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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非洲外交: 从实用主义平衡
到战略重视

张永蓬

　 　 内容提要　 纵观 ２０ 世纪以来日本与非洲关系的历史发展进程ꎬ 日

本对非洲外交政策取向既有连续性特点ꎬ 又有鲜明的时代特征ꎮ 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前ꎬ 日本与部分非洲国家保持着不甚密切的经贸往来ꎮ 冷战

时期ꎬ 日本对非外交受制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及其意识形态等因

素ꎬ 一方面ꎬ 日本发展与以南非为首的非洲白人传统伙伴的关系ꎻ 另一

方面ꎬ 为了获取现实的资源等经济利益ꎬ 日本积极与其他非洲国家或地

区发展关系ꎬ 从而成功助推了经济起飞ꎬ 彰显其 “以经济为中心” 的

实用主义平衡战略特点ꎮ 自 １９９３ 年首届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起ꎬ 日

本对非外交转为战略重视ꎬ 体现在对非合作平台、 经贸关系、 安全合作

等方面ꎮ 未来一段时间ꎬ “印太战略” 和 “亚非增长走廊” 将成为维护

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新路径ꎻ 基于东京会议合作机制ꎬ 在日本对非关系中

“中国因素” 增加的新的国际环境下ꎬ 其对非外交将继续保持战略重视

这一特征ꎮ
关 键 词　 日本与非洲关系　 实用主义平衡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

议　 “印太战略” 　 “亚非增长走廊”
作者简介　 张永蓬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北

京　 １００００７)ꎮ

自 ２０ 世纪初叶至今百余年ꎬ 日本对非洲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接触到

实施 “以经济为中心” 的实用主义平衡战略ꎬ 再到战略重视的发展演变过程ꎮ
本文所指 “实用主义” 仅属对实用主义概念的通俗性借用ꎬ 与经典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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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概念的内涵有所区别ꎬ① 指注重短期利益的、 以获取实际效益为先的政策

或观念ꎬ 与另一个哲学概念 “功利主义” 内涵相近ꎮ 具体讲ꎬ 本文所谓 “实
用主义平衡” 是指在缺少或忽略大的战略性原则的条件下ꎬ 日本将实质性获

得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利益作为其当时对非外交的优先原则ꎮ 由于国力

所限且受制于美国ꎬ 从 ２０ 世纪初的近代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日本

一直缺少自己独立的外交战略ꎮ 日本常通过技术性变通ꎬ 避开大国战略制约

和非洲地区的意识形态对立ꎬ 在 “黑” “白” 非洲间搞平衡外交ꎬ 追求并获

得自己的经济利益ꎮ 因此ꎬ 冷战期间的日本对非外交在政策理念上具有短期

利益优先的实用主义色彩ꎬ 其策略手段则是搞平衡外交ꎮ 冷战的结束使日本

部分摆脱大国意识形态对抗的约束ꎬ 开始追求自身的战略利益ꎮ 以 １９９３ 年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ＴＩＣＡＤꎬ 以下简称 “东京会议”) 召开及日非合

作机制建立为标志ꎬ 日本开启对非外交战略重视新时期ꎬ 并呈现出新特点ꎮ

２０ 世纪初日本与非洲关系的早期发展

近代日本与非洲的关系可追溯至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ꎮ 以 １９ 世纪下半叶

明治维新为标志ꎬ 日本在进行深刻的政治、 经济、 社会、 军事等多领域全面

变革的同时ꎬ 精英阶层对海外领土和利益的追求空前强烈ꎬ 日本进入对外侵

略扩张的新时期ꎬ 被西方殖民者竞相角逐瓜分的非洲开始进入日本政治精英

的视野ꎮ 其时ꎬ 殖民瓜分之下的非洲大陆仅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处于相

对独立状态 (分别于 １８４７ 年和 １８９６ 年独立)ꎮ
自 １９０４ ~ １９０５ 年日俄战争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十余年内ꎬ 日

本主要与南非、 埃及、 埃塞俄比亚等国发展双边关系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

地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ꎬ “因为此时欧洲商品退出亚洲

市场ꎬ 大批的军需订货以及生活用品需求使日本产品出口总额迅速增加”②ꎬ
这也刺激了日本对海外战略资源的需求ꎮ 其时ꎬ 日本对非政策的主要动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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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经典实用主义哲学概念主要指 “有目的的行动观念”ꎮ 中国学者认为ꎬ “日常用语中的 ‘实用

主义’ 的急功近利的含义ꎬ 恰恰来自对实用主义哲学的误解和故意贬低ꎮ” 参见朱志方: «经典实用主

义的要义»ꎬ 载 «哲学评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期ꎬ 第 １８ 页ꎻ Ｎａｔｈａｎ Ｈｏｕｓｅｒ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Ｊ. Ｗ. Ｋｔｏｅｓｅｌ ｅｄｓ ꎬ
Ｂｌｏｏｍｉｎｇｔ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ｎａｐｏｌｉ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ｅｉｒｃｅꎬ ＶｏＩ Ｉꎬ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２ꎬ ｐ １３２ꎮ 但本

文仅为引申借用ꎬ 并无 “误解和故意贬低” 之意ꎮ
韩铁英: «列国志日本»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３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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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是获取其工业所需的矿产资源和海外市场ꎬ 并为其在亚洲以外地区拓展

外交和国际空间奠定基础ꎮ 其中ꎬ 资源富集的南非成为日本在非洲较早开拓

贸易和市场的桥头堡ꎮ 历史上ꎬ 日本与南非并无多少交集ꎬ① 然而随着第一次

世界大战的爆发ꎬ 日本与南非之间直接与间接交往逐渐增多ꎬ 其原因是: 第

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欧洲特别是德国对南非的商品出口减少ꎬ 致使南非市

场商品严重短缺ꎬ 于是工业发展上升期的日本成为南非市场商品的重要来源

国之一ꎮ
为开拓南非市场ꎬ 日本政府在政策上明确拓展南非市场的重要性ꎬ 并采

取实质性措施: 先是于 １９１０ 年任命南非白人耶珀朱利叶斯 (Ｊｅｐｐｅ Ｊｕｌｉｕｓ)
担任日本驻南非名誉领事ꎬ 后于 １９１６ 年正式向南非派遣贸易代表ꎬ 当年日本

还在开普敦开设了日本领事馆ꎮ １９２６ 年ꎬ 日本大阪船运公司 (ＯＳＫ) 开通神

户经肯尼亚蒙巴萨港至南非德班的海上商业航线ꎮ 至此ꎬ 日本与南非基本确

立了经济关系ꎮ １９１３ 年ꎬ 日本与南非贸易额为 ５２ １ 万日元ꎬ １９４１ 年上升为

３ ８４６万日元ꎬ 增长 ７０ 多倍ꎮ 其中ꎬ １９３７ 年日本与南非贸易达到 １ ４３ 亿日元

的最高值ꎬ 当年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ꎮ②

当然ꎬ 除南非外ꎬ 这一时期日本还直接或间接与其他为数不多的非洲国

家产生政治经济联系ꎮ １９１９ 年国际联盟将西南非洲 (今纳米比亚) 交给南非

进行委任统治ꎬ 日本便是形成国际联盟相关协议的 ５ 个大国之一ꎮ③ 从这个意

义上讲ꎬ 通过配合西方列强瓜分非洲ꎬ 从而维护自己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业

已取得的利益ꎬ 是日本对西南非洲政策的核心ꎬ 也是近代日本对非外交的组

成部分ꎮ 此外ꎬ 日本曾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后期和 ３０ 年代初期一度发展与埃塞

俄比亚的关系ꎬ 其政策基础是所谓 “王室外交”ꎮ １９２７ 年和 １９３０ 年日本与埃

塞先后签订了友好条约和商业协定等ꎬ 于 １９３６ 年在亚的斯亚贝巴设立公使

馆ꎮ 然而ꎬ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日本同德国、 意大利法西斯结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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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直到 ２０ 世纪初期日本与南非并无多少交往ꎬ 其时只有少数日本人在南非开设商店ꎬ １９１０ 年曾

