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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亚双重身份”策略是日本对 外关系总体战略中的 一项重要内容 ,也是日本外交 的一个显著特
点。从 19世纪末至今 ,日本的对外关系策略经历了几次大的转折 ,从“脱亚入欧”到“脱欧入亚”直至目前的“欧
亚并重” ,这些看似矛盾的变化更迭实际上从未超出其 “欧亚双重身份”策略的总体框架 ,也从未脱离为其对外
关系总体战略目标服务这一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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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853年 美国 佩里 将军的 舰队 敲开日 本紧 锁的

步 至同等化域 ” [ 1]。 在这 一时期 ,日本人认 识到日 本文明

国门之后 ,日本开始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外交。 在其后百余

同西方 文明存在着巨大 的差距 ,“学习 和借鉴西 方文明是

年 的日本 对外关 系发展 过程 中 ,“欧 亚双重 身份”策 略一

日 本强国 富民的 唯一道 路”成为绝 大部 分日 本国民 的共

直是 贯穿其 中的 重要内 容 ,有着超 忽寻 常的 延续性 和连

识。 从此 ,学习西方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成为日本社会一股

贯性 ,几乎为明治维 新后的历 届日本政府 所延用 ,形成了

不可阻 挡的潮流。 这种举 国上下对西 方文明的 强烈认同

日本外 交的一个显著特 征。 本文试图 从该策略的 具体演

构成了日本“脱亚入欧”策略产生的社会基础。

进过程和其产生的背景两方面加以分析 和探讨。
日 本 “欧 亚双重 身份”策 略的历 史演 进过程 ,大 致可
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次“脱亚入欧”阶段 ( 1874年— 1933
年)

2.“脱亚入欧”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
日 本 近代史 上鼓 吹“脱亚入 欧”者不 乏其人 ,其 中集
大成者当属著名思想家福泽谕吉。 明治维新后 ,在日本向
何处 去的问 题上 ,福泽 谕吉 以其对 国内 外形 势的敏 锐观
察 ,鉴于 近邻中 国沦 为半 殖民地 的命 运 ,毅 然提 出“脱亚
入 欧”。 福泽谕吉 把“物 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 化论原理

1.第一次“脱亚入欧”的社会背景。

引入国 际关系理论 ,认为当今世 界是一个 弱肉强食的 “禽

在 日 本被迫 打开 国门后 的最 初几 年 ,“攘夷”成 为主

兽世 界”。 一个国家 要想在这 样的世界上 谋得生存 发展 ,

要的社会潮流。 但时隔不久 ,日本人在与西方文明的现实

就必须实现文明、富国强兵。 他的“实力政策理论”认为文

接触 中逐渐 认识 和了解 了西 方文明 ,特 别是 深刻体 会到

明程度 是国家间相互 竞争时决定 胜负的唯一 根据。 亚洲

科学技术和现代机器的巨大现实威力。 在这种情况下 ,对

国家 之所以 成为 欧美列 强的 殖民地 ,根 本原 因就是 东方

西方 文明的完全排斥已 不可能 ,于是“部分排斥 论”出 现 ,

文 明落后于西方文明。 福 泽在其《文明论 概略》一书中指

即接受西方的物质 文明而排斥其精神 和思想。 随着 1871

出: “如果 想使本国文明 进步 ,就必须以欧 洲文明为 目标 ,

年岩 仓使团 的欧 美之行 ,日 本人对 西方 文明 的认识 终于

确定 它为一 切议 论的标 准 ,而以这 个标 准来 衡量事 物的

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变。 岩 仓使团的成 员感受到了 自由资

利害得失。” 1885年 ,福泽谕吉 发表《脱亚 论》一文 ,这是日

本主义发 展颠峰时期资本 主义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 明的空

本 近代“脱亚 入欧”意 识的集中 体现。 他指出: 日本“所奉

前繁荣。 回国后 ,岩 仓使团 起草了 《任 务书》 ,指出 : “欧美

行之主义 ,唯在脱亚二字。 我日本之国虽居于亚细亚之东

各 国之 政 治、制 度、风 俗、教育、 营生、守 产 ,无 不 绝超 东

部 ,然其国民精神却 已脱离亚 细亚之固陋 ,而转 向西洋文

洋。”因此应 当“将此 开明之风 移入我国 ,以使我国 迅速进

明”。 “我国不可犹疑 ,与其坐等邻邦之进步而与之共同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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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 东亚 ,不 如 脱离 其行 伍 ,而 与西 洋 之各 文明 国 家共 进

