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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曾出现过 南进 和 北进  两种战

略主张,而 北进 怎样为 南进  所取代,至今仍是学术界热议的话题。 北进  主要是以日本陆军

为主导的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其最终战略目标是以中国大陆为腹地, 向西伯利亚扩张,而国防的第

一号防卫对象是苏联,其次是英、美等国。 南进  主要是以日本海军为主导的对外侵略扩展战略,

其最终战略目标是在确保对中国大陆的霸权地位后, 再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而国防的第一号防

卫对象是英、美等国,其次是苏联。为了确保 南进  和 北进  战略的有效实施,日本同德、意缔结

防共协定  和军事同盟; 而由 北进  向 南进  战略转移时,又曾谋求所谓的日、德、意、苏 四国军

事同盟 , 最终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北进、南进战略正是在日本对外政策不断调

整的过程中转换演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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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30年代,日本为了实现 吞并满蒙, 独霸中国, 称霸亚洲  的侵略扩张计划, 放弃了 协

调外交 路线, 冒险挑战 凡尔赛 ! ! ! 华盛顿  体系, 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造成了太平洋

地区 无条约时代 。∀ 为了实现对外侵略扩张政策, 日本与德、意缔结 防共协定  和军事同盟,并

以期借助三国军事同盟力量谋求所谓的日、德、意、苏 四国军事同盟 # ,并企图通过 四国军事同

盟 力量压制美国, 迫使美国放弃参战, 完成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 最终实现所谓的 大东

亚共荣 。在对外侵略扩张战略具体实施过程中,曾有过 北进 和 南进 两种战略。本文的目的,

在于对这两种战略的实施及其转换作出分析。

在以往的国内研究中,对日本 南进 和 北进  政策演进过程曾有不同意见。∃ 笔者认为,所

谓 南进 和 北进 战略, 应该发足于 20世纪 30年代,即日本向 凡尔赛 ! ! ! 华盛顿  体系发起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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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鹿島平和研究所: (日本外交史 )第 21卷, (日独伊同盟% 日 中立条約 ),東京:鹿島平和研究出版会 1973年版,序言。

四国军事同盟  构想,也叫 松冈 ! ! ! 里宾特洛甫计划  ,就是 1940年 9月日本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后,经过松冈洋右和里宾

特洛甫的谋划,德国居间调停,企图改善日、苏关系,并把苏联拉入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的构想,最终实现日、德、意、苏 四

国军事同盟  。

孙少艾在(日本的北进南进策略与中国战场 )一文中认为,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是日本由 北进  向 南进  战略转换的标志

((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 )1995年第 4期 );余子道在(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 )中,将日本的 南进  政策划分为 择机

南进 ! !! 有限南进 ! ! ! 优先南进 ! ! ! 专事南进  等几个阶段 ( (江海学刊 )1995年第 2期 ) ;黄光耀在(中国抗战与日本南进政

策的选择 )中认为,日本 南进政策  的出笼是受中国战场胶着化的影响 ( (南京师大学报 ) 2001年第 6期 ) ;喜富裕在(论日本

北进  战略实施中的大国外交 )中认为,日本的 北进政策  发足于明治维新时期 ( (甘肃高师学报 )2002年第 4期 ) ;黄生秀

在(中国抗战与日本北进、南进政策 )中认为, 1939年 12月(对外政策方针纲要 )的出台,是日本 南进  和 北进  战略转换的

标志 ((青海师专学报 (教育科学 ) )2003年第 3期 )。



厉挑战的过程中。日本这种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核心目标是最终实现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

计划。这种 南进 和 北进 政策在具体的推进过程中大体经历了 南北并进 、积极北进又消极

北进、伺机北进到积极南进等几个演进阶段。1936年 8月,广田内阁在(帝国外交方针)和(国策基

准)中,正式把 南进  和 北进  政策作为基本国策予以推行。 1938年 7月 ( 张鼓峰事件  )和

1939年 5月 ( 诺门坎事件  )对苏联进行两次进攻失败后, 日本开始调整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