有日本军舰 (Ｉｋｏｍａ) 在前往英国途中经停开普敦ꎮ
Ｊｕｎ Ｍｏｒｉｋａｗａꎬ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 Ｂｉ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Ｗｏｒｌｄ Ｐｒｅｓｓꎬ Ｉｎｃ １９９７ꎬ

ｐ ３０ 本书作者森川 (Ｊｕｎ Ｍｏｒｉｋａｗａ) 时为日本札幌酪农学园大学教授、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访问学

者ꎬ 作者查阅并利用的资料来自日本国内日本外贸组织图书馆、 日本反种族隔离委员会档案、 日本国

际志愿者中心以及多所日本国内大学的图书馆ꎬ 也有对日本相关政府部门人士的访谈资料ꎮ
即英国、 美国、 法国、 意大利和日本五国代表组成国际联盟最高委员会ꎮ 签订国际联盟委任

统治协议的其他国家还包括南非、 澳大利亚、 新西兰和加拿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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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对日本的态度也发生根本变化ꎮ 从日本方面看ꎬ １９３５ 年意大利入

侵埃塞俄比亚后的一段时间内ꎬ 日本国内还有支持埃塞俄比亚的团体及活动ꎮ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步伐的加快ꎬ 这些团体也逐渐销声匿迹ꎬ 因为支持埃塞俄

比亚就意味着支持中国ꎬ 从而与日本政府的对外侵略政策相抵触ꎮ 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ꎬ 日本海军潜艇曾前往非洲东海岸进行军事侦察ꎬ 先后通过肯尼

亚的蒙巴萨港、 坦桑尼亚的达累斯萨拉姆、 吉布提和亚丁湾等地ꎬ 日本的侦

察机曾飞抵南非德班附近对英国军队舰船进行侦察ꎮ 此时的日本属于法西斯

阵营ꎬ 本质上是站在非洲国家的对立面ꎮ 然而ꎬ 受时代局限ꎬ 当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初日本与英国在缅甸爆发战争时 (当时有非洲士兵在英军中与日军作

战)ꎬ 非洲一些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尚未认识到日本的帝国主义法西斯本质ꎬ 反

而天真地认为日本是抵抗英国殖民者的正义力量ꎬ 希望在日本的帮助下结束

白人在非洲的统治ꎮ①

总体看ꎬ 由于近代非洲受到西方列强瓜分并沦为殖民地的现实ꎬ 近代或

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与非洲的关系相对简单ꎬ 二战期间日本与非洲的

接触主要是针对与英国的战争ꎬ 日本对非外交重点放在拓展经济贸易利益方

面ꎮ 尽管如此ꎬ 作为日本在非洲较早开拓的贸易伙伴和海外市场ꎬ 南非成为

日本对非政策最初的实践地ꎮ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直至 ９０ 年代初非

洲仍有南非、 津巴布韦、 赞比亚、 马拉维、 纳米比亚等地区是英国白人统治

的国家或殖民地 (独立时间先后不同)②ꎬ 尤其南非是白人统治的堡垒③ꎬ 其

后富有自然资源的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又相继独立ꎬ “黑” “白” 非洲国

家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制度选择等方面出现差异ꎬ 且前者是日本在非洲的传统

合作伙伴和意识形态同盟者ꎬ 后者则是资源丰富但存在意识形态差异或反对

白人统治的国家或地区ꎬ 这就使战后既需要自然资源发展经济、 又处于大国

战略制约下的日本面临两难选择ꎮ 于是ꎬ 利益优先的实用主义外交便成为日

本对非洲政策的主要选项ꎮ 而达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ꎬ 便是在 “黑” “白”
非洲国家之间搞外交平衡ꎮ

３９

①
②

③

Ｊｅｒｅｍｙ Ｍｕｒｒａｙ － Ｂｒｏｗｎꎬ Ｋｅｎｙａｔｔ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Ｇｅｏｒｇｅ Ａｌｌｅｎ ＆ Ｕｎｗｉｎꎬ １９７３ꎬ ｐｐ ２５０ － ２５１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初ꎬ 英国侵入南部非洲ꎬ 南罗德西亚 (今津巴布韦ꎬ １９８０ 年独立)、 北罗德西

亚 (今赞比亚ꎬ １９６４ 年独立)、 尼亚萨兰 (今马拉维ꎬ １９６４ 年独立)、 西南非洲 (今纳米比亚ꎬ １９９０
年独立) 先后沦为英国殖民地ꎮ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ꎬ 南非黑人政党 “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国大) 在南非首次不分种族的大选中获

胜ꎬ 黑人领袖纳尔逊曼德拉担任总统ꎬ 南非白人统治自此结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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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日本对非洲的实用主义平衡外交

二战结束后ꎬ 世界进入以美、 苏对抗为主的冷战时代ꎬ 国际战略格局发

生重大变化ꎮ 在此期间ꎬ 与冷战的政治对抗相比ꎬ 日本对非外交更看重经济

利益ꎬ 日本对非政策与日本经济优先或 “经济中心” 的国策相一致ꎮ
(一) 实用主义平衡外交的形成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二战结束至 ５０ 年代日本对非外交是现代日本对非外交的基础ꎮ 战后日本

加入西方阵营的进程始于 １９４５ 年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ꎮ 考虑到战后苏联及

社会主义运动可能的发展和影响ꎬ １９４７ 年麦克阿瑟提出早日结束对日占领主

张ꎬ １９５１ 年美国一手策划旧金山和会ꎬ 并不顾中国、 苏联等国的反对ꎬ 强行

推动签署了 «旧金山对日和约»ꎬ 使日本获得名义上的独立ꎮ 其后ꎬ 美、 日又

签订 «日美安全条约» 和 «日美行政协定» 等ꎬ 日本被完全纳入美国的控制

之下ꎮ 同时ꎬ 随着东、 西方两大阵营和冷战氛围的逐步形成ꎬ 日本在外交上

自然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附庸ꎮ 这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决定了战后初

期日本对非洲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是坚持反社会主义和反共立场ꎮ 当时

日本外交部非洲局官员曾表示: 日本在帮助非洲国家时有两种选择ꎬ 其一是

最贫穷的国家ꎻ 其二是取决于与日本发展关系的相关国家是否属于西方阵营ꎮ
在与非洲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时ꎬ 日本更看重整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利

益ꎮ① 二是实现日本对外贸易和海外市场的扩张ꎮ 根据 １９５７ 年日本外务省首

次发布的 «外交蓝皮书»: 改善和提高 ９ ０００ 万日本人民生活水平、 发展经

济、 增强国力的唯一途径ꎬ 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经济的海外扩张ꎮ②

１９５５ 年第一次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 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国际多边舞台

正式接触非洲国家ꎬ 因而也标志着战后日本对非外交的正式开启ꎮ 按照万隆

会议 １９５４ 年 １２ 月拟定的正式邀请函ꎬ ２５ 个国家将参加会议 (１９５５ 年 ４ 月实

际有 ２９ 国参会)ꎬ 其中非洲国家 ７ 个ꎬ 分别是: 埃及、 埃塞俄比亚、 黄金海

岸 (加纳)、 利比亚、 苏丹、 利比里亚、 中非联邦ꎮ 为阻止所谓 “红色” 威

胁及其在会上可能提出 “攻击西方” 的议题ꎬ 美国建议其盟友特别是日本和

４９

①
②

Ｍａｒｔｉｎ Ｒｏｔｈꎬ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ｇｅｓｔꎬ Ｎｏ 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８２ꎬ ｐ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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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参加亚非会议ꎮ 根据日本外务省档案ꎬ 时任日本驻荷兰海牙大使冈本

季正在给外相重光葵的信中乐观地谈道: 中国和日本都受到会议主办方邀请ꎬ
这是日本外交政策迈出的一大步ꎬ 日本在亚非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取决于日本

