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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成果及其面临的挑战

章林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100101）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的成果主要包括：清除法西斯主义，剥夺战败国的战争潜力和权力；通过一系

列法律文件，确定战后政治与领土安排；瓦解殖民主义体系，促进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创建联合国，建

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价值观。二战成果作为人类的宝贵财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然而，直至今日，日本右翼依然极力否定二战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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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同盟国集团与法西斯轴心国集团之间进行的一场生死搏斗，

它以法西斯轴心国的彻底覆灭和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完全胜利而结束，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反法西斯胜利所带来的最大成果，就是使和平与发展成为战后世界历

史的两大潮流。然而，战后 70 年过去了，仍然有个别国家公然挑战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

果，企图淡化、扭曲、否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侵略战争、加害于亚洲人民的事实。本

文简要分析世界反法西斯人民用鲜血换来的成果，以及这份成果受到的挑战。

一、清除法西斯主义，剥夺战败国的战争潜力和权力

法西斯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它对内实行恐怖的独裁专制，对外则以战争

为主要手段进行疯狂的侵略扩张，“其矛头所向，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

无论是殖民地还是半殖民主义国家，无一幸免”。
①
因此，清除法西斯主义是消除大战隐患

的关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未能从根本上铲除战争之源，对逐渐

兴起的法西斯势力一味采取容忍、退让政策，导致德、意、日法西斯势力最后夺取政权并发

展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彻底打败法西

斯国家后，随即根据战时同盟国的协议安排，从军事、政治、经济以及思想文化等领域对德、

日进行改造，全面清除德、日法西斯势力及其影响，剥夺其战争潜力和权力，将其导向和平

发展之路，大大减少了战后爆发世界战争的可能性。

（一）盟国对德国的改造

德国在短短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接连发动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盟

国为了根除德国军国主义传统和法西斯残余势力，在德国战败后展开了纽伦堡审判和“非纳

粹化”运动。

①
胡德坤主编：《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中国与世界研究》第 1卷，《中国抗日战争与日本世界战略的演变》

总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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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 年 11 月至 1946 年 10 月，由反法西斯国家组成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 22 名纳

粹主要战犯和 6 个纳粹组织进行了审判。在审判中，法庭共审查了近 10 万份文件、10 万英

尺胶片以及 2.5 万张图片。控辩双方共提交了 3 万份复印资料，打印出的页数多达 5千万。

整个庭审录像的胶片长达数英里，相关的磁带也有 4千盘。
①
在大量确凿证据的基础上，经

过 10 个多月的审判，法庭最终判处戈林、里宾特洛甫等 12 名被告死刑，赫斯等 3 名被告无

期徒刑，施佩尔等 4 名被告有期徒刑；并宣告纳粹党的政治领袖集体、党卫队、盖世太保等

3个组织为犯罪组织。除了 22 名被告和 6 个团体外，盟国在 1946 年至 1949 年还对其余 5000

多名纳粹战犯进行追究和审判，其中 800 余人被判死刑。

纽伦堡审判的对象主要是一些级别较高的纳粹罪犯，为了彻底清理德国社会的法西斯影

响，铲除纳粹残余势力，盟国又开展了“非纳粹化”运动。

在苏占区，占领当局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非纳粹化”运动：首先，成立由德国共

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德国自由民主党各出五人组成的委员会，建立反

法西斯民主政党联盟；其次，没收或接管战犯财产和垄断资本的企业、实行土地改革，铲除

纳粹势力的经济基础；最后，在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中铲除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

响。

在美占区，占领当局一开始试图整肃全部纳粹党员。然而，仅靠占领当局来完成对 350

万纳粹党员的逐一审判需要花 20 年时间。
②
因此，美国在 1946 年 3 月 5 日颁布了《从纳粹

主义和军国主义中解脱出来的法律》，在开展“非纳粹化”运动中，同德国抵抗运动成员、

流亡民主人士和“历史清白者”进行合作。

英占区的“非纳粹化”运动基本上按司法程序进行，其审查对象不是所有的纳粹官员，

而是纳粹党卫队、盖世太保以及领导核心集团成员。法占区当局认为，保持煤、钢铁和其他

产品的连续生产，比对纳粹分子采取惩罚行动更加重要，
③
因而对“非纳粹化”运动并不热

心，主要是通过改造学校来教育青少年一代。

对德国来说，纽伦堡审判是同纳粹的过去划清界限；“非纳粹化”运动则是彻底清理法

西斯影响。通过纽伦堡审判和“非纳粹化”运动，使整个德意志民族进行了彻底的、批评式

的自我反思。而这恰恰是亚洲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日本从来都没有彻底进行过的。

（二）盟国对日本的改造

日本自确立近代军国主义体制以后，不断从战争走向战争，几乎每隔五年就对外用兵一

次。日本战败投降后，为了铲除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从军事、

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对日本进行了一系列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

