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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世界正在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进一

步加剧了国际秩序变动的进程和幅度! 为了应对这一状况" 日本从国家战略

层面提出了多种构想" 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秩序构建和国际规则制定" 增强国

际事务话语权" 影响地区战略格局的演变! 本刊特邀多位专家" 从日本对华

安全战略( 印太战略( 供应链调整战略以及 #巨型 MGC$ 战略等多个角度"

广视域( 跨学科地剖析日本的国家战略调整" 以为我国把握世界大变局下的

日本未来方向( 思考应对之策提供启示!

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吴怀中
"!

内容提要( 在亚洲及中国周边国家中! 日本是对华采取制衡战略的最典

型国家$ 当前! 其围绕 %制华& 虽在大力推进依靠自我力量的内部制衡! 但

仍需主要依靠强化同盟与均势的外部制衡$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大国博弈

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 日本的这种内外制衡显现同步走强' 互促交融趋向$

同时! 日本为解决内部制衡的实力差距和手段欠缺问题! 正着力推进经济安

全政策与攻击军力构建* 为解决外部制衡中存在的 %同盟疑虑& 问题! 正采

取以 %两海& 为抓手拴留美国' 同时打造 %准同盟& 体系并引之入亚的两大

举措$ 日本对华制衡也面临各种艰巨的内外制约因素! 为中日关系策略性转

圜留下了一定操作空间$ 宏观看! 制衡作为日本对华安全战略要义! 导致中

日政治安全关系总体趋于紧张! 也使中国改善对日关系的努力难以取得突破

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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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中国崛起" 日本正按照现实主义理论预测的那样" 在亚洲国家中较

为罕见地采取经典的制衡 *\>6>97@9<+ 战略$ 近年的学术文献" 在这一点上

共识大于分歧$

" 日本官方文件# 智库报告# 精英言论# 主流舆论显示" 其自

认陷入了二战后最糟糕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中最主要因素是中国崛起并 %改

变现状&$ 围绕国家安全政策尤其对华制衡" 日本国内不同战略学派存在着较

高程度的共识" 分歧限于时机# 范围和程度" 而非道路和方向$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 进入拜登执政时期后" 基于对内外形势判断和自身

利益诉求" 日本转换特朗普时期的战略制衡与战术对冲相结合的思路" 对华采取

%高度制衡& 战略$

# 日本一度在各种利益# 国家安全和价值观的权衡中设计微妙

平衡的对华政策" 然而如今其一项制衡议程即 %制华& 似乎掩盖了其他所有政策

的存在感$ 日本常态化地推进对华制衡" 给中日关系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和风险危

害$ 这一问题在探讨中日关系时无法回避$ 迄今的文献已有所涉及" 但结合新形

势的系统研究成果以及相对完善的分析体系尚待构建" 即相关问题主要不是日本

多年来是否在对华制衡" 而是在国际大变局下其对华制衡的新动向# 新机理和新

特性$ 鉴于此" 本文聚焦军事安全领域议题并旨在回答如下问题! 如果用制衡$

概念来解释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那么其本质和特性是什么. 为何是制衡而不是对

冲等其他选项. 日本意图依靠的是内部制衡还是外部制衡" 其正迈向内部制衡导

向吗. 日本在新形势下的对华制衡受限与困境为何" 又将在哪些领域加以修正和

突破" 会给中日关系带来何种可能的规范与影响. 总体而言" 日本更新对华制衡"

对中国安全环境带来诸多冲击" 也使中日关系的发展复杂化和困难化$

一# 概念辨识与分析框架

进入 !# 世纪以来" 日本推动其战略思维及安全政策转型的主要理由一直

'"$'

"

#

$

参见张望! (安倍治下的日本对华政策! 从战略制衡到战术避险)" (国际安全研究) !"!# 年

第 ! 期" 第 +$'*! 页, C?>8B3̀@PP" %I9>8\@R>649/C6@<9849/! T>0>91NS.@9>F/O>/4<]" /.4IF C6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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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的 %高度制衡&" 是指政策意图和推进方向" 而非实际能力和终端效果$

此处所提及的 %制衡&" 是属于新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概念范畴" 主要体现在军事与安全领

域$ 内部制衡的主要措施体现在保持经济增长# 增强军事实力$ 其中" 发展经济及增强实力是基础"

也是重要路径$ 如果增强国力很难" 则削弱对手实力# 平衡相对收益" 也是一种可行办法$ 日本正着

力构建对华经济安全政策" 以迟滞中国发展速度# 延缓彼此实力对比差距拉大速率$ 由于纸幅所限"

本文专论军事安全这一制衡概念的经典定义领域$



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

是中国的崛起$ !"#% 年 #! 月" 日本二战后首个 (国家安全战略) 就透露出

以下信息! 通过强化能力和改革国家安全机制" 加强日美同盟" 并与其他海

上 %民主国家& 结成更紧密的联盟" 以制衡崛起的中国$

" 在整个 !# 世纪第

二个十年" 日本外交防务领域的官方文件" 每年都在高调反复渲染安全环境

险峻及中国 %军事威胁&$ !"!# 年 ' 月" 日本新版 (防卫白皮书) 声称中国

正加大对地区海域的领土主张力度" 对日本和该地区构成不安因素" 直接影

响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将邻国崛起作为风险与威胁并持有高度警戒" 预

示着日本不可能采取对华结盟# 追随战略" 而主要采取制衡来进行应对" 制

衡才是其对华安全战略的核心指向和要义$

%一' 文献回顾与基本共识

在国际关系学文献中" 邻国或守成国如何应对崛起国是一个重要的经典研究

课题$ 结构现实主义对此采取 %制衡1追随& 二分法的研究范式" 即一国应对崛起

国可有两个战略选项''' %制衡& 或 %追随& *\>9?2><59@9<+$ 制衡主要是通过

对外结盟# 对内强军来达到均势及威慑" 以抬高假想敌国崛起障碍和进犯成

本, 追随则是向对方表示屈服及接受其支配和指挥$

$

国内外学界不满足于此二分法者" 采用 %对冲& *.4?<@9<+ 作为 %第三

条道路&" 来 *部分+ 解释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的对华战略$

% 但是" 其

中有将对冲 %泛用化& 的现象" 认为东亚很多国家甚至所有国家的对华策略

都属于对冲" 哪怕该国采取了比较经典的制衡策略,

( 或者" 即使意识到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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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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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霞琴# 黄贝! (日本南海政策中的 %对冲战略& 及其评估'''以安倍内阁的对华政策为视

角)" (日本学刊) !"#' 年第 % 期" 第 &!'$& 页$ 该文论述日本在南海对华实施 %软制衡&" 没有偏

离 %对冲战略& 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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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 (世界经济与政治) !"#+ 年第 #" 期" 第 !#'&*

页, e4@e5<>" %G.4S59740/5P0U4?<@9<1 H4R@N@/4?! G.4S>N45PT>0>91NM5O4@<9 B56@7]F/O>/4<]@9 K>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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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泛滥&" 但也只是将对冲解释为 %制衡'追随& 谱系下的策略组合$

" 这说

明 %对冲& 并没有突破 %制衡'追随& 二分法的框架属性" 即把 %对冲& 概

念作为现实主义理论的补充及延伸$ 一国在战略与安全层级实施对冲" 需要

满足以下条件! 不面临直接威胁# 没有意识形态划线# 主要大国未进入全面

对抗$ 或者" 对东亚国家来说" 拒绝与美结盟# 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坚持独立

政策的次级国家" 才可采取对冲策略$

# 显然" 对以日美同盟为战略与安全基

轴# 与美高度军事合作的日本来说" 其在内外环境上不具备这些条件" 对冲

只能是战术性和局部性的策略行为$

$

冷战结束尤其进入 !# 世纪后" 日本的对华战略究竟是制衡还是对冲" 曾

引起国际关系学界的辩论" 以 !"#"'!"#! 年前后为界" 可以大致分为两个十

年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是 !# 世纪第一个十年" 代表性观点是理查德/萨缪尔

斯 *H@7.>O? T3F>8=46N+ 等学者 !""! 年提出的政经分离 %双重对冲& 策略"

认为日本选择的是 %安全盟美# 经济靠中&$ 迈克/望月 *J@W4J57.@a=W@+

在 !""$ 年的文章中提出了接触加防范的混合战略$

% 这反映出" 在中日国内

生产总值 *:-B+ 逆转以及 !"#" 年中日 %撞船& 事件等重要事件及时间节点

前" 国际学界对中日两国关系的分析是相对乐观的$

( 但进入 !# 世纪第二个

十年后" 国内外学术文献基本形成共识" 倾向于认为日本对中国崛起采取的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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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条件下" 日本会采取战术对冲行为$ 参见吴怀中! (冷战后日本区域主义战略与亚洲合

作进程'''兼论区域共同体构建中的日本位相与趋向)" (日本学刊) !"!" 年第 % 期" 第 #'&& 页$

KO@7U@<@9\5/.>8>9? H@7.>O? T3F>8=46N" %T>0>91N-=>6U4?<4&" :(%$'3" .,,&'%+" d563+#" E53)"

!""!" 003%)#A$3萨缪尔斯 !""+ 年在其著作 (日本大战略与东亚的未来) 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

不过" 在 !"#% 年以后的论文中" 萨缪尔斯已倾向于将安倍描述为对华 %更像是军事制衡者而非双重对

冲者&$ 参见! H@7.>O? T3F>8=46N" %T>0>91N:O>9? F/O>/4<]/5S5=9/4OS.@9>&" T=94&" !"#%" .//0N! 11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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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需要看到" 在这个时期尤其小泉纯一郎执政 *!""#'!""$ 年+ 后期开始" 研究界已注意

到日本的安全政策# 对华政策正向制衡中国的方向演进$ 参见! J@7.>46T3:O449" %T>0>91NH46=7/>9/

H4>6@N8! M5O4@<9 B56@7]S.>6649<4N@9 >9 KO>5PI974O/>@9 B524O&" B>6<O>R4" !""%, H5\4O/H5NN" %;>6>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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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为典型的制衡战略$

