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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战略视域中的日美同盟
———战略定位、政策手段及效果评估∗

朱海燕∗∗

内容提要 安倍晋三在其长期执政期间,完善了日本国家战略

框架,进一步明确其战略目标即修改宪法、摆脱“战后体制”.在日本

的战略规划中,日美同盟被定位为安全与外交的基轴,维护地区和平

与稳定的公共产品,国际社会发展与繁荣的战略保障.为使日美同

盟发挥最大工具性效应,日本在战略规划上谋求与美国战略的对接;

政治上,以首脑关系引领同盟发展;外交上,积极打造共同议题,试图

主动诱导同盟走向;安全上,最大限度地强化和充实日本多维度跨域

联合防卫能力,使日本成为有战略价值、能自主防卫的盟国;经济领

域,追随美国,试图引领世界经贸规则的调整和修订.日本对日美同

盟的战略性利用提升了其国际存在感,扩充了外交转圜空间,防卫能

力实现质的提升和飞跃.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政策的收益良

多,但并未完全达成其战略初衷:日美在朝鲜核导问题上步伐一度失

调,使日本的朝鲜政策陷入困顿;日美贸易争端并未因同盟关系的特

殊性而缓解;特朗普对同盟价值的质疑将在同盟关系的未来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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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诸多“后遗症”;日本与美国的战略捆绑使日本在安全上进一步

疏离邻国,阻碍日本融入地区一体化的进度和深度.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日本 国家战略 外交政策 日美

同盟 美国优先

进入２１世纪第二个十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被中国反超,从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位置跌落,导致日本国家整体心态失衡,对抗中国成为日本

外交与安全的核心考量.在手段选择上,一方面,日本极力在国际社会制造和

贩售“中国威胁论”,恶化并破坏中国崛起软环境的同时,拉帮结伙施压中国;

另一方面,加大了军事安全手段在对华政策中的权重,其中包括从日本国家战

略利益出发,战略性调度和利用日美同盟的力量直接遏制中国崛起.日本的

相关施策推动日美同盟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即美国从日美同盟完全

的“主导国”向协商性“领导国”转变,而日本由“从属国”开始向“辅助国”转变,

最突出表现是日本开始从国家战略角度进行整体谋划,将日美同盟作为日本

国家战略的重要政策工具加以运用,推动日美同盟由双边型同盟关系向“双边

＋”模式转变,积极拓展同盟的作用领域和范畴.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在同盟

关系中的主动性逐渐提升,并取得了积极的政策收效,而这也将激励日本进一

步向同盟索取更多权益和利益,推动同盟关系转变的同时,将对地区安全和发

展环境产生重大影响,这是需要持续关注的重要变化趋向.２０１２年底,安倍晋

三再次就任日本首相后,明确提出其国家战略目标是修改日本宪法,最终摆脱

“战后体制”束缚.以此为目标,日本出台首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推出一系

列外交与安保相关政策官方文件.在安倍掌舵下,日本国家战略架构日趋清

晰和完善,战略活跃度不断提高.２０２０年８月,安倍辞去首相职务,时任官房

长官菅义伟接任首相,菅义伟明确表示将承继安倍时期的既定战略,部分学者

甚至将其界定为“幕后安倍时代”,①菅义伟就任以来的内外施策也充分展露

“安倍时代”国家战略的延续,因此,可以将安倍政府与菅义伟政府视为一个在

战略上保持连续性的整体进行相关研判.在该时段内,日本一直相对稳定地

推进其既定的摆脱“战后体制”战略,并积极有效地利用日美同盟这一重要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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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工具.菅义伟任首相期间,日本最重要的外交施策方向就是大大拓展和深

化日美同盟的合作领域和范畴,将美日澳印四方会谈提升为首脑级合作,甚至

谋求合作的制度化发展.２０２１年１０月,岸田文雄接任首相,日本积极释放尽

早访美的外交信号,以进一步稳定日美同盟的根基,应对后疫情时代变动不居

的地区和国际局势.可以预见,继续强化日美同盟,在绑定美国的同时,战略

性利用日美同盟仍将是日本未来重要的政策方向.为使相关施策的收益最大

化,日本逐渐将日美同盟内化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日本国家战略追

求渐进性嵌入日美同盟的战略目标,①使以维护美国战略利益为运作目标的日

美同盟,逐渐向扩大日美两国共同利益转变,彰显了日本战略能力和战略主动

性的提升.

国内外学界对日美同盟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从广义角度可大致分为

三类:②一是对日美同盟历史及其在不同战略背景下进行适应性调整的研究和

探讨;③二是关注日美同盟及其对亚太地区、中国的影响;④第三类是对美日两

国在同盟框架下相互关系及其他相关构件的分析和解读.⑤ 其中,有关日美同

盟相关构件的研究成果部分地涉及日本在同盟关系中的地位及其对同盟战略

走向的影响等问题,但尚缺乏深度探讨日本如何利用日美同盟追求国家战略

目标及利益等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基于此,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从

日本视角出发,利用日本官方相关文件资料,进一步充实和拓展对日美同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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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研判.

一、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日美同盟定位

日本国家战略中的日美同盟定位是随着日本自身力量及地区、国际局势

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基本趋势是日本不断增强在国家战略中利用日美同盟

的主动性和能动性,使日美同盟成为日本重要的战略工具之一,并在与同盟的

互动中拓展国际活动空间,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安倍政府作为一届超长

期政府,创造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环境,这成为日本践行以修改宪法

(至少为“后安倍时代”完成修宪创造突破口)、摆脱“战后体制”为核心目标的

国家战略的政治资本.在日本国家战略谋划中,日美同盟是助力其达成目标

的有效路径,因此,安倍承继以往日本政府视日美同盟为安全与外交基轴的基

本战略定位的同时,进一步将日美同盟扩展为确保地区和平稳定的公共产品,

并将维护世界经济繁荣、确保西方价值观及其主导下构建的“国际秩序”深度

植入日美同盟的目标追求中,使其成为“秩序”与“规则”的保障者与供给者,完

成了日美同盟的“全球性”拓展,为日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安全行动提供背书.

(一)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相关政策的基轴

日本对日美同盟的单向军事依赖源于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军事占领.

占领期间,美国主导设计并实施了对日本的非军事化民主改革,作为改革的标

志性成果,日本颁布放弃战争权与武装权的«和平宪法».１９５２年,«旧金山对

日和约»(以下简称«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恢复国家主权和独立,作为占领

军的美军应限期撤出日本,其结果是,没有军队的日本的安全保障便成为切实

挑战.为解决日本的安全问题及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在签订«旧

金山和约»的同时,日美还签订«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即«日美安保条

约»),以及规定日美在履行该条约时相互间权利与义务的«日美行政协定»,但

该约并没有明确美国保护日本的法律义务.美军由“占领军”变身为“驻日美

军”,继续留驻日本,这也是日美同盟的起点.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岸信介推动修

订«日美安保条约»,从法律上明确了驻日美军对日本安全的防卫义务,日美同

盟更是被逐渐打造为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轴,由此也养成了日本外交中的“占

领根性”,使日本“失去了开展外交所应该具有的外交感觉,而把如何开展与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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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当局的从属关系或服从关系、如何成为占领军听话的孩子当成了外交,而

且容易普遍化.尽管恢复了独立地位,但不可能马上恢复外交的感觉”.①

这种对美国在外交与安全上的依赖,最终内化于日本政治领导人的潜意识中,

“占领根性”的影响也在“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与安全基轴”理念的渗透下越来

越深远和持久,成为战后历届日本政府在制定外交与安全相关政策时遵从的

圭臬.

２０１２年底再次执政的安倍认为,民主党执政期间在日美同盟问题上的相

关政策使日美同盟出现裂痕,②损害了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轴,在国际社会造

成日美同盟不稳的认知,加剧了日本周边安全形势的动荡,可能给日本的安全

环境造成消极影响.为确保安全,解决日本面临的“危机”,安倍政府外交日程

表上“最重要的是必须重建日美同盟的信赖关系”,而“再次加强日本外交的基

础———日美同盟的纽带,是重建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的第一步”.③ 为此,安倍

积极协调尽早访美,与美国总统举行会晤,以重新巩固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

础.２０１３年初,安倍再次指出:“日本外交和日本安保政策的基轴是日美同盟.

