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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北进、南进之争的演变（1936～1941）

章 林

（北京联合大学，北京，100101）

摘要：近代日本在对外扩张道路上一直存在北进与南进的战略选择问题。日本北进、南进之争的演变与世

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是一场日本国力所无力承担的空前的战争赌博，其

结果只能是走上一条注定败降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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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日本在对外扩张道路上一直存在北进与南进的战略选择问题。这种战略选择问题往

往又伴随着日本陆军和海军之间对于各自在决策权力的分配、军备份额的比重等问题的争

夺，显得复杂多变。北进战略主要以日本陆军为主导，其最终战略目标是以中国大陆为腹地，

向西伯利亚扩张，主要假想敌国为苏联。南进战略主要以日本海军为主导，其最终战略目标

是在确保对中国大陆的霸权地位后，再向太平洋地区进行扩张，主要假想敌国为美、英等国。

一、广田弘毅组阁，确立“南北并进”方针

北进与南进之争由来已久。总的来说，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是以北进战略为

主导。从征韩论到大陆政策，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从吞并朝鲜到出兵西伯利亚，从

九一八事变到扶植伪满洲国，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历届政府都把北进作为主要战略方向。

1936 年的二·二六事件是日本军事战略发生转折的标志。二·二六事件是日本陆军内部主

张北进的皇道派和主张南进的统制派之间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事件平息后，皇道派势力被

镇压，北进的主张退出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在军部的支持下，成立了完全服从于军部意志

的广田弘毅内阁，军部加强了在政治中的发言权。

按照军部的要求，广田组阁后不久便开始制定国策大纲和外交政策。陆军和海军从各自

的利益考虑，在对外扩张战略上存在意见分歧。陆军以参谋本部作战课石原莞尔为代表，在

考虑海军方面曾提出的意见并努力调整陆军省和关东军等的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国防国

策大纲》，主张应首先倾注全力制服苏联后，再向太平洋地区扩张。不过，陆军的妥协并未

换来“统一”，反而使海军方面南进气势高涨，结果加剧了分裂。经过激烈争论后，广田内

阁确立了《帝国国防方针》第三次修正案，重新规定了战争对手的顺序问题，认为美国和苏

联是最具威胁的战争对手，但无论是对美作战，还是对苏作战，都必须首先以中国作为作战

基地。

1936 年 8 月，广田内阁召开五相会议，并在兼收并蓄陆军和海军各自战略方针的基础

上，确立了《国策基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大陆政策的基本点是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

并防范英、美，强调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在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海军军备以对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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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的制海权为目标。这样，广田内阁在对外扩张战略上把陆军主张的北

进论和海军主张的南进论同时作为国策，确立起“南北并进”的方针。

二、七七事变爆发，积极北进转向择机北进

1937 年 7 月 7 日，在卢沟桥附近演习的日军借口调查失踪士兵下落，在卢沟桥挑起事

端，蓄谋占领卢沟桥和宛平县城。七七事变爆发，日本政府、军部就如何处置事件发生了意

见分歧，出现了扩大派和不扩大派之争。扩大派极端轻视中国的抵抗意志，认为日本只要出

动少量兵力，发动一场局部战争，国民政府就会屈服，日本从而可以迅速扩大在华北的势力，

进而加强对苏战略态势。陆相杉山元甚至向天皇保证：“中国事变用一个月就可以解决。”

不扩大派则看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大致形成，中国军民的抗日呼声空前高涨，担心这

时发动局部侵华战争会引发全面战争，从而导致对苏战备无法完成。

7 月 28 日，日军见不战而胜的策略已无法迫使中国屈服，遂向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发

动总攻击，中日战端不断升级。8月 13 日，上海事变发生，主战场移至上海。15 日，蒋介

石下达总动员令，决定实施全面抗战。日本政府见“不扩大方针”中不战而胜或小战即胜的

企图已无法得逞，遂决定放弃“不扩大方针”，宣称要采取“断然措施”。9 月 2 日日本政

府又召开临时内阁会议，决定派遣大量师团陆续开往中国华北和上海地区，中日战争迅速升

级。

战争初期，日军虽占有装备和战力上的优势，但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受到重创。中

国军民的浴血奋战，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迫使日本不断增加兵力。1937 年末，日

军为尽快打破僵持局面，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达 16 个师团，相当于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

武汉会战后，日本倾巢而出，国内仅剩下 1个师团。本来用于对苏作战的兵力却投入到中国

战场，这大大削弱了日军实施北进战略的实力，只能择机推行北进战略。

三、张鼓峰与诺门坎惨败，日本暂时打消北进念头

苏联红军成立后一直没有打过比较正规的大仗，所以日本对苏军的战斗力是个未知数。

但是，日军仍认为有希望战胜苏军，因为在历史上日本人与俄国人曾有过较量，并且日本人

最终取得了胜利。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由于关东军中许多训练有素的步兵联队开往中国战