战火 ,犯下了累 累罪行。 通过 对中朝两国 的侵略 ,日本获

退。”“对待支那、朝鲜的 办法 ,不必顾其邻 邦而稍有顾 虑 ,

得了战争带来的暴利。

只能按西洋人对待此类国家之办法对待 之” [ 2]。

需 要 指出的 一点 是 ,近代日 本的 首次“脱亚 入欧”在

福泽 谕吉的“脱 亚入欧”思想是对 开放后日本 思想界

其整 个对外 关系 中所处 的地 位是策 略性 而非战 略性 的。

全盘 西化理 论的 高度总 结和 全面概 括 ,其理 论为明 治政

对外 侵略扩张 ,扩大“生 存空间” ,才是 这一时期 日本对外

府所接受 ,成为国家未来走向的指针。

关 系的战 略目标 ,而 “脱 亚入欧 ”策 略是 为这 一战略 目标

3.“脱亚入欧”的国内准备。

服 务的具体手段。 “脱亚入欧”也的确 起到了催 化剂的作

通 过明治 维新 ,日本 以西 方国 家为蓝 本对 本国 的政

用 ,它使 日本的 扩张野 心在 最短的 时间 内由 纸上的 方针

治、经济、文 化教 育体制 进行 了大胆 改革 ,确 立了资 本主

转化为现实的行动。

义生 产关系 ,使 日本从 一个 封建国 家一 跃成 为亚洲 第一

二、第一次“脱欧入亚”阶段 ( 1933年— 1945

个 独立的 资本主 义民族 国家 ,为 其“脱亚入 欧”策略 的实
施做好了国内准备。 政治方面 ,明治政府进行政治体制改

年)

革 ,重新组建政府领导机构。 新当选的高级官员大部分是

在 日 本“脱亚入 欧”走上 资本主 义道 路之初 ,欧 美列

曾赴欧 美考察和留学的 知识分子。 走 向西方成为 新政府

强是 持欢迎 态度 的 ,因 为一 个实行 资本 主义 制度的 开放

明确的行动指针。 经济方面 ,明治政府以“殖产兴业”为目

的日 本毕竟 要比 一个封 建专 制、闭 关锁 国的 日本更 符合

标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 ,实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 日本资