积极北进  变成 消极北进 。 1940年 7月, 第二次近卫内阁通过 (适应世界局势演变时局处理要

纲), 标志着日本正式把 南进政策  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战略予以推行。 1941年 7月,日本御

前会议通过(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要纲 ),把解决中国事变和 南进政策  作为日本国策基准,

并根据形势演变解决北方问题,秘密对苏备战,以伺良机。这意味着日本从战略上放弃了 北进政

策 。

一 南北并进  的 二元化  外交战略出笼

1936年 3月 9日,在军部支持下,广田弘毅内阁成立。广田内阁的成立,是日本政府法西斯化

的开始。∀ 军部法西斯势力几乎控制了日本内阁。在这一时期, 不仅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

制, 而且加强了军部在政治中的发言权,内阁的大政方针取决于军部意志, 内阁人事安排也基本上

由军部掌控。一旦政府的政策同军部意见不合拍,便会受到军部严厉排斥,甚至迫使内阁倒台。

广田内阁完全是按照军部的要求, 在 庶政一新, 广义国防  的口号下,采取了一系列对内对外

措施,加强法西斯军事政治。在对外政策中,由于军部在政治中发言权的强化,广田内阁必须按照

军部的国防方针来制定国策大纲和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从各自国防防卫战略考虑,在国防战略

上存在意见分歧。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莞尔为代表,制定了 (国防国策大纲 ), 该文件明确

指出: 帝国之国策应确保在东亚之霸主地位, 排除在东亚对帝国之阻压的一切势力为宗旨; 为对

抗苏联、英、美之压迫,应充实兵备及航空兵力,以应对在日、满及中国本部持久之防范为上策;先应

倾注所有兵力使苏联屈服,在应付同英、美持久战准备不足之前, 需同英、美保持亲善关系, 否则对

苏开战实为万难;兵力充实、军备充足后,对苏开战方可取得我军之预期成果; 在苏联屈服后, 再结

集东亚与帝国之一切亲善关系,进而达到把英、美势力从东亚驱逐之目的。 #

可以说,日本陆军国防战略中心目标是 北进战略  ,并把国防第一号假想敌人限于苏联, 其次

是英、美等国, 主张日本应该倾注所有兵力, 以中国大陆为腹地施行 北进  战略,在迫使苏联屈服,

消除北方威胁后,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日本陆军 北进论 的外交策略实质是主张 先北后南 ,

其目的在于先解决苏联问题,然后再寻求与英、美决战。

由于九一八事变后, 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构筑军事要塞,在远东的兵力达到 11个师, 其中骑

兵 2个师,战车达 600多辆,飞机达 500多架, 在海参崴港口的军舰达 14艘,预计出动兵力可达 23

万人。日本当时在中国东北的兵力只有 3个师团,机械装备一个旅团,骑兵 1个联队和 3个独立守

卫队,飞机大约为 80架, 总兵力约为苏联的 1 /3。∃ 因此, 陆军的 北进战略  同日苏两国在中国东

北的对峙形势是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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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海军国防策略, 认为国防对象主要是英、美和苏联。日本海军制定的 (国策要纲 )主张:

对外策略应摒弃过去渐进的、同列强 ,协调 −之帝国外交政策, 剔除一切同我国对抗之势力; 对满

洲的政策是将其育成帝国之不可分割一部分,以期实现经济、政治、军事之共同防卫的共存共荣;对

中国,要以帝国为中心, 形成日、满、华之共同提携,促成东亚之安定发展;对苏联, 为防止其插手远

东事务,防范其共产主义势力之蔓延,应通过解决日、苏诸悬案以图之亲善关系; 对英国,防备其联

合美国、苏联及中国对日本进行遏制, 利用欧洲政局的变化, 来牵制英国在远东势力的发展; 对美

国, 充实兵备, 为对抗其在远东对帝国的对抗政策,使其承认日本在东亚地位的同时,发展同其以经

济相互依存为基调的友好关系。 ∀

日本海军国防战略的中心目标是 南进政策  ,认为国防第一号假想敌国乃英、美两国,其次是

苏联,主张日本在确保东亚大陆霸权地位的同时,应该向南太平洋地区发展势力。这种 南进论  

的核心目的是要把英、美等势力从亚洲及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实现日本 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