" 理查德/布什 *H@7.>O? ;=N.+ 在其 !"#" 年著书中

提示的 %硬对冲& 实际已包括日本对华内外制衡的主要内容,

# 比约恩/克

伦宁 *;QhO9 K3J3:Oh99@9<+ !"#& 年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指出! !"#" 年以来的

日本安全政策改革" 其军事重点首先代表了对中国崛起的传统制衡反应$

$ 古

贺庆在 !"#$ 年的论文中提出 !"#" 年中日 %撞船& 事件和 !"#! 年钓鱼岛危机

后" 日本对华战略一直是以制衡战略为主轴" 而非 %合作与防范并存& 的对

冲战略$

% 克里斯托弗/休斯 *S.O@N/50.4O_3U=<.4N+ 则在 !"#$ 年以 %怨恨

的现实主义& 来概括 !"#! 年以来安倍内阁的对华策略正转向 %硬制衡& 和

%软制衡&$

( 亚当/利夫 *C?>8B3̀@PP+ 在!"#*年论述称" 日本的对华战略在美

日同盟框架下日益迈向 %制衡& 方向" 对冲战略对此的理论解释力明显不足$

)

%二' 理论推导与经验事实

可以认为" 日本的对华制衡是最符合经典理论预期的国际关系现象$ 制

衡是解释日本对华政策尤其形成风险源的一个总的根源性学理概念" 也抓住

了中日关系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和关键特性$

一般而言" 在国际关系当中" 美国是守成国" 中国是崛起国$ 但在东亚

地区" 日本主流政治精英的自我身份定位较高" 自负地认为中国是崛起国"

日本并非中等国家或次级玩家" 而是守成国或因为与主导大国的特殊关系成

为霸权体系维护者即守成体系的核心成员$ 正如安倍 !"#% 年公开宣示的那

样! 日本 %现在不是" 将来也永远不会是次级国家&" %日本要成为亚太地区

的经济和安全领袖&$

*

(国家安全战略) (防卫计划大纲) (防卫白皮书)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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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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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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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张望论文以及下注的四篇论文" 还可参见! J@7.>46T3:O449" %T>0>9 DN;>7W! I9\=9?6@9<

C\41N:O>9? F/O>/4<]&" -4748\4O#'" !"#%" .//0N! 112223652]@9N/@/=/435O<10=\6@7>/@59N1Q>0>9 A\>7W A

=9\=9?6@9<A>\4ANA<O>9? AN/O>/4<]2!"!# A"$ A"$3$

H@7.>O? ;=N." 1-$/$%')+(,/%(>'='#2! ?-'"& A;&@&" 7$08%'#2*$)&#'("+" ;O55W@9<ND9N/@/=/@59" !"#"3

;QhO9 K6@>NJ@W>6N49 :Oh99@9<" %T>0>91NF.@P/@9<J@6@/>O]BO@5O@/@4N! S5=9/4O\>6>97@9<S.@9>1NH@N4&"

.+'&" 7$08%'#2" d563#"" E53#" !"#&" 03+i

e4@e5<>" %G.4H@N45PS.@9>>9? T>0>91N;>6>97@9<F/O>/4<]! SO@/@7>6T=97/=O4N>9? B56@7]F.@P/N@9

/.4!"#"N&" ;(8%"&)(,?("#$=@(%&%2?-'"&" E53#"#" !"#$3

S.O@N/50.4O_3U=<.4N" %T>0>91NH4N49/P=6H4>6@N8>9? ;>6>97@9<S.@9>1NH@N4&" 1-$?-'"$+$

;(8%"&)(,!"#$%"&#'("&)/()'#'0+" d563*" E53!" !"#$3其具体手段则包括通过外交包围# 军力扩充以对抗

中国的 %反介入1区域拒止& 和 %军力投射&$

C?>8B3̀@PP" %I9>8\@R>649/C6@<9849/! T>0>91NS.@9>F/O>/4<]" /.4I3F3C66@>974" >9? /.40U4?<@9<1

M>66>7]&" !"#$%"&#'("&)*$)&#'("+(,#-$.+'& A/&0','0" d563#*" E53%" !"#*i

参见! F.@9a5C\4" F/>/4N8491NM5O=8" S49/4OP5OF/O>/4<@7>9? D9/4O9>/@59>6F/=?@4N" _>N.@9</59"

-3S3" M4\O=>O]!!" !"#%" .//0! 117N@N35O<1P@64N1>//>7.849/N1#%!!"!^BĴ C\4̂GF30?P2!"!# A"$ A"$3,

(安倍放言日本要当亚太地区领袖)" 新华社 !"#% 年 #" 月 !'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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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蓝皮书) 等日本政府文件也反映了此种立场! 美国霸权体系下" 中国的

崛起是 %改变现状# 挑战秩序# 构成担忧&" 妨害了日本的安全# 繁荣和价值

追求$

"

这意味着" 日本不愿在东亚区域接受中国占有主导地位" 也不会放弃自

身在维护二战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方面的重要角色$ 大国崛起是实力及权势

长期不对称增长的结果" 与其相对照的是原有大国的相对衰落$

# 大国崛起背

后的权力相对变化会引发安全困境" 守成国的策略往往会转向制衡乃至遏

制$

$ 在以守成国身份自居的日本看来" 无论是中国实力的快速提升本身还是

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过程" 都是对体系主导权以及自身安全与利益的挑战$

其思维定式当是采信了现实主义的如下法则! 守成国是这些风险的最后承担

者" 不可能通过对冲将风险转移出去" 对崛起国的态度就是要么接受它要么

消除它" 守成国的工具箱里很难有对冲这一选项$

% 所以" 日本选择在中国崛

起深刻改变亚洲权力格局之际" 提升自身军力# 强化结盟" 在对华安全战略

上采用了典型的现实主义制衡逻辑$ 此种行为与东南亚或南亚国家采取的顺

应# 追随和对冲策略有着明显不同$

当然" 日本对华制衡不时伴有 %战术对冲& 等伪装或改造$ 安倍执政时

期" 日本对华采取了一系列看似接近和示好的外交姿态$ 这一切基本发生在

特朗普执政时期 *!"#''!"!" 年+" 即日本对美国霸权信誉以及日美同盟承

诺缺乏信心和安全感之际" 日本采取了战术性对冲及策略调整$ 也就是" 日

本对霸权国的 %承诺不确定性& 做出了一种对冲" 而此对冲主要是象征和信

号" 是诱压美国能够回调政策而非脚踩中美两只船的战略对冲$

( 当外部条件

发生反向变化时" 日本对华战略的钟摆又会回到高度制衡的位置" 这就是其

对华政策显现姿态摇摆不定与机会主义色彩的原因所在$

'&$'

"

#

$

%

(

参见日本近年政府文件" 例如! 外务省 &外交青书 令和 ! 年版'(.//0N! 11222385P>3<53Q01

85P>Q1<>@W51\6=4\55W1!"!"10?P10?PN1!^&3B?P2!"!# A"$ A"$3$

斯蒂芬/沃尔特! (联盟的起源)" 周丕启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年" 第 #$"'#$$页$

H5\4O/H5NN" %;>6>9745PB524OB56@/@7N>9? /.4H@N45PS.@9>! C775885?>/@59 >9? ;>6>97@9<@9

K>N/CN@>&" !"#$%"&#'("&)*$)&#'("+(,#-$.+'& A/&0','0" d563#*" E53%" !"#*3

施韦勒仔细分析了大国应对不满现状的崛起国的策略" 其中并没有对冲策略$ 参见! H>9?>66

3̀F7.24664O" %J>9><@9</.4H@N@9<5P:O4>/B524O! U@N/5O]>9? G.45O]&" @9 C6>N/>@OD>@9 T5.9N/59 >9? H5\4O/

F3H5NN4?N3" <"3&3'"3 ?-'"&! 1-$A&"&3$=$"#(,& *'+'"3 /(6$%" E42f5OW! H5=/64?<4" #*** "

003#A%! $

对比可知" 在之前的奥巴马执政时期" 日本积极欢迎并对美国推行 %亚太再平衡战略& 总体

满意" 并不积极采取对华战术性对冲策略$



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

实际上" !"!# 年拜登上台以后" 日本的对华战术性对冲很快就止步不前$

目前的中日关系" 仅就美国政治和中美关系的规范性影响而言" 是从 %特朗

普阶段& 转换到了 %拜登阶段& *!"!#'!"!& 年+$ 在这个区间内" 日本认

为" 美国霸权必定打压中国" 中美战略竞争定当加剧" 美国将越来越需要而

不会抛弃日本" 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发生划时代性的对日 %越顶外交&$ 日本开

始相信拜登政府力行 %协商团结& 盟友之举" 因而对日美同盟抱有高位信心$

异于此前的安倍施策" 菅义伟内阁判断" 在拜登时期日本有必要也有利好条

件对华加码制衡" 所以其对华政策思路已转换到一种高度制衡路线$

"

%三' 分析框架& 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

在概念和形式上" 制衡包括内部制衡 *@9/4O9>6\>6>97@9<+ 和外部制衡

*4b/4O9>6\>6>97@9<+$ 新现实主义学派认为" 在自助的世界中" 一国寻求安全

最好的保护手段" 是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 内部制衡是通过加强自身实力尤

其军事力量" 依靠独自能力来提高敌国入侵本国的成本$ 外部制衡主要是通

过与第三国缔结同盟关系的坚定的军事承诺" 来防御# 威慑或遏制共同的对

手或敌国"