在军事方面，盟军总司令部解除了日本本土的 336 万日军和海外的 375 万日军的武装。

与此同时，解散大本营、元帅府、军事参议院、参谋本部、军令部、教育总监部、陆军省、

①
何勤华、朱淑丽、马贺：《纽伦堡审判》，中国方正出版社，2006 年，第 1页。

②
李工真：《德意志道路——现代化进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463 页。

③
[美]埃德温·哈特里奇著：《第四帝国》，国甫、培根译，刘炳章校，新华出版社，1982，第 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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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省等军事机构，并废除了《兵役法》《国防保安法》《军机保护法》《国家总动员法》

以及《战时紧急措施法》等一系列军事法令。另外，盟军总司令部还下令禁止与军事有关的

生产和科学研究，并拆除战争工业设备。

在政治方面，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审判战犯。1946 年 4 月至 1948 年 11 月，

由盟国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对日本 28 名主要战犯进行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以无数铁的事实和罪证，控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对中国等亚洲各国人民实行的残暴统

治。东京审判前后持续两年多，共开庭 818 次，有 419 名证人出庭作证，受理证据 4336 份。

①
法庭最终判处东条英机等 7名战犯死刑，判处木户幸一等 16 名战犯无期徒刑，判处东乡茂

德等 2 名战犯有期徒刑。

第二，解散法西斯军国主义团体、开除法西斯军国主义分子的公职。1946 年 1 月，盟

军总司令部解散了以“黑龙会”为首的 140 多个军国主义团体，并开除了战争罪犯、职业军

人及特务机关成员、军国主义团体骨干成员、战时右翼政治团体主要成员、殖民地工商企业

领导及地方议会的议员及地方政府长官，大公司、大金融机构及传播媒介等领域主要干部的

公职。到 1948 年时，被开除公职者共有 20 万人左右。

第三，公布《日本国宪法》。1946 年 11 月 3 日，日本公布了《日本国宪法》。该宪法

革除了法西斯军国主义因素，确定了“主权属于国民”的原则，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条规定日

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权力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

了达到前款的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
②
这条规定

是使日本不再成为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有力措施。

在经济方面，盟军总司令部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即“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在

“农地改革”方面，盟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当局先后两次颁布“农地改革法”，改变了日本

农村的土地制度和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在“解散财阀”方面，盟军总司令部指令日本政府成

立控股公司清理委员会，通过解散控股公司、排除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分散财阀企业股

票、排除经济力量过度集中、制定《禁止垄断法》等措施，消除了财阀家族对企业的垄断现

象，确保公正、自由的经济竞争。

从总体上看，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采取的非军事化和民主化政策，是对日

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等战争势力的一次全面清扫。但是，“由于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主要是美国

军队，而且由美国远东部队司令麦克阿瑟出任盟军最高统帅，因而对日本实施的非军事化和

民主化改革基本上是按照美国的方针政策进行的。”
③
随着战后盟国内部各种矛盾逐渐公开

化，美国等西方国家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对法西斯战犯采取了某种程度的庇护政策，对法西

斯军国主义势力的清洗并不彻底，这对战后世界的和平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①
曹大臣：《东京审判日本辩护证据的历史考察》，《军事历史研究》2012 年第 1期，第 114 页。

②
[日]宫泽俊义著，芦部信喜补订：《日本国宪法精解》，董璠舆译，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0 年，第

135 页。
③
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2 页。



http://www.sinoss.net

- 4 -

自 20 世纪 50 年代曾经被盟军以战犯嫌疑人的身份逮捕的岸信介担任首相开始，日本国

内就出现了一股否定东京审判的逆流。至 20 世纪 80 年代，日本国内否定东京审判的思潮达

到高潮，充斥着东京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审判”、是“事后法的审判”、因“交战国

签订合约而失效”等声音，企图否定东京审判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①
如今，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多次公开质疑东京审判，并参拜靖国神社，想以此为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翻案，