扩张  的计划。在经过激烈论争后,广田内阁确立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正案, 具体内容为:

一、帝国之国防本义为确保帝国利福利民之本,并以此彰显国威;二、帝国国防之方针基于

国防之本义,为确保东亚之安定应充实军备确保国家之发展,以防一旦不虞之时迅速进行战争

之目的;三、帝国之国防以国力强大的美国、苏联为目标, 同时防备英国和中国。为此, 帝国之

兵力要以防备东亚大陆及太平洋地区为目标。帝国国防用兵如下:陆军兵力为 50个师团及空

军 142个中队; 海军兵力为主力舰 12艘, 航空母舰 12艘, 巡洋舰 28艘,驱逐舰 96艘, 潜水艇

70艘,空军兵力为 65个中队。#

在国防上广田内阁已不能明确以陆军为主,或是以海军为主的一元化国防方针。军部在当时日

本对外政策中占有绝对发言权,所以广田内阁所确立的国防方针只能同时兼顾陆、海两军,国防对象

的确定亦处于多歧多绪的尴尬状态。由此,陆、海军根据各自国防目标提出了庞大的用兵计划。这种

国防方针,实际是由于退出国际联盟和世界裁军条约体系,自取孤立国际地位的必然结果。∃

1936年 8月, 广田内阁召开五相会议, 根据陆、海军国防方针,确立(国策基准),把外交和国防

结合起来,在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地位的同时,把向太平洋地区发展作为日本根本国策。即是说,

广田内阁所确立的 (帝国外交方针 )和(国策基准 ),实际上是按照陆、海军不同国防策略而制定的,

在把海军所主倡的 南进论 作为国策的同时,又承认了陆军的 北进论 。这样,在国防战略上,日

本既把苏联作为防卫敌人, 同时又把英、美等国势力从太平洋地区驱逐出去作为当前的外交重

点。. 所以说,广田内阁实际是将陆、海军对立意见兼收并蓄,确立了 南北并进 的 二元化 外交
路线。

又如诸位论者所见,从广田内阁的 (帝国外交方针 )和(国策基准 )我们可以看出, 这是兼顾陆、

海两军国防策略的 南北并行  的战略构想。与其说这是一改 协调外交  的 被动性  而展现 积

极性  的新外交政策和军事战略,不如说这还是退出 凡尔赛 ! ! ! 华盛顿  体系后的日本,面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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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时代  ,而表现出一种缺乏定算的空泛心理。

二 由积极北进到消极北进

面对挑战 凡尔赛 ! ! ! 华盛顿  体系后在国际地位上陷入孤立的严峻局面, 为确保以中国大陆

为腹地 北进战略  的顺利实行,广田内阁于 1936年 11月 25日, 同德国缔结了以 防共 为招牌,

实际是以苏联为对象,并防卫英、法、美等国的同盟协定。这个协定由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反

共产国际协定附属议定书)和 (反共产国际协定秘密附属协定)3个部分组成,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日、德 防共协定 。

所谓的 防共协定 ,其实是一种具有明显地维护日、德两国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的外交手段。而这

一时期日本对德结盟所要谋求的最大利益就是希望德国牵制苏联,并对日本侵华战争予以 精神和道

义上 的援助。同时,希望借助 反共协定 的招牌,来扩张 防共体系  , 蒙蔽其他各国的警惕,最后实

现在远东驱逐英、美势力的目的。关于这一点,时任日本驻英大使吉田茂曾深有感触地指出: 我之所

以反对缔结,防共协定 − ,是因为我感觉到,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 −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