# 包括通过这种方式防范和阻止一个正在成长的大国变得过于强大

以至成为主导$

在自助和无政府主义的国际体系中" 内部制衡在理论上被认为比外部制

衡更可靠和稳固" 因为其依赖于独立的策略和行动$ 但当今世界是全球化下

的相互依赖的系统" 几乎没有国家能靠内部制衡或单一手段保障国家安全$

新现实主义学派并不认为内外制衡可以截然分开并各自采取行动" 实际上两

者往往是相辅相成和互相嵌入的$ 此正如肯尼斯/华尔兹 *e4994/. E3_>6/a+

指出的! 当力量不平衡时" 国家试图增加自己的力量" 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

使国际力量分配达到平衡$ 同样地" 约翰/米尔斯海默 *T5.9 T3J4>ON.4@84O+

亦认为" 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只不过是同一行为的两种不同形式$

$

以上两种制衡" 实际都是为了达到均势的目的$ 正如华尔兹将均势理论

视为其结构现实主义综合体的基本组成部分" 制衡是达到均势的手段" 是均

势理论框架内的谱系一环$ 在无政府主义结构体系里" 相对能力是结构的可

')$'

"

#

$

但同时" 日本也无意使中日关系彻底破裂" 因而在一定阶段中日关系不是没有战术转圜余地$

参见! e4994/. E3_>6/a" 1-$(%2(,!"#$%"&#'("&)/()'#'0+" 03##+, T5.9 T3J4>ON.4@84O" 1-$1%&3$42

(,5%$&#/(6$%/()'#'0+" 03#)$$

参见! e4994/. E3_>6/a" %G.4LO@<@9N5P_>O@9 E45O4>6@N/G.45O]&" ;(8%"&)(,!"#$%4'+0'@)'"&%2B'+#(%2"

d563#+" E53&" C0O@6#*++" 03$!), T5.9 T3J4>ON.4@84O" 1-$1%&3$42(,5%$&#/(6$%/()'#'0+" 00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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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因素" 国家行为体由于相对能力的变化 *在权力争斗中落后的国家+" 采取

对外手段和对内手段来实现其目标" 调整国内政策样式和联盟格局" 将有望

导致变化发生# 促进均势的形成$

"

日本使用的制衡" 是一套组合工具" 形式上看分为内外制衡" 就属性而言"

又可分为硬制衡 *包括 %有限硬制衡&+ 和软制衡 *包括 %间接制衡&+$

# 当

今世界" 各国在采取任何一种制衡选项之前" 都必须综合考虑所有的制衡选

项" 尤其鉴于硬制衡往往会带来直接冲击" 有限硬制衡或软制衡有时会成为

更有利选择$ 进入 !#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 特别在安倍晋三# 菅义伟执政时

期" 日本对华内外制衡战略不断发展# 拓进" 下文所述的属于内部制衡范畴

的军力发展以及属于外部制衡的对美结盟" 是典型的硬制衡" 而准同盟构建

等则属于 %有限硬制衡& 或 %半软制衡&$

二# 内部制衡( 能力强化与困境

国家行为体信任内部制衡" 因为这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

日本推动对华内部制衡" 总体思路和基本方策分为如下两档$ 首先" 从当前

考虑" 保持对华战略威慑和总体均势仍然要依靠美国$ 这样" 即便中日发生

冲突" 中国也无法动用战略打击工具$ 在这一前提下" 日本要尽量增强常规

军力及攻击能力" 以 %成本强加& 方式实现对华威慑和吓阻$ 其次" 逐步为

未来提前做好准备! 面临中期内中美形成战略均势或同盟发生变故的可能情

况" 日本自己应具有很大的能力独立应对中国 %安全威胁&$ 日本对华内部制

衡" 在安全领域体现于推动国防政策和军事现代化的变化上" 这将对中日及

日美关系格局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 打造制衡利器& 自主防卫与攻击军力构建

多年来" 日本一直在推进针对中国的内部制衡尤其是硬制衡$ 所谓硬制

衡" 即严格意义上的制衡" 指当事国针对对手采用的军备竞赛升级# 武力威

慑甚至激烈的实力打压$ 据此可将敌国置于危险境地" 增其进攻成本和代价"

'$$'

"

#

e4994/. E3_>6/a" 1-$(%2(,!"#$%"&#'("&)/()'#'0+" 003##" A!"3

硬制衡是传统的力量平衡" 其手段是使用军事能力和军事联盟$ 软制衡不是建立在这些军事

手段之上" 而是建立在制度# 外交联盟和经济制裁之上" 主张利用经济和外交手段来约束强国" 抑制

它们行使权力和取得支配地位$ 参见! G.>a.>d>OW4]B>=6" %F5P/;>6>97@9<@9 /.4C<45PI3F3BO@8>7]&"

!"#$%"&#'("&)7$08%'#2" d563%"" E53#" !"")"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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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加强威慑和吓阻作用$ 日本认为自身对华内部制衡的能力严重不足" 所

以应在可能范围内加速补足一些短板和弱项" 构建军事竞争非对称优势$ 实

际上" 日本自卫队已拥有了相当的打击力量及精锐作战能力" 安倍第二次执

政以来在防卫领域不但大力解禁或松绑 %软件&" 还调整军力结构和态势# 督

导自卫队发展高精尖武备$

对安倍这样的保守政治精英和现实主义者来说" 最具吸引力且容易着手

的内部制衡议程" 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体制机制和法律改革" 即政策松绑与软

力量释放" 尤其创建一个与世界主要国家类似的安全与防卫架构$ 为了在军

事上抗衡中国" 日本已努力改革一些国防政策上的 %过时限制& 和 %扭曲事

象&

"

" 以释放存量# 提高国防效率$ 安倍重掌政权后" 推行 %积极和平主

义& 方针" 改革并强化国家安全决策与协调机制" 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EFS+ 和国家安全保障局 *EF;+" 并大幅提高了自卫队现役将校在防卫省

的地位和决策权$ 此外" 安倍还着力消除政策和法律障碍'''对日本国防政

策的其他限制" 作为对华内部制衡战略的一部分" 例如大幅放宽武器出口和

国防产业对外合作的禁令$ 最重要的是" 安倍内阁于 !"#& 年修改了行使集体

自卫权的政府决定" 使日本理论上能够与美国更有效地进行合作" 并与澳印等

准同盟或伙伴国家探索新的防务合作$ !"#) 年" 日本又通过 %新安保法&" 广

泛拓展了自卫队在操作方面的地理范围" 以及在一定条件的行动自由'''为外

国军队提供后勤支持或选择保卫美国和其他友邦军队$ 英国的日本安全问题

学者朱利奥/普格利泽 *B=<6@4N4:@=6@5+ 就此总结道! %安倍利用了日本对中

国威胁的认识'''这是他帮助培养的一种情绪'''使曾让他陷入困境的安全

立法合法化$&

# 上述这些改革" 不一定会导致日本军力在数量上发生重大变

化" 但在未来会产生日益重大的影响$

现实主义理论的研究表明" 大国经常进行内部制衡" 为此总在迅速复制

当时的主要军事创新" 以在军事能力上达到与对手的平衡" 增加对抗能力$

$

日本近年的强军轨迹似乎恰是这一逻辑的脚注$ !"#% 年" 安倍政府制定二战

''$'

"

#

$

J@7.>46T3:O449" %-54NT>0>9 U>R4>F/O>/4<].&" E5R48\4O!+" !"#!" .//0! 119>/@59>6@9/4O4N/3

5O<1758849/>O]1?54NAQ>0>9 A.>R4AN/O>/4<]A'''$2!"!# A"$ A"$3i

B=<6@4N4:@=6@5" %G.4S.@9>S.>6649<4" C\4F.@9a51NH4>6@N8" >9? /.4̀ @8@/N5PT>0>94N4E>/@59>6@N8&"

1-$7.!7 *$9'$6(,!"#$%"&#'("&).,,&'%+" d563%)" E53!" F=884O1M>66!"#)" 03)#3

参见! e4994/. E3_>6/a" 1-$(%2(,!"#$%"&#'("&)/()'#'0+" 03##+, T5.9 T3J4>ON.4@84O" 1-$

1%&3$42(,5%$&#/(6$%/()'#'0+" 003#)$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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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日本第五个 (防卫计划大纲)" 大纲强调 %统合机动防卫力量& 和 %岛屿

防卫& 建设" 着力更新海空自卫队装备" 并开始在东海与西太平洋举行大规

模的单独或双多边军事演习$ !"#+ 年" 日本新版 (防卫计划大纲) 针对中国

军力发展进一步出台系统应对措施" 提出多域联合防卫力量构想" 特别注重

武器系统尤其主战装备的换代升级# 打造陆海空天电网 %跨域作战&"

" 其对

高科技及常规军力的追求目标已接近 %正常大国& 水准$ 其间的新动向" 具

体体现在如下三点! *#+ 紧盯高边疆及全域防卫能力建设" 从以前尾随跟跑

美军 *在军事思想# 理念和政策# 能力等领域+ 转换到谋占军事制高点# 掌

握国防主动权$ 事实是" 从 !"#* 年到 !"!# 年" 防卫省及自卫队陆续成立了

规模不等的跨域和高边疆部队" 例如 %网络防卫队& %太空作战队& 和 %电

子战部队& 等, *!+ 攻击型尤其远程打击型 *对敌基地攻击能力+ 防卫力量

建设正式被提上日程" 进入推进落实阶段, *%+ 加快完成军力部署调整和战

场态势营设" 打造西南群岛 %要塞化&" 构筑第一岛链北部的防空# 反导和对

舰的闭环导弹打击网$ 与此相关" 近十年来" 日本政府特别注重两栖战力的

建设" 组建水陆机动团" 与美军配合反复演练夺岛作战$ 当前" 三点之中尤

须关注第二点即自卫队攻击力量的发展$

经过多年的 %高精尖& 模式发展" 自卫队具备了强大能力" 拥有包括不

依赖空气推进 *CDB+ 型号在内的 !! 艘先进潜艇# 包括 MA%) 隐形战机在内

的 %+" 多架战斗机# 含有 + 艘 %宙斯盾& 舰和 & 艘直升机航母在内的 )" 多艘

大型水面舰艇$

# 尽管如此" !"!" 年 $ 月" 安倍还是指示内阁着手修改 !"#%

年制定的 (国家安全战略)" 尽快确定发展攻击力量的方针$

$ 日本政府急于

规划新安全战略" 动因是其认为依靠原有的 %专守防卫& 方式和手段" 已无

法应对包括 %导弹威胁& 在内的周边险恶环境$ 日本在 !"!" 年夏季出人意料

地取消了陆基 %宙斯盾& 系统部署计划" 引发了关于日本是否应该通过获得

对敌攻击能力来增强其防卫力量的国家辩论$ 其结论是进一步推进军事领域

'+$'

