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7月，日本政府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1]2015年5月，日本

联合执政的自民、公明两党举行围绕新安保法制

的执政党磋商，两党同意通过修改《武力攻击事态

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由此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式通

过法律修订成为政策实践。此后四年多来，美国

经历了从奥巴马到特朗普、从民主党到共和党的

政权轮替，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虽然从法律层面

强化了美日同盟的协作性，但在政策实践中越来

越凸显出美日同盟的潜在分歧。

本文将深入剖析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与美国

同盟升级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而揭示美日同盟在

政策实践中趋于凸显的潜在分歧。

1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对美日同盟的增进效应

作为美国同盟体系中经济实力和科技水平首

屈一指的大国，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对美日同盟

的增进效应一直被美国方面寄予厚望。早在日本

正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前的 2014年 3月，美国时

任负责东亚与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丹尼尔·

拉塞尔（Daniel R. Russel）表示：“日本政府正在研

究（集体自卫权）这一解释……我们欢迎日本在这

一问题上的开放性和其为解决这一问题所作出的

努力。”[2]2014年6月30日，就在安倍晋三政府通过

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前一天，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普萨基（Jen Psaki）重申了美国对日本解禁

集体自卫权的支持：“日本有权用他们认为必要的

方式装备自己，我们鼓励日本以具透明度的方式

来进行。”[3]2015 年 4 月，美国时任国务卿克里

（John Kerry）表示：“尽管美日位于地球的两端，但

对美国而言，没有比日本更好的朋友或盟友了。”[4]

其一，在美国的诸多盟友中，日本的经济实力

首屈一指，2018年GDP总值为 4.97万亿美元，位

居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比排名第四的德

国高出 7000多亿美元。[5]基于雄厚的经济实力，

日本 2019 年的防卫预算突破 5.2 万亿日元，较

2018年增加155亿日元，连续七年创历史新高，其

中驻日美军整编经费预算为 1935 亿日元。 [6]自

2014年以后，日本出资28亿美元支持关岛和北马

里亚纳群岛基地的建设，开始在海外协助美国建

设军事基地。在2006年的美日合作计划中，日本

仅负责有关“司令部办公室、宿舍及与生活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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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建设”。而在 2013 年的美日合作计划

中，“从冲绳转移而来的美军主要设施”建设都将

由日本负担，而美国则只负责“随军家属住宅”等

方面的资金和建设工作。[7]

其二，日本的科技水平较高，能为美国及其盟

国的军工产业提供较好的技术支持。三菱重工、

富士重工、丰田、索尼等知名日企均可同时从事军

用品和民用品的生产与研发。美国兰德公司发表

的研究报告《2020年的全球技术革命》认为，日本

研发和利用新技术的能力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

美国；日本的科技应用能力也和美国、德国等并列

于第一梯队；在以创新能力、经济刺激机制、教育、

信息基础设施为衡量标准的知识经济化排名中，

日本也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 [8]2014 年 12

月，美国决定在日本建立最先进隐形战斗机 F35

的维修基地。[9]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对此表示欢

迎，认为此举“在确保 F35应用支援体制、维持日

本国内防卫产业基础以及加强美日同盟方面都具

有深远意义。”[10]

与此同时，美国亟需缓解众多国际危机带来

的财政与人力资源压力。2011 年利比亚战争前

夕，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的报告指出，仅在利

比亚海岸设立有限禁飞区就将耗资4到8亿美元，

如果设立类似于伊拉克的全面禁飞区，每周费用

即高达 1至 3亿美元。[11]2011年 3月，众议员卡洛

琳·马洛尼（Carolyn Maloney）声称：“我们在阿富

汗坚守长期承诺已经被证明是非常困难且耗资巨

大——如今我们已难以承受每年 1000亿美元的

支持经费，多年的战争之后，过高的经济与军事代

价让我们的军人及其家人都不堪重负。”[12]2013年

3月，众议员芭芭拉·李（Barbara Lee）声称：“伊拉

克战争已经花费了 1.7万亿美元，另有 4900亿美

元用于支付退伍军人福利。包括退伍军人福利在

内，在未来四十年里的长远开支将达到 6万亿美

元。”[13]迫于联邦政府居高不下的巨额财政赤字，

美国国防开支的削减压力将越来越大。 [14]根据

2011年联邦《预算控制法案》，由于未来10年内削

减1.5万亿美元预算的具体方案没有通过，联邦政

府财政自动减支方案于2013年启动，其中一半的

减支涉及国防开支。[15]从 2011财年起，美国整体

国防预算和其中的海外军事行动经费逐年下降，

由 2011财年的 5282亿美元和 1588亿美元分别降

至2015财年的4956亿美元和794亿美元。[16]除财

政压力外，美国在全球军事行动中还面临人员伤

亡的巨大压力。在伊拉克战争中，自 2003年 3月

19日至 2010年 8月 31日，美军共有 4425人阵亡，

31949人负伤。在阿富汗战争中，自 2001年 10月

7日至 2014年 12月 31日，美军共有 2356人阵亡，

20066人受伤。[17]

