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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评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宋志勇

! ! 近代日本 ( 1868 1945)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太地区, 曾经以持续不断的侵略战争, 来实现其

由 ∀大陆政策#而 ∀大东亚共荣圈 #的对外政策目标, 留给该地区的国家和人民许多惨痛的历史记

忆。因此,战后 60多年以来,关于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不但在日本, 在我国学界亦是由来已

久、成果频出。仅在最近几年,就有沈予的 日本大陆政策史 ( 1868 1945)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版 )、米庆余的 近代日本的东亚战略和政策  (人民出版社 2007年版 )等大著问世。此外,

作为近代日本外交史和中日关系史之主要内容的日本对华政策的研究,更是成果斐然。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不指出:相对于日本学者大多偏重于微观实证的研究成果而言, 我国学

者的研究总体上还是宏观整体性的成果居多;由于近代日本留给亚太地区几乎完全是负面的历史

遗产,我国学界关于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立足于 ∀武器的批判 #;这些成果大多集
中于日本侵华的部分,而对于日本整体对外政策即亚太政策的研究不够, 已有成果基本上还是片段

的、个别的研究,如 ∀大陆政策 #、∀南进政策#、∀大东亚共荣圈#等等。因此,笔者认为:如何立足于

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宏观视野,对于作为其亚太政策集中体现的 ∀十五年战争 #期间 ( 1931 1945)

日本从 ∀大陆政策#到 ∀大东亚共荣圈#的演变过程,继续进行微观精细而实证的研究,在我国史学

界仍然显得尤为必要和急需。惟其如此, 臧运祜的新著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北京大学出

版社 2009年 ),就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学界在上述方面研究的不足,故值得重视和推介。

一

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 原为作者 10年以前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博士后研究报告之主

体部分。作者在我国已故的著名亚太区域史专家何芳川教授的指导下, 又利用近年多次赴日访问

的机会,历时 8年进行了不断的修改。可谓是一部 ∀十年磨一剑#的精心之作。该书分为上、下两

篇: 上篇由两章构成,主要简述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基本形成与初步实施的历史过程;下篇则由三

章组成,重点论述日本在 ∀十五年战争#期间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过程。从全书的内容结构和布局

分量上看,著者实际上是立足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宏观视野, 而着重对于 ∀十五年战争 #期间日
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进行精细的历史过程的纵向研究。

与一般著作的 ∀前言 #有较大不同的是, 作者在本书的 ∀前言 #部分,不惜以大量的笔墨,不厌其

烦地详细介绍、评析了关于本课题的中、日两国学术研究的 ∀前史 #, 从而为本书的立论与研究,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确定了适当的定位。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不是简单的照搬或批评,而是实事求

是地进行细致的分析,取其所长,补其不足。对涉及到的所有重大问题, 在对国内外的相关先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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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行详细评介的同时, 都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于 ∀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等研究

成果的整理、分析, 细致而到位,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客观的学术研究 ∀前史 #,表现出了一个历
史研究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研究功底。

其实对于所有的学者而言,如何站在 ∀巨人的肩膀#上定位自己的研究, 也就是在为自己的成

果如何创新而寻找突破口。对于历史学而言, 这样的 ∀前史 #性的基础工作, 尤其必要和必需。否

则, 不但自己的成果将事倍而功半,而且极有可能陷入炒干饭式的重复论述。遗憾的是,长期以来,

我国学界的日本近代史、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研究,类似这样的忽视前人、近人乃至日本人

相关研究成果的 ∀成果#,还是屡见不鲜的。因此,尽管作者的 ∀前史#总结系个人之见, 被总结的他

人也将不无商榷之处,但对于历史学的创新研究而言,本书的方法也是值得提倡的。

作者还在 ∀前言 #中对于相关学术概念进行了辨析, 并着重对于历史上的 ∀大陆政策 #和 ∀大东
亚共荣圈 #概念,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作者认同国内外学界关于上述两个概念是 ∀历史用语 #而