"

#

$

防卫省 2平成 %# 年度以降6P防卫计/大纲6eHE3(2中期防卫力整备计 )平成 %#

年度1平成 %) 年度*6eHE3(.//0N! 11222385?3<53Q01Q1>00O5>7.1><49?>1<=@?46@941!"#*12!"!# A

"$ A"$3$

航空自卫队自 !"#' 年起陆续为主力部队换装了 #&' 架 MA%)C和 MA%);隐形战斗机$ !"#*

年" 防卫省正式宣布将 %出云& 号和 %加贺& 号护卫舰改造为航空母舰" 至 !"!# 年 + 月已有两艘服

役" 两艘计划改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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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

的 %正常化& 与 %攻击转型&" 路径是建立强大的常规威慑武力" 以攻代守#

构筑攻势防卫" 以高效的进攻性手段达成新形势下的有效威慑和反击军力$

!"!" 年 #! 月" 菅义伟政府做出日本自主研制防区外发射导弹 *N/>9? A5PP

8@NN@64+ 的内阁决议"

" 明确了谋求更进一层的远程攻击能力的方针$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背景下" 美国正倾向于允许日本超越日美同盟框架

下的常规防御角色" 包括讨论获得先制攻击能力的可能性$ 事实上" 日本也

正利用日美同盟机制购买高科技军事技术" 加速国防自主及攻击军力建设$

!"#+ 年新版 (防卫计划大纲) 出台后" 自卫队意图发展的新攻击能力系统模

式计有! 改造 %出云& 号和 %加贺& 号护卫舰为航空母舰" 搭载 MA%);隐

形战斗机, 投资远程 *防区外+ 空射导弹" 包括联合攻击导弹 *TFJ+# 联合

空对地防区外导弹 *TCFFJ+ 和远程反舰导弹 * H̀CFJ+" 这些导弹预计射程

在 )""'#""" 公里之间, 购买美国 %战斧& 巡航导弹, 改良日本国产 #! 式地

对舰导弹" 使之增程至 *""'#)"" 公里, 同时" 列入预研项目的则有用于岛

屿防卫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U:d+ 和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USJ+ 等$

#

随之而生的两点重要动态" 值得高度关注$ 第一" 日本军事方针和作战

思想的范式转换$ 自卫队已重新开始考虑使用武力和打击工具" 打破日本对

%攻击& 与 %动武& 的独特限制和模式" 而不是在这方面仅仅依靠美军" 并

且目标直指中国$ !"!" 年 ' 月" 日本时任防卫大臣河野太郎主张" 对准备攻

击日本的敌人导弹发射装置进行先发制人打击" 不违反日本宪法$

$ 日本

!"!" 年版 (防卫白皮书) 表示" 日本的防卫能力 %会根据国际形势# 军事技

术水平等各种因素而变化&" 并以如下措辞暗示了对外国发动攻击的可能性!

%在不局限于日本领土# 领海# 领空的地理边界的情况下" 在自卫权范围内使

用必要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保卫日本$&

% 对此" 著名安保政策专家北冈伸一给

予了直白解说! %为应对中国威胁" 日本须切换防卫战略" 构建遭到攻击后能

'*$'

"

#

$

%

首相官邸 2新9fgbh[防卫iZjT/整备等及dZ%$k0lm防卫能力/强化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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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立即反击的体制" 使其认识到攻击日本的代价高昂$&

"

第二" 日本将 %后中导& 时代视为对华 %陆基导弹制衡& 的机遇$ 如上

所述" 日本新近推动的对华内部制衡利器" 是以导弹为主的远程攻击力量体

系$ 日本研判中国中程导弹对之构成严重 %压力&" 开始探讨有效的应对方

案$ !"#* 年后" 随着 %中导条约& *DEM+ 失效" 东亚被美国卷入 %后中导&

时代" 日本政界和战略界部分人士认为此是 %可用之机&" 自卫队可以开始考

虑新的防卫合作议程! 通过自主发展与引入美国新导弹能力的双轨路线" 抵

消中国的中程导弹优势并缩小己方导弹劣势" 加强对华军事制衡及威慑工具$

如此" 将使中国在第一岛链和西太平洋的战略筹谋和战术行动复杂化# 困难

化" 平添新的成本$

# 日本对独自发展以及日美联合部署中导的态度" 可能会

受到战略环境变化的影响! 如果日本认为环境进一步恶化# 中日军力差距决

定性拉大" 未来其姿态可能会比目前的表现更加灵活$ 陆基中程导弹作为海

空发射导弹的重要补充" 将会对日本产生更大的吸引力" 并使之对未来的研

制和部署保持开放的选择$ 若如此" 日本的军事规划者大概率会考虑如何将

远程打击系统整合到一种新的军事战略中" 即让自卫队在日美同盟应对中国

的反介入与区域拒止 *C!1C-+ 上做出更多贡献$

$

%二' 内部制衡面临的制约与困境

日本在推进对华内部 %硬制衡& 上取得了长足发展和重要突破" 但也面

临着内外制约与独特困境$ 日本政治精英及决策层认为谋求增强军力尤其建

设打击能力在军事上是有利的" 但在现实推动中却面临政治# 经济和外交上

的重重困难" 需要克服宪法及法律# 预算# 技术和社会层面的各种障碍$

%

#3经济状况与预算支出的限制$ 日本的经济发展是内部制衡的基本变量"

但近年表现总体欠佳$ 日本政治精英层多数不愿接受国家步入安静的衰落通

道$ 直到 !"!# 年" 日本政府连续不断推出宏观刺激政策" 但真正的结构改革

和调整重组难以到位" 经济振兴的主要指标没有实现" :-B比起十年前增长

有限$ 超高债务# 人口老化# 通货紧缩和市场低迷的重压" 使得该国提升内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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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部署地点# 实际效用# 涉 %核& 敏感等复杂问题" 日本推进 %中导& 并非易事" 短期内

尚无可能" 但其政界和战略界对此的实际意图及动向需要关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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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

部制衡的实力基础面临有限空间$ 这一条件也使得日本官方和战略界普遍认

为" 主要依靠外部制衡才能达到 %制华& 目标$

"

大幅增加预算为新的军事能力买单" 大举发展进攻性 *甚至核武器+ 武

备" 在当代日本并不现实$ 有限的国防开支阻碍了东京实现其雄心勃勃的军

力自强计划$ 为了发展攻击能力" 日本要么大举增加国防开支并打破占 :-B

#j的上限" 要么以延迟或牺牲其他关键防务任务为代价$ 然而" 这些选项都

不太现实$ 数年前" 日本防卫专家就预测" 日本若要实现防卫自主和独立打

击 *前沿部署与拥核+ 能力" 需要将每年防卫费增至政府财力无法承受的

!!"" 亿美元左右$

# 所以" 日本防卫预算即便突破 :-B的 #j" 在中期 *十

年+ 内最多也只能达到 #3"j'#3)j" 即 )"" 亿'+"" 亿美元左右的水准$

安倍首相在任期间" 扭转了日本国防预算不断下降的态势" 甚至实施了创纪

录的高支出" 但这种预算的实际绝对增幅也仅为轻微程度$ 从 !"#% 年度到

!"!# 年度" 日本防卫费用实现九连增" 平均每年增加约 "3+j" 但金额仅多

出 '" 亿美元左右$

!3国内政治与民意因素的阻力$ 日本开发# 部署和维护新的军事攻击能

力" 不但在预算方面" 在政治和外交上的成本也很高昂$ 首先" 日本政治和

政情变动# 领导力问题" 不时影响相关政策连续性$ 例如" 前述 !"!" 年 $ 月

安倍就已指令修订国家安全战略" 但菅义伟 * 月上台后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

政策改革和应对疫情等的挑战上" 导致 %有关修订国家安全战略的讨论急速

萎缩&$

$ 与安倍相比" 菅不太可能将自己有限的政治资本大量消耗于可能面

临国内外关注和争议的新军事能力构建上$

同时" 日本民众仍然对将军事力量作为政策工具的做法深感疑虑" 并担

心任何放松限制的举措都会导致国家陷入论争和冲突$ 日本安全态势的任何

重大改变" 都需克服来自政治和公众的阻力" 尤其建构主义学说认定的反军

'#''

"

#

$

首相官邸 2第二百回仝6c4P安倍内阁缏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说3(.//0! 112223W>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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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或政策专家谷内正太郎# 兼原信克# 五百旗头真# 北冈伸一# 田中明彦等都提出" 要靠外部联合路

径才能实现对华制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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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规范的强大约束$

" 安倍 !"#) 年推行安全立法" 就引发了大规模抗议

和支持率下降" 其在任内几乎放弃了修宪的雄心$ 日本政府渲染的 %中国威

胁&" 虽然导致许多日本民众疏华厌华" 却没有化为公众的好战敌意$

# 因而"

追求打击能力甚至仅仅宣布这样做" 都将在日本民众中引起极大争议" 政府

领导人如果不是足够强势和集权" 则缺乏足够动力去投入政治资本" 来说服

公众接受日本战后安全角色的急剧扩大$

$

%3技术# 实操与经验障碍$

% 自卫队在独立操作攻击能力系统和实施打

击行动上" 仍面临艰巨复杂的困难" 例如移动的固体燃料导弹很难追踪和打

击" 因为其可以分散在战场上且保持隐蔽" 可以迅速重新定位目标并完成发

射$ 日本目前没有足够的情报# 监视和侦察能力来探测和监视机动导弹目标"