我认为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的基轴,这应在日本的外交安全保障政策中最为

优先.”④安倍在２０１３年２月访美前明确强调:“希望通过这次会谈向亚洲各国

展示日美同盟已经恢复了紧密的关系,这有利于保卫日本的领海、领土,一定

要使会谈取得成功.”⑤访美后,安倍称“日美同盟完全恢复”了.其后,安倍在

其连续执政７年零８个月期间,共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特朗普)举行包括电话

会谈在内的双边会谈(不包括多边会谈)共６６次,⑥这既体现了日本对日美同

盟作为“基轴”的重视,更强化了日美同盟的政治基础,为日美同盟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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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撑,更重要的是向其他国家表明日美同盟将继续为日

本提供包括核威慑在内的安全保障,从而在日本尚未明确修改宪法前确保日

本的安全.

菅义伟的施政方略是在微调基础上基本延续其前任政府的既定政策路

线.组阁当日,菅义伟即表示将“继续贯彻安倍内阁的方针,以日美同盟为基

础开展战略性外交”.① ２０２０年９月,菅义伟在与特朗普的首次电话会谈中称,

“基于安倍前首相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深厚互信,日美同盟得到空前巩固,我
希望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② １０月初,蓬佩奥访日期间分别与菅义伟及

外相茂木敏充举行双边会谈,确认菅政府将继续把日美同盟作为外交与安全

的基轴.１０月７日,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岸信夫与美国防部长埃斯珀电话会谈

中,确认将继续强化同盟关系.至此,菅政府主要对外机构均实现了与美国的

政策对接,完成了日本外交与安全基础的再确认.

菅义伟在２０２１年的新年致辞再次强调了日美同盟的基础性地位.面对

疫情的恶化、病毒变异体造成的新恐慌、美国社会的继续分裂,菅义伟表示,
“在国际形势变得更加不确定的背景下,日本的外交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日美

同盟为基石,日本将战略性推进建设自由开放的印太,并与邻国构建稳定的关

系”.同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更需要团结应对,日本将“坚持多边主

义,领导在后疫情时代建立‘团结的世界’.”③这透露出对美国国内可能再次出

现的单边主义思潮的牵制,在疫情背景下显示出日本主动性的增强.菅义伟

在２０２１年１月的施政演说中,再次首先强调了多边主义原则,其次突出“日美

同盟是我国外交和安全保障的基础.”④４月,日美首脑会谈(以下简称“拜菅

会”)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同样重申了日美同盟的“基石”角色,需要注意的是:该
联合声明指称,日美同盟不仅是日本国家的“基石”,美国也将其称为“基石”,

这既是拜登政府重视同盟的表现,也体现了日本在同盟框架内地位和影响力

的提升,相应地日本也将承担更多同盟义务,其后续影响值得持续关注.

６８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令和２年９月１６日 菅内閣総理大臣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９９_suga/stateＧ
ment/２０２０/０９１６kaiken．html、２０２０Ｇ１２Ｇ１５.

「令和２年９月２０日 日米首脳電話会談」、https://www．mofa．go．jp/mofaj/na/na１/us/page６_
０００４３２．html、２０２０Ｇ１２Ｇ０５.

「菅内閣総理大臣 令和３年 年頭所感」、http://www．kantei．go．jp/jp/９９_suga/statement/２０２１/
０１０１nentou．html、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０３.

「第二百四回国会における菅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http://www．kantei．go．jp/jp/９９_
suga/statement/２０２１/０１１８shoshinhyomei．html、２０２１Ｇ０４Ｇ２３.



(二)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要公共产品

日美同盟是美国主导,日本积极配合下构建的冷战同盟,也是依据地区及

国际安全形势变化,不断就战略目标、政策工具、作用半径等进行调整的应对

型同盟.在新的变局中,日本正极力推动将日美同盟打造成为确保地区和平

与稳定的公共产品.

冷战后,日美同盟失去苏联这一重要战略对手后,一度陷入“漂流”状态.

为拉紧同盟纽带,时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建议全面审议美国的

同盟关系.１９９５年２月,奈主持的«东亚安全战略报告»指出,“亚洲仍然是一

个充满不确定性、紧张和聚集了大量军事力量的地区,维护亚洲的同盟体系是

保持地区稳定和促进美国对亚洲关键问题的影响的基础,这与美国利益息息

相关.”“鉴于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分量,它在美国构筑适合于后冷战时代地区和

国际秩序的工作中是一个天然伙伴.”“再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

了.美日关系对于我们在太平洋的安全政策和全球的战略目标都是一个基

础.我们与日本的安全同盟是美国在亚洲的安全政策的关键”.① 基于此,美

国决定按照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动重新定位日美同盟的性质及其功能,使其

由抵制和对抗共产主义的双边冷战同盟,转变为在２１世纪“维护地区和平与

稳定”的事态应对型地区同盟.１９９６年４月发表的«日美联合安全宣言:面向

２１世纪的同盟»指出,“以«美日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

关系,既是保证实现共同安全目标的基石,也将继续成为２１世纪亚太地区维

护安定和繁荣的基础”.② 据此定位,１９９７年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重新

界定了同盟的适用范围及合作类型,即日美平时的合作、在日本遭到军事进攻

时的合作和在日本周边发生不测事态时的合作.据此,同盟的作用半径大大

拓展,打破了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原则,创造了“周边事态”的新战略概念,

将日本防卫力量的作用范围扩至“日本周边”.

日美同盟应对“周边事态”的全新定位被其后包括安倍政府在内的历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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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DepartmentofDefense,OfficeofInternationalSecurityAffairs,UnitedStatesSecurityforthe
EastAsiaＧPacificRegion,https://nautilus．org/globalＧproblemＧsolving/usＧsecurityＧstrategyＧforＧtheＧeastＧaＧ
siaＧpacificＧregion/? view＝pdf,２０２０Ｇ１２Ｇ１２．

“JapanＧU．S．JointDeclarationonSecurity:AllianceForthe２１stCentury,”https://www．mofa．
go．jp/region/nＧamerica/us/security/security．html,２０２１Ｇ０４Ｇ２４．



本政府承继并加以拓展,使其作用半径扩至“印太”.２０１４年,日美«联合声明»

确认同盟对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基石性功能,“日美同盟,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

基石”.①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及安倍历次施政演说、相关政府部门发布

的皮书等均明确指出,“以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对我国的和平

与安全,乃至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② 菅义伟在第

２０３届国会上的演说中再次确认:“日美同盟是印太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

繁荣、自由的基石.”③２０２０年１１月,菅义伟向拜登致胜选贺电时强调“日美同

盟对于日本和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未来需要进一步强化”,

合作推动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④ ２０２１年４月,“拜菅会”后的联合声明中确

认日美同盟对“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两国“重申致力于在印太地区实

现繁荣和维持经济秩序”,同时还将其作用范畴拓展至“世界范围”.⑤

日美同盟的作用半径由守卫日本安全,扩展至维护地区安定,经济繁荣也

被纳入日美同盟运作的目标,既扩充了军事同盟的内涵,也拓宽了同盟运行的

基础,同时还意味着即便在没有“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只要结盟双方认为符合

其利益,也将会为确保“繁荣”而继续强化相互间的军事安全纽带.在经济问

题日趋安全化的背景下,日美同盟的经济化发展趋向也是值得深度探讨的同

盟生长点.