2012年1月6日，奥巴马政府公布的新军事战

略报告《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

优先任务》指出，美国将减少在欧洲、非洲和拉美

的军事存在；缩小陆军规模；削减永久性的海外大

型军事基地。[18]2014年3月4日，美国国防部发布

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提出在保持陆海空军

核心作战能力的前提下，通过降低成本、暂停部分

舰船的使用、重组陆航和取消“地面战车”研发工

程来节省资源，并继续对陆军进行大幅裁员，将现

役部队从 57万人缩减到 44至 45万人，预备役部

队从20.5万人缩减到19.5万人。[19]

在此背景下，美国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获得盟

国更大力度的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对美日

同盟的增进效应由此凸显。2015年 2月，奥巴马

总统在其任内发布的第二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报告》中称，美国将与日本等实力雄厚的合作伙伴

强化同盟关系，提升与盟友开展集体行动的动员

力，确保有能力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20]曾任

小布什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莉扎·赖斯

（Condoleezza Rice）在布鲁金斯学会就这份报告

发表谈话，认为美国应通过在全球形成多元化的

同盟开展广泛的合作，从而维护美国的核心利益，

应通过加强同盟关系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

秩序”。[21]

对美日同盟而言，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带来

的增进效应在于，美日同盟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

发挥更大的实质性影响。2015年 2月，在被问到

美国会否要求日本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联合行

动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道：“这将是即将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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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的副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行

程中的重要议题。”[22]就在同月，安倍在新年施政

演说中强调美日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表达了

对自卫队执行海外任务的肯定，宣称要进一步推

动在安保政策方面的立法。[23]在美日同盟的升级

进程中，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是不可或缺的重要

一环。

2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美日同盟的升级路径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美日同盟突破了

原有的法律限制，在法律层面由区域性同盟升级

为全球性同盟，适用的地域范围由日本本土及其

周边扩展至全球各地。日本的海外军事活动空间

得到拓展，对美国的军事支持能力相应有大幅提

升。与此同时，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相对上

升，美日同盟的不对等性有所淡化。

首先，已有的法律框架对美日安保条约适用

的地域范围限制被突破，美日同盟在法律层面由

区域性同盟升级为全球性同盟。2014年 4月，奥

巴马访日时声称：“两国关系并不局限于军事同

盟……应该在全球范围内的地区热点问题上加强

合作，共同创造一系列规范国际秩序的准则。”[24]

然而，在既有的法律框架内，美日同盟适用的地域

范围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1960年《美日安保条

约》明确规定美日两国相互担负的军事义务仅限

于“日本管理的领土”。[25]换言之，美日同盟的适

用范围仅限于日本有效管辖的领土。

为配合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安倍政府大力推

动相关安保法规的修订。2015年 3月，执政联盟

自民、公明两党就《自卫队法》、《周边事态法》等安

保法规的修订达成一致，“自卫队的活动和集体自

卫权的行使权限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充。”[26]《自卫

队法》加入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新三要件”，

为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提供法律依据。修订后

的《周边事态法》规定：“在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有

重大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对除美军以外的他国军

队进行后方支援”，在此基础上，新制定的《永久派

兵法》允许自卫队“为了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

对他国军队提供支持”。[27]安倍政府表示，安保法

规修订的目的之一就是使“自卫队的活动在国际

法上具有正当性”。[28]

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已经历幅度相对有限

的升级。1997年9月，日美修订《防卫合作指针》，

将双方军事合作范围扩大到与朝鲜半岛和台海局

势相关的“周边事态”。[29]自此，美日同盟的主要任

务由“专守防卫日本”转变为“应对周边事态”，自

卫队不仅可以在“日本领土内”对美军给予后方支

持，而且这种支持行动也可以在“与战斗地区毗邻

的日本周围的公海及其空中进行”。[30]不过，美日

同盟适用的地域范围仍受到较大限制。1999年，时

任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国会答辩中确认了对美日

同盟适用的地域范围限制：“周边事态的范围有

限，例如中东、印度洋等地就不在设想范围内。”[31]