非 ∀学术用语#的观点,进而指出: ∀在战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来看, 如果仍然还

以%大陆政策 &与%大东亚共荣圈 &这样的 %历史用语 &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策, 在学术上则存

在着明显的不足。#为此,作者通过自己的细致分析, 认为用 ∀亚太政策#来概括近代日本的对外政

策比较合理。

该书作者的这种概念辨析,并非无的放矢。众所周知,日本这个 ∀小国 #, 在近代历史上, 不但

有着 ∀大日本帝国#的梦想,而且有其明确的战略与政策。对于这样的战略和政策目标, 如果仅用

战前惯用的 ∀大陆政策#或 ∀南进政策 #, 以及战后学界常有的 ∀东亚#来概括, 显然不足; 但如果要

沿用战争期间的 ∀大东亚共荣圈#, 则难以为学界和世人所接受。因此, 作者考虑到战后 1970年代

以来日本政、经、学界盛行的 ∀亚太 # ( ∀ ∃太平洋 # )概念, 以及 1980年代以来日本史学界关

于十五年亚太战争史 ( ∀ ∃太平洋 #或 ∀ 太平洋 #战争 )的术语, 而采用了较为规范的

∀亚太政策 #这个概念术语。对此, 学界或许言人人殊,但笔者认为还是恰当的。这就如同 ∀历史 #

和 ∀历史学 #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 历史学者应该有自己独到的对于 ∀历史 #的见解。

二

本书上篇第一章, 简要论述了明治时代 ( 1868 1912)日本亚太政策基本形成的背景及其过

程。为了说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历史连续性, 本章把 ∀历史 #上溯到了古代,阐述了古代日本的

对外思想与行动,以及幕末时期的对外思想。但是,重点在于论述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对东亚的外交

政策及其侵略行动,包括对台湾、琉球、朝鲜的侵略等内容,并用较多的篇幅论述了日本亚太政策的

基本形成的标志性事件 ∀甲午战争 #和 ∀日俄战争 #以及该期间作为日本亚太政策之核心的大
陆政策。明治时代的 45年,是日本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时期,当然也是日本对外政策上的奠

基、开局时代。鉴于学界有关研究成果甚多,本书紧紧围绕亚太政策这个核心论题来展开, 勾勒出

了明治时代在近代日本对外政策上 ∀承先 #、∀启后 #的历史特色。而对于前近代的日本式华夷秩

序、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及其标志等在中日学界迄今尚有争论性的重大历史问题, 作者也不避

锋芒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章简述了大正到昭和初年 ( 1912 1930)日本亚太政策的初步实施过程。相对于此前的

∀明治时代 #和此后的 ∀昭和战前期 #, 中、日学界对 1910 1920年代日本对外政策的研究, 素来较

为冷寂和薄弱。本章则为我们描述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初步实施亚太政策的历史过程。

不同于迄今已有研究成果的是: 1 作者认为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北上、南下,分别从 ∀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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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 #和 ∀南进政策 #两个方面,初步实施了亚太政策,并因此成为亚太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员。 2

作者指出日本在一战之后,虽然被迫就范于 ∀华盛顿体系#, 基本上维持了 ∀协调外交 #政策,但其亚

太政策的锋芒仍然时有暴露, 那就是 1921、1927年召开的两次 ∀东方会议#以及 1929年设立的 ∀拓

务省 #,这是其发动九一八事变的近因。相较于我国学者更多地强调 ∀远因 #上的 ∀明治遗策#以及

所谓 ∀田中奏折 #的问题, 作者在上述方面的研究见解, 应是发前人之所未发,具有较大的创新价值

和借鉴意义。

三

本书的重头戏在下篇。作者分为三章, 分别详细论述了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

实施,系统论证了日本挑战华盛顿秩序、发动九一八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实现 ∀大陆政策 #,发

