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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日本新保守主义与中日关系
:以中曾根康弘和安倍晋三为例
李瑞昊 陈燕燕
（湖南大学，湖南省、长沙市，410082）

摘要： 中曾根康弘和安倍晋三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都提出要
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在历史问题上中曾根康弘和安倍晋三都是保守主义者。但中曾根康
弘和安倍晋三执政时期中日两国关系是不同的。中曾根康弘能够妥善处理历史问题，重视与中国建立互信
关系，中日关系良好。安倍晋三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同时两面对华政策不利于中日两国的互信，中日
关系冷淡。在日本摆脱战后体制的过程中，日本新保守主义政治家能否处理好历史问题、建立互信，对中
日关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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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曾根康弘与安倍晋三的新保守主义
1.1 新保守的定义
什么是日本新保守主义？现有先行研究关于新保守主义做出如下的阐述。新保守主义势
力以自由党，自民党鹰派和 2000 年 4 月从自由党脱离出来的保守党、垄断财团、防卫厅、
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官僚及一批战后成长起来的新生代政治家为骨干，力主以“政治新思维”
取代旧的冷战思维，实行“平成政治维新”
，重塑日本的“国家像”，最终目的是实现日本继
1
明治维新和战后民主化之后的所谓“第三次开国”
。
日本新保守主义形成于 20 世纪 80 年代，
学界普遍认为中曾根康弘是新保守主义的鼻祖。
受其影响，新保守主义逐渐成为当代日本政坛的主流思潮。新保守主义思想是带有民族主义
和大国主义性质的政治思潮，它的核心是去除战败国的痕迹，构建“后战后”国家体制。在
此过程中，如何对待历史，是不可避免的问题。
1.2 中曾根康弘与安倍晋三
作为 20 世纪日本新保守主义的鼻祖——中曾根康弘与 21 世纪日本新保守主义的领军人
物安倍晋三，他们的政治理想都是摆脱战后体制，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政治大国。80
年代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进行“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标志着日本新保守主义的形
成。中曾根康弘新保守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构建日本的“后战后国家体制”，而摆脱“战后体
制”是安倍晋三一直以来最核心的政治理想。在以修改宪法为重要内容的一系列政治理念上，
中曾根康弘与安倍晋三的政治理念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
中曾根康弘认为，在内政方面，日本存在着继明治维新、麦克阿瑟改革以来的所谓“第
三次开国”的问题。
关于日本宪法，中曾根康弘认为，现行宪法第九条的解释非常暧昧，日本行使集体自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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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是理所当然的，应该进行宪法修改。同时，教育基本法与现行宪法也是联成一体的。教育
基本法的的内容没有从正面描述历史、传统、文化和国家的内容，没有把国家作为重要的对
象来考虑。在 21 世纪初期，就应该通过修改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等方式制定独立的国民宪法
和教育基本法。
安倍晋三认为《教育基本法》将国家主义看成是战争的根源，使人们对“国家”产生错
误认识，造成了国民的国家意识的淡薄。
从历史观来看，中曾根康弘认为，屹立于 20 世纪和 21 世纪之间的分水岭上，应当做的
是，在“清算”
、
“继承”和“发展”这三个领域内严格检讨人类的文明。所谓“清算”
，是
指不把过去的过失、考虑不周和欠缺带入未来，勇敢地一刀两断。
安倍晋三不时发出错误的历史认识言论，其发表的战后 70 周年谈话，仅以回顾历届内
阁历史认识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和“道歉”
， 对过去的历史问题轻描淡写，并宣称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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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的日本人不必肩负“谢罪的宿命” 。
安倍晋三当选首相后采取了一系列摆脱战后体制的举措，通过了《宪法修正国民投票法
案》和《教育基本法修正案》
，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2015 年 7 月，安倍政权强行通过了
安保法案，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向修改宪法迈近了一步。
从以上可以看出，新保守主义在对国内的全面改革，改变战后体制，促使日本实现政治
大国方面，安倍晋三做出了实际的行动。安倍晋三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通过安保法案等，
逐步摆脱战后体制。安倍晋三对中曾根康弘新保守主义有很大的继承和推进。
二 中曾根康弘时期的中日关系
从 1982 年至 1987 年，中曾根康弘就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在执政期间，把促进中日之间
的“相互信赖”作为对华外交的一个重点。中曾根内阁时期对华政策从日本“国际国家”长
远战略出发加强对华关系，强调日中两国相互信赖，重视首脑外交。注意以两国关系大局为
重。
1983 年 11 月胡耀邦总书记访问日本期间，中曾根提出在过去中方提出的两国关系“和
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三原则的基础上，应加上“相互信赖”的原则。这得到了中
国的积极响应，从而“和平友好、平等互利、相互信赖、长期稳定”四原则被共同确认为中
日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
在对待历史问题上，中曾根康弘认为：“大东亚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是不应该进行
的战争。
”另一方面，认为“从世界史来看，作为战争的结果，可以说以大东亚战争为导火
线，在亚洲和非洲的独立国家都急剧增加了”
。作为自民党总裁在 1985 年 7 月 25 日召开的
自民党讨论会上，中曾根康弘说：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样的转折点，即面向 21 世纪，在日本
人一致同意下，大胆地触动过去意见纷纭或回避触及的问题，形成一致看法，以促进日本作
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世界上堂堂正正地前进，推动国家的发展。……我们在向着国际国家前
进的同时，要重新认识和确立日本的自主性。日本战前有皇国史观，战败后又出现了太平洋
战争史观，也叫做东京审判战争史观。……但是那种审判方式究竟是否正确，我想历史迟早
3
将做出判断” 。由此可见，中曾根康弘重视强化国家意识，对于历史问题采取重新认识的
政策，试图摆脱历史的束缚。