场，北进计划只好暂时停顿下来，但日本的北进方针并没有放弃。

1938 年 6 月 13 日，苏联内务部远东地区局局长李修科夫叛逃到伪满洲国。日本人从他

口中了解到苏联“大清洗”的一些具体情况，日本军方据此判断苏联军队必然会因此受到很

大影响，战斗力也必然降低许多。日本陆军一下子蠢蠢欲动起来。另一方面，由于日军正全

力备战武汉会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准备对苏作战，所以日军高层有些犹豫不决。1938 年 7

月底，一直跃跃欲试的日本陆军最终还是在张鼓峰附件发动对苏作战，挑起张鼓峰事件。一

贯自认为“不可战胜”的大日本皇军，谁知同强大的苏联红军一交火，就被打得一败涂地。

事后，关东军副参谋长石原莞尔认为：“此次张鼓峰事件，苏联所恃以威胁日本者，则以日

本对华用兵故；日本忍辱屈服于苏联者，亦以日本对华用兵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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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鼓峰事件的惨败，使日本在推行北进战略上，重新评估了苏联的军事实力。但是，日

本并没有因此而彻底放弃北进战略。1939 年 5 月，日本关东军在参谋本部的策划下，再次

进攻苏联，引发诺门坎事件。诺门坎战役中，双方投入兵力达 20 万人，大炮 500 余门，飞

机 900 余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是亚洲史上第一场大规模的立体机械化战争。战争的结

果，日军受到重大损失，仅其公布的阵亡人数就达 7696 人，负伤 8647 人，下落不明 1021

人。日军发出“日本陆军史上最大的一次败仗”的哀鸣。经过诺门坎战役，日军在重新评估

苏联军事实力的同时，也为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提出了新的外交课题。由此开始，日本对进攻

苏联的北进战略顾虑重重。可以说，诺门坎战役日本是北进与南进战略转换的分水岭，此后

直到二战结束，日本再未有过主动北进的行动。

四、近卫文麿再次组阁，南进占据上风

1940 年 7 月 22 日，近卫文麿再次被军部抬出组阁。近卫在组阁前三天，召集预定的新

内阁外相（松冈洋右）、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吉田善吾）到其私人官邸密谈，这就是

著名的“荻窪会谈”。此次会议，确立了日本将加强与德、意的紧密联系；与苏联缔结互不

侵犯条约，同时加强对苏战备；采取积极措施，把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英、法、荷、葡等殖

民地纳入到“大东亚新秩序”中的扩张计划。

1940 年 7 月 26 日，近卫内阁制定《基本国策要纲》。7 月 27 日，近卫内阁在大本营政

府联络会议上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时局处理要纲》，明确指出日本将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

和变化，迅速调整对外政策，把解决中国问题和南方问题作为日本今后外交重点。这两个政

策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日本对外扩张政策正式由北进向南进实行战略转换。

1940 年 9 月 7 日，德国特使斯塔玛到日本进行军事同盟交涉事宜。从 9月 9 日到 26 日，

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与斯塔玛就军事同盟的实质性问题进行 17 次会谈，并于 1940 年 9 月 27

日在柏林正式签署《日德意三国同盟条约》。日本与德、意结盟就意味着与英美决裂。对此，

美国迅速做出反应，限制对日出口，援助中国抗战并加强与英国的合作。

为彻底扫除南进过程中的障碍，松冈洋右又提出了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构

想，妄图把苏联拉入三国军事同盟，形成所谓的“四国军事同盟”。不过，这种“四国军事

同盟”构想最终没有实现。为确保南进战略的顺利实施，1941 年 4 月 13 日，松冈洋右在访

问柏林的回国途中，同苏联缔结了《日苏中立条约》。由此，日本通过与苏联缔结中立条约

的形式，暂时解决了侵华作战和南进作战的后顾之忧。可以说，《日苏中立条约》的缔结，

实质是日、德、意、苏“四国军事同盟”的一种畸变，同时，也标志着日本以侵略扩张为目

标的南进占据上风。

五、苏德战争爆发，北进、南进举棋不定

1941 年 6 月，德国开始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

洛甫同日本驻德武官大岛浩多次秘密会谈，要求日本履行盟约，从远东进攻苏联。日本国内

对于是北进还是南进陷入了举棋不定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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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从 1941 年 6 月 25 日到 7 月 1 日，连续召开了六次政府和大本营的联络恳谈会，专

门讨论了进攻苏联问题。外相松冈洋右主张先北后南。他认为，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