(三)日本将日美同盟视为在全球治理中获得和扩大制度性权力的重要工具

日本致力于将日美同盟打造为全球范围内的“规则”与“秩序”的供给者,

使日美同盟成为保障型与供给型同盟,并以此为跳板,逐渐探索确立日本在国

际“规则”解释和书写中的引领作用.日美将确保经济繁荣导入同盟目标,使

同盟具有“全球性”特征,日本也试图借此追求在全球规则中的影响力.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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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米共同声明:アジア太平洋及びこれを越えた地域の未来を形作る日本と米国」、http://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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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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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１/us/page３_００２９２２．html、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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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防卫力量的建设水平及其运用受到宪法束缚,日美同盟应用地理范畴和物

理领域也受到相应限制,虽然日本通过系列临时立法、修改安保法案、修正宪

法解释等变通性手段不断扩大防卫力量的地理活动半径及作用领域,也一直

尝试渐进性突破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武器使用的约束,但受国民心

理惯性等因素制约,日本自卫队在海外活动中仍然保持着较为谨慎的姿态,其

军事安全活动范围具有较为严格的物理局限和作用场域限制.因此,日本难

以依靠军事手段达成全球性“政治大国”的战略追求.但当日美两国将确保经

济繁荣纳入同盟建设目标时,日美同盟便具备了明显的全球性特征,日本经济

力量影响的辐射范围也将随之扩展至全球,这将提升日本在全球经济治理中

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后疫情时代,随着相关国家将经济问题政治化、安全化

政策的不断加码,日本也将可能借此达成其追求强大政治影响力的夙愿.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明确指出,日美同盟“对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

与繁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日美两国根据规则,在高度透明的前提

下实现亚太地区经济繁荣.”①在这一战略指导下,日本积极参加«跨太平洋伙

伴关系协定»(TransＧ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谈判,并在美国退

出后又主导«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andProＧ

gressiveAgreementforTransＧPacificPartnership,CPTPP)协议的达成与生

效,其目的就是实现“日本与美国作为经济大国,始终强有力地共同引领世界

自由贸易体制,使自由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不断发展.日本将引领其规

则的制定”,②确保掌握世界经济规则的制定权和解释权,使其有利于自身经济

模式的进一步成长和扩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日本试图继续借助日美同盟谋求在新经济规则中的

主导地位.新冠疫情引发的新型经济危机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打击,产业链、

供应链面临新一轮重构,后疫情时代将是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兴起的机遇.为

此,日美强调两国将构建面向２１世纪新时代的新型合作关系,打造具备核心

“竞争力和恢复力的伙伴关系”[CompetitivenessandResilience(CoRe)PartＧ

nership],以“确保引领可持续、包容、健康、绿色的全球经济复苏”.为达成该

项战略预设目标,两国将侧重于加强在(１)竞争力和创新;(２)新型冠状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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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家安全保障戦略について」.
「第７３回国連総会出席等についての内外記者会見」、http://www．kantei．go．jp/jp/９８_abe/stateＧ

ment/２０１８/０９２６kaiken．html、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１２.



肺炎(COVIDＧ１９)应对及全球卫生和健康安全;以及(３)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

绿色经济增长与复苏等领域的伙伴关系建设与合作.为掌握在未来新型经济

形态生成及其规则确立过程中的主导权,日美将通过深化合作“单独和共同提

高两国的竞争力”,并“构建全球数字连接伙伴关系,与其他国家合作,促进投

资,提供培训和能力建设,以促进充满活力的数字经济”.①

此外,日本还赋予日美同盟以维护日本政治经济模式赖以存在、巩固和发

展的西方价值观的功能,以打造日美同盟的“全球性”价值.无论日本在实质

上将所谓“民主”“尊重人权”“以法治为基础”等西式价值观置于何种位置,但

在表面上,日本一直视这些口号为其在国际社会安身立命的根本遵循,并且以

高频词出现在日本领导人在国际场合的演讲及政府相关文件中.在实践中,

日本也一直祭出“价值观”旗帜,体现其在国际社会的站位,并以此统筹其对外

交对象国的政策制定及实施.２００６—２００７年,安倍第一次出任内阁总理之际,

即抛出“自由繁荣之弧”,以所谓共同的价值观为纽带,积极筹谋构建针对异己

国家的对抗性价值观联盟.２０１２年底,安倍再次出任首相后,“价值观”仍是其

在国际舞台站位的基本考量之一,制造出所谓“民主安全菱形联盟”.

为一再向国际社会确认日本是符合西式价值观的国家,日本坚定地绑定

日美同盟,并将日美同盟打造为世界范围内维护民主、自由、法治的公共产品,

是西式资本主义制度的坚固护甲.日本一再强调“在坚如磐石的日美同盟基

础上,两国共同推动与共享基本价值观国家间协作的同时,为维护本地区与世

界的和平与繁荣,加强进一步合作达成了一致,并再次向世界呼吁我们两国所

共同拥有的价值观———‘法治’的重要性”.② 面对“非传统型总统”的特朗普,

日本仍尽力推销其所谓“共享价值观”的重要性,将其与特朗普热衷的“印太”

战略进行链接:“日美同盟无比牢固,前所未有.在深厚的信赖关系基础上”,

“与欧洲、印度、澳洲、东盟等共享基本价值的国家,共同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

地区.”③拜登就职后,菅义伟通过社交账号表示:“日美是共享普遍价值观、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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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ＧJapanJointLeadersStatement:U．S．ＧJapanGlobalPartnershipforANew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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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纽带结成的盟国.期待能与拜登总统开展合作.”①２０２１年４月,“拜菅会”

后的联合声明中更突出了日美同盟与西式民主价值观及该价值观指导下取得

的相应成就之间的密切关系,声明称“我们两国虽隔着广阔的海洋,但对普遍

价值观和共同原则的承诺,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国际法、多边主义和自

由公正的经济秩序,使我们团结起来.通过美日友好的新时代,我们每个

民主国家都将更加强大.”②

二、日本利用日美同盟的政策手段

在渐进性推动摆脱“战后体制”战略相关施策落地过程中,日本积极利用

日美同盟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具体而言,日本在战略层面对同盟进行绑定、

政治层面与同盟运作保持协调、军事层面以能力及体制建设来追随同盟的行

动、外交层面与同盟保持对话协调,并打造新的话语体系诱导同盟战略走向.

同时,日本还积极拓宽同盟运行平台,将经济领域内的合作打造为日美同盟新

的战略域,试图掌控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规则制定权和主导权.

第一,在战略层面,日本与美国及日美同盟进行战略捆绑,并以强化日美

同盟关系的政策路径使其助力于日本国家战略的实现.日本积极与美国就日

美同盟的发展方向、威胁来源、安全态势等进行战略沟通.在政府首脑层面,

日本首相积极构建并极力保持与美国总统间的密切往来关系,并就紧急事态

随时进行电话沟通,极力将日本的战略设想嵌入日美同盟的战略运作,同时又

主动设计,诱导日美同盟与日本国家战略处于同向战略轨道.在政策技术层

面,日本推动日美“２＋２”对话机制高效、有针对性地运转,推动达成新«日美防

卫合作指针».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防相与美国国防部长共同或单独会晤

的频率保持在每年３、４次,双方还借助其他国际会议多边场合、“２＋２”等小多

边会晤之际举行会谈,就日美同盟的存在意义及承诺、外交及安全政策的协调

与对接、同盟角色、能力建设、同盟安保合作范畴及深度的界定、驻日美军基地

部署、财政支持等问题进行协调,确保不断充实同盟运作的实质性内容不跑

偏、不脱钩.稳定畅通的战略沟通“使日美在战略层面达成共识,确保安全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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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领域的合作基调和政策方向,缓解盟友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持续稳定地

传递出同盟紧密合作的信号,发挥同盟机制稳定器的作用”.①

第二,在政治层面,日本将首脑个人关系打造成同盟正常运转的润滑剂和

继续深化、拓展的牵引器,确保同盟的政治协调不脱轨.