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要和德国联合起来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日德结盟一事

不久必将发展为政治和军事上的合作,今后的趋势,对我国的前途来说,的确值得忧虑。 ∀

1937年 7月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为了达到独霸中国的目的,日本希望德国从

日、德 防共立场  出发,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予以一定 道义和精神上  的支持和援助。# 但是, 由于当

时德国以牛赖特为首的外交部从中、德经济利益考虑,拒绝了日本的要求。∃

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不断升级,日本对华侵略政策也屡屡陷入困境。于是,从 1937年 11月到

1938年 1月, 日本便利用德国为 调停中介  ,上演了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 和平调停 的闹剧。但

是, 日本这种企图利用德国为 调停中介  对华进行政治诱降的谋略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日本也在有步骤地推行北进苏联的战略。 1938年 7月的 张鼓峰事件  和 1939年 5

月的 诺门坎事件 是日本对苏联发动的两次进攻。. 张鼓峰事件 使日本受到沉重打击, 也使日

本在推行 北进战略  上,重新评估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但是,日本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 北进战

略 。 1939年 5月, 日本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的策划下,再次进攻苏联,引发 诺门坎事件  。在这次

日、苏较量中, 日本投入很大兵力。其中, 仅空中编队就由 119架 /飞机组成, 还有大规模的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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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世纪 20、30年代开始,德国就不断地加大同中国的经济联系。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开始,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

阶段。当时,中国不但是德国主要武器和军火的进口国,同时也是德国重要战略金属的主要供应国。据统计, 一战以后德国

在其现有疆域内,除了煤炭能自给自足以外,其中 85%的石油、80% 的铁矿、70% 的铜矿、90% 的锡、95%的镍、98! 99% 的钨

和锑,以及 20%的粮食来自于国外。这些重要战略物资,尤其是用于弹药制造的稀有金属钨和锑,主要从中国进口。

在国内,对 张鼓峰事件  和 诺门坎事件  存在很大争议。笔者将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如下:张捷在(张鼓

峰事件是日本北进的试探吗 ! ! ! 兼论日本北进战略的畸变 )中认为, 张鼓峰事件  不是日本对苏联的试探进攻,只是日、苏间

的一场有限的边境之争 ( (中山大学学报 )1988年第 4期 ) ;高培在(对张鼓峰和诺门坎事件的再认识 )中认为,在这两次事件

中,首先是由苏联挑起,其目的是为了争夺中、苏边境军事要塞 ( (军事历史 )1994年第 2期 );李凡在(诺门坎事件爆发的原因

及对日苏关系的影响 )中认为, 诺门坎事件  爆发的真正原因是日本扩大侵华战争所需要的一种策略,不是要进攻苏联 ( (历

史教学 )2003年第 10期 ) ;王春良在(论日、苏张鼓峰事件和诺门坎事件 )中认为, 这两起事件是日本为了对外侵略扩张而引

发的具有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性质的日、苏边境战争 ( (聊城大学学报 )2004年第 1期 )。

在 119架飞机中,有侦察机 11架,重型轰炸机 24架,轻型轰炸机 6架,战斗机 78架。



坦克等现代化武器装备。但是, 在这次事件中, 日本受到重大损失。其中, 被苏军击毁战斗机 19

架, 地面作战部队伤亡也很惨重。可以说, 诺门坎事件  中关东军的战败,给日本深刻教训, 在重

新评估苏联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提出了新的外交课题。即,日本必须重新探讨

自明治维新以来所确立的以中国大陆为腹地, 向西伯利亚进行扩张战略的有效性, 积极北进  战

略的适用界限暴露无遗。∀ 此可谓日本 南进 和 北进  战略转换的临界点, 此后直到二战结束,

日本再未有过主动 北进  的行动。

三 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

可以说,中日战争的长期化和北进苏联的失败, 使日本当局面临国内外种种压力。于是, 以日

本陆军为首强烈主张进一步提升对德同盟关系, 来解决日本在远东同苏联、英、美等国的利益冲突。

继第一次近卫内阁后, 平沼骐一郎 ( 1939 1 5! 1939 8 28 )、阿部信行 ( 1939 8 30! 1940 1 14)、

米内光政 ( 1940 1 16! 1940 7 16)三届内阁,都以 强化防共协定  为名, 提升对德同盟关系, 企图

通过强化日、德同盟关系,以此确保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顺利推行。但是,由于日本陆军、海军和外