正集中力量抵御德国的入侵，远东地区必然空虚，应乘机北进，配合德国从东西两线夹击苏

联。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先南后北，待苏联出现败势之后，只须举手之劳，轻取西伯利亚。参

谋本部认为，陆军大部分兵力正在中国作战，能用于北进的兵力很少，应解决中国问题后再

北进。海相则主张全力南进，这样既可以切断西方援华交通线，促进中国问题早日解决，又

可以夺取南洋的丰富资源。

为了进一步解决北进和南进问题，7 月 2日天皇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形势演变

之帝国国策要纲》，表明了日本在当前形势下的“国策要纲”是“竭尽全力解决日本在华冲

突”，“加速南进”，基本上确立了日本对苏德战争的立场。

苏德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是日本北进的最佳良机。但中国的持久抗战牵制了日本陆军主

力，日本无力北进。于是，日本当局只好对苏联采取“熟柿子主义”策略，即用柿子成熟后

自动落地，譬喻待德国打败苏联后，日本再趁机以最小代价占领苏联远东地区。

为了掩饰南进的战略意图，日本关东军于 7 月上旬在中国东北举行空前规模的军事演

习，参加人员达 70 多万，飞机 600 架。如此规模的军事演习，立即引起国际上的关注。于

是日苏开战之说盛极一时，而日本就在这烟幕掩护下，加速了南进步伐。

六、日美谈判破裂，“北守南进”作战计划出炉

1941 年 4 月 16 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和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开始

秘密谈判。在谈判中，日美双方都各怀鬼胎。日本想通过谈判，迫使美国对蒋介石施加压力，

企图先解决中国问题再南进。美国在谈判中企图承认日本侵华的既成事实，甚至考虑承认伪

满洲国，以继续牺牲中国的利益来阻止日本南进，但又不想让日本独占中国，因而，要求日

本从中国撤军。因为双方在根本利益上分歧太大，谈判争论不休，陷入僵局。

1941 年 7 月，受到德国攻势刺激的日本不顾美国的反对，派兵攻占了法属印度支那南

部，美国随即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8 月，美国又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日美关

系急剧恶化。10 月，东条英机成为新首相。东条内阁成立后，推行全面的战争政策，准备

在谈判破裂后采取战争行动，因此，此时的谈判已经成为其掩护战争意图的烟幕和争取时间

的缓兵之计。

对南方作战的主攻方向，陆军方面主张登陆马来亚，进攻新加坡进而向东回旋进行荷属

东印度群岛、菲律宾等地的作战。海军方面主张以进攻菲律宾为主，首先打击美国在远东的

力量，同时进攻夏威夷，其后向右回旋，依次进攻马来亚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地。经过长

时间讨论，在 10 月下旬之后统一的进攻方向是，在珍珠港、菲律宾、马来亚等三个方面同

时实施奇袭，全面展开大规模的对美、英、荷诸国的战争。

11 月 6日南方军编成，总司令官寺内寿一上将，直属大本营，下辖第 14 集团军、第 15

集团军、第 16 集团军、第 25 集团军，直属第 21 师，另航空部队第 3 飞行集团、第 5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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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等部。同日，参谋本部制定了以“整备攻略南方要域之作战准备”为中心的作战计划。

11 月底，完成了太平洋及东南亚的作战部署，陆军部队在指定地点集结，舰队也隐蔽到达

预定海域。11 月 26 日，美国提出态度强硬的“赫尔备忘录”，美日谈判陷入僵局。12 月 1

日，日本御前会议最后决定开战。

战前，日军总兵力约 242 万人，其中陆军 210 万人，共 51 个师、4 个飞行集团；部署

在日本国内 4 个师、朝鲜 2个师、中国战场 35 个师，准备投入东南亚和太平洋战场 10 个师。

海军 32 万人，共有战舰和航空母舰各 10 艘，其他作战舰艇 380 艘，计 147 万吨；作战飞机

2300 架。日本的战略方针是利用其在太平洋和东南亚占据的有利态势，摧毁美、英、荷在

亚洲太平洋地区的主要基地，迅速占领菲律宾、马来亚、缅甸、荷属东印度等资源丰富地区。

综上所述，日本北进、南进之争的演变与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根本上说，

无论是北进还是南进，都是一场日本国力所无力承担的空前的战争赌博，其结果只能是走上

了一条注定败降的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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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Japan's Northward Policy and Southward Policy
(1936~1941)

Zhang Lin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In Modern Japan, the strategic choice for foreign expansion has been the Northward Policy or

Southward Policy. The evolution of Japan's Northward Policy and Southward Policy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the world situation. Whether it is Northward Policy and Southward Policy,

it is an unprecedented war gambling that Japanese power can't afford, and the result is only a failure to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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