在对外关系中,安倍极为重视和强调首脑外交的作用.他认为,不同政府

的首脑之间良好的个人关系有利于构建更为和谐、稳定的国家间关系,同时也

可更好沟通和协调国家间的不同见解,“无论存在怎样的问题,只要首脑之间

坦诚对话,就定能找到解决良策”.② 同时,安倍认为,积极活跃的首脑外交能

够提升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增强日本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斡旋能力

和影响力.安倍在七年多的任职期内,“共出访了８０个国家和地区,举行了

８００多次会谈.在与各国首脑建立互信关系的基础上,我决心为解决国际社会

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在全球发挥主导性的作用.”③安倍将他对首脑外交的认知

和定位也运用到确保日美同盟的政治协调中,为同盟正常运转及进一步深化

提供政治保障.在安倍的首脑会谈记录中,日美首脑直接会晤(双边、多边)、

电话交流占居较大份额,这也成为日美保持密切沟通的重要象征.２０１２年１２
月就任后,安倍即与奥巴马举行电话会晤,传递早日访美的政治意愿.奥巴马

任总统期间,虽因安倍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引发美国不满,但安倍在推进首脑外

交方面抱有执着的信念,最终还是较为成功地建立了与奥巴马之间相对密切

的个人关系.２０１４年４月,安倍坚持邀请奥巴马访日,使其成为１８年来首次

以国宾身份访日的美国总统,并在奥巴马抵日当晚与其举行寿司私人宴,拉近

个人关系.为回报安倍的热情,次年４月,安倍访美期间,奥巴马特意在官方

行程之外安排二人在林肯纪念堂外散步,彰显日美关系的密切及两国首脑间

个人关系的融洽.

特朗普接任美国总统后,安倍投其所好,竭力构建与特朗普间的“安—特”

个人关系.特朗普尚在候任期,安倍即绕道美国会见特朗普,成为特朗普当选

后会晤的首个外国领导人;特朗普就任后,日本积极协调,使安倍成为特朗普

在白宫接待的第二个外国领导人;为迎合特朗普的爱好,安倍积极练习高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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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多次上演“高尔夫外交”,构建官方之外的“安—特”关系;针对特朗普热衷

“第一”的心理,日本安排特朗普成为新天皇就职后第一个访问日本且与新天

皇举行会晤的国宾,特朗普也成为第一位登临日本舰艇、第一位观看日本相扑

比赛的美国总统,这一行程安排“清晰地显示出取悦于特朗普以及重点凸显两

国领导人间的亲密关系”,①为安倍所称的“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日美同盟历史

中,两国之间没有其他首脑像我们这样结下如此深厚友情的,这一点我相当自

负”②言论背书,安倍与特朗普间甚至创造了在２０１７年９月３日一天内两次举

行电话会谈的记录.

在安倍积极谋略及大力推动下,奥巴马时代的日美同盟关系被界定为“无

可替代的伙伴关系”.③ 特朗普时期,以“安—特”个人关系为基础,日美同盟发

展成“无比坚固,前所未有”的同盟,④为日本从国家战略出发诱导同盟战略方

向定位提供了政治可能性.

第三,在外交上,日本积极塑造话题,诱导并追随美国,通过与美国同频外

交行动彰显日美同盟的利益契合性,助力日本国家战略目标的达成.

对日本而言,“中国威胁论”是其摆脱“战后体制”的极佳借口,也是博取国

际社会同情和支持,遏制中国崛起的较为有效的手段.“中国威胁论”源自日

本历史上形成的“亚洲优等生”意识,这种民族潜意识使日本难以理性看待中

国崛起.明治维新的成功激起了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日本经济首先腾飞,再次点燃日本作为亚洲“优等生”的心理,这无形中造就了

日本的“荣誉偏执和身份迷思”,⑤并在其指引下走上视崛起的中国为对手和威

胁的迷途.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初步成就,特别是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总

量超越日本后,日本更是视中国为竞争对手与威胁,２０２１年４月发布的新版

«外交蓝皮书»将“中国威胁”升级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社会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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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上的强烈关切(事项)”,①并将其成功传导给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从“亚

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美国均以中国为潜在对手,至特朗普政府已明确将

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拜登基本上继承了其前任对中国的战略定位.

２０２１年４月,“拜菅会”后的联合声明称,双方“就中国的行动对印太地区和世

界和平与繁荣的影响交换了意见,并对中国采取经济和其他形式的胁迫等不

符合国际秩序规则的活动表示关切”.② 日本成功将其制造的“中国威胁”,置

换成日美同盟共同的“中国威胁”,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崛起的战略压力.在实

践中,日本将中国维护领土完整的正常行动,污化为中国以实力打破现状、无

视并破坏国际法、军事发展不透明、不遵守国际规则等,并在国际社会大肆贩

售,成功诱导美国做出钓鱼岛群岛在日美安保体制的安全保障范畴之内的承

诺,将中日间的领土争端置换成为美国保护日本领土安全的同盟承诺,顺利制

造了中美间又一起矛盾争端引爆点,形成日美联合针对中国的压力态势.

朝鲜问题是日本借以营造安全威胁,摆脱“战后体制”的绝佳借口.日朝

关系中较为突出的症结是和平条约、人质绑架、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等问题,

其中,安倍政府更为重视的是人质绑架及核导问题.而美朝关系中的问题主

要集中在担负针对韩日的安全承诺问题、朝鲜核导给地区乃至国际社会造成

的恐惧心理,以及朝鲜远程导弹可能给美国造成的实际安全威胁.可见,日美

在与朝鲜关系中的共同利害交集在于朝鲜核导问题.但日本在多边及双边场

合积极游说美国,将绑架问题置换为人权问题,在特朗普访日期间安排其会见

被绑架者家属,对其进行“道德绑架”,使特朗普承诺协助解决绑架问题.在朝

鲜核导问题上,安倍更是通过电话会谈、多双边场合等所有可能的途径,诱导

特朗普允诺将“百分之百支持日本这个伟大的同盟国”.③ 在朝核问题上拜登

政府继续承诺支持日本的安全关切,“重申对朝鲜完全无核化的承诺,加

强威慑力量,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并将与其他国家一道努力解决与朝

鲜核和导弹计划有关的危险,包括扩散的风险”,同时,“重申美国致力于立即

解决绑架问题”.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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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的“印太战略”问题上,日本更是发挥了重要的先

导性牵引角色.２００６年,安倍组阁之际即制造“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概念,声称

“太平洋和印度洋正作为自由与繁荣之海带来富有活力的结合.一个打破原

来地理疆界的‘扩大的亚洲’正在日趋明显”.① ２０１２年,安倍又抛出“亚洲民主

安全菱形”倡议,强调“两洋交汇”的重要性,提议由日美澳印组成菱形圈,“以

保卫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的公海”.② 经过酝酿、调整,２０１６年８月,安倍在第

六届日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正式推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并在国际

多双边场合大力推销,尤其注重与“亚太再平衡”战略相呼应.特朗普就职后,

以日本极力鼓动的“印太战略”取代“亚太再平衡”,并以“印太”来界定«美国国

家安全战略»«２０１８美国国防战略»等文件中的战略区域,将太平洋司令部更名

为美军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使“印太战略”进入实质性落实阶段.至此,日

本基本完成对“印太”这一范畴从概念煽动、政策鼓吹到向美国进行战略贩卖

的全过程,成功使“印太”成为日美同盟协力应对的战略空间.在日美同盟的

支撑下,“印太”也博得了更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认可,这就为日本进一步拓展

自卫队的活动空间赢得了更为广泛政治支持.

第四,在安全层面,日本借强化同盟之名,行提升防卫力量之实,谋求独立

安保能力建设的同时,使日本成为有价值的盟国,进而提升日本在同盟框架内

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强摆脱“战后体制”的实力.