也不拥有必要的察打一体作战任务系统$ 自卫队要么需要购买自己的大规模

系统以获得独立的打击能力" 要么只能严重依赖美方的资源支撑$ 中短期内"

日本可能实现的目标是" 依靠巡航导弹等对付敌国的固定目标" 而美国则维

持攻击移动导弹等的任务$

( 因而" 日本还需要使自己的任务成为一个全面联

合攻击计划的一部分" 将日本打击能力体系整合到日美同盟的指挥和控制框

架中$ 迄今为止" 日本一直在抵制这一计划" 而选择了与美国平行的指挥

结构$

事实上" 关于打击政策# 战略原则# 察打能力要求# 触发事件# 采购部

署或攻击系统在日本如何训练等" 日本政府尚未也难以做出任何官方公开阐

明$ 自卫队作战仍然是纵向式的" 没有足够的能力跨域作战进行通信# 规划

或操作$ 政府即使做出宪法允许国家拥有攻击能力的结论" 仍然面临着为这

类部队定义并规划战略# 任务和参数的艰巨任务$

&3对外关系与国际因素的制约$ 面对大国崛起" 日本一直认为无论是在

冷兵器时代还是热兵器时代" 其与崛起国在常规兵器水平上至少大约处于同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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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级" 且其本土很难遭到攻击$ 但现在" 远程打击力量可以轻易使日本本

土遭到攻击$ 日本现在即使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常规兵力" 也很难做出决断

与显得弱小的他国进行战略对决与军事冲突$ 日本缺乏完整的战略独立性"

不具备大国的战略纵深和天然资源$

" 自卫队中高层普遍认为" 如果不大幅增

加国防预算" 或者不依赖美国在日本发动攻击后控制战争进程及升级" 目前

日本的军力将难以独力对抗中国" 其对中国的主动攻击并无意义$

#

从理论上讲" 日本提高军事能力的捷径是发展核武器$ 一般估计" 日本

凭其科技及产业能力可在数年内制造出核武器和弹道导弹" 然而此举的战略

成本无法估量$ 日本获得此种军事能力将使自身陷入安全困境! 加速亚洲的

核扩散" 使其他国家感到威胁和不安" 导致军备竞争螺旋式上升" 最终使日

本更加不安全$ 所以" 此策并非现实战略选择$ 同时" 如果美国被认为鼓励

或允许日本获得打击能力" 日本的邻国" 包括中俄朝韩" 可能都会对日美做

出负面反应和警示$

三# 外部制衡( 结盟与其制约

日本自觉无力单独制衡中国" 近期无法设想没有日美同盟或外力加持的

情况下独立应对 %中国威胁&$ 但同时" 正如美国学者迈克尔/奥斯林

*J@7.>46C=N6@9+ 所言! 即使没有美国的存在" 中国在亚洲崛起也面临巨大的

地缘政治不利条件" 特别是存在日印及东盟等行为体的制衡行为$

$ 日本战略

界对此大体认同并倾向于认为" 通过有效的外部联合" 可以对中国形成有力

制衡$

% 为此" 日本充分利用 %同盟& 这一外部制衡的经典方式" 同时还试

图创新性地开发 %准同盟& 功能$

%一' 同盟战略& 经典操作与 #拉美留美$

结盟是外部制衡的经典现象$ 面对中国强势崛起" 日本认为美国实力是

其不可或缺的终极安全保障" 日美结盟是其遂行外部制衡的强大保障, 在一

'%''

"

#

$

%

日本对周边安全环境的评估也说明了这一点$ 日本近年的 (防卫白皮书) 认为" 朝鲜实质上

已是拥核国家且有百枚以上射程覆盖日本的弹道导弹, 中国除海空军力量激增外" 还部署了越来越多

的中程弹道导弹$

根据笔者 !"#' 年 #! 月 + 日在华盛顿对迈克尔/格林的访谈$

J@7.>46C=N6@9" %S.@9>RN3T>0>9! CN@>1NL/.4O:O4>/:>84&" 1-$F&#'("&)!"#$%$+#" L7/5\4O#+" !"#'3

参见! 北冈伸一 &世界地
/

Xo直O1协力>均衡/地政1'(新潮选书(!"#* 年(

#'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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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更加均衡和有效的联盟中" 日美将能够调整联盟安排以适应当代和未来的

安全现实" 以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尤其是 %中国威胁&$

"

为进一步深化拓展日美防务合作# 强化同盟威慑能力" !"#) 年日美时隔

#+ 年修订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此次修订" 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日方更显积

极主动姿态$ 新指针使日美进一步接近 %对等伙伴& 关系" 具有四个突出特

点! 第一" 建立常设联盟协调机制 *CSJ+" 升级双边规划机制" 以高效无缝

应对各个阶段的事态$ 第二" 明确扩大实质性合作范围" 包括情报# 监视和

侦察以及天网电等新兴领域$ 第三" 根据日本集体自卫权部分解禁新动态"

允许自卫队保护盟国友邦的军事资产$ 第四" 呼吁美国和日本深化与区域伙

伴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包括在伙伴能力建设中联合发挥主导作用$

#

正如前述" 当前日本对日美同盟信心较为充裕$ !"!# 年 # 月拜登上台后"

日本积极影响并主动塑造促使美方政策调整" 将日美同盟作为对华制衡的硬

核基础$ 对此" 美方亦将其外长及防长联袂首次出访国 *日美 %! k!& 会

谈+# 白宫接待的首位外国领导人等机会留给了日方$ %后阿富汗撤军时代&"

美国战略收缩并重心东移" 意图从 %反恐& 抽身" 深耕印太和东亚" 集中资

源对付中国$ 从欧亚大陆心脏回到陆海边缘地带" 重建美国的战略前沿" 应

当是拜登主义的对外核心要义$ 这个趋势对日本# 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 具

有某种结构性影响$ 日本基本倾向于将此认作应对 %中国威胁& 的有利因素!

美国深度回归进程将加强日美同盟关系" 抬升日本的地位与作用" 日美联合

%制华& 有可能更趋同步$

$

但是" 仍然有两点战略因素让日本担心不已$ 第一" 美国战略收缩或孤

立主义这一历史经验造成的记忆阴影$ 实际上" 迄今日本已做出诸多对美合

作努力来克服阴影! 解禁行使集体自卫权# 通过新安保法" 包括之前在阿富

汗# 伊拉克# 印度洋开展对美后勤支援行动" 等等$ 正如日本政府当时向公

众解释的那样" 这些任务都是为了巩固美国在东亚对日本的承诺$ 经过 %特

朗普冲击&" 日本更加担心美国对外战略出现反复和摆动" 对美国在亚洲的军

'&''

"

#

$

参见! 安倍晋三0田中明彦 2日本复活/础>f

M

9日米同盟再强化3(&外交'!"!" 年 ##0

#! 月吖(#" 页-岸信夫 2令和 % 年版防卫白书/刊行6寄WE3(!"!# 年 ' 月# .//0N! 11222385?3

<53Q01Q10=\6@7>/@59120120!"!#1./8619W""""""3./862!"!# A"+ A"$3$

防卫省 2日米防卫协力/9p/指针3(!"#) 年 & 月 !' 日# .//0N! 11222385?3<53Q01Q1

>00O5>7.1>9051N.@N.@91N.@N.@9^!"#)"&!'Q3./862!"!# A"$ A"$3$

宫家邦彦 2米外交6暗云 qr

"

[

0

落3(&产新闻'!"!#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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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能力和意图以及同盟困境中的 %被抛弃& 前景" 总有潜在不安与焦虑$

"

特朗普治下" 美国在对外决策时并没有十分考虑日本的安全利益" 日本至少

在 !"#''!"!" 年间认知到维护国家安全仍需依靠本国力量$

# 美国知名日本

问题专家希拉/史密斯 *F.4@6>F8@/.+ !"#* 年在其著作中指出" 安倍政府加

速强化日本防卫力量" 以及日本意欲成为一个有能力独立应对军事冲突的正

常国家" 表面上是为防范中朝" 但其中同时也隐含着对美忧虑即对美国对日

安全承诺不确定性的高度担忧$

$

第二" 超过以上程度的# 对于未来日美中战略格局走势的深刻担心$ 未

来十年左右" 中美关系态势将逐渐呈现战略均势" 两国在亚太实现妥协和共

存# 美军实施收缩或回撤" 皆有可能$

% 即便有安全条约和延伸威慑" 美国在

关键时刻能否为日做出 %牺牲& 仍存变数" 其战略变换亦有可能导致日美同

盟失策失效$ 在当下日本战略家眼里" 这将是一种灾难性的甚至最令人恐惧

的战略局面$ 为避免这种局面发生" 日本一定要让美国深刻介入地区事务#

牢牢将之钉在亚太" 使之不愿也不能脱身" 这也是日本未来大战略的重中之

重$

( 为此" 除了运用过去的手法'''政治确认# 战略磋商# 制度化联系与常

态化演练提升互操作性" 以及以 %日美 k& 的小多边安排将美国嵌进地区安

全合作网以外" 日本目前着力推动的是以能够助美# 利美的角色" 拉住拴住

美国" 从而加强同盟军事安全合作" 确保对华外部制衡的最大支柱$

具体而言" 日本以美国热衷的 %两海& *南海与台海+ 问题为两大抓手"

炒作威胁" %伴美起舞&" 拖美 %驻亚入海&$ 首先" 日本的南海政策实质上

成为其对华战略制衡的重要一环$ 日本积极介入南海争端" 深化日美在南海

的合作" 意在维系日美同盟主导的亚太基本格局尤其海洋安全秩序$ 同时"

日本配合美国加大在地区层面制衡中国的力度" 对日美与中美两组关系进行

反向互逆调节" 积极迎合美国战略需求" 将之作为换取美军驻留亚太# 在中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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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就笔者所知" 至少在 !"#*'!"!" 年前后" 岸信夫# 中谷元# 河野克俊# 兼原信克等日