动 ∀大东亚战争 #、推行 ∀大东亚共荣圈#政策,以至最终崩溃的历史过程。

1931 1945年的 ∀昭和战前期#即十五年亚太战争史的观点, 经过战后 50多年来的争论, 目前

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见解。明显地受其影响, 我国学界自 198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讨论, 目前

也基本确立了 ∀十四年抗日战争史 #的见解。作者虽然明确地提出不赞同后者的见解 ∋ ,但也接受

了日本学界的上述主流看法。本书还从日本亚太政策演变的宏观角度考虑, 对于 ∀十五年亚太战

争史 #提出了新的阶段划分, 即将 1931 1935年为第一阶段, 1936 1940年为第二阶段, 1941

1945年为第三阶段。在这其中的第一、二两阶段,我国学界一般是将 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其阶

段转换的标志。但是,作者除了考虑 ∀华北事变#的因素外, 还考虑到了日本 ∀以台湾与中国华南为

基地酝酿继续实施南进的开始#这个重要的因素,并且特别强调了 1936年日本法西斯主义化之下

广田弘毅内阁 8月制定的一系列国策的重要象征意义,从而将 1935 1936年作为阶段转换的标

志, 这是以往学界不甚重视之处。

作者在下篇三章的有关研究, 对于迄今的日本 ∀十五年战争史 #或中国 ∀十四年抗战史 #, 尚有

如下的参考价值:

(一 )结构合理、系统性强。本书着眼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演变的动态过程之分析与论述,将

其归纳为基本形成、初步实施、全面实施三个时期,比较清晰地展现出了全过程。这其中既有对其

政策形成的理论探讨,也有全面的过程叙述。特别是其核心部分,对于十五年战争时期日本亚太政

策的论述,全面、系统、深入。作者从对华政策到对苏美政策,从大陆政策到南进政策,从 ∀东亚新

秩序 #到 ∀大东亚共荣圈 #,把日本上述错综复杂的亚太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表现出了该书的

研究深度,有利于深化我们对于 ∀十五年战争史#的认识。

(二 )注重利用第一手史料,使本书成为目前国内该领域研究中原始档案资料使用最为丰富的

著述。本书下篇除了使用日本外务省档案、陆海军档案 (缩微胶卷 )等资料外,还利用了作者多次

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部图书馆等处搜集到的 ∀外务省记录 #、∀陆海军

文书 #以及新近出版的 日本外交文书  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从而使本书的立论、观点,建立在了

牢固的史实基础上。特别是在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重大国家决策的形成上,都有可靠的史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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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源于这些依据的分析,使其研究得以深入。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华北政策的形成上,使用了

大量的日本外交档案,论证了日本政府和军部是如何协调完成对华北政策的,使得该过程清晰可

见, 分析有理有据。再如对 1933年 塘沽协定 后中日华北善后问题的北平交涉,系统挖掘利用了

日本外务省档案 等第一手资料, 查实了该交涉的详细过程,进而得出的结论认为: 北平会谈 ∀不

但扩大了日本在 塘沽协定 中已得和未得的在华北的特权,而且又以继续进行通商、交通、通信等

方面的善后谈判,开启了实际承认伪满的大门。北平会谈形成的记录,虽未履行签字、换文等手续,

但事实上是 塘沽协定 后又一个丧权辱国的 %协定 &。#评价客观、中肯。

(三 )研究方法上以历史研究法为主, 同时兼取国际关系学等领域的研究方法, 使本书缜密的

实证研究与广域的宏观研究有机结合, 既能反映整个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全貌,又能理清不同阶段

日本外交决策的特征。本书重点围绕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决策内

容等方面,来考察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过程。在我国学界以往的有关研究中, 存在一种比较普