西方国家的利益要求。 但当日本 国力逐渐强盛 ,要从列强

本主 义经济的迅速发展 ,为“脱亚入 欧”奠 定了物质基 础。

的殖 民利益 中分 一勺羹 时 ,西方国 家对 日本 的态度 逐渐

文化 教育方面 ,明 治政府提出 “文明 开化”的口号 ,以西方

由纵容转变为压制和排挤。 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 ,在战胜国

先进 国家为 榜样 ,大力 移植 和建立 资本 主义 文化和 教育

重新瓜分世界的过程中 ,日本受到欧美列强的排挤。 华盛

制度。 通过 发展教育 ,日本培 养了大批人 才 ,大大 提高了

顿体系的 建立否定了大战 期间日本通 过武力威 胁在中国

近代 化过程 中吸 收、消 化和 运用资 本主 义国 家科技 和文

获得 的特殊 地位 ,使日 本丧 失了许 多大 战期 间趁火 打劫

化的能力。

获得的 权益。 这时的日本 在受到西方 列强一次 次的打击

4.“脱亚入欧”的总体目标与具体实施。

之 后已经 明白 ,日本 要想以 一个 “西 方国家 ”的身份 在亚

日 本 的首次 “脱 亚入 欧”实际上 包含 着两层 含义: 一

太地 区获得 自己 预期得 到的 殖民利 益是 根本不 可能 的。

方 面是国 内政 治、经 济、文化 的脱亚 入欧 ;另 一方面 是对

于 是日本改弦更张 ,由“脱亚入欧”转而 “脱欧 入亚” ,试图

外关系上的脱亚入欧。 以对外关系这 个角度来考察 ,前者

用新 的对外关系策略以 使日本实现 “称霸 亚太”的战略目

是后 者的必 要准 备和前 提条 件 ,后 者则 是前 者符合 逻辑

标。 1931年 9月 18日 ,日 本在中 国东北制 造了 “九 · 一

的必然发展。 事实上 ,“脱亚入欧”策略的产生和发展始终

八”事 变 ,公 然挑 战 一战 后 形成 的 “凡尔 赛 - 华 盛 顿”体

是与 日本对 外关 系的发 展变 化紧密 联系 的 ,是日本 对外

制 ,这 是日本 转向“脱欧 入亚”的一个 重要信 号。 在 1932

关系战 略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 近代 日本在对外 关系上

年底 国际联 盟召 开的理 事会 上 ,日 本又 坚决 拒绝了 西方

推行 “脱亚入欧”的根本 目的 ,就是要与欧 洲列强为伍 ,对

国家 要其放弃“满洲国”的要求 ,并于次 年 3月 27日宣布

亚洲国家、特别是中 朝两国进 行殖民侵略 ,以战争 手段攫

退出国联。 日本退出国 联 ,标志着其正式推行“脱欧入亚”

取日本本土以外的土地和资源以促进日 本的发展。

策略的开始。

1868年 ,明治 天 皇在 其发 布 的《安 抚万 民之 亲 笔诏

日 本 在推行 “脱 欧入 亚”之后摇 身一 变 ,把自己 从一

书 》中 ,强 调日本 要把“拓万 里之 波涛、扬国 威于 四方”作

个侵略他 国的殖民国家装 扮成受西方 殖民主义 伤害的亚

为国家民族发展的总目标 ,对外扩张之心尽显无遗。 1927

洲一员。 大 肆宣传近代亚 洲的落后是 由于受到 西方殖民

年日 本首相田中义一炮 制的《田 中奏折》更是日本 对外侵

者的 殖民压 迫和 剥削 ,亚洲 国家要 想重 新获 得生存 发展

略扩张的纲领性文件。

的机会 ,就 必须 赶跑 西方 殖民 者 ,建立 “亚洲 人的 亚洲”。

1874年 ,日本侵入台湾 ,这是日本贯彻 上述殖民扩张

而 日本则是亚洲国家 利益的“忠实代表 者” ,是“亚洲的解

方 针的第一次重大行 动。 也是日本 “脱亚入 欧”策 略在其

放 者”“保护者”和“领袖” ,是“亚洲的灯 塔”。 其 他亚洲国

对外 关系中 的首 次运用 ,标 志着这 一策 略已 正式成 为日

家 都应该 与日本 “合 作” ,在 日本的 领导 下共 同把西 方殖

本对外关系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内容。 以此为发端 ,日本第

民者赶出亚洲。 1940年 7月 ,日 本内阁又通过了《基本国

一次“脱亚入欧”正式开始。 在从此开始直至 1933年的首

策 要纲》 ,这是一份建立所 谓“大 东亚新秩 序”的 纲领性文

次 “脱 亚入欧”过 程中 ,日本 对外关 系完 全遵 循了以 上一

件。 自称“要把亚洲各民族从欧美帝国主义的旧秩序统治

系列 侵略扩 张的 既定方 针和 政策 ,把对 中朝 两国进 行殖

下解放出来 ,建设保障亚洲永久和平和繁荣的新秩序” [ 3 ]。

民侵 略作为 脱亚 入欧首 要任 务 ,一 次又 一次 点燃侵 略的

推行 “脱欧入亚”对日本在 亚洲的殖民 侵略起到 了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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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 用: 一是可 以无所 顾忌 地公然 抢夺 西方 国家在 亚洲