进而摆脱战败后制定的“和平宪法”对其军事等方面的限制，重整二战前的政治影响力和军

事实力。目前，不能直面历史的日本，已经走上了政治右倾化和军事外向化的道路，这不仅

事关亚太安全，也关乎世界各国利益，值得警惕。

二、通过一系列法律文件，确定战后政治与领土安排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展，协调对轴心国的作战计划以及战后世界政治与领土的规

划等问题变得紧迫起来。1943 年 11 月 22 日，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盟国中、美、英三国为

共同协调对法西斯国家日本的作战计划，确定战后对日本侵略者的处置问题，在开罗召开最

高首脑会议。经过会谈，12 月 1 日中、美、英三国签署《开罗宣言》，严正宣告：“三国

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的或占领之一切岛

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②
《开

罗宣言》“不是一般的国家间政策性声明，而是一份以国际宣言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协议”。

③
它不仅从国际法上明确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侵占别国领土行为的非法性，而且表明了美、

英等国对台湾归属中国，恢复中国对台、澎主权的承诺，是二战后捍卫战胜日本法西斯的胜

利成果、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保证。

随着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中、美、英三国为加速战争进程，

于 1945 年 7 月 26 日签署了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1945 年 8 月 8 日，苏联对日

宣战后也加入该公告。《波茨坦公告》重申：“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

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④
正式把《开罗宣言》列

入协定之中，再次确认了《开罗宣言》的国际法效力。

在《波茨坦公告》发表 20 天后，日本就迅速宣布无条件投降，并于 1945 年 9 月 2日，

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签署《日本投降书》，“承允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

宣言之条款。”
⑤
这样，《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三个文件组成了环

环相扣的国际法律链条，明确无误地确认了中国对原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及其包括钓鱼岛在

内的附属岛屿的主权，同时也奠定了战后整个亚太地区的政治和领土安排的基石。

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所谓的“旧金山和约”。“旧金山和约”签订不久，

①
章林：《东京审判与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2017 年 01 月 16日。

②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407 页。

③
饶戈平：《维护开罗宣言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台湾研究》2004 年第 4期，第 12 页。

④
《国际条约集（1945-1947）》，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第 78页。

⑤
《国际条约集（1945-1947）》，第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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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在 1951 年 8 月 15 日发表严正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

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中央人民政府一概认

为是非法的，因此也是无效的。”
①
由于中国没有参加旧金山会议，同时苏联虽然参加了会

议但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因此“旧金山和约”不能拘束非缔约国的中国和苏联。只有《开

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是唯一对四大国与日本之间法律关系具有拘束

力的基本法。所谓的“旧金山和约”第 2条和第 3条涉及日本领土的规定，根本无法与《开

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的法律效力相提并论。

1972 年 9 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中国，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在《中日联合声明》

第 3 项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②
由此可以看出，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依然是不可逾越的

基本法律文件。

除了中国以外，俄罗斯、朝鲜、韩国以及亚太地区其它国家与日本的领土界限和国家间

关系，无不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文件基础。

《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完全符合当时和战后的国际正义秩序和国际法规则,是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义事业的重要成果。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有关领土主权

的条款，日本必须将钓鱼岛归还中国，这是日本应当履行的国际法律义务。日本政府和安倍

内阁企图推翻《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拒绝将钓鱼岛归还中国的做法,无疑是公然

挑战二战胜利成果的表现，这是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的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三、瓦解殖民主义体系，促进非殖民化运动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民族解放运动虽然有了新的发展，但因力量所限，仍然没有从根

本上动摇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亚非拉地区只有 31 个独立国家，

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总人口为 14.5 亿，占当时世界人口的 70%，总面积为 7800 万平方公里，

占世界陆地面积的 58%。”
③
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

放运动开辟了道路。

殖民主义势力的削弱，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创造了条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

意、日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败，从此一蹶不振。在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老牌殖民国家大多不堪

一击，威信扫地。同时，战争还导致了殖民国家经济衰退、财政枯竭、国库空虚和债台高筑。

“殖民帝国主义实力的削弱和影响的下降，严重动摇了它们对殖民地和附属国进行统治的政

治、经济和军事基础，加之战争还破坏了宗主国的许多殖民机构，打乱了殖民地的旧有政治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71 页。

②
王春良主编：《世界现代史文献与要论选编（1900-1988）》，东方出版社，1990 年，第 709 页。

③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四卷（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军事科