本政军界要人" 在多个场合表露出 %美国靠不住& %中国是威胁& 的焦虑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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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竞争中积极实施对华制衡的筹码$ 因此" 日美同盟在南海地区开展的安全

合作愈发频繁" 采取了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和巡航# 海上防务力量建设援助在

内的多重措施$

"

其次" 更令人关注的是" 日本图谋利用 %台湾& 作为战略棋子" 诱压美

国及日美同盟介入台海并实施制华$ 近期" 随着强调台湾是中美冲突潜在导

火索的报道增多" 日本愈显 %协美助台& 的积极姿态! 在双多边官方声明中

多次提及台海问题" 其多位政要更是妄言军事 %保台&$

# 当前" 日美正强化

对台海局势的研讨与应对" 初步形成加速准备军事介入的共识$ 未来" 日美

%威胁认知& 将更趋同" 存有围绕台海危机联手加强对华压制的趋向$ 日本确

有 %以台海制东海& 的策略考量" 但从大战略格局看" 日本配合# 助力美国

介入台海" 才可更有效果地使美国与东亚发生纠缠" 拖住美国并使之赓续介

入中日关系" 以确保美国对整个离岸岛链的看管和威慑$ 让美国留在东亚并

持续干预地区事务" 是日本应对中国崛起的最大战略$ 没有这一点" 日本现

阶段施行的一切对华安全战略都无从谈起$

%二' #准同盟$ 新战略& 广域 #建群$ 与外联内引$

某种程度上" 日本推动 %制华& 的主要新特点" 是着力在全球推动 %准

同盟& 关系及其体系构建$ 这种安排更多的是一种 %有限硬制衡& 或 %半软

制衡&! 一种非正式军事结盟关系" 通常基于一定的军备建设互动# 军事协调

'$''

"

#

$

引人关注的是" 多数行动是海上自卫队舰艇积极配合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 *在南海地区+ 执

行巡航任务" 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 !"!" 年 & 月" 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也伴随美国海军 %尼米兹&

号航母战斗群和 %美利坚& 号两栖打击大队在南海实施军事训练$ 参见! 2日米抑止力(新型yz{

C试练 米空母不在/ &穴埋p'急@3(!"!" 年 & 月 !" 日(.//0N! 112223Q@Q@37581Q71>O/@764. W Y!"!

""&#*""#!"[<Y0562!"!# A"$ A"$3$

!"!# 年 & 月" 日美领导人峰会强调 %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并鼓励 %和平解决两

岸问题&$ 这是自 #*'! 年日本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 日美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到台湾$ 日本

在 !"!# 年 % 月的日美 %! k!& 联合声明# ) 月的日欧联合声明# $ 月的日澳 %! k!& 联合声明和七国

集团 *:'+ 峰会公报中也提到了台海 %和平与稳定&" 其最新版的 (防卫白皮书) 更是增加了对中国

台湾的关注$

广义而言" 从日本的主观意图看" 其准同盟网可被分为四边机制# 日本与北约 *欧盟大国+#

日本与东盟国家的三层或三圈结构$ 日本确实一直意图在东南亚打造与东盟国家的准同盟网" 但双方

关系难具准同盟之实'''双方的安全合作和伙伴关系多是对中国的一种牵制或软制衡$ 需要辨识的是"

东盟国家普遍不愿与大国结盟或与日本形成准同盟关系" 日本即便在与之关系较近或有意拉拢的越#

菲等国之间" 也没有形成与北约或四边机制那样的全层级防务联系$ 美国在 %重视多边& 的拜登上台

后对东盟竭力诱拉" 但对外也只能宣称不求之 %选边站&$ 因而" 本文根据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定义"

狭义性地选取了两种较为典型的准同盟案例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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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区安全合作等$

" 其具体内涵和特点可表述为! 当事方在威胁界定与战略

共识# 安全磋商# 装备技术交流# 军事互操作性# 部队互访与联合演习等领

域都有广泛协议和具体实施$ 日本的准同盟构建" 是日本囿于宪法限制和历

史原因对外所能采取的# 除日美同盟以外的一种次高级 %联盟& 方式" 也算

得上是对国际关系理论中结盟与制衡意涵的一个重要拓展$ 日本属意打造的

两个准同盟战略板块" 分别是 %四方群& 和 %日欧群&$ 对照之下" 日本与

东盟安全合作" 目前还难以达到准同盟的状态'''东南亚各国基本拒绝 %选

边站& 及卷入大国角斗场$

日本的这种准同盟体系" 在属性上更多地体现为构建以价值观为基准的

海上安全民主联盟" 在形式上更多地展示出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的抱团与协

作$ 日本并不幻想准同盟可以取代美国成为日本安全保障的关键" 但是其无

疑是日本安全政策的重要再保险选项" 也日益成为日本对华制衡的重要平台

和补充装置$ 美国的知日专家迈克尔/格林曾言! 一个强大的日本同时与海

上民主国家联系在一起" 将限制北京方面的胁迫选择" 亚洲和平一体化可以

有一个稳定的战略平衡$

#

#3充实升级四边机制 *VIC-+

!""' 年" 在安倍呼吁下" 日美澳印举行 %四边安全对话& 高官会议$

!"#! 年" 安倍重掌政权后提出 %民主安全菱形& 这一日本版 %印太战略& 的

雏形" 呼吁四国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来保卫两洋安全与和平" 更明确地聚焦于

海上安全并对抗中国$

$ 这不仅是对日美同盟的补充和强化" 更蕴含着未来摆

脱对美安全依赖# 构建日本主导下的安全合作网络的意图$ !"#$ 年 + 月" 安

倍首次提出 %自由# 开放的印太战略&" 其中重要一环就是以共同价值观打造

四边海上民主安全机制$ 其后" 四国于 !"#' 年重启对话" !"#* 年 * 月首次举

行外长会议" 至 !"!# 年 % 月首次召开视频峰会并发布联合声明" 且首次超越

政治磋商而设置具体工作组" 推动 %四边机制& 实现重大升级$ !"!# 年 * 月

下旬" 四国预定还将举行首次领导人线下会议$

''''

"

#

$

e4994/. E3_>6/a" %KR>6=>/@9<G.45O@4N&" .=$%'0&" /()'#'0&)70'$"0$*$9'$6" d563*#" E53&" -4748\4O

#**'" 03*#)3

J@7.>46T3:O449" %T>0>9 DN;>7W! I9\=9?6@9<C\41N:O>9? F/O>/4<]&" -4748\4O#'" !"#%" .//0N! 11

2223652]@9N/@/=/435O<10=\6@7>/@59N1Q>0>9A\>7WA=9\=9?6@9<A>\4ANA<O>9? AN/O>/4<]2!"!# A"$ A"$3i

安倍的观点显然是对 #*世纪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 *C6PO4? J>.>9+ 海权思想的模仿$ 安倍身边

的日本战略家" 例如兼原信克等" 有时引用马汉或尼古拉斯/斯派克曼 *E@7.56>NF0]W8>9+ 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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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 四国合作在机制框架上基本成型" 朝着小多边准同盟体制乃

至 %亚洲版北约& 方向趋近" 已成为日本对华持续制衡# 综合性竞争的平台$

很明显的是" 日本在该机制中发挥引导和黏合作用" 操弄其对华展开围堵和

威慑" 并促推四国 %印太战略& 对华开展体系对抗和秩序拼争$

" 当前" 四

边机制的对华传统军事制衡正在加速! 举行越来越重要的联合军演" 以更快

的步伐推进双多边防务合作" 例如" !"!" 年 ## 月在孟加拉湾首次举行 %马拉

巴尔& 海上联合军演" !"!# 年 + 月在菲律宾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 其目标主

要集中在牵制中国对海洋权益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削弱后疫情时代中国影响

力的提升$

日本为构建和巩固四边机制" 多年来还持续推进日澳# 日印安全合作关

系$ 日澳 !""' 年即签署安全协议" 直至 !"!" 年成为 %特别战略伙伴&# 签署

部队 (互惠准入协定) *HCC+" 基本确立准同盟关系$ 同时" 日印关系在近

年来也迅速发展" 两国安全交流及合作不断加深$ 随着印太地区力量平衡迅

速变化" 印度日益成为日本的区域战略伙伴$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日本认为

印度是中国的天然竞争对手$ 当前" 日印已通过安全磋商 * %! k!& 对话会议

等+# 军事演训# 有关部队互访与后勤支援及装备技术的协定等" 达到了一种

近乎准同盟的状态$ 此外" 日本参与推动的四国框架中的多个三边对话与合

作机制 *日美澳# 日美印# 日澳印+ 业已形成" 较为典型的是 !"#) 年日本海

上自卫队首次参加了美印 %马拉巴尔& 联合军演" 以及 !"#$ 年以来日美澳#

日澳印三方会谈" 不断就南海争端进行对华批评" 就强化海洋安全合作达成

共识并推进实操$

!3广域结网! 日欧安全与战略合作

近十多年来" 日本通过各种方式大力加强与欧盟的安全合作与政策沟通"

大幅增加对欧接触频率与高层来往" 同时也在利用这种关系推行自己的全球

政策$ !"#% 年" 安倍内阁在日本二战后首个 (国家安全战略) 中将欧盟定位

为具有相似价值观和原则的重要战略合作伙伴$

# 同年起" 日欧双方陆续签署

一系列战略或政治文件" 尤其 !"#* 年生效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 *FBC+ 不仅

'+''

"

#

蔡亮! (多维度对冲与兼容性竞争! %印太构想& 下日本的对华战略剖析)" (日本学刊) !"!#

年第 ! 期"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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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

涵盖政治对话和政策合作" 还包括应对区域和全球挑战方面的合作$

" 这些合

作框架" 确认了共同战略利益与协调意愿" 为日欧加深政治和安全关系提供

了保证$ !"!# 年 & 月" 日本与欧盟举行最新一次安全与防务磋商" 重点聚焦

印太海上安全合作$ 当然" 日欧的具体军事联系实际多是通过日本与北约

*ECGL+ 之间的合作实现的$ !"#% 年" 日本与北约发表 (联合政治宣言)"