1985 年 8 月 15 日，中曾根首相第一次以日本首相的公职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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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经中方交涉，中曾根取消了其后的参拜活动，为了维护中日关系的
大局，罢免了公然否认日本历史上侵略罪责的文部科学大臣藤尾正行。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胡耀邦总书记在获知中曾根参拜靖国神社后，向中曾根表示了“极为
遗憾”的抗议之情。中曾根在接到胡耀邦的抗议信后，感到十分内疚。为了不给胡耀邦添麻
4
烦 ，中曾根康弘没有再去参拜靖国神社。
中曾根康弘执政时期，特别是 1983 年末到 1984 年，中日两国关系进入了所谓全面交流
的时代，达到了两国关系“两千年历史上的最好状态”。
三 安倍晋三时期的中日关系
安倍第一次上台后为改善中日关系，在历史问题上采取了模糊的态度，回避策略。通过
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关系的改善。
但是安倍晋三自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以来，否认侵略战争、歪曲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不
顾中国等国的反对，参拜靖国神社,遭到国际社会的谴责，给中日关系的发展造成了障碍。
安倍的扭曲历史观背后，其政治意图是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修改和平宪法，加紧扩充军备。
总体来看，安倍内阁对华政策一方面否认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议，另一方面不断强调
两国应该就经济合作展开对华。战略上在渲染中国威胁的同时，积极构筑对华战略包围，遏
制和牵制中国。
近年来中日关系的变化导致两国民间感情持续恶化。2016 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
舆论调查”结果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无亲近感”的比例上升至该项调查进行 40 年以来
5
最高值，创下了 1978 年以来的“最差记录”。
对于中日两国关系，在中日双边关系的三个重要文件——《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和平
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中都可以看到“中日友好关系”的表述。1978 年签署的《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
，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中
国几代领导人也一贯倡导中日友好。但是，安倍晋三对此有自己的见解。
2006 年安倍晋三访问中国时，作为一今后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安倍晋三提出两
国建立战略互惠关系。对于什么是战略互惠关系。安倍晋三认为，“从前的中日关系是友好
第一，友好归根结底是适用于国家利益这一目的的手段”。可见，在安倍看来发展中日关系
不是基于“友好”基调，更多强调现实利益。
对于目前安倍晋三执政时期的中日关系，外交部长王毅认为“日本政府和领导人，一方
面不断地声称要改善日中关系，一方面又不断到处给中国找麻烦。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双
面人’的做法。对中日关系而言，病根就在于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面对中国的
发展，究竟是把中国当作朋友还是敌人？当做伙伴还是对手？日方应该认真想好这个问题，
想透这个问题。
”
由此看来，对于目前的中日关系，两国的互信缺失是很大的一个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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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总结
中曾根康弘时期，中日两国在“友好”基调主导下妥善处理两国问题，中曾根康弘能够
处理好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加强两国信赖，中日两国关系良好。安倍晋三时期，安倍
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出现倒退，同时试图遏制中国发展，破坏两国互信。由此可见，在新保守
主义政治家的执政下，妥善处理历史问题，加强两国互信，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很重要。
本文以中曾根康弘和安倍晋三在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一致的视角下分析了新保守主义
政治家与中日关系的问题。诚然，他们的新保守主义思想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历史条件的不
同，国际形势的不同导致他们的对外政策也会不同。今后对此将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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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Analysis of Neoconservatism of Japan
and China-Japan Relations
--- Focused on Yasuhiro Nakasone and Abe Shinzo
Li Ruihao，Chen Yanyan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Yasuhiro Nakasone and Abe Shinzo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neo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Although taking power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y all attempted to make Japan get rid of the
post-war system and become a major political power. On the historical issue, Nakasone and Abe are
conservative.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ir policies. Nakasone can properly handle
the historical issues, emphasizing on building trust with China, which brought good China-Japan
relations. On the contrary, Abe is backsliding on historical issues and his dual character policy on China
is not conducive to mutual trust, which makes a cold China-Japanese relations. In getting rid of the
post-war system, whether Neoconservatism can handle historical issues and build mutual trust are very
important for China-Japan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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