相比之下，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后，美日同

盟升级幅度之大堪称前所未有。围绕美日同盟的

升级，早在2003年小泉纯一郎担任首相期间即已

表态：“为了日本的安全和维系美日同盟关系，仅

仅作好日本一国的防卫是远远不够的。”[32]2014年

10月出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修改中期报告明确

提出：“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将考虑扩大自卫队活动

范围”，日美将以“全球的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开展

合作，以便自卫队在“平时”“灰色地带”“战时”三

种情况下都能对美军开展“没有缝隙的”合作与支

援，包括对美军的后方支援、海洋安全、警戒监视

与侦察以及维护太空安全与网络安全。[33]2015年

4月，新一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中阐明了“美日

同盟的全球性本质”，强调两国在全球军事行动中

应采取“无缝隙的、强有力的、灵活有效的双边应

对措施”。 [34]美国时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

（Ashton Carter）直言：“新指针不再受到地域的限

制。”[35]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美日同盟适用

的地域范围大幅扩大，不仅远远超出日本“管理的

领土”，而且也不再局限于“周边事态”，从而允许

自卫队“在地球的另一面”开展活动。[36]

其次，日本的海外军事活动空间得到拓展，对

美军事支持能力也相应有较大提升。日本解禁集

体自卫权以来，致力于清除海外军事活动的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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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区”。2014年4月，安倍政府正式通过了“防卫

装备转移三原则”，维持近半个世纪的武器出口禁

令被解除。[37]2014年7月，三菱重工获准向美国出

口导弹零部件，这是日本首次依据“防卫装备转移

三原则”准许出口武器。[38]2014年12月，日本根据

对美“应用支援体制”，和澳大利亚一起参与了美

国 F35战斗机的维修基地建设，并负责北太平洋

的F35维修工作，自卫队将与美澳两军共享F35的

情报。[39]2015年2月，负责政治事务的美国时任副

国务卿温迪·舍曼（Wendy R. Sherman）表示：“近

年来，日本扩展了它的海外角色，包括在伊拉克和

阿富汗为联军提供后勤支援。日本也非常关心伊

朗核问题谈判，因为日本有能力为任何有关和平

利用核能的讨论作出贡献。”[40]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自卫队海外军事

活动力度大幅提升。2015年 7月，日本首次作为

正式成员参加美澳联合军演。 [41]此外，2015年 1

月，日本开始扩大位于东非吉布提共和国的自卫

队据点。《朝日新闻》对此指出，由于安倍政府的安

保体制改革，自卫队的海外任务必然增多，吉布提

的自卫队据点就是事实上的“海外基地”。[42]2015

年2月，日本政府通过新的“政府开发援助大纲”，

首次允许对外国军队在救灾等领域提供“非军事

目的”援助。尽管新大纲设定了“非军事目的”界

限，但外国军队“会否将其用于军事目的始终是一

个疑问”。[43]2015年 4月的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

针》表示：“美日两国将会依据国际国内相关法律

并在尊重主权的前提下采取涉及军事内容的行

动，以应对针对美国或第三国的武装袭击。”[44]

最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相对上升，美

日同盟的不对等性有所淡化。2014年 8月，布鲁

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乔纳森·波拉克

（Jonathan D. Pollack）认为：“当前的日美同盟关系

存在不对称性，美国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防卫义务，

但日本对美国的战略贡献却是不清晰的。这种不

对称的关系是几十年前的情况决定的，目前已经

不适用了。”[45]2015年1月1日，安倍在新年感言中

表示：“日本曾是世界一流国家，当时的日本人能

做到，现在的日本人也一定能做到。……要与广

大国民齐心协力，使日本重新成为闪耀在世界舞

台中心的国家。”[46]

作为美日高层最重要的定期沟通机制，外交

与防务磋商“2+2”会议关注焦点的发展变化也表

明，日本在美日同盟中的地位相对上升。自 2013

年以后，美日“2+2”会议开始聚焦于日本的“积极

和平主义”战略，支持日本突破战后体制限制，从

而在美日同盟中发挥更大作用。两国在共同声明

中明确表示：“美日两国致力于成为全方位的合作

伙伴，结成更加平衡而有效的联盟，从而合力应对

21世纪的区域性和全球性挑战。”[47]2014年的“2+

2”会议进一步强调：“在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和

日本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积极和平主义’指导

下，共同为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打造可靠的同

盟……在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础上，美日同盟将

成为全球合作的平台”。[48]2015年的“2+2”会议出

台了新版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美国时任国务卿

克里对此表示，这标志着“日本不仅能承担其自身

领土的防卫，还能在美国和其他盟友需要的时候

为他们提供防卫。”[49]