!"#& 年安倍作为日本首相首次访问北约" 双方签署了 (国家伙伴合作计划)"

内容涵盖联合军演# 网络安全# 防务人员培训及其他非传统安全合作$ !"#+

年 ' 月" 日本驻北约代表处正式成立并运行" 其被赋予承担双方在重大地区

安全问题上的联络和协调等任务$

近年" 在国际秩序变动下" 日欧日益倾向于从全球地缘政治角度看待双

边关系" 并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紧密安全关系$

# 应对中国崛起以及自由主义国

际秩序的危机" 被认为是贯穿日欧安全合作各个领域的中心事项" 也是日本

国内关于日欧合作的一个中心辩论议题$ 双方日益展现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 以促进海上安全为优先军事合作事项的战略意图$ 尽管在地理上

存在距离" 但日本非常努力地试图与欧盟及北约走得更近" 通过扩大合作并

借助这一平台来制衡所谓 %中国威胁&$

不过" 需要承认" 尽管日欧展开了这些整体性的战略与安全合作" 但双

方军事联系的实体与操作仍须依靠与欧洲大国尤其英法德三国的双边互动来

实现$

$ 日本与三方的双边关系中" 日英安全合作起步早# 层级高" 最早形成

典型的准同盟关系! 高层安全互动频繁# 防务磋商级别高端# 军事及装备技

术合作机制完备# 部队间互访合作与交流密切$ 而且" 日本的 %印太战略&

和英国的 %全球英国& 构想都主张在国际层面发挥安全领导作用$ !"#* 年 #

月" 日英领导人会谈宣称要锻造 %同盟关系&" 而安倍 !"!" 年 ! 月宣称日英

关系处于 #*"! 年结盟以来 %最密切& 状态$

% 日法安全合作总体上接近日英

之间的水准" 基本拥有类似于日英合作的框架# 机制和内容" !"#* 年双方签

署的新版 %日法合作路线图& 重申寻求进一步发展特殊伙伴关系" 并特别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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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自卫队和法军在海洋安全领域的合作$ 日德安全合作起步相对较晚但正在

加速发展" 双方 !"!# 年 % 月签署 (情报保护协定)# & 月首次举行 %! k!&

会议" 此外亦已签署了部分类似于日本与英法之间的多种安全防务协议$

%3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 %两海&" 制衡中国

印太尤其海洋领域日益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 日本将此视为与域外

力量开展全方位 %制华& 合作的关键舞台$

" 因此" 日本引导准同盟势力介

入南海和东海" 开展日益频繁的安全合作" 采取了包括发表涉海安全声明#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和巡航# 援助第三方防务力量建设等在内的多重措施" 意

图通过 %两海联动& 对中国制造更大的周边压力$

首先" 日本以 %自由开放的印太& 为名" 试图将准同盟势力'''欧洲国

家# 澳大利亚和印度等引入东亚及南海" 尤其对有意介入南海地区事务的英

法德等国" 更是通过各种途径拉之 %入亚&" 以 %建群组团& 方式联合牵制

中国在南海影响力的提升$ !"#* 年 #" 月" 安倍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

在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同时" 日本将与英法德澳印等共享价值观的国家携手"

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而努力$

#

日本的努力不乏 %成果&$ 例如" !"#$ 年 ! 月" 日澳印三方举行副外长

级磋商" 对中国在南海 %推进军事化& 的动向表示 %强烈关切&" 并就强化

海洋安全合作达成了一致$ 从 !"#$ 年开始" 日本主导或策动在 :' 外长会议

和峰会声明或宣言中加入涉海内容" 典型事例是 !"#$ 年 & 月在广岛主导发表

:' 外长 (海洋安全声明)" 宣称 %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 加剧紧张态势

的恐吓# 威胁# 挑衅行动" 要求所有国家克制大规模填海造岛# 构筑据点以

用作军事目的的行为&" 对中国进行不点名指责$

$

!"!" 年 #" 月在东京举行

的日美澳印四方外长会议上" 日本推动讨论了印太地区的安全议题" 重点针

对中国在南海等地区的军事行动" 同意携手维护印太地区安全与稳定$ 包括

安倍# 菅义伟在内的日本各级领导人" 在访问欧盟# 北约及英法德等国期间"

都要频繁谈及南海争端" 试图拉拢更多域外势力介入南海问题" 进而规范和

'"+'

"

#

$

据英国 (卫报) 报道" !"!" 年 ## 月 !! 日英国最具影响力的右翼智库之一 %政策交流&

*B56@7]Kb7.>9<4+ 发布了一份主张 %全球英国& 的报告$ 此份报告受到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并

为其撰写前言$ 安倍写道! %英国军队特别是英国皇家海军" 将在印太地区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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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

制衡中国 %改变现状& 和 %挑战秩序& 的行为$

"

其次" 比起南海方向" 最新的动向是日本引导准同盟势力介入东海$ 围

绕东海及钓鱼岛争端" 中国过去面对的主要是日本或日美同盟的存在" 但近

年来" 日本积极引入域外势力" 推动多边干涉$ 安倍# 菅义伟治下" 日本拉

欧介入东海争端" 双方在军事安保领域的合作明显提速$ 从 !"!# 年 ) 月至

今" 日本相继与法英德等国开展双多边演训$ ) 月" 日法美澳四国首次在东海

区域举行 %离岛防卫& 两栖军演" 从演习地点# 科目及参演兵力看" 四国军

演明显针对中国海上力量发展及前出态势" 尤其意在威慑中国所谓的 %夺岛

意图&# 牵制中国维权巡航活动$

!"!# 年 * 月" 德国向印太地区派遣军舰并停靠日本港口$ 同月" 英国航

母战斗群停靠日本以及参加联合军演" 月初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在登上英国

航母后声称" %在东海和南海发生不依据国际法单方面改变海洋秩序的举动&"

英舰驻亚 %有助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 日媒普遍认为" 这明显是在牵

制中国$ 而且" 早在同年 ' 月英国防卫大臣访日之际" 就对首相菅义伟罕见

使用 %同盟& 措辞" 侧面出示了日本引欧入亚# 制衡中国的阶段性成果$

$

除了美欧" 日本还积极游说澳大利亚# 印度等国介入东海争端" 派舰机

赴日进行双多边联合演训" 试图以国际多边博弈的模式来强化对华军事威慑

和制衡" 吓阻中国采取军事行动" 维持海上博弈优势$ 日本拉拢域外准同盟

势力干预东亚安全事务" 不仅会加剧周边地区紧张形势" 也会使中日围绕钓

鱼岛争端的对抗持续升级" 为东海问题的和平解决带来新的干扰因素$

%三' 日本对华外部制衡的障碍与限度

外部制衡作为当今一种更常见的制衡形式" 也会遇到各种制约因素$ 其

成功取决于一个持久和连贯的联盟体制" 或接近于联盟的坚强的伙伴体系$

然而" 由于体系结构和地缘因素限制" 对日本来说" 这两条路径都存在复杂

而困难的问题" 很难有效把控和确保$

#3%同盟疑虑&! 团结# 承诺和履约问题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及不稳定状态" 从本质上导致所有国家更愿采取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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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方式" 并对联盟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总是缺乏足够信心$

" 正如华尔兹指出

的! 真正的外部制衡 %只有在 *大国+ 战争的压力下才会发生&"

# 联盟是不

应过度依靠的临时安排" 盟友各方的意图和利益并不固定" 其间的合作往往

难以协调和维持"

$ 联合对抗威胁的承诺兑现也并不确定$ 正因如是" 近十年

来" 日本需要利用各种双边场合" 向美方就 %协防& 钓鱼岛问题再三进行联

盟确认$

此外" 即便最坚定的联盟也会出现技术故障和深刻裂痕" 甚至常态性地

陷入协调和行动困境"

% 例如" 围绕成本分担及平等奉献等问题" 容易难以达

成共识而产生分歧和矛盾$

( 特朗普曾对美日安保体制及美方吃亏受损状况抛

出严重不满" 多次批评 %我们的盟友不支付公平份额的军费&" !"#* 年日美

两国为此开启了新一轮 %东道国支持& *UEF+ 谈判" 美方要求日本一举增额

四倍" 并以从日撤军相威胁$

) 特朗普治下" 美国显然只重视自己利益" 不惜

损害同盟关系" 日美相互信任度由此明显下降$ 这也被认为是安倍对华策略

性接近的一大动因$ 除了贸易摩擦" 围绕朝核及对俄关系等安全议题" 美国

屡屡 %绕日& 而行" 使东京的领导人不再相信可以依靠美国人来保卫日本$

*

!"#* 年 $ 月" 美媒引述白宫内部人士称" 特朗普总统正考虑让美国退出 (美

日安全条约)" 因为该条约对美国不公平" 只规定美须 %卫日& 却未记载日要

%卫美&$

+ 虽然日美官方后来都否认消息的真实性" 但报道已让日本国内舆

论哗然$ 因此" 日方一度对美国承诺的可信性颇为怀疑" 对同盟困境的 %被

抛弃& 前景充满疑虑和不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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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基轴" 妥处 %同盟困境& 是日本外交的核心