务三省对德政策不一致,日、德交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平沼、阿部和米内三届内阁下台后, 日本军部又将 八紘一宇  的大任推到近卫文麿身上。

近卫文麿再次临危受命。 1940年 7月 19日, 近卫将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吉田善吾等预定的

外、陆、海三省首脑召到其私人官邸密谈, 这就是有名的 荻窪会谈  。此次会谈, 确立了日本

将要通过侵略战争实现对外扩张计划, 并与德国缔结军事同盟, 在远东确立对苏防范体系, 并

通过了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英、法、荷、葡等殖民地纳入到日本所谓 大东亚新秩序  中的太
平洋地区扩张计划。#

7月 22日,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在 荻窪会谈  的基础上,迅速召开五相会议,并在陆、海、外

三省多次协议的基础上,把 强化轴心军事同盟 作为第二次近卫内阁的重大外交政策。同时,日

本又企图借助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完成对整个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侵略扩张计划,达到在远东及太平

洋地区驱逐英、美诸势力的目的。∃

7月 27日,近卫内阁在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 (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这个政

策性文件的出台,进一步标志着日本把实现日、德军事同盟, 推行 南进战略  作为日本的基本国

策。该(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由 方针 和 要领  两部分组成,在 方针  中明确指出, 日本

将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和变化,迅速调整对外政策,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作为日本今后外交

重点。. 这标志着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政策正式由 北进  向 南进 实行战略转换。

8月 1日,松冈洋右同德国驻日大使奥托进行预备会谈,就日本在远东的 大东亚新秩序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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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西治: (関東軍 日 対決 ),載三宅正樹(大陸侵攻 戦時体制 ! ! ! 昭和史 軍部 政治 # ),東京:第一法規出版株

式会社 1983年版,第 149页。

&日∋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下, (荻窪会談覚書 ),東京:原書房 1978年版,第 435! 436页。

&日∋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 日独伊三国同盟関係調書集 ), (日独伊三国同盟条約締結要録 ),東京:外務省 2005年

版,第 13页。

(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 )在 要领  中共有 4个部分,详细规定和说明了日本今后的外交方向和政策。具体内容如下:第

一、在对华政策上,进一步推行 军事进攻  和 政治诱降  相结合的方针,并尽一切手段打击援蒋介石,达到使中国彻底屈服的

目的;第二、南进政策  的重点在于强化对德、意的军事同盟关系, 并借助三国军事同盟的力量, 压制英、法、美等国在远东的

势力,实现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领导权;第三、为了保证 南进政策  的有利推行,将运用一切武力打击对此进行阻碍的任何行

为;第四、为了使上述政策得以顺利推行,将动员一切国力,在生产和军事上予以保证。



苏关系和日美关系等 3方面问题进行试探。松冈非常露骨地表明了日本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最重

要的目的,就是要求德国承认日本在南太平洋地区的领土要求, 实质是要伙同德国瓜分在上述地区

的领土和物资资源。

8月 6日,日本制定了(军事同盟交涉要纲)和 (军事同盟交涉方针案 )∀两个重要文件。在文

件中明确指出,实现世界 新秩序  是日本和德、意两国共同政治立场, 为了实现彼此战略计划,要

在对英、美、苏的政策上彼此相互协力; 同时在中日战争和欧洲战争中彼此进行相互支持和协助。#

对德国来说,同日本缔结军事同盟,最大目的是企图利用日本在远东牵制苏联,同时借助日本在太

平洋上强大的海军实力,牵制英、法、荷等国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势力,使德国可以以本土