在会上的表现ꎮ① 重光葵外相也乐观地认为: “日本应该能够在会上变不利为有

利”ꎮ 然而ꎬ 万隆会议的最终结果未能如日本所愿ꎬ 没有如亚非国家那样遭受殖

民统治经历的日本ꎬ 显然难以理解亚非会议反帝反殖、 支持非洲独立解放运动

的主旨ꎬ 结果是日本未能在会上与非洲国家有实质性互动ꎮ 尽管如此ꎬ 此次毕

竟是战后日本与非洲的初步接触ꎬ 为其后对非政策的制定积累了一定经验ꎮ
日本与南非的关系始终是战后日本与非洲关系的重要一环ꎮ 日本与南非

的传统关系在战后通过 １９５１ 年旧金山和会及对日和约得以重新确立ꎬ 当时参

加此次会议的南非 (另有埃塞俄比亚、 利比里亚、 埃及 ３ 个非洲国家参加)
给予美国和日本支持ꎮ １９５２ 年ꎬ 日本在南非比勒陀利亚开设总领事馆ꎬ 接着

又在罗德西亚 (今津巴布韦) 开设领事馆ꎮ １９５３ 年ꎬ 日本恢复与葡萄牙的外

交关系ꎬ １９５９ 年ꎬ 重新开设日本驻葡萄牙大使馆ꎮ 至此ꎬ 日本与白人政府非

洲国家及相关宗主国完全恢复了官方关系ꎮ 此外ꎬ 日本与南非的贸易关系早

于 １９４８ 年得以恢复ꎬ 也正是在这一年ꎬ 南非国民党政府上台执政ꎬ 在南非开

始推行长达 ４０ 多年的种族隔离政策ꎮ １９６０ 年日本与南非统治下的罗德西亚和

尼亚萨兰 (今马拉维) 签署贸易协定ꎬ 该协定为日本控制上述国家铜矿带矿

产打下基础ꎬ 也为日本加强与南非白人政权的关系提供了物质基础ꎮ 该协定

也成为战后日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签订的首个国际协定ꎮ
尽管 ５０ 年代南非白人政权及其种族隔离政策尚未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

形成明显的意识形态矛盾与对立ꎬ 但日本在与南非发展关系的同时ꎬ 也积极

实质性地发展了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政治、 经济关系ꎬ 是一种实用主义

平衡外交ꎮ
在政治层面ꎬ 日本对非洲的实用主义平衡外交体现在对待非洲非殖民化

运动的态度及做法上ꎬ 经历了从消极到相对支持的过程ꎮ 日本对非洲非殖民

化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政策的影响ꎮ 二战后ꎬ 美国对非洲独立运动

的最初态度是: 鼓励殖民宗主国在更加 “开明” 和 “人道” 的基础上继续在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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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的殖民统治ꎮ 在 ５０ 年代朝鲜战争爆发及西方国家认为其面临共产主义巨

大威胁的情况下ꎬ 美国更是将抗击共产主义放在其外交战略的首位ꎮ 处于美

国占领下的日本ꎬ 其 ５０ 年代对非洲非殖民化的政策和态度显然难以超脱美国

而独立表现出来ꎮ 其时日本对非洲非殖民化进程持反对态度ꎬ 反对通过革命

途径实现民族自决ꎮ ５０ 年代后期ꎬ 随着美国对日本外交限制相对减少ꎬ 日本

得以在姿态上关注非洲非殖民化运动ꎮ １９５７ 年ꎬ 日本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表

达了日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立场: “作为亚洲社会的一员ꎬ 日本人民深深同情

亚非人民 (争取独立) 的愿望ꎮ 在处理民族自决有关原则争议时ꎬ 人民的愿

望应得到尊重ꎮ”① 然而ꎬ 面对非殖民化与殖民化两种选择ꎬ 日本的政策始终

是谨慎的ꎮ 例如ꎬ 当 １９６０ 年非洲新独立国家在联合国发起签署 «给予殖民地

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 主张通过武装手段推翻殖民统治时ꎬ 日本的立场始终

是主张采用和平手段ꎮ １９６６ 年ꎬ 当联合国安理会投票表决马里、 尼日利亚和

乌干达提交的有关运用一切手段结束白人少数政府对南罗德西亚的统治时ꎬ
日本与美国和英国一道放弃了投票ꎮ②

在经济层面ꎬ 由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仅有少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独立ꎬ
日本遂逐步开始与二战前就建立联系的东部和西部非洲国家恢复经济联系ꎬ
特别积极地与加纳和埃塞俄比亚进行外交接触ꎬ 并于 １９５９ 年在加纳设立大使

馆ꎮ １９５７ 年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访问日本ꎬ 成为战后日本政府接待

的首位国宾ꎮ １９５８ 年日本与埃塞俄比亚互设大使馆ꎬ 次年签订 «日本与埃塞

俄比亚友好条约»ꎮ 与加纳和埃塞俄比亚的关系成为战后日本与撒哈拉以南非

洲关系的重要突破ꎮ 在开展政治接触的同时ꎬ 日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经贸

关系也有发展ꎮ 到 ５０ 年代后半期ꎬ 一些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或地区已成为日

本纺织品的重要出口市场ꎮ
可见ꎬ 日本对非平衡外交的形成绝非偶然ꎬ 而是有着深刻的意识形态背

景和实用主义经济利益考虑ꎮ 日本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发展关系具有政治

和经济双重目的: 一方面ꎬ 越来越多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在二战后逐渐形成

一股新的国际政治力量ꎬ 日益成为东、 西方集团争夺的对象ꎬ 日本自然会从

意识形态和集团对抗的层面考虑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ꎻ 另一方面ꎬ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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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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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起飞ꎬ 日本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ꎬ 危机感也不断加深ꎮ 出于对

资源及市场的现实渴望ꎬ 日本开始全面加强与非洲国家的政治、 经济关系ꎬ
包括当时的白人政府和黑人政府治下的国家ꎮ

(二) 实用主义平衡外交的调整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中期)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中期ꎬ 日本对非洲政策经历两次重要调整ꎮ 第

一次是 ６０ 年代初从政治外交转向经济外交的调整ꎮ ６０ 年代初ꎬ 随着日本国内

经济的高速发展ꎬ 日本首相池田勇人提出为期十年的 “收入倍增” 计划ꎬ 为

日本经济发展设定了新的目标ꎮ 同时ꎬ 日本外交也全面配合国内政策ꎬ 外交

政策逐步将重点转向与非洲国家的经济联系ꎬ 形成所谓 “经济主义” 或 “经济

外交政策”ꎬ 其支持理念是: 与政治相比ꎬ 经济的参与能减少日本卷入政治、 军

事争端的风险ꎬ 能扩大贸易和市场机会ꎬ 积极建设性地影响国际关系ꎮ① 在经济

外交的政策理念下ꎬ 日本对非政策完全转向功利实用的经济目标ꎮ
这一时期ꎬ 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普遍反对和谴责南非白人政权ꎬ 由此日

本对非政策面临着两难选择: 一方面因南非白人政权在冷战中站在西方阵营ꎬ
面对与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的战略争夺ꎬ 日本必须与南非保持紧密关系ꎻ 另

一方面ꎬ 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自然资源ꎬ 而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都是日

本战略资源的来源地ꎬ 日本不能得罪任何一方ꎬ 只能在二者间寻找平衡ꎮ 因

此ꎬ 这一时期日本对白人非洲的政策是扩大与白人政权的关系ꎬ 加强对白人

政权的经济支持ꎬ 以避免其受到外交孤立ꎮ 日本的支持也换来了南非的投桃

报李ꎮ １９６１ 年 ４ 月ꎬ 南非白人政权正式给予在南非的日本人以白人待遇ꎬ 这

为日本与南非间经济、 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交流提供了条件ꎮ 同年ꎬ 日本在

约翰内斯堡的企业团体成立南非日本俱乐部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ｌｕｂ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其宗旨是为在约翰内斯堡数量不断增加的日本企业提供帮助ꎬ 也负责在约翰

