域价值链进一步融合。一个全面、高水平的自贸协定

符合三国整体利益，有利于本地区的繁荣与发展。如前文所述，近年来，由于日

本屡屡主动采取带有挑衅和进攻色彩的行动，导致中日韩三边关系陷入僵化、对

峙状态，中日韩自贸区建设实际上已经陷入停滞。“解铃还的系铃人”，如日本能

打开心结，表里如一，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不再有意刁难或设置障碍，协定达

成甚至指日可待。在更为紧密的地区合作中，日本完全能够发挥自身在绿色经济、

健康产业、中小企业、现代农业，以及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等方面的优势，

获得更大的利益和实惠，为自己创造光明前景，为亚洲和平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责任编辑：林 昶） 

                                                        
①参见稻盛和夫：《活法》，周庆玲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年,第 163—16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