日本通过直接购买美国先进武器装备,提升自卫队装备水平,同时还积极

推动与美国进行武器装备的联合研发,加强与美军装备互操作性的同时,提高

日本防卫技术研发层级.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强调,日美间“除推进联合

训练、联合情报收集、警戒监视和侦察活动、美军和自卫队共用设施与区域外,

包括应对事态、中长期战略等在内,还将紧密开展各种部队合作,并协调政

策”,“将在弹道导弹防卫、海洋、太空空间、网络空间和大规模灾害应对等安全

保障领域广泛加强合作,提升日美同盟的遏制力和应对力.”③为进一步提高与

美国的防卫装备合作水平,２０１４年４月,日本以“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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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器出口三原则”,据此,日本可与美国等关系密切国家共同开发和生产武器

装备.为推进装备采购合作,２０１６年,日美签署«国防互惠采购谅解备忘录»

(ReciprocalDefenseProcurement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这将深化

两国的防务关系,并有助于日本企业成为美国重大国防项目的供应商,促进伙

伴国间装备的合理化、标准化及互操作性.① 据此,美国通用原子航空系统公

司(GAＧASI)将与日本国防工业供应商和相关企业就远程驾驶飞机(RPA)系

统的研发工作进行合作.在联合研发方面,涉及领域包括导弹防御、雷达、高

速船舶等,未来两国还将在太空防御、海洋安全、网络领域等方面提升联合研

发水平,掌控和引领新的战略空域内的前沿技术和发展趋势.２０２０年４月,美

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报告建议,未来日美需要在无人系统、高超音速/超高

速导弹和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等领域进行联合研发及合作,此类合作既符合

美国的战略目标,又符合日本地区利益,将是“双赢”的选择.②

日本积极参加与美国的双边及美国主导的多边军事演习、训练,提升与美

军之间的协同行动能力、一体化水平和联合应对实力,增强自卫队的实战水平

及应对各种事态的能力.近年,日美同盟的军事演习、联合训练呈频率提高、

参演人员数量增加、军事装备级别提升、针对性加强、由双边扩大至双多边、演

练区域不断扩大、演练项目针对性强等发展趋势.２０２０年,在新冠疫情全球流

行的背景下,日美在西太平洋举行了年度最大规模军演“利剑２１”.在兵力规

模上,美军出动了“里根”号核动力航母打击群、第５舰载机联队、海军第７２特

遣队和空军第５航空队,共计约９０００人.日本自卫队参演兵力３．７万人,舰艇

２０艘,飞机１７０架,美日两国参演总兵力达４．６万人.演习重点是检验美日两

国作战力量在海上、地面与空中的协同作战能力,“确保一旦印太地区发生危

机或紧急事件,美军能够有效支援日本的防卫作战”.③ 在日美双边联合军演

之外,还发展出日美澳、日美澳印、日美法、日美英等多边演练,日本还高频率

参加美国主导的与其他亚太盟友间的军演,如美菲、美泰、美印等双边年度联

合军演中都出现过自卫队的影子.这些不间断、各领域的联合军演使得在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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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没有实战经验的自卫队能够获得相应的类实战认知和能力养成,从而形成

一定的威慑力.

依靠美国帮助,日本加快在被称为新战略域的太空及网络领域的军事化

脚步,提升和拓展日本在新域的防卫能力.在太空安全领域,２０１３年３月,日

美举行首届全面太空对话会议,正式开启双方在太空领域的合作议程.２０１５
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进一步明确双方将强化在太空监视、情报共享、装备

技术、早期预警、定位导航、指挥控制、利用卫星加强海洋监控、监视威胁太空

开发的太空垃圾等方面的合作.为切实开展在新战略域的合作,日美成立太

空合作工作小组(SCWG),就太空政策对话、情报共享、培养和保护专家、实施

桌面推演、跨部门合作、官民协调等进行磋商.为抢占太空高地,２０１８年起,美

国即向日本提供技术支持,协助自卫队建立太空态势感知系统,提升自卫队的

太空监视能力.２０１９年,美日就双方的太空态势感知系统进行技术链接达成

共识.此外,美日还就构建太空飞行和探测国际规则方面进行合作,谋求以日

美为中心,在相关国家之间共享的“太空管制系统”,借此完善太空国际交通规

则.① ２０２０年８月,日美第７次太空对话再次强调在太空探索与开发领域进行

合作的必要性,“承诺加强太空态势感知(SSA)和任务保障方面的合作,双方欢

迎日本内阁和美国国防部实质性批准了有关将在２０２４年３月底前发射的日本

‘准天顶’卫星上搭载美国提供的SSA有效载荷的具体实施安排”.②

在网络领域,日本通过与美国的合作提升网战实力.日美在网络领域的

合作起始于经济范畴,２０１０年１１月,日美在东京举行首次互联网经济政策合

作对话会,并发展为年度例行对话机制.随着网络安全被提升至战略高度,美

日网络合作由经济、商业及个人安全向国家安全过渡.２０１３年５月,第一届

“日美网络对话”在东京举行(其后发展成为年度会晤机制),会后发表的«联合

声明»清晰界定了美日网络合作的机制及内容范畴:双方交换网络威胁信息,

协调国际网络政策,比较国家网络战略,协调网络领域的国防和安全政策,就

保护关键基础设施的规划进行合作.③ １０月,美日签署加强网络空间军事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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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协议,据此,日美将在情报收集、信息安全、监控侦查、设备使用、扩展威

慑、人员培训和军事演习等领域进行密切合作.２０１５年版«美日防卫合作指

针»把网络列为新的战略合作领域,提出打造应对网络威胁的现代化同盟关

系.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日美在第７次网络对话中再次确认举日美两国“全政府”之

力进行合作,同时重申将强化共享价值观的同盟伙伴关系,两国将就网络相关

事务,包括态势感知、网络重要基础设施安全、国内网络政策、两国网络军事力

量合作,并在国际法及能力建设等领域强化合作.２０２１年“拜菅会”后的联合

声明强调两国“将在敏感的供应链上,包括在半导体方面的合作,促进和保护

对我们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的关键技术”.①

第五,在经济领域,日本积极拓展日美合作范畴,借助同盟之力,扩大日本

在经济规则领域的话语权.

奥巴马时代,美国公开提出要掌握经济规则的制定权,日本积极响应,声

称“日本与美国这两个经济大国参与制定的新经济秩序,不仅仅是«跨太平洋

伙伴关系协定»当中的规则.对于在这之后的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RCEP)和更大的构想的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也应当成为制定规则

的原案”.② 特朗普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安倍先是积极游说,劝说

并期待其重返协议,后又推动没有美国参加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协定»生效,试图以此施压特朗普,同时在国际场合也反复强调日本将作为自

由贸易的旗手,推动以规则为基础的经济秩序,在诱导美国遵循自由贸易规则

的同时,也表明日本不同于美国的立场.在特朗普坚定拒绝多边贸易协定后,

日本转而与美国达成新的«日美贸易协定»,以暂时躲避美国的关税大棒,日本

将其界定为“双赢的成果”,并宣称在«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全面与进步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及«日美贸易协定»生效后,“出现了以我国为枢纽、占全

球经济六成的巨大自由经济圈”,这赋予了“日本今后将继续作为自由贸易的

旗手,引领全球规则的制定,并决心向全球推广基于自由、开放、公正规则建立

起来的经济圈”的能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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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拜登政府与菅政府的互动态势,可以预知,日本在未来将通过与美国

继续强化并拓宽在新冠疫情应对及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气候变化、数字经济、

尖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等领域的合作,这将提升日本对未来经济社会及相应

规则的预判和掌控能力,进而提升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作为日本外交与安全的基轴,日美同盟逐渐成为日本实现国家战略目标

的重要工具之一,在这一过程中,日本的地位与能力不断提升,使其不再仅限

于搭乘安保“顺风车”或缴纳同盟运行保障经费的“从属国”,而是逐渐发展成

为可以诱导同盟发展方向的“辅助国”,作为同盟完全“主导国”的美国则渐趋

向协商性“领导国”转变.日本“用最小的努力换来最大的成果”,①以首脑外交

彰显日美同盟关系的紧密,至少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日本对美影响力提升的印

象.同时,以强化同盟威慑力为噱头,积极推动日本防卫能力提升及防卫体制

改革,使日本自卫队成为有能力、有权利参加或发动战争的武装机器,这对日

本摆脱“战后体制”的目标设定而言,是其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最大收益.