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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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①
这些都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民族觉醒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猛烈冲击着殖民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把绝大部分殖

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都卷了进去，这些国家的人民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同程度的

重要贡献。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从法西斯国家入侵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始的，也正是

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其次，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或

成为盟军的战略基地，或担负着盟军战略物资供应的重任，对战胜法西斯起了重要作用。再

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和自治领为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可贵的兵员和丰富的劳动力资

源。与此同时，对战争的重大贡献更加突出了他们自身的地位，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树立了民族自信心。

非殖民化机制的创立，加速了殖民体系的崩溃，促进了大批国家走上民族独立之路。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人类首次对殖民地问题进行国际化管理，产生了国际联盟委任统治制度，

开了非殖民化运动的先河。然而，“该制度只是部分地满足了委任统治地人民之民族自决的

要求，仅局限于对战败国殖民地的处理，而且国际联盟对受任国的监督十分有限，帝国主义

对殖民地的激烈争夺并没有因该制度的建立而得到有效遏制。”
②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以后，

国际社会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殖民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危害。联合国的缔造者们在吸取国

联委任统治的基础上，创立了非殖民化机制，有力地推动了世界非殖民化的进程。

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完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伟大成果，对战后世界的和平与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由于亚非拉新独立的国家普遍奉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与霸权政策，

因此，亚非拉新独立国家走上世界政治舞台后，成为战后制止世界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

要力量。“没有国家的独立和解放，就谈不上发展。殖民统治是殖民地国家贫穷落后的根源，

是殖民地国家求生存、发展的桎梏。”
③
不推翻殖民统治，世界大多数国家都难以得到发展，

发达国家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只有殖民体系彻底崩溃、大批国家走上民族独立之路，才能

促进世界的整体发展。

但是，就是这样一场由反法西斯国家战胜法西斯国家，进而引起殖民主义崩溃和殖民地

独立的战争，却被日本右翼分子作为他们否认、歪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口实。战时

日本就抛出了“大东亚共荣圈”，其实质是日本企图瓜分世界的计划，其范围不仅包括中国、

整个东南亚地区，甚至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是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扩张计划的集

大成。至今，大量日本右翼分子仍然坚称，日本发动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这场战争是

为了把亚洲从西方殖民者手中解放出来。然而事实正如一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所说：“逐出

欧洲列强是日本侵略中国和其他国家产生的无意识结果。”
④
亚洲各国的独立正是在彻底打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四卷（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军事科

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80 页。
②
张莉清：《联合国非殖民化机制与南部非洲独立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1页。

③
胡德坤、韩永利：《中国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第 437 页。

④
《参考消息》，2015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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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日本法西斯的过程中，在联合国非殖民化机制的推动下完成的。日本打着“大东亚共荣圈”

的幌子的侵略只能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灾难，而不是解放。

四、创建联合国，建立战后新的国际关系准则和价值观

联合国作为维护战后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性组织，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为重要的成果之

一。联合国成立 70 多年来，它在巩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防止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

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殖民主义以及发展各国友好关系和促进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

联合国的前身是“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从表面上看，国联的组织结构相当完备，

也是以维护和平为目标。然而，国联作为强权政治的产物，对会员国毫无约束力，丝毫无助

于和平的维护。当 20 世纪 30 年代德、意、日接二连三发动侵略战争时，国联事实上已名存

实亡。

联合国孕育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法西斯国家进行艰苦战斗的岁月。1941 年 8 月 14 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签署了《大西洋宪章》，明确提出建立一个“广泛而

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1942 年 1 月 1日，中、美、英、苏等 26 个国家代表，在华盛顿签

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一致赞同以《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作为盟国的共同纲领，共

同向法西斯轴心国宣战。“这时的联合国家虽与后来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并不相同，但两

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后来的联合国即脱胎于此。”
①

随着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盟军在军事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此时，为反法西斯而

走到一起的国家不仅加紧军事作战方面的协调，而且开始考虑战争胜利后的世界安排问题。

联合国及其宪章正是在盟国之间一次次会议和一份份宣言中诞生。

1943 年，由中、苏、美、英四国政府签署的《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根据

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
②
1944 年，苏、美、英

和中、美、英分别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一致同意《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

际组织的建议案》。该建议案将新国际组织命名为“联合国”，并提出新组织包括大会、安

理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四个主要机构。其中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权力由安理会承担。会