除“2+2”会议外，美日两国在外交和防务领域

的其他动作也显示，美日同盟的不对等性有所淡

化。2013年 10月，美日防务磋商会议发表声明：

“自卫队将和美军共同使用关岛及马里亚纳群岛

的训练基地。”[50]这是自卫队首次与美军在日本以

外地区共同使用军事基地，实现了美日双向使用

基地。2015年4月的《防卫合作指针》则重点强调

了美日在全球行动中的战略协调与合作，将“利用

一切可能的渠道加强信息分享和保证无缝隙的、

包括所有相关部门在内的全面而又高效的政府间

联盟合作”。[51]美军和自卫队建立人员交换机制，

双向资源流动也成为固定机制。[52]美国时任国务

卿克里表示：“日本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更加重要的

角色。”[53]与此同时，安倍访美期间两国领导人重

点讨论了“日本在美日同盟中不断扩展的角色”。[54]

2015年4月29日，安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对美

日同盟有如下诠释：“这一同盟使自由世界最大和

第二大的民主国家密切合作，没有必要为其设计

任何新概念。”[55]尽管安倍声称没有“设计任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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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但日本以“自由世界第二大民主国家”自

居，希望与美国“共同发挥领导作用”，却是美日同

盟前所未有的新动向。

3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来美日同盟的潜在分歧

过去四年多来，尽管日本通过解禁集体自卫

权推动美日同盟升级，但美日两国之间围绕盟国

权利与义务的潜在分歧也随之凸显。特别值得一

提的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后，在经济和安全

领域强势推进“美国优先”战略，对日本在美日同

盟中承担更多财政和军事义务的要求更为强烈。

对美国而言，通过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同盟

可以在不限于日本周边的全球各地给予美国更大

力度的实质性军事支持。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认

为：“如果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推行顺利的话，就

保护关岛或夏威夷基地这样的美国领土或财产，

日美应该认真磋商日本如何担当更为积极的角

色。”[56]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指出，“在亚洲以外，日

本的政治和财政支持有利于解决各种全球地缘政

治问题。”[57]相比之下，对日本安倍政府而言，虽然

也希望通过集体自卫权解禁强化美日同盟，但是

更注重依靠美日同盟在与周边国家的争端中占据

优势，同时获取美国对日本迈向“正常国家”更大

力度的支持。

尽管美国方面期望超越以往的“周边事态”限

制，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日本更大力度的实质性军

事支持，日方的解释却并未将解禁集体自卫权和

广泛参与美国的全球军事行动直接划上等号。早

在2014年7月，对于“是否不会拒绝美国要求参加

的战争”的问题，安倍政府在解禁集体自卫权的相

关说明中就有如下表态：“不可能使用武力参加伊

拉克战争、海湾战争这样的行动，除非国家生存受

到威胁，国民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受到

明显危害。”[58]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在“加强与

美国的战略配合，并不意味着自卫队会直接介入

海外军事行动”。[59]不仅如此，日本民间也对自卫

队参与海外军事行动存在较大疑虑。2015年3月

22日，在执政联盟就解禁集体自卫权后的法规修

订达成一致后，东京爆发了约一万四千人参加的

“安倍政权，No！”大规模示威，反对安倍政府解禁

集体自卫权。[60]示威者指出：“安倍的野心是使日

本成为连反对战争的自由都没有的国家”，号召所

有“不想去战场和不想在战场上失去亲人和朋友

的人”都行动起来。[61]有鉴于此，即使安倍政府成

功实现集体自卫权解禁，也很难在全球范围内予

以美国更大力度的实质性军事支持。不仅如此，

美日潜在分歧也存在于日本周边。安倍政府期望

通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强化美日同盟，主要用意并

不在于日本周边以外的全球各地，而在于与周边

国家的争端中获得美国更大力度的支持。然而，

美国尽管对中国的崛起抱有疑虑，却并不希望因

日本与周边国家之间的争端将美国直接卷入可能

的地区军事冲突。

鉴于“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62]美国

的支持在日本被视为迈向“正常国家”不可或缺的

外部条件。安倍政府希望利用美国对日本解禁集

体自卫权的期待，获得美国对日本获得“正常国家”