三、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效果评估

日本在追求国家战略利益过程中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积极利用日美同盟

这一重要战略工具,取得一定收效,最明显的就是美国逐渐转向支持日本防卫

能力建设和防卫体制调整,甚至鼓励其承担更多防卫义务,这正是日本摆脱

“战后体制”的战略目标之一.但日本在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过程中,也并

非是完全的赢家,绑定美国的策略加大了日本与“亚洲”间的裂度,加深了亚洲

安全的碎片化程度,给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注入负能量.同时,日本以深化与

美国同盟关系的政策选择来推动“战略自主”进程,长远来看可能损害日本构

建“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追求.

(一)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政策收益

第一,政治增益.日本打造的“安—特”关系,提升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影

响力,日本首相甚至成为其他国家首脑与特朗普间的政治“掮客”.“无论是在

联合国总会,还是在 G２０峰会等国际会议的会场上,亚洲国家甚至包括欧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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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都纷纷申请与日本召开首脑会谈,并希望安倍代为向特朗

普转达讯息.”①日本也得以与提出“转达讯息”请求的国家间进行外交交易.

在国内政治层面,构建并维系良好的日美关系是日本首相维系长期政权的重

要外部支撑.战后日本“长命”政权的掌舵人,都与美国总统建立起良好的公

私关系,得到美国的肯定与支持.因此,从追求长期执政,以便有足够的时间

和稳定的政治局面来推进既定国家战略的角度而言,相对稳定良好的日美关

系使安倍成为日本内阁制史上的赢家.菅义伟接任首相后,特朗普同样表达

了可以“随时沟通”的善意.拜登就任后,菅义伟成为拜登在白宫接待的第一

位外国领导人,日本也是拜登政府的国务卿及国防部长外访的首选地.２０２１
年９月,菅义伟提出将辞去首相职务,不再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后,美国白宫

发言人表示日美同盟将继续像“钢铁”一样坚固.岸田出任日本首相后,拜登

也第一时间向其表示祝贺,并期待“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强化两国间历史性

的同盟资产,以共同应对时代挑战”.② 美国的系列表态及政策行为向国际社

会释放了美国重视日本的明确且强烈的政治信号.

第二,外交空间扩容,日本以日美同盟为核心链接点及后盾,搭建起以其

自身为中心的亚太地区次级准同盟体系.

日本制造和渲染地区矛盾争端,以此聚拢和拉紧伙伴国.如前所述,朝鲜

问题和“中国威胁论”是日本在国际社会惯用的博得同情和支持的外交借口.

这种外交伎俩一方面牵引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使美国更加重视日

本在其“亚—印—太”战略中的价值,从而达成提升日本在日美同盟中的地位,

诱使美国进一步支持日本提升防卫能力建设、改革防卫体制相关法律的政策

目标;另一方面,为节约战略支出,美国充分调动亚太同盟体系的战略潜力,推

动和鼓励其亚太盟友之间构建起双边或多边安全防务关系,推动“辐辏型”同

盟体系向“网格状”同盟结构转变,这一定程度上稀释了同盟主导国美国的权

力密度,使立体式的同盟格局逐渐扁平化,为同盟体系内非主导国影响力的上

升制造了操作空间.日本及时抓住美国这一战略动向,积极主动地加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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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推动其进一步升级,构建起日本处于核心地位的安全关系网络,①尤其是以

日美同盟为核心链接点,合纵连横组建起的“日美＋”模式逐渐成为地区秩序

调整过程中的重要变量.特朗普出任总统后,其政策的不明朗性、不确定性及

其以短期内即可收效的实际利益为导向的外交姿态,使亚太地区的秩序调整

速度和深度都呈加速发展态势,加大了地区局势的震荡频度与幅度,更放大了

美国亚太盟友的不安情绪.这种背景下,日本加大在亚太地区的政策操作力

度,经营东南亚、打通印度洋、走向非洲角,以及在日印、日澳、日美澳印、日欧

(欧盟、北约、英法德等欧洲大国)、日本东盟、日非等安全合作方面,都以坚定

的战略盘算谋求担负亚洲的领导角色.② 拜登政府更加重视调动其同盟体系

的活跃度和应对力.就任不久,拜登即牵头将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升级为

首脑级别,并主持第一次首脑峰会,同时还探讨将韩国纳入“四方安全对话”机

制的可能性.此后,美国高官亲赴日本,举行“２＋２”会谈,期间再次试探推动

重启日美韩安全合作,日本予以积极回应.依托日美同盟进行的系列外交活

动极大拓展了日本的外交空间,提升了外交折冲能力,日本德国启动“２＋２”会

谈机制即是明证,这些都为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营造了相对正面的外交环境.

第三,安全保障能力大增:日本以强化日美同盟为幌子,在防卫能力建设

与安保体制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战略的核心就是推动安保领域的突进和质变,而日

本防卫力量调整及体制的变革需要美国默许、支持.武器装备是防卫能力的

核心构件,美国为支持日本防卫力建设,允许日本大批购进美国先进装备,支

持日本发展进攻性能力和手段,特别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是加大了向

日本的售武力度,尤其注重提升日本航天、航空及海上防卫的装备水平.２０１８
年１月,日本空自开始部署美制第五代隐形战机 FＧ３５A,并与美驻日基地的

FＧ３５进行联演,提升互操作能力和联合威慑力.２０１８年底,为提升日本空自

的战力,日本加购FＧ３５战机至１４７架(包括之前计划采购的４２架FＧ３５A及追

加的６３架FＧ３５A以及４２架 FＧ３５B垂直/短距起降型),日本也成为仅次于美

国的FＧ３５战机第二大用户.为提高情报、监视和侦察(ISR)能力,日本同美国

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达成购买EＧ２D先进鹰眼机载预警机及 RQＧ４“全球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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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机(UAS)的合同.EＧ２D鹰眼是一种全天候的舰载战术预警机,具有全新

的雷达、战区导弹防御能力、多传感器集成和战术的玻璃座舱的特点.RQＧ４
全球鹰是长时间高空飞行的无人机,可提供较大地理区域范围内的高分辨率、

近实时图像,以支持军事任务、人道主义和环境监视等任务,该机型还可在恶

劣环境下进行通信和信息共享能力,①从而实现全天候作战.为支持空自的远

程作战能力,２０１７年１２月,美军授权波音公司为日本生产 KCＧ４６A加油机,日

本也成为该项目的首个国际客户,该机型也是列装美国空军的新型加油机,这

必将极大扩大日本航空力量的作战半径,提升其远程应对能力和威慑力,也将

为航空自卫队的海外部署和作战提供支持.日本海空自卫队现有的武器装

备,如战斗机、运输机和预警机,准直升机航母、大型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等

硬件,早已实现大型化和远程化,已经成为一支战略性武装力量.

在太空、网络等新的战略空间,日本同样通过借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构建

和提升在新战略域的相应能力.美国是太空领域的技术大国,也是该领域的

军事大国.近年来,各国强化了对太空的开发及利用,日本也加强了对太空的

探索力度.日本新版«防卫计划大纲»将太空列为关键战略军事领域,指出“太

空不仅是收集数据和信息的平台,还要将太空、网络和电磁波等新领域的能力

融入陆海空的传统空间防卫力量之中,力图借助乘数效应来增强整体能力”,

提出“要在太空领域,拥有干扰敌方指挥控制、信息通信的能力.”②２０１８年,日

本先后发布新版«宇宙基本计划»«２０１８—２０２５年中长期发展目标»和«中长期

发展计划»等多份文件,旨在突破和平利用太空的限制,构建新的航天发展战

略.２０２０年６月,日本修订«宇宙基本计划»,指出“如果缺少对太空的利用,现

代的安全保障将无从谈起”.③ 为此,日本计划在未来形成包括２颗数据中继

卫星在内的１０星组网系统,为自卫队构建专属军事通信卫星“煌”系列,目前

已完成２颗卫星组网,计划２０２２年发射第３颗.在太空监测领域,受日本和平

利用太空政策的影响,日本太空探测技术被限制在对轨道高度在６５０公里太

空漂浮物的观测精度为１．６米的级别,如果想抢占太空探测前沿,日本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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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日本购买诺格公司全球鹰和 EＧ２D先进鹰眼以执行ISR 任务»,http://www．dsti．net/InformaＧ
tion/News/９２５８６,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１９.