任务$ 尽管双边同盟的军事性质已明显加强" 但日本的对美戒心仍在继续$

近十多年来" 也只是拜登主政后" 美日对华认知及应对才更趋于一致$

" 两国

不时互疑和摩擦" 对双方同盟关系产生侵蚀作用" 减弱了日本对完全依赖美

国即能得到安全保障和繁荣环境的信心$ 在利用台海# 南海问题缠拉美国之

际" 日本也不得不注意到! 在处理这些敏感事项时需要保持微妙的立场平衡$

这意味着" 日本只能以 %有限清晰的模糊立场& 来设法确保美国介入" 同时

避免不必要地激怒中国乃至发生直接冲突$ 国际观察界也对日本过分积极的

意图表示了提醒! %虽然日本出于对台好感以及支持日美联盟而对台湾表现出

积极立场" 但东京对华盛顿应坦诚相待" 不要夸大自卫队可以做出的贡献$&

#

日本可以用炒作 %两海& 议题拴留美军" 但看来这也只能是在顾及中日关系

根本大局下的有限作为$

日本当前并不太怀疑美国的同盟重视战略" 但对拜登执政团队的政策统

筹力和战术执行力 *尤其在阿富汗撤军问题上暴露出的+ 多少感到疑虑和不

满$ 如果拜登在 !"!! 年美国中期选举后变成 %跛脚鸭& 总统" 其推行政策的

能力将进一步遭到削弱$ 相比特朗普政府" 拜登团队在推进对华打压上体现

出一定战略谋划性" 但实际效果尚未让日本信服" 并且总体上其国际领导力

和盟友关照力依然欠佳$ 日本国内仍在疑虑! 拜登在遏华上是否为 %言胜于

行& 的 %奥巴马第二&" 或者拜登的政策仍是特朗普政策的某种延续'''只能

在有利于美国霸权护持的前提下照顾盟友伙伴" 在此之外则另当别论$

$

!3准同盟体系构建的困境

按照日本的话语逻辑" 中国日益 %自信武断& %改变现状& 的行为" 应

该引发广泛区域的联合制衡浪潮" 然而在现实中见证的却是" 印太等地区是

一种 %制衡不均& 且 %制衡不足& 的局面$ 与能够看到的日美对华制衡相

比" 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的 %并未制衡&$ 四边机制与日欧合作" 这是日本寄予

厚望的两个准同盟外援体制" 但其间的多数国家只将中国视为一种 %挑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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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非 %威胁&" 尤其对地缘政治结盟和军事斗争持审慎态度" 对卷入大国冲突

感到担心$ 包括日本欲倾力将之拉入准同盟圈以制华的其他印太国家" 基本

都反对强烈# 有挑衅性的对华制衡举措" 例如缔结条约联盟# 开展 %航行自

由& 行动和海军巡逻等$ 也即" 这些有关国家乐见日本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

极作用" 但无意配合其挑动事端# 撺掇制华的政策行为" 当然也更不愿加入

日美领导的对华制衡联盟网$ 日本对此状况深感失望和焦虑"

" 因而当下其在

国际及地区的各种双多边外交场合" 往往不顾外交礼仪和中日政治共识" 竭

力攻击与黑化中国# 挑拨中外矛盾" 强硬姿态往往堪比或超过美国$

上述 %并未制衡& 之因" 一些是体系结构性的" 与全球化# 国际治理

及经济接触的变化有关, 另一些则是中国作为东方崛起大国的独特形象和

属性所致, 还有一些反映了中国周边国家面临的成本# 利益和激励计算$

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扩大" 将各种国家紧密地捆绑在一起" 削弱和限

制了制衡的吸引力和效力" 使极端形式的制衡变得不那么容易接受且代价

甚大$ 例如" 大多数欧亚及印太国家近年来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呈指

数级增长" 据此得到的是更多利益实惠而不是压榨和威胁$ 即使是日美澳

印四国" 其对华经贸来往也非常活跃" 中国是此四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这

些因素阻碍了更传统的军事联盟建设和遏制战略" 取而代之的是对华软性

约束与制度建设举措$ 这种转变代表着一种广泛的趋势性努力" 即扬弃制

衡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和新兴大国的崛起" 而这正是当前日本不愿加以

考虑和改变的$

同时" 可以看到" 到目前为止日本着力借重的四边机制仍未筑牢制度性

基础" 各国皆有自我利益和盘算" 没有明确的共同安全承诺" 就 %是否鼓励

集体制衡中国存在分歧&$

# 东盟在印太处于居中位置" 四边机制亟须东盟支

持" 但日美对东盟的争取工作一向效果不彰$ 日本拉欧入局# 双方战略接近

与安全合作之路也受到多重现实因素制约$ 当前" 欧洲内部问题簇生" 其更

'&+'

"

#

第 !$ 回际交流仝议 2!"!/未3(.//0N! 1122239@WW4@37581/.4841. ?2Y#'"+%#""

2!"!# A"+ A"+3$ 在 !"!# 年 ) 月日本经济新闻社主办# 菅义伟首相参加的此次国际会议上" 日本意图

拉拢亚洲国家靠近日美同盟" 但东南亚及南亚国家多位政要的发言与日美对华战略倾向形成温度差甚

至反差$ 例如" 菲律宾总统声明不在大国竞争中站队" 柬埔寨总理质问日媒 %不靠中国还能依靠谁&"

巴基斯坦总理表示 %一带一路& 是区域融合之路" 印度外长指出该国将推动多边外交而非向 %四边机

制& 倾斜"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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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安全战略! 一项制衡议程的新近分析 (

加强调战略自主$ 日欧安全重点定位存在差异" 双方都把重心置于各自周边

安全且难以开展高强度海外军事行动合作" 使欧盟在对助日制华方面的安全

贡献有限$

" 欧洲大国在经济上看好中国市场" 对华建立了比较牢固的经贸

关系" 皆须在安全与经济# 欧中和欧日关系之间寻求平衡$ 因此" 英法德

等欧洲大国强化在印太的军事部署" 展开在东亚的军事行动" 并不等于甘

受日本指使# 为日火中取栗" 更不等于支持日本在东海及钓鱼岛争端中的

立场$

四# 结论与启示

根据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无政府世界中的国家在面临大国崛起

带来的不确定性时" 通常要在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做出选择" 即加入守成国

制衡崛起国或与崛起国结盟成为追随者$ 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 东亚很多国

家的行为既不属于制衡" 也不算是追随" 而是通过对冲策略在中美之间形成

不选边立场$ 相比之下" 日本显然采取了自己独特的# 鲜明的立场$

综合本文所述" 至少可得出如下几个有关日本 %制华& 的总体判断$

*#+ 日本对华采取的是符合结构现实主义经典概念的制衡战略$ 这清晰地体

现为内部制衡与外部制衡相配套的组合方略" 并且内外制衡并进互促# 手段

交合" 都在提速前行# 做强走实$ 发展军力和对外结盟" 是硬制衡的典型做

法" 所以日本对华制衡是以硬制衡为主" 并辅以大力推进准同盟等软制衡$

*!+ 日本的对华内外制衡" 都遇到较大程度的制约和障碍" 实现度难以 %达

标&$ 内部制衡主要受到成本高昂# 资源不足# 法律束缚# 民意反对等国内障

碍影响" 外部制衡则存在着经典的日美 %同盟困境& 和伙伴 %跟随不足& 等

问题$ *%+ 日本实施对华制衡" 正进一步抬升内部制衡权重并欲将之作为政

策立足点" 其发展非对称作战能力# 攻击武备的意愿和势头将更加强劲# 明

显$ 不过" 亦如本文所见" 在可预见时期内" 日本无力单独制衡中国" 无法

实现有效的对华内部制衡$ *&+ 外部制衡的硬核是日美同盟$ 因而" 为在东

亚拴留美军# 维护同盟的有效性" 日本将加大对美配合# 策应工作$ 这被认为

是日本制华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 日本还会持续加大力度鼓励友邦及伙伴参与

介入对华制衡$ 日本认为" 可以通过依靠同盟# 准同盟组网的外部制衡方式"

')+'

" 陈静静# 张勇! (国际秩序变革与日欧战略接近)" (欧洲研究) !"!# 年第 ! 期" 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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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应对安全困境及 %中国威胁&$

" 这也是日本对华安全战略的核心要义$

日本施行如此制衡战略" 将可能给中日关系带来如下多方面影响$

*#+ 日本对华战略的主要属性是制衡" 自带使中日关系内含张力的变量因子$

内外制衡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利反应甚或反制" 造成安全困境和战略对抗$

# 此

导致中日关系改善空间有限" 两国很难构建官方层面的友好和互信关系" 中

国对日外交不大容易取得突破性成效" 当然也会因此增加中国安全环境的不

稳定因素$ *!+ 至少中短期内" 日本军备发展将不断有更新突破" 更趋 %疾

步快跑& *包括防卫费突破 :-B#j限额+" 并有针对性地充实强化 %西南部

署&$ 同时" 近期美国系列战略收缩举措虽没有在日本引起 %被抛弃& 之虞"

但拜登将友邦政府 %军事怠政& 辩作美军快撤的正当理由" 却激起了日本保

守政治精英和战略界 %自我防卫& 的高扬意识$

$ 日本据此认为需要对华展

示对决勇气和斗争意志" 强硬推回中国施压与威慑$ 日本对华内部制衡的这

种倾向" 导致中日之间常态性地存在前沿紧张和突发事态的隐患$ *%+ 日本

推进对华外部制衡" 导致其在日美同盟与中日关系间的平衡站位面临结构张

力" 中日美三边关系严重失衡" 日美关系无法承受中日关系有根本性的友好

和深化发展$ 中近期内" 日美互相配合利用# 联手压制中国的步调将更显一

致$ 围绕对华制衡的日美联动政策行为" 战略上是美主日从# 美高日低" 但

战术上日主美从# 日牵美允的现象也将不时发生, 日本为拴住美国" 不乏在

涉海等相关敏感议题上挑动矛盾# 对美策应的冲动$ 因而" 较长时期内" 中

国将面临日本策动日美同盟 *以及 %日美 k&+ 对华施压的双多边博弈张力$

*&+ 由于内部制衡难以充分实现" 所以当外部条件发生不利变化尤其日美

%制华& 策略产生差异时" 日本对华制衡战略可能出现阶段性 %战术对冲&

等相应调整" 以避险止损, 中长期而言" 当外部条件发生明显的结构性变化

时" 日本对华制衡战略本身亦会发生重大调整和变化" 届时中日关系当有新

态势出现的可能$

%责任编辑& 唐永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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