内斯堡建立日语学校ꎮ 尽管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不断呼吁对南非进行经济

制裁ꎬ 但日本与南非间的贸易关系还是快速发展ꎮ １９６７ 年ꎬ 日本对南非的商

品出口达到 １ ５７ 亿美元ꎬ 从南非进口 ２ ６７ 亿美元ꎬ 分别是 １９５７ 年出口额和

进口额的 ３ 倍和 ８ 倍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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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 在经济外交推动下ꎬ 日本于 ６０ 年代初实行向撒哈拉以南非洲

的出口推动政策ꎬ 通过采取必要手段ꎬ 重点解决了与非洲国家的贸易不平衡

和关税问题ꎮ 首先ꎬ 日本向有关国家提供贷款ꎬ 以弥补贸易不平衡问题ꎮ 例

如ꎬ 由于贸易严重失衡ꎬ １９６５ 年肯尼亚、 坦桑尼亚、 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国

曾严格限制日本商品进入ꎮ 为此ꎬ 日本向四国分别提供 １００ 万英镑至 １ ５００ 万

英镑不等的贷款ꎬ 以弥补贸易失衡给对方带来的损失ꎮ １９６７ 年ꎬ 日本派出由

工商协会、 雇员协会等团体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上述国家ꎬ 从技术角度进一步

解决贸易失衡问题ꎮ 其次ꎬ 日本增加购买有关国家的矿产品ꎬ 以平衡双边贸

易ꎮ 再次ꎬ 日本通过提供官方发展援助、 促进贸易结构多样化、 鼓励和促进

投资等方式ꎬ 平衡与非洲国家的贸易ꎮ①

第二次调整发生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前后的 ７０ 年代上半期ꎮ ７０ 年代初、 中

期ꎬ ３ 个因素促使日本进一步调整对非洲政策: 一是尽管日本经济已进入高速

增长末期ꎬ 但增长率仍在 ７％以上的高位ꎬ 日本对非洲资源的需求持续旺盛ꎻ
二是 １９７３ 年的石油危机使日本认识到自身自然资源来源的脆弱性ꎬ 开始重新

考虑能源等资源来源的多元途径ꎻ 三是 ６０ 年代后半期至 ７０ 年代上半期非洲

新近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越来越多 (如几内亚比绍、 莫桑比克、 安哥拉、
埃塞俄比亚等国)ꎬ 同时在罗德西亚、 纳米比亚和南非的反殖民统治、 反种族

歧视运动也在蓬勃发展ꎬ 日本感到了自身在非洲整体外交空间的困难ꎮ
基于上述考虑ꎬ 日本在两方面调整了对非政策ꎮ 一是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

矿业合作ꎮ 日方于 １９７０ 年 ２ 月派出以三菱重工副总裁为团长的企业界代表前往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坦桑尼亚、 赞比亚、 扎伊尔 (今刚果民主共和国)、 尼日

利亚、 加纳、 象牙海岸 (今科特迪瓦) 和塞拉利昂 ９ 个非洲国家进行访问ꎬ 探

讨进一步发展双边资源合作事宜ꎮ 日本特别对扎伊尔的铜矿感兴趣ꎬ 通过与扎

伊尔企业成立合资公司ꎬ 日本企业深度参与了铜矿的开采及将产品向日本的运

输ꎮ 二是增加对非发展援助ꎮ １９６９ 年ꎬ 日本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提供的官方发展

援助 (ＯＤＡ) 仅占其对外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１ １％ (约 ３ ４ 亿美元)ꎬ １９７５ 年

这一比例急速上升到 ６ ９％ (约 ８ ５ 亿美元)ꎮ② 日本希望通过提供发展援助使

非洲国家在政治、 经济上增加对日本的好感和依赖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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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见ꎬ 日本两次政策调整的指导思想是淡化政治、 突出经济ꎮ 在国

际环境仍处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的大背景下ꎬ 日本积极调整对撒哈拉以南非

洲国家的政策具有以实效为先的实用主义特征ꎮ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

的快速发展证明ꎬ 日本对非向经济外交的调整为日本抓住机遇迅速发展经济

提供了资源保障ꎬ 达到了预期目的ꎮ 正如日本学者所言: 日本的对非外交政

策是 “双轨的”ꎬ 即: 在支持南非白人政权的同时ꎬ 设法平息其他非洲国家的

不满ꎬ 并同时与 “黑” “白” 非洲发展关系ꎮ 通过支持南非政府ꎬ 日本得以

获得经济发展所需的自然资源ꎻ 通过平衡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ꎬ 消

除了后者对日本发展与南非关系的批评ꎮ①

(三) 实用主义平衡外交的延续与终结 (７０ 年代后期至 ９０ 年代初)
７０ 年代后期至 ８０ 年代末ꎬ 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的争夺愈发激烈ꎮ

期间ꎬ 苏联与非洲的埃塞俄比亚签订 «友好合作条约»ꎬ 积极插手安哥拉内

战ꎬ 并参与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的战争ꎮ 苏联在霸权争夺中咄咄逼人ꎬ 这使

美国倍感压力ꎮ 同时ꎬ 进入 ７０ 年代的日本已经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ꎬ 美国遂

有意利用日本在非洲协助其抵御苏联威胁ꎮ
为配合美国在非洲的战略ꎬ 日本开始重新加强对持有反共意识形态的南

部非洲白人政权的支持ꎮ 为此ꎬ １９８４ 年经自民党领导人石原慎太郎提议ꎬ 自

民党成立 “日本与南非议员友好联盟” (ＪＳＡＰＦＬ)ꎬ 该团体公开鼓吹加强与南

非的双边关系ꎮ 当年ꎬ 该团成员访问南非并与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见面ꎮ 同

时ꎬ “日本经济组织联盟 (Ｋｅｉｄａｎｒｅｎ) 对非洲合作委员会” (ＫＣＣＡ) 也秘密

成立了 “在南非商人联盟” (ＳＡＴＡ)ꎬ 其宗旨是推动与南非的贸易和商业关

系ꎮ ８０ 年代中期ꎬ 当南非面临严峻的国际制裁 (包括美国实施的制裁) 时ꎬ
日本不顾国际社会批评ꎬ 仍邀请并接待南非政府高官频繁访日ꎮ② 到 ８０ 年代

末ꎬ 日本已是南非最大贸易伙伴ꎬ 也是对抗国际对南非制裁的最主要的国家ꎮ
在支持南非的同时ꎬ 作为平衡外交的另一面ꎬ 日本又不放弃实用主义的

政治、 经济利益ꎬ 在以下五方面对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进行安抚: 其一ꎬ
日本表现出同情和支持非洲国家解放运动的姿态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４ 年日本在西方

国家中率先承认几内亚比绍的独立ꎬ 这在冷战时期美、 苏争夺态势分明的环

９９

①

②

Ｋｗｅｋｕ Ａｍｐｉａｈꎬ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ꎬ Ｔａｎｚａｎｉａ ａｎｄ
Ｎｉｇｅｒｉａꎬ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５１

Ｋｗｅｋｕ Ａｍｐｉａｈ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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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较为罕见ꎬ 但也绝非偶然ꎬ 这是日本根据形势变化而做出的深思熟虑的

外交决策ꎮ 其二ꎬ 加强与非洲国家的高层交往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４ 年日本外相木村

先后访问加纳、 尼日利亚、 扎伊尔、 坦桑尼亚和埃及ꎬ １９７９ 年日本外相园田

访问尼日利亚、 象牙海岸 (今科特迪瓦)、 塞内加尔、 坦桑尼亚和肯尼亚ꎬ
１９８４ 年日本外相安倍访问赞比亚、 埃塞俄比亚和埃及三国ꎮ 日本皇太子与公

主于 １９８３ 年代表裕仁天皇访问肯尼亚、 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三国ꎮ 非洲方面ꎬ
从 １９８０ 年到 １９８９ 年ꎬ 先后有赞比亚、 坦桑尼亚、 肯尼亚、 加蓬、 尼日尔、
塞内加尔、 津巴布韦等国总统访问日本ꎮ① 其三ꎬ 增加对非洲国家的发展援