地位更多的支持，但美国方面很难全盘接受安倍政

府在历史问题上的系列言行。早在2005年日本、

德国、印度、巴西四国联盟“入常”失败后，即已有日

本学者指出：原因之一就是“布什政权的反对……

美国在过去30年里一直在言语上支持日本进入联

合国安理会，但又总是以效率低下为由反对安理会

扩大……反对声音最强烈的就是中美两国……美

国国会不可能同意四国提案”。[63]2014年 11月，安

倍政府指责美国麦格劳·希尔出版公司发行的历史

教科书涉及慰安妇相关内容，要求其进行修改。美

国国务院对此表示“支持学术自由”，并强调“我们

不断向安倍晋三首相统领的日本政府强调正视历

史问题的重要性，促进历史问题早日得到治愈与调

解。”[64]2015年4月，安倍表示：“村山在战后50年的

讲话中提到了‘殖民地的统治和侵略’、‘从内心深

处感到歉意’这样的词语……若是（与村山谈话）一

样的话，就无需再发表谈话了”。[65]美国国务院对

此表示：“我们还是强调通过促进情感愈合和各方

和解的方式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在

这一问题上的立场是很清楚的。”[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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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在美日同盟发展看似一帆风顺的 2014 年 4

月，美国经济战略研究所总裁普利斯托维茨

（Clyde Prestowitz）在奥巴马总统访日前就表示：

“奥巴马应当问问这些亚洲国家准备为美国做什

么，而不是回答美国对他们的承诺有多坚定。”[67]

这段话充分表明了美国对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以

及之后美日同盟发展的期望，即日本在美国的亚

太乃至全球战略布局中应当投入更多的资源、承

担更多的义务。不过，对于日本在投入资源与承

担义务上的不足，当时的奥巴马政府尚有耐心。

相比之下，最近两年多来，贴着“美国优先”标签的

特朗普政府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对美日同盟的不

满，认为美日同盟中的权利与义务分配“不公

平”。在特朗普看来，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不仅没

有改变反而加剧了美日同盟的“不公平”，美国与

日本这样的盟友在安全领域最大的问题是：“美国

保卫了别国的边界而拒绝保卫自己的边界。”[68]

当初安倍政府在奥巴马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解

禁集体自卫权，从法律层面实现了对美日同盟的

升级改造。倘若日本尚未解禁集体自卫权，或许

安倍政府还可据此应付特朗普的指责。然而，在

特朗普政府强势推进“美国优先”的今天，日本解

禁集体自卫权进一步凸显了美日同盟的内在矛盾

与分歧。归根结底，围绕同盟之中权利与义务究

竟应如何划定，美国对解禁集体自卫权之后的日

本寄予了承担更多盟国义务的期望，而特朗普政

府的“美国优先”进一步强化了此种期望。对美国

而言，期望越大，失望越大。

[本文系2018年度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

局研究”（编号18ZDL16）阶段性成果。项目主持人：文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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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since Japan Eased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Abstract: Since Japan eased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in 2015,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been escalat-

ed into a global alliance from a regional alliance at the legal level, and the applicable geographical scope has expanded from Ja-

pan and its periphery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Japan's space for overseas military activities has expanded, and its military sup-

port for the United States has increased substantially. At the same time, Japan's position in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risen rela-

tively, and the inequality of the US-Japan alliance has faded. However, although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willing to move be-

yond the previous legal restrictions and enjoy substantial military support from Japan all over the globe, Japan never equates its

abolishment of restrictions on the right of collective self-defense to its involvement in US global military operations. As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has been pursuing "America First", the potential disput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in the US-Japan alli-

ance may be much more prom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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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术 用 语 对 照

语 言 学 领 域
日 文

舌面

狭

狭母音

線状音韻論

前舌

相補分布

阻害音

促音

促音便/化

側（面）音

側面接近音

側面摩擦音

素性

そり舌音

帯気音

対照分布

高

卓立

たたき音

中 文
舌面

闭

高元音

线性音系学

舌面前

互补分布

阻（塞）音

促音

促音化

边音

边近音、边通音

边擦音

特征

卷舌音

送气音

对比分布

高

突显

（轻）拍音、触音

英 文
dorsum
close
high vowel
linear phonology
front/anterodorsum
complementary distribution
obstruent
mora obstruent/geminate consonant
mora obstruent onbin
lateral
lateral approximant
lateral fricative
feature
retroflex
aspirated
contrastive distribution
close
prominence
tap

（待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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