议通过的议案，大致勾画出了联合国的蓝图。1945 年 2 月，苏、美、英三国又在雅尔塔举

行首脑会议，讨论了安理会表决程序问题和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范围的问题。

1945 年 4 月 25 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开幕。这次会议是国际关系史上规模最大

的会议之一，出席会议的有 51 个国家。联合国制宪会议的召开，是为了建立一个保障和平

与国际安全的国际组织，表明盟国对于这个担负着和平使命的新国际组织，在一些基本问题

上，取得了互相谅解。6 月 25 日，《联合国宪章》获得全票通过。这一天也被联合国定位

“宪章日”。1945 年 10 月 24 日，《联合国宪章》正式生效，至此，作为新的国际安全组

①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第四卷（大战的最后较量、结局与总结）》，军事科

学出版社，1998 年，第 807 页。
②
《国际条约集（1934-1944）》，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 年，第 40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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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联合国宣告诞生。

《联合国宪章》全面、完整地规划出了联合国的蓝图，明确提出了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

同是也提出了指导和处理国际关系及解决国际冲突的基本原则和手段。

《宪章》第一条第一项规定联合国的宗旨为：“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并为此目的：采

取有效集体办法、以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他和平之破坏；并以和

平方法且依正义及国际之原则，调整或解决足以破坏和平之国际争端或情势。”
①
《宪章》

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放在宗旨第一项的突出位置，表明了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人民

对和平的渴望和追求。《宪章》不仅在其开头规定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宗旨，而且

将这一宗旨贯穿了其全部内容。在关于“联合国的原则”这一部分，《宪章》确立的“和平

解决国际争端”原则、“禁止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原则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直接

与维护国际和平的宗旨密切相关。

联合国除了在《宪章》中规定了“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的宗旨之外，还通过《宪章》

以及实践中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和国际法机制，作为维护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有效

手段。首先，联合国彻底否定了战争的合法性，任何争端“应尽先以谈判、调查、调停、和

解、公断、司法解决、区域机关或区域办法之利用、或各该国自行选择之其他和平方法，求

得解决。”
②
其次，联合国确立了维持和平、制止侵略的集体安全机制，彻底断绝了个别国

家妄图挑起世界大战的危险图谋。最后，联合国重视会员国的平等地位，为小国、弱国对国

际事务阐发自己观点，行使权利提供了国际政治舞台。

战后的历史表明，联合国在抑制战后国际冲突向恶性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联

合国框架内处理国际问题，一直是战后各国所坚持和维护的原则。然而，日本一方面致力于

开展联合国外交，并通过联合国维和行动不断介入国际军事事务；另一方面又强烈质疑《联

合国宪章》强调的“不干涉内政”原则，认为联合国已不适应当今时代的格局，其改革未能

赶上现实的快速变化，主张通过新的手段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历史不容割断，更不容忘记。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标志，在世界历史上划分了

一个崭新的时代—战后时代。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经 70 多年了，这 70 多年尽管局部战争连

绵不绝，但均未发展为世界大战，其中二战成果作为人类的宝贵财富发挥了重要的重要。战

后 70 多年可以视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继续与延伸。

然而，由于日本是由美国一国单独占领，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大力扶植日本，将日本

作为远东冷战的基地。因此，美国对日本法西斯的清除不彻底，导致后来日本政府对侵略战

争的认识不及德国政府那样彻底。直至今日，日本右翼极力否定二战成果，并试图将这样的

错误思想传给下一代，对战后成果的巩固和发展非常不利。如果日本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

①
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12～13 页。

②
许光建主编：《联合国宪章诠释》，第 12～13 页。



http://www.sinoss.net

- 9 -

远，它就有可能在与别国发生矛盾时，再次走上使用武力的老路，破坏地区和平稳定，进而

破坏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二战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战争之所以未能被制止，主要是因为当时各国反法西斯力量

不能及时联合起来；二战之所以取得胜利，正是因为世界各国所有反法西斯和平力量联合起

来。我们必须时刻牢记二战的历史告诫，警惕、遏制和消灭可能导致战争的因素，防止法西

斯主义死灰复燃，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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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from defeated countries; Passed the articles of law to ensure the postwar political territory security;

Disintegrate colonialism and promote the movement of the decolonization; Found the united nation and

establish the new norms and values of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World War II are precious, and they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World War II are still facing many challe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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