助ꎮ 从 １９６９ 年到 １９８８ 年ꎬ 日本对非洲的双边官方发展援助在其对外援助总

额的占比从 １ １％增加到 １３ ７６％ ꎬ 总额从 １９７５ 年的 ０ ５９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９８８
年 ８ ８４ 亿美元ꎮ 其四ꎬ 公开宣布对南非的制裁措施ꎮ 由于非洲国家对日本的

南非政策不断批评ꎬ 更重要的是ꎬ ７０ 年代末日本寻求竞选联合国安理会相关

席位时ꎬ 非洲国家没有给予日本支持ꎬ 致使日本的竞选计划最终流产或仅以

微弱优势胜选ꎬ 此事给予日本深刻警示和教训ꎮ 在非洲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巨

大压力下ꎬ 从 ６０ 年代初期至 ８０ 年代初ꎬ 日本逐步公布了对南非的十多项制

裁措施ꎬ 包括仅与南非发展领事级外交关系、 禁止或限制对南非的直接投资、
限制与南非的教育文化交流、 禁止对南非出口武器、 禁止从南非进口武器、
禁止向种族隔离强力机构提供计算机等可能用于加强其能力的设备等ꎮ 不过ꎬ
尽管公布了相关措施ꎬ 但具体贯彻落实的效果多受质疑ꎮ② ２０ 多年间ꎬ 日本

与南非政治和经贸关系的不断发展也证明了这种质疑的合理性ꎮ 其五ꎬ 开始

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国大) 进行对话ꎮ １９８６ 年日本外务省第二非洲局

派人赴南非与非国大接触ꎬ 邀请非国大主席访日ꎬ 并同意后者在日本设办公

室 (１９８８ 年)ꎮ 尽管如此ꎬ 日本对南非白人政权的支持并未受到削弱ꎬ 对非

国大的支持也仅仅停留在表面ꎮ 当非国大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在访日期间

提出希望日本给予非国大财政支持时ꎬ 日方断然拒绝ꎮ 实际上ꎬ 在整个冷战

期间及至新南非成立之前ꎬ 与南非白人政权的特殊关系一直是日本对非实用

主义平衡外交极其重要的一环ꎮ
进入 ９０ 年代后ꎬ 随着冷战结束和东西方对抗终结ꎬ 非洲和世界都发生了

００１

①

②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ꎬ １９８１ꎬ １９８３ꎬ １９８４ꎬ １９８６ꎬ １９８９ꎬ
１９９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ｔｈｅｒ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 ｉｎｄｅ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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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变化ꎮ 从非洲情况看ꎬ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新南非诞生ꎮ 至此ꎬ “白人非洲” 与

“黑人非洲” 的地缘政治分野不复存在ꎬ 日本亦失去了在 “两个非洲” 间寻

找利益平衡的外交基础ꎬ 日本对非洲的实用主义平衡外交也就此结束ꎮ
总体看ꎬ 日本对非洲的实用主义平衡外交几乎持续了整个 ２０ 世纪的后半

期ꎬ 为实现日本在非洲的资源利益、 促成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重要作

用ꎮ 同时ꎬ 对非平衡外交也在客观上兼顾和综合了日本对非洲各地区的政策ꎬ
为其后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日非关系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ꎮ

“后冷战时代” 日本对非洲的战略重视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ꎬ 非洲经济进入长时段的经

济中高速增长期ꎮ 非洲国家争取经济发展的努力为世界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

场ꎬ 更重要的是ꎬ 冷战后国际力量的重新布局给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发挥作

用提供了新的空间ꎬ 加之非洲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ꎬ 这些因素使得非洲逐步

重新成为大国战略关注的对象ꎮ 从日本情况看ꎬ 冷战的结束也给日本外交提

供了重新释放的空间ꎬ 日本的国际政治野心重新开始膨胀ꎬ 其战略目标主要

有二: 一是要 “走向政治大国”ꎬ 二是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ꎮ 正是

着眼于开拓日本的外交战略ꎬ 也看到非洲的活力及其对日本政治、 经济发展

的重要意义ꎬ 日本于 １９９３ 年首次召开了面向所有非洲国家的 “东京非洲发展

国际会议”ꎬ 日本对非外交也开始步入机制化、 全方位兼顾的阶段ꎮ
(一) 建立与完善日本全方位对非战略合作机制

日本的非洲研究学者多否认日本有对非洲的外交战略ꎬ 认为日本一直不

重视非洲ꎮ① 其实ꎬ 站在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半期的今天看ꎬ 东京会议规模

和范围的不断拓展、 合作议题的提升、 日本 “亚非增长走廊” 的提出及其对

“印太” 地缘战略理念的积极实践ꎬ 都足以证明自东京会议以来日本一直在逐

步强化对非洲的战略影响ꎬ 而这一切都得益于第一届东京会议的召开及其机

制的建立ꎮ １９９３ 年东京会议的意义就在于开启了日非关系多领域全面发展的

新时代ꎬ 也给日本实施其对非外交战略提供了机制性常态化平台ꎮ

１０１

①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２ 年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所属研究机构访问交流ꎬ 并与日本非洲研究协会多位学

者交流ꎬ 对方多否认日本有非洲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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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东京会议是日本对非外交从实用主义平衡转向战略重视的标志ꎮ
首先ꎬ 从政策变化看ꎬ １９９３ 年之前的日本 «外交蓝皮书»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ｌｕｅ
Ｂｏｏｋ) 很少有针对非洲的专门表述ꎬ 相关非洲及日非关系的内容多局限于

形势描述ꎮ 然而ꎬ 随着东京会议机制的建立ꎬ 从 １９９５ 年开始ꎬ 蓝皮书内容

逐步从关注非洲政治、 经济发展与和平稳定ꎬ 扩大到更为广泛的领域ꎮ① 首

届东京会议之于政策层面最大的意义就在于: 其一ꎬ 通过定期会议将日非

关系统合到机制化、 常态化运作的轨道ꎬ 这使得日本对非合作具有了长远

的战略性特点ꎬ 成为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日本对非外交最大的变化ꎮ 其

二ꎬ 如前所述ꎬ 日本提出召开东京会议的初衷是基于全球性战略背景考虑

的ꎬ 这也成为首届东京会议所提日本对非政策的基础ꎮ 其三ꎬ 在此次会议

上ꎬ 日本提出的对非政策涉及与联合国相关机构的合作、 关注非洲政治、
建立日非长期关系等表述ꎬ 具有长期战略性特点ꎮ 根据时任日本首相细川

护熙在 １９９３ 年东京会议上的讲话ꎬ 未来日本对非政策有四点: 一是继续支

持非洲国家的政治、 经济改革ꎬ 日本将在与联合国等相关机构开展合作的

基础上在非洲发挥更大的作用ꎻ 二是增加对非洲的发展援助ꎻ 三是积极支

持非洲的人力资源开发与关注非洲的环境问题ꎻ 四是希望与非洲国家建立

超越援助国与受援国关系的 “长期可靠的友好关系”ꎮ② 上述可见ꎬ 第一届

东京会议是日本开启对非洲战略关注的重要起点ꎮ 自 １９９３ 年第一届东京会

议至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东京会议已举办 ６ 届ꎬ 日非合作形成特定机制ꎮ 其

特点如下: 一是每三年召开一届 (２００６ 年第六届会议之前为每五年召开一

届)ꎬ 且自 ２０１６ 年起轮流在非洲国家和日本召开ꎮ③ 参会者包括非洲国家元

首和政府首脑、 相关合作伙伴国家领导人或高官、 国际组织代表等ꎻ 二是会后

发表 “宣言”ꎻ 三是有后续行动计划及跟踪落实机制ꎮ 东京会议后续机制开始形

成于第三届东京会议ꎬ 第四届东京会议趋于完善ꎮ④ 东京会议的框架机制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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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意义上的架构形式ꎬ 在此形式下ꎬ 经济、 安全及文化等相关领域的合