为根据地对上述国家进行有效打击,实现德国称霸欧洲的计划。

于是,里宾特洛甫派斯塔玛为德国特使全权负责对日进行军事同盟交涉事宜。从 9月 9日到

26日,松冈洋右同斯塔玛之间就军事同盟的实质性问题进行 17次会谈, 并于 1940年 9月 27日订

立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日本之所以同德国仅进行两周左右的交涉,就迅速缔结军事同盟,主要

是由于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后,日本已经把对外侵略扩张战略由 北进政策  向 南进政策  转换,

企图利用日、德军事同盟力量在太平洋地区同英、美诸国决战,最终完成日本对太平洋地区的制霸,

这是日本为最终实现 南进战略  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中心目标。可以说, 三国军事同盟的形

成, 是日本为了实现 南进战略 ,向英、美等国发起挑战的宣言书。

为彻底扫除 南进 过程中的障碍, 在松冈洋右和里宾特洛甫的谋划下, 又提出了日、德、意、苏

四国军事同盟  构想, 妄图把苏联拉入三国军事同盟,形成所谓的 四国军事同盟  。不过,这种

四国军事同盟  构想最终没有实现。但是, 为确保 南进战略  的顺利实施, 1941年 4月 13日,松

冈洋右在访问柏林回国途中,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 日本通过与苏联缔结中立条

约的形式,暂时解决了后顾之忧。可以说, (日苏中立条约 )的缔结, 实质是日、德、意、苏 四国军事

同盟  的一种畸变。这是日本为了确保 南进政策  的顺利实施, 而采取的一种必要措施。同时,也

标志着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标的 南进  和 北进  政策进入了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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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同盟交涉方针案 )由(日德意强化提携政治谅解 )、(日本及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相互支持协力谅解事

项 )、(日德意强化提携处理基础要件 )和(交涉方针要领 )等 4个政策性文件构成。在(日德意强化提携政治谅解 )中明确规

定,日、德、意三国为实现世界新秩序共同努力,彼此承诺,对日本在东亚、南洋生存圈及德国在欧洲、阿弗利加的生存势力范

围的一切权利予以保证;日本和德、意两国进行紧密的经济合作;同时,日、德、意三国中一方同苏联、美国发生战争时,缔约国

进行有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援助。在(日本及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相互支持协力谅解事项 )中明确规定,日本

同德、意两国在欧洲战争及中日战争中,进行相互支持和协力;日本对德、意在东亚及南洋的资源获得提供方便;日本强化在

东亚及南洋对英国的压制,并为德、意对英战争提供协助;德国对日本提供必要的机械、技术援助,并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协

助。在(日德意强化提携处理基础要件 )中明确规定,在生存圈上,日本为实现 大东亚新秩序  建设所需要的生存圈范围包括

中国大陆,现以委任形式统治的德国所属岛屿,法属印度支那、太平洋诸岛屿、泰国,英国领地马来西亚、婆罗洲,荷属领地东

印度、缅甸、新西兰等广大地区;日本将对以委任形式统治的德属旧岛屿合并到日本领土中, 使其成为对美战略上的重要据

点;德、意承认日本在荷属东印度和法属印度支那政治、经济上的优越地位,日本保障德国在该地区优先物资供应及德国的既

得利益。在经济上,日本对德、意提供中国农林水产、法属印度支那、荷属印尼的矿产资源及橡胶等物资供应, 德国对日本提

供技术协助、航空机械及化学制品的供给。在对苏、英、美关系上,日、德、意三国从东、西、南三个方向牵制苏联,从波斯湾到

印度对苏联进行封锁;对美国在欧洲、亚洲进行政治、经济封锁,并保障德国在南美移民及经济地位; 排除英国在东亚及南洋

的政治、经济势力,为德、意对英国在欧洲的战争提供有效协助。在(交涉方针要领 )中规定,日本将为德、意对英战争提供全

力支持,根据德、意提案在欧洲战争、中日战争中相互进行有效的协力与支持。

&日∋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文書% 日独伊三国同盟関係調書集 ), (軍事同盟交渉/ 関 ∀ 0 要綱 ),東京:外務省 2005年版,