青木節子「自国の防衛に宇宙の活用を決意」、https://www．nippon．com/ja/japanＧtopics/c０６５０８/、
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１９.

「宇宙基本計画の変更について」、https://www８．cao．go．jp/space/plan/kaitei_fy０２/fy０２．pdf、
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１９.



雷达识别精度.为此,日本积极利用美国“对外有偿军事援助”,获得美国支持

和援助,以建成太空感知系统,将对太空漂浮物的识别精度提升至１０厘米.

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成员不仅被派往美国科罗拉多空军基地接受培训,还派

遣联络官常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地的美军太空作战中心.同

时,日本还多次参加美国主导的“施里弗”“全球哨兵”等太空战系列演习.① 在

经过学习、筹备、酝酿后,２０２０年５月,日本成立“宇宙作战队”,该支特殊的部

队将继续接受美国太空军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帮助,培养精通宇宙领域的

自卫队官员,提升太空监测能力.在网络领域,日本将网络空间归为安保政策

的重要领域.２０１５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明确将网络空间纳入日美合作

范畴,提出将加强情报共享、网络安全、联合演练等方面的合作.特朗普担任

总统后,日美在２０１７年第五次网络安全对话中再次确认了双方在网络安全领

域的合作,并展示了加强合作的决心,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两个网络大国合作应

对威胁及网络攻击的姿态;同时日本还积极寻求美国的支持,以确立在国际社

会网络空间规则构建中的话语权.

安倍在其长期执政期间,通过利用、调动日美同盟这一重要战略工具,为

日本在推行国家战略诸项政策落地提供了极大辅助性作用,尤其在外交与安

保领域取得了诸多实际收效.同时,日本又以双边协议、声明等方式将美国对

日本的支持承诺书面化、法律化,构建起长效机制,使其超越党派纷争而上升

为国家意志,确保美国的承诺不会因政府的改变而动摇.但另一方面,美国作

为拥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更是日美同盟的主导国,在更大程度、更多议题

和更广范围内决定着同盟的发展方向与战略定位,日本对同盟的利用只有在

与美国主导的同盟利益保持协调时,才能够取得最佳收效,尤其是以“美国优

先”为指导原则的特朗普政府,“淡化了美国对世界、对盟友的‘责任意识’,取

而代之的是‘世界为我、盟友为我’的权利意识.特朗普政府更希冀依赖‘免费

搭车’的方式,获取非对称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及安全利益等,实现真正意义

上的‘人人为我’的新利益传输机制”.② 即便更为重视同盟及伙伴关系的拜登

政府,也同样以美国国内利益为优先考虑事项,其对盟友的重视更多是出于

“战术利用”的政策考量,终极目标是调动盟友力量共同维护美国主导下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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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丰松江:«日本加快太空军事化步伐»,«中国国防报»２０２０年５月６日,第４版.
陈友骏:«特朗普政府对日政策的评析与前瞻»,«日本学刊»２０１９年第６期,第５４页.



益分配规则与秩序.因此,日本“用美”政策的收效很难完全达成其预期收益.

(二)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负面效应

第一,在朝鲜问题上,日本一度陷入外交尴尬和“悬停”状态.虽然美国针

对朝鲜一再进行核导及其发射实验表示,将向朝鲜展示“世界从未见识过的火

与怒”,①并称“所有选项都摆在桌面上”,美国将“百分之百”地支持日本;在绑

架事件上,特朗普在访日时会晤日本被绑架人质家属,并表示同情,还答应安

倍将在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峰会时传达日本在绑架问题上的态度及

政策.但在实际解决问题过程中,特朗普及其领导下的美国在朝鲜核导及绑

架问题上并未取得任何实质进展,特别是２０１７年特朗普在表示“火与怒”之

后,很快经韩国与朝鲜进行接触,与金正恩举行最高领导人会晤,特朗普还成

为历史上第一个踏过三八线进入朝鲜领土的美国在任总统,与朝鲜达成了“一

个交易”.② 朝鲜暂停洲际弹道导弹发射,朝美关系显著改善.针对日本关注

的朝鲜中短程导弹发射问题,特朗普称:“很多人都在测试那些导弹,而不仅仅

是他(金正恩).我们生活在一个导弹世界,无论你喜欢与否.”③对日本而言,

特朗普在未与作为密切盟国的日本进行充分沟通的情况下,与朝鲜达成“交

易”,无疑是日美关系史上又一次“越顶外交”,给日本造成冲击,一定程度上动

摇了对美国安全保障承诺的信任和信心.此外,在安倍刻意打造和维系的

“安—特”关系中,特朗普也不可能成为“朋友”,“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特朗普,而

是因为他是美国总统”,④这也是对安倍推崇的首脑外交的讽刺.“特金会”后,

朝鲜最高领导人实现了与朝核六方会谈中除日本外所有其他四国首脑的直接

会谈,日本也积极寻求与金正恩之间的高峰会晤,但未得到朝鲜任何回应,这

也体现了日本在朝鲜问题上单向依赖美国带来的负面效应.拜登在朝核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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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Trump:NorthKorea‘WillBeMetwithFireandFuryliketheWorldHasNeverSeen’ifMore
Threats Emerge,”https://www．foxnews．com/world/trumpＧnorthＧkoreaＧwillＧbeＧmetＧwithＧfireＧandＧfuryＧ
likeＧtheＧworldＧhasＧneverＧseenＧifＧmoreＧthreatsＧemerge,２０２１Ｇ０２Ｇ２６．

“DonaldTrumpRespondsasNorthKoreaFiresShortＧrange MissileTest,”https://www．teleＧ
graph．co．uk/news/２０１９/０５/０４/northＧkoreaＧfiresＧshortＧrangeＧmissileＧeastＧsea/,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２７．

HansVonDerBurchard,GabbyOrr,“JapanFeelsthePainofanAllylikeTrump,”https://
www．politico．eu/article/japanＧdonaldＧtrumpＧuneasyＧalliance/,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２７．

AnthonyKuhn,“InTrumpsJapanVisit,Golf,Sumo Wrestling—AndA RaftofPolicyDifferＧ
ences,” https://www．npr．org/２０１９/０５/２７/７２７２８０７５８/inＧtrumpsＧjapanＧvisitＧgolfＧsumoＧwrestlingＧandＧaＧ
raftＧofＧpolicyＧdifferences,２０２１Ｇ０４Ｇ０２．



上的表态仍停留在既有的政策承诺层面,在行动上则以朝核问题为纽带拉紧

韩国、日本两个盟国,但在书面及口头政策再确认外,尚未付诸实际行动.

第二,日本积极策应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将给日本及日美同盟的

未来走向带来一定程度的“后遗症”.奥巴马政府时期,安倍为修复日本民主

党政府时期的相关政策给同盟造成的损害,极力说服日本国内保守派加入奥

巴马极为重视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试图以此参与制定“亚洲世

纪”的经贸规则,确保日本的地区优势地位,并博取美国好感,以强化同盟关

系.经过艰难谈判,在协议几近达成时,特朗普接任总统,他认为以世界贸易

组织(WTO)为首的世界经贸规则(包括基本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

定»,以及美国参与的其他多边经贸协定)有损美国利益,美国将重新谈判相关

协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成为特朗普就任后首批退出的经贸协定之

一,日本试图借助与美国的同盟关系掌控亚太经贸规则的愿望落空,“这不能

不说是日本在战略上的一次重大失误”.① “安—特”关系引领下的日美同盟也

未能给日本在与美国的双边贸易谈判中带来任何特殊收益,日本未能逃脱特

朗普“关税大棒”的打压.安倍也表示对此“无法接受”,“从安全角度看,非常

难以理解为什么对美国的军事盟国日本加征关税”.② 短期内,拜登政府仍将

以内政为最优先事项,为恢复经济,拜登认可并继承“购买美国货”倡议,因此,

日美贸易问题不会因拜登重视日本而发生根本性逆转.