作得以纳入机制化轨道ꎮ
自第一届东京会议后ꎬ 第二、 三、 四、 五届会议日本对非合作领域不断

深化拓展ꎮ 然而ꎬ 较之往届会议ꎬ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召开的第

六届东京会议具有新特点: 一是该会议为史上规模最大ꎮ 据统计ꎬ 参会人数

超过１１ ０００人 (包括企业界人士)ꎬ 除日方代表外ꎬ 还包括来自 ５４ 个非洲国

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 ５２ 个伙伴国家和包括联合国发展计划署、 世界银行、
非盟委员会等 ７４ 个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代表ꎬ① 超过了第五届东京会议的 ５１ 个

非洲国家和 ３５ 个伙伴国家的数量ꎻ 二是日本对非合作领域和力度更广、 更

大ꎮ 会议确定的合作领域非常广泛ꎬ 综合为 “推动非洲经济多样化和产业化、
卫生健康、 社会稳定与维持和平” ３ 个领域ꎬ 具体包括农业与海洋经济、 人

力资源开发、 政府治理与财政、 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 全球性问题与气

候变化、 食品安全等政治、 经济、 文化、 安全各领域ꎻ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１８ 年三年

间日本将向非洲国家提供 ３００ 亿美元资金支持ꎮ② 比较而言ꎬ 第五届会议五年

规划为 ３２０ 亿美元 (由于第六届会议提前召开而未能全部落实)ꎬ③ 而第六届

会议三年规划 ３００ 亿美元ꎬ 实际上还是增加不少ꎮ 三是日本在政治上对非洲

寄托了很大的希望ꎮ 如果说之前的东京会议只是有限提到联合国改革等重大议

题ꎬ 那么第六届东京会议期间日方则显著提升了这些政治议题ꎮ 例如ꎬ 安倍在

２０１３ 年第五届东京会议开幕式的讲话中仅提到希望非洲支持日本主办 ２０２０ 年东

京奥运会ꎬ 但他在 ２０１６ 年第六届会议开幕式讲话开始便大谈联合国改革问题ꎬ
称: 日本支持非洲最迟于 ２０２３ 年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ꎬ 又强调联合国安

理会改革是日本和非洲的共同目标ꎬ 呼吁双方共同推动实现这一目标ꎮ④ 会后

发布的行动计划又特别提到海洋安全、 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等相关内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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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Ｓｈｉｎｚｏ Ａｂｅ ａｔ ｔｈｅ Ｏｐｅｎｉｎｇ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ｈ Ｔｏｋｙ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２７Ａｕｇｕｓｔ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ａｆｒ / ａｆ２ / ｐａｇｅ４ｅ ＿ ０００４９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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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ꎮ① 这些表态和内容都是东京会议在政治议题上前所未有的突破ꎮ
(二) 日本与非洲国家高层互动明显增加

与冷战时期相比ꎬ 东京会议以来日非高层交流明显得到加强ꎮ 首先ꎬ 五

年或三年一届的东京会议给日非领导人见面提供了重要平台ꎬ 大大增加了相

互交流的机会ꎮ 其次ꎬ 双边高层正式访问也有明显增加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领导人对非访问主要有: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时任首相森喜朗访问南非、 肯尼亚、
尼日利亚三国ꎬ 这也是历史上首位日本首相访问撒哈拉以南非洲ꎻ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访问埃塞俄比亚、 加纳两国ꎻ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日本

首相安倍访问吉布提ꎬ 并参观了战后日本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日本海上

自卫队驻吉布提军事基地ꎻ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日本首相安倍访问科特迪瓦、 莫桑比

克、 埃塞俄比亚三国ꎻ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日本首相安倍赴肯尼亚出席第六届东京会

议ꎬ 并分别与南非、 马达加斯加、 肯尼亚、 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 乌干达等

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ꎮ 近十年来ꎬ 非洲方面对日本的高层访问主要有: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ꎬ 时任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访问日本ꎻ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贝宁总统博

伊访问日本ꎻ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安哥拉总统多斯桑多斯和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分别

访问日本ꎮ② 当然ꎬ 自 １９９３ 年首届东京会议召开以来ꎬ ４０ 多个非洲国家的元

首或政府首脑都曾访问过日本ꎬ 但多是前往参加东京会议ꎬ 真正称得上正式

访问的并不多ꎮ 日本与非洲国家的高层互访虽总体有限ꎬ 但维持了日非政治

关系的基本发展ꎬ 是日非整体合作的重要支撑部分ꎮ
(三) 推进日本对非经济合作

日本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主要包括贸易、 投资和援助三方面ꎬ 彼此间相辅

相成ꎬ 共同构成日本对非合作的经济基础ꎮ “后冷战” 时代ꎬ 在东京会议的推

动下ꎬ 双方在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合作都有较好进展ꎮ
从日本对非贸易情况看ꎬ 大体呈起伏前行趋势ꎮ １９９５ 年日非双边贸易额

为 １２０ 亿美元ꎬ③ ２００２ 年降至 １０４ ９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基本保持在 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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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以上ꎻ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ꎬ 日本对非贸易总额呈明显下降趋势ꎬ 其中 ２０１６
年日非贸易总额仅为 １５０ 亿美元ꎮ 日本对非贸易起伏前行的背后有国际金融

危机及非洲资源产品价格下降等客观因素ꎬ 但从总体阶段规模看ꎬ 日非贸易

额仍呈总体增长趋势ꎮ 基于地缘因素ꎬ 日本对非贸易在其对外贸易中占比较

少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６ 年五年间ꎬ 非洲仅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 １ ８％ ꎮ
日本虽与绝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有贸易往来ꎬ 但对南非贸易在日本对非贸易中

占有绝对优势ꎮ ２００７ 年 ~ ２０１６ 年ꎬ 日本与南非贸易占对非洲贸易的 ３０％ 以

上ꎬ 多数年份接近或超过 ５０％ ꎮ ２０１６ 年ꎬ 日本对南非贸易额为 ６４ ４ 亿美元ꎬ
占对非贸易总额的 ４２ ９％ ꎬ 这主要基于日本与南非贸易的一定互补性ꎮ①

从日本与非洲投资合作情况看ꎬ 非洲在日本对外投资中占比很小ꎬ 有很

大的发展潜力ꎮ 从日本对外投资各地区比例看ꎬ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年ꎬ 日本对外直

接投资年均值为 １ １４６ ３９ 亿美元ꎬ 对非投资年均值 ４ ４４ 亿美元ꎬ 非洲仅占日

本对外直接投资的 ０ ０４％ ꎬ 从投资存量动态发展看ꎬ 日本对非投资总体呈增

长趋势ꎬ 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３８ ９５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９９ ９２ 亿美元ꎬ 增幅为

１５ ７％ ꎮ 与日本在非洲的贸易伙伴地理分布相似ꎬ 南非是日本主要投资对象

国ꎮ ２０００ 年ꎬ 日本对南非的直接投资额为 １ ３００ 万美元 (约占全非的 １ / ４)ꎬ
在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６ 年分别为 １５ ２ 亿美元和 ４ ３１ 亿美元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年ꎬ 日本

对南非投资存量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８ ５２ 亿美元增加到 ２０１６ 年的 ８２ ０８ 亿美元ꎬ 年

均增幅达到 ８６ ３％ ꎮ 而非洲向日本投资少ꎬ 并呈起伏走势ꎮ ２００７ ~ ２０１６ 年十

年间ꎬ 非洲向日本投资波动较大ꎬ 其中 ２００７ 年 ３ ３００ 万美元ꎬ ２００９ 年增至

６ １００万美元ꎬ 但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都呈负增长ꎬ ２０１６ 年非洲对日投