复发展。 1950年至 1953年 ,日本的“特需”收入高达 27. 3

的 势 力范围 ;二是 以“亚 洲人的 亚洲 ”和 “共 存共 荣”为幌

亿美 元。 正如日本人所 说 ,“朝鲜战争 对日本来 说好像甘

子 ,对被侵略国实行 又打又拉 的两手政策 ,在武力 侵略和

露”一样“滋润了日本经济”。 到 1955年 ,日本的主要经济

占领 的同时 ,又 在当地 拉拢 和吸收 某些 上层 人物来 实现

指标已经超过了 1944年的水平 ,工业生产达到战前 ( 1934

某种 程度的“合作 ” ,再利用他 们去瓦解、镇压当地 人的反

年— 1936年 )的 3. 2倍。 到 50年代末 ,日本第一阶段 “脱

抗斗争。 通过推行“脱欧入亚”策略 ,日本在亚洲的殖民势

亚入欧”的目标— — 恢复国民经济 ,已基本实现 。

力 不断扩大。 到 1940年底 ,日本达到 了其殖民统 治的最

2.在保持 日美同盟和 强调西方一 员的前提 下积极与

高峰。 1941年 12月 8日 ,日本又发动太 平洋战争 ,对“日

亚 洲国家 交往 ,大打 欧亚两 手牌 的“脱亚入 欧”第二 阶段

本称霸亚太的最后障碍”— — 美国进行挑战。 与美国的直

( 1957年— 1991年 )。

接交锋 ,大大加 速了日本走向失败的进程。1945年 8月 15

1957年后的 日本推行 的仍然 是依附 美国的 政策 ,但

日 ,日本宣布战败投降。 随着“大日本帝国”的灭亡 ,其“脱

同第一 阶段的对美一 边倒已经有 了很大差别 。 日本岸信

欧入亚”策略也走到了终点。

内 阁在这 一年提 出了“经 济外交 ”口 号 ,并使 其成为 国家
的中心战略。 日本在政治上继续 依附美国的同时 ,在经济

三、第二次“脱亚入欧”阶段 ( 1951年— 1991
年)