第 26页。



四 苏德战争与日本 北进  、南进  战略的决择

1941年 6月,德国开始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爆发后, 里宾特洛甫同大岛浩多次

秘密会谈,要求日本履行盟约,站在德国方面从远东进攻苏联。当时日本国内对是否 北上  进攻
苏联存在着意见分歧。 1941年 5月,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制定了 (对南方施策要纲 ), 要求日本进驻

南洋,并将该 要纲  通报了陆军。但是, 陆军内部有一大部分阁僚认为苏德战争爆发, 是日本 北

进 的好时机, 要求在国策上向 北进 战略调整, 致使海军的 (对南方施策要纲)被搁置。
可以说,此时日本对于是否进攻苏联陷入摇摆不定状态。 6月 28日,在大本营第 35次联席会

议上,再次讨论了进攻苏联问题。当时,松冈表示应该北上攻打苏联。但是, 参谋总长、军令部总

长、海相和陆相都表示 北上进攻苏联的时机尚未成熟  。∀

为了进一步解决 北进 和 南进 问题, 7月 2日,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之帝国国策

要纲 ),表明了日本在当前形势下的 国策要纲 是基本以解决中日战争和南进为主。该 要纲  中

明确指出: 帝国政府无论世界情势变化如何, 始终以实现大东亚共荣为目标,并把解决中国战争

和南进作为国策基准 ; 根据形势的演变来解决北方问题, 对于苏德战争, 以三国轴心精神为基

准, 但暂不介入,秘密对苏作好备战,以伺良机。 #基本上确立了日本对苏德战争的立场。

日本陆军对苏德战争的核心思想就是所谓的 熟柿主义 。当时,陆相东条英机指出: 进攻苏

联, 必须等到苏联像熟透的柿子那样再采取行动。 ∃其意见得到近卫首相、平沼骐一郎内相、木户

幸一内大臣和海相及川古志郎的一致同意。于是,从 1941年 7月到 1942年上半年,日本陆军积极

着手进行对苏备战准备,历史上将其称作 关特演  (关东军特种演习 )。据资料证实,当时日本集

结在中、朝边境的关东军已达 11万人, 坦克 1000辆,飞机 1700架, 大炮 5800门。而且,日本在靠

近苏联边界上构筑了 17个堡垒,堡垒线路达 800公里, 还修筑战备工事达 4500多个,在中国东北

修筑的铁路长达 3000公里。另外, 还修筑了 300多个军用仓库,内存炸药多达 1 2万吨。.

从日本对苏备战的整体情况看, 日本的 关特演 同德国进攻苏联的 巴巴罗萨计划  极为相

近, 但 关特演  又同 巴巴罗萨计划 有着本质区别, 那就是 关特演  仅仅是一种进攻计划, 并没

有具体实施。日本也仅采取 关特演 的形式对其所谓的 轴心同盟国  ! ! ! 德国进行支援。但是,

正是由于日本在远东苏联边界所构筑的 准军事行动 ,使苏联命令驻在远东的近 40万苏联红军

坚守阵地,对德国赢得苏德战场初期的胜利起到了一定的战略策应作用。/

以上就是苏德战争爆发后,日本在 北进政策  和 南进政策  上所作出的战略抉择。关于日本

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没有实施北进苏联战略,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日本的战略目标看。 1940年 7月,第二次近卫内阁成立后, 德国已经侵占欧洲许多国

家。这种暂时性的胜利,极大地刺激了日本国内的 亲纳粹派  ,他们将其看成是日本夺取南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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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本参謀本部: (杉山1 2 ! ! ! 大本営% 政府連絡会議筆記 )上, (国策要綱 ! ! ! 対独通告文等/関 ∀ 0 件 ),東京: 原書