资仅有 ３ ５００ 万美元ꎮ②

日本是对外援助大国ꎬ 对非援助是日本对非政治、 经济合作的基础ꎬ 是

日本扩大在非影响力的基本平台ꎮ 近 ２０ 多年来ꎬ 日本对非援助具有以下几个

显著特征: 其一ꎬ 援助规模不断扩大且涉及领域广泛ꎮ 日本对非援助始于

１９５４ 年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随着非洲战略地位的

提升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开拓新兴市场和资源的需要ꎬ 经济援助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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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成为日本在非洲谋求政治、 经济利益的重要工具ꎬ 对非援助力度较之前有

大幅增长ꎮ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７ 年日本对非援助总量年均仅为 ９ ０００ 万美元ꎬ ２００８ 年

迅速增加到 １７ ５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６ 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 (ＪＩＣＡ) 在 ４８ 个非洲国

家实施援助项目ꎬ 项目总额为 １ １５６ ９６ 亿日元 (约 １１ ５４ 亿美元)ꎮ① 其二ꎬ
就援助方式而言ꎬ 日本长期以无偿援助为主ꎬ 其次是技术援助ꎬ 再次是优惠

贷款ꎬ 最后是向非洲发展银行 (ＡｆＤＢ) 拨款ꎮ 作为对非援助的重要组成部

分ꎬ 日本对非技术援助特色突出ꎬ 包括对非洲国家提供农业和产业技术培训ꎮ
２０１５ 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通过 “非洲青年商业教育计划”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 建立了 １０ 个产业人才培训中心ꎬ 为非洲提供 ３
万人次培训ꎬ 邀请 １ ０００ 名非洲青年到日本公司有关学校进行技术培训ꎮ②

２０１６ 年东京会议 «内罗毕行动计划» 提出支持非洲科学技术和工业人力资源

发展ꎬ 具体途径包括提供职业和技术培训、 提高非洲小学、 中学和高等教育

的质量等ꎮ③ 其三ꎬ 就援助重点领域看ꎬ 日本对非援助领域逐渐拓展ꎬ 包括经

济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日本在支持非洲跨地区基础设施建

设方面取得重要进展ꎬ 已经参与诸多非洲国家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ꎮ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日本已建设旨在简化出入境程序的边境服务站 (Ｏｎｅ Ｓｔｏｐ Ｂｏｒｄｅｒ
Ｐｏｓｔꎬ ＯＳＢＰ) １３ 处ꎻ 参与建设十多处跨国交通走廊ꎬ 包括跨马格里布地区的地

中海沿岸公路ꎬ 以及开罗 －达喀尔、 阿尔及尔 － 拉各斯、 拉各斯 － 蒙巴萨、 的

黎波里 － 温得和克 － 开普敦、 恩贾梅纳 － 吉布提等 ９ 条跨非洲高速公路ꎮ 到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日本共向连接 ２４ 个非洲国家的 ５ 个国际走廊 (道路交通网) 提供

物资和贸易设施援助ꎮ④ 日本是除中国和欧盟国家以外支持非洲基础设施建设

最多的国家ꎮ⑤ 其四ꎬ 对非援助对象国有较为明显的选择性ꎮ 日本援助非洲的

主体战略是支持公共和私营伙伴关系ꎬ 通过促进非洲包容性发展推动实现 “人
的安全”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ꎮ 在此理念指导下ꎬ ２０１６ 年日本在非洲实施援助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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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十位的国家 (按项目资金额度排名) 及占对非援助总额的比重分别是: 坦

桑尼亚 １４ ９％、 肯尼亚 １３ ７％、 加纳 １１ ５％、 莫桑比克 ７ ０％、 乌干达 ６ ４％、
塞内加尔 ６ ０％、 刚果 (金) ４ １％、 科特迪瓦 ３ ２％、 马拉维 ３ ２％、 埃塞俄比

亚 ２ ７％ꎬ 这些国家是日本对非援助资金的主要流入地ꎮ① 此外ꎬ 日本对非发展

援助在涉及一些非洲大国的同时ꎬ 在一些非洲小国也有少数项目ꎮ 近年来ꎬ 为

谋求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ꎬ 日本加强了对非洲小国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援助力

度ꎬ 开始接触厄立特里亚等国ꎬ 探讨提供发展援助与经济合作的可能性ꎮ②

(四) 加强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

日本对非洲安全事务的参与分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双边合作项目和

战略性规划等 ３ 个层面ꎮ 在联合国维和层面ꎬ 日本早于 １９９１ 年便参与联合国

西撒哈拉公投观察团 (ＭＩＮＵＲＳＯ)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自卫队先后参与

联合国利比亚维和行动 ( ＵＮＭＩＬꎬ ２００３ 年)、 联合国科特迪瓦维和行动

(ＵＮＯＣＩꎬ ２００４ 年)、 非盟与联合国达尔富尔混合行动 (ＵＮＡＭＩＤꎬ ２００７ 年)、
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团 (ＭＯＮＵＳＣＯꎬ ２０１０ 年)、 联合国马里多维混合

稳定团 (ＭＩＮＵＳＭＡꎬ ２０１３ 年) 等维和行动ꎬ 一般是派出工程或协调人员参与

其中ꎮ 从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底ꎬ 日本共派出 ３ １７７ 人次参与联合国在南苏丹等

地的维和行动ꎻ ２０１３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共向联合国和平建设基金提供 １ ３５０ 万美元ꎬ
用于支持联合国在非洲的和平建设行动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ꎬ 日本派出 １７ 名自卫

队员参加肯尼亚国际和平支持中心ꎬ 作为联合国非洲快速部署工程能力项目

培训的组成部分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日本内阁决定将自卫队工程人员在南苏丹的

任务延长一年ꎮ⑤

在双边层面ꎬ 日本对非安全合作主要在东京会议框架下进行ꎮ “人的安

全” 是在冷战后日本提出的对外新安全观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日本修改官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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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大纲ꎬ 把 “人的安全” 作为官方发展援助的一项基本政策ꎬ 也作为其对

非援助的框架内容ꎮ 根据第五届东京会议 «横滨行动计划»ꎬ 日本及相关合作

方将向非洲和平安全架构、 提高人员和机构能力、 为反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

提供人员培训、 增加就业等影响非洲安全稳定的领域和项目提供支持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ꎬ 日本通过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供了 １ ６２８ 万美元ꎬ
支持 １２ 个国家建立了维和行动培训中心ꎬ 涉及埃及、 埃塞俄比亚、 坦桑尼

亚、 肯尼亚、 卢旺达、 南非、 马里、 加纳、 多哥、 贝宁、 尼日利亚和喀麦隆

等非洲国家ꎮ 同期ꎬ 日本 １５ 次派出专家参与相关地区旨在从根源上消除影响

稳定的和平与稳定行动ꎬ 涉及萨赫勒地区、 大湖地区、 苏丹和南苏丹、 非洲

之角、 北非等地ꎮ 此外ꎬ 日本还向非盟和平基金提供 ８７０ 万美元ꎬ 用于非盟

和非洲地区组织的和平建设项目ꎬ 如支持政府间发展组织 (ＩＧＡＤ) 的 “监督

与查证机制”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ꎮ① ２０１６ 年第六届东京会

议发表的 «内罗毕宣言» 再次确认并强调 “人的安全” 对于非洲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性ꎬ 列举了非洲面临的武装冲突与社会稳定、 恐怖主义、 全球性问题

等非洲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ꎬ 同时应日本的要求特别增加了海上安全以及按

照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 开展合作的必要性ꎮ②

在战略性规划层面ꎬ 日本与吉布提开展的军事安全合作是其重要标志ꎮ
从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起ꎬ 日本持续派出驱逐舰和反潜巡逻机参与在亚丁湾的国际反