上已经显 示出一定的独立 性并开始向 东南亚进 行经济扩
张。 1957年后的日本“脱亚入欧 ”策略始终 服务于其对外

日 本战后的“脱亚入欧”与其第 一次“脱 亚入欧”在看

关系 的两个 中心 任务 ,即巩 固经济 大国 地位 和谋求 政治

似相同的称谓下 ,有着不同的内容与含义。 从策略使用的

大国地 位。 在这一时期 的外交实 践过程中 ,日本认 识到 ,

目 的来看 ,第 一次“脱亚 入欧”是为 日本 的对 外侵略 扩张

不论 是巩固 经济 大国还 是谋 求政治 大国 ,日 本都离 不开

服 务的 ,第二 次“脱 亚入 欧”则是日 本为 恢复 和发展 国民

来自欧美和亚洲两方面的支持与合作 。 于是 ,日本在强调

经济进而走 向政 治大 国服 务的。 日 本的 第二 次“脱 亚入

欧洲一员的基础上逐渐贴近亚洲 ,开始大打欧亚两手牌。

欧”可 以 划 分 为 两 个 阶 段: 第 一 个 阶 段 是 从 1951年 至

欧美 方面。 日本深知 与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 国家保持

1957年 ,这一阶 段日本 一边 倒 向美 国 ,“脱 亚入 欧”的主

稳定 的联盟 是其 战后得 以快 速发展 的根 本保障 ,因 此在

要目的是 恢复和发 展国民经济 ;第二 阶段是从 1957年至

对外 政策上 不断 强调和 重申 西方一 员的 立场 ,并以 此作

1991年 ,这一 阶段日 本在对 外关系 上显示 出了较 强的自

为日本对外关系的基调。 1962年 池田内阁提出了“三大支

主性 ,不再单纯依赖 美国 ,而是在保持 日美同盟关 系和强

柱”论 ,认 为“自由世 界应该由 北美、欧 洲加上日 本和亚洲

调“西 方 一员 ”的前 提 下 ,不 断加 强 同亚 洲 国 家的 联 系。

三根支柱为中心”。 1981年 ,铃木 首相与里根总统会谈后 ,

“脱亚 入欧”不仅 服务于 日本 经济的 发展 ,更 重要的 是服

第一 次把日 美同 盟关系 写进 了日美 联合 声明中 ,表 明日

务于日本迈向政治大国这一战略目标。

美军 事同盟 进入 了一个 新阶 段 ,表 明日 本对 于维护 日美

1. 向美国一边倒的 “脱亚 入欧”阶段或“脱亚入美”阶
段 ( 1951年— 1957年 )。
战败后 的日本 ,国内经济 几近崩溃 ,同时又面 临战争
清算和战争赔偿等重大问题 ,国家前景黯淡。 1945年美国

同盟 的认识 已超 出了双 边关 系的范 围 ,而是 要在更 广泛
的领 域同美 国进 行更有 效的 合作 ,以帮 助和 配合美 国维
护有 利于双 方和 整个西 方世 界的国 际体 系和秩 序 ,从而
使自己的发展获得更有利的外部环境 。

独 占日本 后 ,原本打算 按照 《波 茨坦 宣言》的 精神对 日本

亚 洲方 面。 日本 国际问 题专 家神 谷不 二曾 经说 过:

进行全面改造。 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 化 ,美国改变了占领

“要确立日本在世 界上的地位 ,应该首 先明确日 本的原籍

初期 打击日 本的 政策转 而对 日积极 扶持 ,准 备把日 本列

是亚洲。” [ 4]意思是说 ,日本要谋求政治大国应该从亚洲做

岛作为 遏制苏联和中国 的前哨阵 地。 日本也从自 身利益

起。 50年代以来的历届 日本内阁的亚洲政 策可以说是一

出发 坚决倒向美国 ,准备第二 次“脱 亚入欧” ,依靠 美国的

脉 相承 ,都是 以强大 的经 济实 力为后 盾 ,以经济 手段、特

支持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1951年 9月 ,美日两国签定了

别是 政府开 发援 助为主 要方 式 ,以 东南 亚为 重点地 区展

和平 条约 ,即人们 通常所说的 “旧金 山片面媾和 条约” ,这

开亚 洲外交 ,突 出“亚洲 的日本”形象 ,试图在亚 太地区谋

标志着日本第二次“脱亚入欧”的正式开始。 同年 ,日本还

求大国地位 ,使亚洲成为其走向政治大国的起点。

同美国签 定了另一份对日 本具有深远 影响的重要 双边条

从 结 果上看 ,日 本战 后第二 次“脱亚 入欧”策略 的运

约 — — 《日美 安全保 障条 约》 ,日本 从此 成为 西方阵 营中

用无 疑是成 功的 ,日本 战后 高速发 展的 事实 已经充 分证

的正式一员。

明了这点。 这一策略的成功有很 多主客观原因 ,但其中最

在这一 时期内 ,美国向日 本提供了大 批经济援助 ,暂

重 要的一 条就是: 日 本第二 次“脱亚 入欧”的 目的不 像第

时腰斩 了对日索赔 ,停止了 解散财阀。 朝 鲜战争期间 ,美

一次 那样是 为其 对外侵 略扩 张服务 ,而 是为 了发展 本国

国的 军事订 货、资金和 技术 极大地 带动 了日 本经济 的恢

经济进 而走向政治大 国。 这一目的本 身并不会 对其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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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造 成危害 ,而 且日本 在迈 向这一 目标 的过 程中不 断强

并提 高了自 己在 同盟中 的地 位 ,明 确表 示出 冷战后 的日

调它 绝不再 做军 事大国 去危 胁其他 国家 的安全 ,日 本因

本依然坚持“西方一员”的一贯立场。

此得到了亚欧大部分国家的谅解与合作 。 日本第二次“脱
亚入欧”的成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取得的。