此外,特朗普怀疑日美同盟对美国的战略价值,一再要求日本增加驻日美

军费用分担额度,迫使日本加大防务费用支出,甚至要求日本构建完全独立的

防卫能力,以减少美国的安全成本支出,并将经贸问题与安全挂钩,以撤出驻

日美军或终止日美安保协议相威胁,迫使日本做出更多让步.特朗普的言行

产生了明显的溢出效应:动摇日本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信赖,冲击日美同盟的心

理基础;对外造成“日美同盟是可以被‘交易’的”印象,打破日美宣称的“牢固

而紧密的同盟”的神话;使国际社会对日本引以为傲的“安—特”关系产生怀

疑;更严峻的是:日美界定的“同盟威胁者”将意识到同盟的脆弱性,将可能对

同盟安全产生不利影响,这种影响并不会因美国总统的更替(很难预测四年后

的美国总统是否再次完全改旗易帜)而彻底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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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归泳涛:«TPP的政治学:美日协作的动因与困境»,«日本学刊»２０１７年第１期,第４７页.
“JapansAbeHitsBackatTrumpsPlantoSlapTariffsonAlly,”NewsMax,March２８,２０１９,

https://www．newsmax．com/t/newsmax/article/８６３１２２? section＝politics,２０２１Ｇ０３Ｇ３０．



第三,在地区层面,日本绑定美国的战略选择,使其在安全上进一步疏离

亚洲邻国,将日本置于亚洲邻国的安全对立面,无助于其“大国地位”的战略追

求.日本与周边邻国因历史、领土等问题而存在严重的信任赤字,这使日本在

地区范围内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是不被信任的国家,菅义伟宣称的“以日美同

盟为基础,构建与中俄等邻国间的稳定关系”的政策取向本身即存在难以调和

的悖论.拜登政府展示出的对日本的高度重视,甚至可能导致日本严重的战

略误判.近期,日本在日美印澳四方峰会、日美“２＋２”会谈、“拜菅会”及２０２１
年版«外交蓝皮书»中都加大了对“中国威胁论”的渲染强度,甚至插手台海问

题,严重恶化了本已呈现向好发展势头的中日关系,并公开将日本自身锁定为

遏制中国的前沿存在,这种“拉帮结伙搞‘小圈子’,煽动集团对抗,这完全是逆

时代潮流而动,同本地区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

期待背道而驰,只会让世人越来越看清‘美日同盟’危害地区和平稳定的本质

和图谋”.① 日本以提升自身防卫力为路径强化日美同盟的政策选择,直接后

果必将是引发日本周边国家安全情绪紧张,进而以加强军备或深化军事合作

等作为应对手段之一,从而形成安全困境的螺旋式升级,这是值得日本政府及

战略界进行深度、全面、长远评估的问题.

此外,日本刻意打造特殊的“安—特”关系,给日本的国际形象造成一定负

面影响:日本主观过滤掉对特朗普政府某些政策的国际公知,特别是对美国单

边主义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倾向表示理解的做法,引发他国对日本宣扬的所

谓“基本价值观”可信度的质疑及国际社会对日本做出独立决策的意志和能力

的怀疑,进而加重日本“依附者”的国际印象,这与日本追求的“在后疫情时代

发挥国际秩序引领者”的角色定位背道而驰.

总体而言,日本利用日美同盟服务于国家既定战略的相关施策基本取得

了前期收益,尤其是日本积极主动利用日美同盟的政策尝试,将带动日本国家

战略转型:即从按照美国国家战略走向来框定日本的战略规划,调整为将日美

同盟作为日本战略规划的工具之一,这将成为日本自主性国家战略规划的起

点,开启后安倍时代日美同盟新的磨合期及合作领域,这期间将激活诸多不稳

定性因子.日本前驻美大使称,“以既有概念来理解日美同盟及国际社会的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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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涉华消极内容答记者问»,https://www．fmpr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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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时代已经结束.日本拥有足以引领世界思维的构想力、外交力、宣传力和

说服力.同美国新政府也应堂堂正正地打交道”.① 可以预知,日美同盟仍将

继续保持动态调整态势,并将随后疫情时代世界新情势的发展而在纵向战略

空间和横向联系层面,继续拓展和深化合作范畴和领域,日本也将继续借助同

盟之力探索重构自身在国际社会相应位置的更为有效的政策路径.

结　　语

日美同盟在战后日本国家发展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日本提供安全

保障的同时,也辅助性推动了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发展.战后美国单独占领

日本,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太地区冷战战略的前沿基地和重要盟友,这变更

了日本的战败国身份,为进一步提升日本的政治地位提供了可能.日本则以

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的方式换取了美国的安全保障承诺及广阔的市场.在美

国的扶植下,日本经济迅速恢复并成长为经济大国,这为日本追求政治大国地

位提供了实力支撑.至安倍执政时期,日本以摆脱“战后体制”束缚、重构政治

大国地位为国家战略目标的政策框架已经发展成熟,并付诸政策实践.

长期结盟美国的政策实践及政治经济获益使日本形成了对美国及日美同

盟的心理及事实依赖,日美同盟也被塑造成为日本外交与安保政策的基轴.

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相关政策的推出及实践仍是以日美同盟为基轴而展开,

不同的是在安倍政府的政策设计中,日美同盟被视为重要战略工具,服务于日

本摆脱“战后体制”束缚、重塑大国地位的总体战略目标,也即安倍政府将政策

框架的核心调整为日本自身的国家利益,而非日美同盟共同的战略利益,当日

美同盟的共同利益与日本国家利益之间产生偏差时,日本将修正同盟政策,使

其从属于日本国家利益,而非相反.同时,日本渐进性采取适宜的政策手段诱

导日美同盟调整作用半径、领域等,进一步将其打造为日本追求全方位大国目

标的战略工具,成为日本在全球治理领域获取和扩大制度性权力的有效途径,

并使日本成为同盟关系中的“对话者”而非简单的“听话者.

日本战略性利用日美同盟的相关施策取得一定收效的同时,也产生了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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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家战略视域中的日美同盟

① «日驻美大使杉山晋辅即将离任 期待强化日美同盟»,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２０２１/
０１/４３f４d４b６c７３８ＧＧ．html,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２１.



多负面效应.对摆脱“战后体制”束缚的战略目标而言,日本利用日美同盟政

策最突出的获益就是日本煽动并贩售“中国威胁论”,将“中国威胁”打造成为

日美同盟不断强化的外源性动力,从而使美国允许、纵容甚至推动日本不断突

破宪法限制,加强安全保障能力,并通过频繁的日美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提升

日美军事安全力量间的互操作性和兼容性,使日本自卫队逐渐成长为一支具

有强大实战潜力的现代化军事力量,从而部分达成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追求

全方位大国地位的目标.与此同时,日本通过进一步绑定美国亚太战略的方

式寻求摆脱“战后体制”,无异于缘木求鱼,其结果将适得其反,同时还将加剧

地区紧张局势,政治上进一步分裂在经济领域寻求一体化的地区各国.在后

疫情时代,摆脱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将是各国面临的共同挑战.日本岸田政府

继续积极追随美国,推出所谓“经济安保”的政策噱头,试图以重构价值链的方

式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进一步将日本“推离”亚洲,这对日本经济而言也绝

非上策.此外,追随美国也使日本的对朝政策走进死胡同.即便如此,“作为

盟友,日本是美国的最佳选择,而美国则是日本几乎唯一的选择”.① 继续深化

日美同盟,渐进性扩大日本的自主政策空间,借助同盟提升日本在地区及国际

事务中的影响力仍将是后疫情时代的日本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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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ichardL．ArmitageandJosephS．Nye,“MoreImportantthanEver:RenewingtheU．S．ＧJapan
Allianceforthe２１stCentury,”https://csisＧwebsiteＧprod．s３．amazonaws．com/s３fsＧpublic/publication/
１８１０１１_MorethanEver．pdf,２０２１Ｇ０１Ｇ０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