遍的现象,即为了说明日本的对外政策,往往将某一位日本政府的对决策实际并无太大影响的低级

官员或军部低级军官甚至一些知识分子的意见, 作为日本政府的决策来看待, 把日本政府复杂的决

策机制和过程简单化,因而难有说服力。而该书既有对日本重大决策过程进行的宏观考察,又注意

对问题的具体分析,将真正影响国家决策的政府意见、军部意见、舆论压力进行梳理,分析他们在国

家决策中所具有的作用,以及形成最终国家意志的过程,使读者看到了真实的、复杂而有序的战争

期间日本国家政策决定的体制及其过程。这种研究方法,对于我们深化日本的对外政策和战争责

任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应该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四 )本书作为我国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专著, 对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

历史特征的概括,代表了我国学界对该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作者通过全书的纵向性的动态论

述, 特别是十五年战争期间的深入研究, 在 ∀结论 #部分对于近代日本亚太政策进行了横向性的静

态考察,并总结出如下历史特征: 1 从政策内容的构成上看,是以侵华的大陆政策为主。2 从政策

内容的实质上看, 是以殖民主义为主。 3 从政策实施的程序上看, 是以 ∀渐进 #为主。 4 从政策实

施的手段上看,是以不断的武力征伐和侵略战争为主。 5 从政策追求的目标上看, 主要是在与欧

美列强的合作与竞争中,建立亚太地区的国际 ∀新 #秩序。这一概括, 既全面而又有深度,很有说服

力地揭露了近代以来日本亚太政策的本质及其作为必须否定的近代日本历史遗产的负面效应。除

了上述学术意义之外,本书的研究结论对于在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等根本性 ∀历史问题 #上并未认
真反省的当代日本,也将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四

诚然,笔者也要指出本书仍然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

就全书的研究角度和力量的平衡问题而言,虽然作者力求跳出 ∀日本对华侵略史 #的圈子,从

更广阔的 ∀亚太 #视角展开研究,但从内容的构成上看,近代日本 ∀对华政策 #的比重还是过于庞大,

而 ∀亚太#的成分则明显不足; 对日本的对苏关系、对英关系述及过简,日美关系的论述也缺乏应有

的连贯性;对作为近代日本亚太政策之重要一翼的 ∀南进政策 #, 作者只是论述了该政策的演变过
程, 而对日本在东南亚乃至南亚地区的实施过程及其应有的历史事实, 则基本上缺乏论述; 关于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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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中国台湾、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政策,也没有涉及。而在上述方面, 日本学界已经具有相当的

研究成果,我国学界也有一些成果可以作为参考。笔者可以谅解作者作为 ∀中国史 #学者的苦衷和
在 ∀世界史 #研究中的难度, 但如果作为一部名实相符的专著, 却又不能不指出本书的这种缺憾。

当然,如果作者采取不少日本学者所惯用的在一个大题目之下加注 ∀以((为中心 #的书名标题,

也许就会万事大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任何一部大作,都并非是面面俱到而无懈可击的了。

在对史料的使用上,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推敲的余地。由于本书的重点在于以第一手资料论述

十五年战争期间日本亚太政策的全面实施, 比较而言,作者在对明治、大正时代亚太政策的研究上,

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运用就明显薄弱。在这方面,不但有大量出版的 日本外交文书 的资料可以

运用,而且相当多的重要军政人物都留下了很有价值的资料,作者完全可以选取其中最重要的史料

加以集中运用。而在 ∀十五年战争史#研究方面, 作者对于个别史实的叙述, 不厌其烦, 并因其史料

使用过细而在理论上的概括明显不足, 使读者如坠雾里。

在近代的亚太地区, 除日本之外, 欧美列强中的美、英、苏等国,也都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

这些国家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例如最重要的美国对于亚太地区的政策 ∋ ,完全可以与同期的日本

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作者将近代日本的亚太政策同这些亚太大国进行横向比较的话,相信本书

的结论部分将会更加富有说服力。

还是那句 ∀瑕不掩瑜 #的老话。该书的出版, 不仅为我国日本近代史及亚太区域史的研究做出

了积极贡献,也为近代中日关系史、日本侵华史的研究开拓了视野,并对我们观察当今日本的亚太

政策有所裨益,值得国内学界同仁加以关注。

(作者宋志勇,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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