在 巩固和 发展 日美同 盟的 同时 ,日本 也没 有放 松对
亚太 国家的 外交 攻势 ,争取 不断扩 大自 己在 亚洲的 作用
和影响 ,填补苏联解体后亚太地区的权力真空。

四、以日美关系为基轴 ,“欧亚双重身份”并重
的阶段 ( 1991年— 现在 )

1998年 10月 ,宫泽藏 相提出 “新 宫泽构 想” ,宣 布日
本将为 亚洲国家的 经济复兴 提供 300亿美元 贷款。 截止

冷战结 束后 ,来 自苏联的 威胁消失了 ,日本的 对外关
系策略 因此有了更多的 自主性和 灵活性。 日本可 以不必
再 为安全原因而始终 将“西方 一员”身份置于“亚洲一 员”
之 上 ,“亦欧亦亚”的“欧亚 身份并重”策略成 为日本“欧亚
双重 身份”外交 策略的最新 版本。 当然 ,这一策略 的运用

至 1999年 7月 ,日本已 根据这一构 想向韩、泰、马 等 6国
提供了 217亿美元的贷款。
对 日本 “亚 洲外 交”的一 贯核 心— — 东 南亚 地区 ,日
本历届政府更是倾注了大量心血。 在经济上 ,日本进一步
推进 和完善了 80年代以来的 “雁行 模式” ,使之 形成东南
亚经 济圈 ,已期 达到把东盟建 成日本“经济后 院”的 目的。

依然处在日美同盟框架之内。
1992年 ,美国 总 统布 什 访日 ,日 美双 方 确立 了建 立
“全 球性伙 伴关系”的 行动纲 领并发 表了 “东 京宣 言” ,宫

在经 济联系 日益 紧密的 前提 下 ,日 本又 加强 了同东 盟的
政 治、经 济、文化 交流 ,希望 建立在 所有 领域 都进行 合作

泽 称这一 宣言具 有“划时代 ”意义 ,是对 冷战 后日美 关系

的 “广 泛交流 的对等 伙伴 关系” ,以 增强 日本 对东盟 事物

的 重新 调整 ,标志 着日美 关系 进入 了新 阶段。 1997年 9

的影响力和制约力。

月 ,日美又通过了 新《日 美防卫合作 指针》 ,进一步 深化了
双 方的 安 全协 作 ,日本 在 美日 同盟 中 的作 用 大为 提 高。

总 体 看来 ,冷战 后日 本的“欧亚 身份 并重”策略 的展
开 依然紧 紧围绕 着“走向 政治大 国”这一 战略目 标 ,而策

1999年 5月 ,小渊首相携日本参、众两院通 过的新防卫指

略的 具体运 用则 尚处摸 索阶 段 ,还 没有 形成 清晰的 政策

针三 项相关 法案 访美 ,使日 美安保 关系 的强 化和范 围的

和完整的框架。 但可以肯定的一 点是 ,日本将在未来很长

扩大得到落实。

一段时间内继续扮演欧亚双重角色。

通 过以上 一系 列措施 ,日 本进 一步巩 固了 日美 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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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 Euro-Asian dual ide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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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 Euro-Asi an dual identit y” t acti cs is a n i mpo rta nt a spect of the fo reig n relati on
st rateg y o f Japa n, w hi h is characteri stic of di plo matic rela ti ons of Japan. Si nce t he end of the 19t h
cent ury, the fo reig n relatio n strat eg y of Japan has undergo ne several turns which i nclude “ out of Asia
int o Europe” ,“ out of Europe into Asia” a nd “ Euro -Asia dual identi ty” . T hese seemi ng ly cont radict ory
cha ng es hav e not g one beyo nd the st ructure of “ Euro-Asia n dual identi ty” t actics, and hav e no t bro ken
aw ay f ro m the end o f serving fo r the fo reig n relatio ns st ra 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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