房 1967年版,第 246页。

&日∋日本外務省: (日本外交年表竝主要文書 )下, (世界情勢 推移/ 伴3時局処理要綱 ),東京:原書房 1978年版,第 531

页。

&苏联∋45 6 7 8 % − 6 9 - : (考証日 中立条約 ! ! ! 公開 : ; < = > ? 外務省機密文書 ),東京: 岩波書店 1996年版,第

155页。

&日∋東京裁判資料刊行会: (東京裁判辯護側資料 (却下 ) ) (第三卷 ) ,東京:国書刊行会 1995年版,第 669! 676页。

&苏∋45 6 7 8 % − 6 9 - : (考証日 中立条約 ! ! ! 公開 : ; < = > ? 外務省機密文書 ),東京: 岩波書店 1996年版,第

173! 175页。



南亚及太平洋地区的石油、橡胶等战略资源的 天佑良机  。另外,为了解决中日战争胶着化局面,

急于实施 南进战略  ,不惜与英、美开战。基于以上战略目标,日本迅速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

苏德战争爆发后,以松冈洋右为首的一些政府要员认为应该趁苏联无暇东顾之际进攻苏联,夺

取西伯利亚的矿产资源。但是, 1941年 7月 2日, 日本御前会议再次重申了日本当前的国策基准

是实行 南进战略 ,并对苏实行军事备战, 以伺时机成熟时再进攻苏联。这已经充分表明日本在

战略决择最终放弃了进攻苏联的想法。

其次,从日、苏多年边境纷争的现实情况看, 日本关东军对进攻苏联全无胜算。可以说,日本最

初为了实行 北进战略 , 同德国缔结了名为 防共  实为 防苏  的同盟协定。并且, 在日、德 防共

协定  缔结后不到两年内,日本关东军对苏联发动了两次进攻,即 1938年 7月的 张鼓峰事件  和

1939年 5月的 诺门坎事件 。这两次进攻苏联事件, 日本不仅没有取得预期性效果,而且都受到

了很大的损失。

当然,苏德战争爆发后, 苏联为了防止日本在背后下手, 始终没有将驻扎在远东的大批苏联红

军撤回,这也是日本不敢贸然进攻苏联的主要原因之一。

再次,德国进攻苏联没有取得预期成效,这是日本不敢贸然进攻苏联的重要原因。如上所述,

日本对苏联发动进攻的前提条件必须是德国对苏联的进攻取得预期性成果。换言之,在德国要求

日本从远东进攻苏联时,日本就表示必须在德国夺取苏联的重要城市之后,日本才能付诸进攻苏联

的军事行动。到 1942年下半年,德国进攻苏联的进程明显受阻,日本便对德国能否赢得苏德战争

表示怀疑。

最后,日本同德国缔结军事同盟的最大目的是企图利用德国力量实现日本的侵略扩张计划。

日本把对德军事同盟看成是日本实现 北进  和 南进 战略的必要手段,但决不是目的。从功利主

义目的出发而结成的同盟关系,结盟者必定会审时度势,根据自己利益的需求决定是否采取必要的

军事行动。当预判付出大于回报时,就意味着统一行动计划的破产。可以说, 日本是否对德国进行

协同作战,是由日本最终获得利益的多少决定的。

另外, 1941年 4月, (日苏中立条约 )的订立, 也使日本对德国找到了一个在国际法上不能进攻

苏联的合理借口。

综上所述日本为了保障以 独霸中国和太平洋地区扩张计划  为中心的侵略政策的顺利实施,

对外扩张战略经历了 南北并进 、由积极北进到消极北进、由消极北进到积极南进和由伺机北进

到积极南进等几个演进阶段。

日本对外扩张战略的演进又与世界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但最终, 无论是 北进  还是南进,

日本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而 北进 与 南进 战略的实施,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同盟得以结

成的重要原因,日本的失败也由此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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