海盗行动ꎬ 并在海洋安全合作的框架下ꎬ 向非洲提供 １００ 万美元援助ꎬ 以及

向吉布提海岸警卫队提供技术和巡逻舰船援助ꎮ③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日本已部

署两艘海上自卫队驱逐舰、 两架 “Ｐ － ３Ｃ” 海上巡逻机、 ４６０ 人在亚丁湾进行

反海盗巡逻ꎮ④ 事实上ꎬ 日本在亚丁湾的 “反海盗” 行动是其保卫从马六甲

海峡到印度洋海上战略通道的组成部分ꎮ 借反海盗之名ꎬ 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日本历届政府推出一系列海洋战略ꎮ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ꎬ 日本政府发布的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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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以后的防卫计划大纲» 明确将日本海上安全合作范围界定为 “切实保障

从非洲、 中东到东亚的海上交通安全等共同利益”ꎮ①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占地 １２
公顷、 驻有 １８０ 名自卫队军人的二战后日本第一个海外军事基地在吉布提建

立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ꎬ 正在吉布提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表示ꎬ 日方考

虑扩展在吉布提军事基地的 “功能”ꎮ １０ 月ꎬ 日本外务省发言人证实ꎬ 日本

拟向基地现址以东地区进一步扩大吉布提日本军事基地占地面积ꎬ 并考虑在

基地部署 “Ｃ － １３０” 运输机以及更多的军事人员ꎮ③

上述情况表明ꎬ 日本对非洲安全的影响涵盖军事部署、 维和、 培训、 资金

支持和地区合作等战略层面ꎬ 涉及非洲多数国家和地区ꎬ 由此体现了日本在非

洲的安全战略目标: 保护日本在非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ꎻ 应对中国在非洲的存

在和发展ꎻ 为日本作为 “积极和平主义者” 加分ꎻ 将非洲纳入日本战略框架内ꎮ
所谓日本的安全战略框架ꎬ 主要指日本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在亚丁湾反海盗巡逻、 ２０１１
年在吉布提建立军事基地、 ２０１６ 年安倍公开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ꎮ④

余论: 从 “印太战略” 和 “亚非增长走廊”
看日本对非外交演化趋势

　 　 总体看ꎬ 日本对非洲外交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利益平衡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后半期以来战略重视的发展过程ꎮ 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外交ꎬ 一方面必须坚持站

队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及其意识形态ꎬ 在此原则下发展与以南非为首的非

洲白人传统伙伴的关系ꎻ 另一方面ꎬ 为了获取现实的资源和经济利益ꎬ 日本积

极与其他非洲国家或地区发展关系ꎬ 从而成功助推了经济起飞ꎮ 由于受制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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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及西方战略ꎬ 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外交注重短期实效性ꎬ 理论上具有特定的实

用主义功利性色彩ꎮ 因此ꎬ 纵观近现代日本对非外交百余年发展史ꎬ 顺应国际

环境的发展变化、 维护日本在非洲的利益构成日本对非政策取向的核心因素ꎮ
从当下日非关系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新变化来看ꎬ 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大

国对非关系越来越具有多边性ꎮ 在非洲ꎬ 该地区不仅有英、 法、 美等西方大

国进行博弈ꎬ 而且中、 印等新兴大国与非洲国家关系愈加密切ꎬ 尤其是中国

业已成为大国在非洲关系的焦点ꎮ 与此同时ꎬ 非洲也是大国国际竞争的重要

舞台ꎮ 由此ꎬ 日非关系中的 “中国因素” 较为突出ꎮ 在非洲与中国进行战略

竞争是日本在东亚及东海和南海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延伸ꎬ 是中日关系和中

日战略竞争在更广泛地缘层面的反映ꎮ
事实上ꎬ 日本在对非外交领域与中国的竞争是逐渐拓展的ꎮ 从第三届至

第六届东京国际会议看ꎬ 日本对非政策逐步呈现与中国竞争的一面ꎬ 这是进

入 ２１ 世纪以来日本对非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ꎮ 其一ꎬ 日本的对非政策涵盖的

领域越来越广ꎬ 与中国对非政策在客观上形成竞争ꎮ 例如ꎬ 中非合作论坛会

议涉及的对非合作领域逐渐扩大且具有全方位特点ꎬ ２００６ 年以来中非合作论

坛提出的对非合作领域覆盖了产业发展、 环境保护、 基础设施建设、 投资、
贸易、 减债、 领域科技、 医疗、 教育、 人文交流等各方面ꎮ 比较而言ꎬ 第四

届东京会议 «横滨行动计划» 则也覆盖非洲经济增长、 实现人的安全、 良政、
应对环境和气候变化、 基础设施建设、 安全、 贸易、 投资、 旅游、 农业和实

现联合国千年目标等多方面内容ꎬ 第五、 六届东京会议更加突出强调非洲的

需求与基础设施和贸易投资合作ꎮ 其二ꎬ 东京会议机制的安排上体现了与中

国的竞争ꎮ 例如ꎬ 原本一直在日本召开且每五年一届的东京会议ꎬ 自第六届

东京会议起改为每三年一届ꎬ 第六届会议举办地也由日本转至非洲肯尼亚

(以后将轮流在日本和非洲国家举办)ꎬ 这与中非合作论坛每三年一届部长级

会议ꎬ 以及部长级会议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办相一致ꎮ 日本将第六届东

京会议的高官会、 部长级会议和峰会分别放在吉布提、 冈比亚和肯尼亚 ３ 个

非洲国家举行ꎬ① 旨在扩大日非合作的影响面ꎬ 自然也有抗衡中非合作论坛影

０１１

① 日本于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至 ２８ 日在肯尼亚举行第六届东京会议ꎬ 高官会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４ 日

至 １５ 日在吉布提举行ꎬ ６ 月 １ 日至 ２ 日在冈比亚举行部长级会议预备会ꎮ Ｓｅｅ “ Ｔｈｅ ＴＩＣＡＤ Ｖ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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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的考虑ꎮ 其三ꎬ 值得关注的是ꎬ 第六届东京会议行动计划中特别提到海

洋安全、 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３ 项内容ꎬ 这在往届会议行动计划中是

少有或没有的ꎬ 这些内容无疑是日本针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的对应之

举ꎬ 与会前在冈比亚举行的东京会议高官会和部长级会议上日方一再要求在

«内罗毕声明» 中塞入有关南海问题表述的做法相一致ꎮ 不过ꎬ 由于非洲国家

的普遍反对ꎬ 有关表述基本限于非倾向性的原则性表态ꎬ 并不能对中国及南

海问题构成实质性影响ꎬ 只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问题上表达了迫切性和

必要性ꎮ
其实ꎬ 围绕联合国改革ꎬ 特别是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问题ꎬ 中

日在非洲的斗争一直是暗流涌动ꎮ 为了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参与的 “四国

方案”、 支持日本获得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ꎬ 除了通过东京会议扩大影响及

一般性对非援助外ꎬ 每到讨论联合国改革及相关问题的时间节点ꎬ 日本都会

通过其驻非洲国家使馆提前做工作ꎬ 努力争取对方政府支持ꎮ 围绕安理会改

革问题的斗争是 ２１ 世纪初中、 日在非洲战略竞争的热点之一ꎮ
不仅如此ꎬ 为了在非洲与中国竞争政治、 经济利益和国家形象ꎬ 日本千

方百计试图削弱中国在非洲的影响ꎬ 日本领导人和媒体为此不断刻意贬低中

国产品质量和国家形象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日中国外长王毅刚刚开始访问

非洲ꎬ 安倍便于 ９ 日开始访问科特迪瓦、 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三国ꎬ 令人

不得不联想其在行期安排上有针对或抵消中国影响的意味ꎮ 同时ꎬ 日本媒体

也刻意营造中日对抗的气氛ꎬ 日本东京电视台称 “要与已经先行投资非洲的

中国对抗”ꎬ 日本富士电视台邀请的专家则在节目点评中声称: “要让非洲懂

得日本的支援和中国支援的不同ꎬ 让非洲人认为中国最终是为了他们沉睡的

资源ꎬ 而日本是为了非洲未来的发展”ꎮ① 在 ２０１６ 年第六届东京会议上ꎬ 日本

首相安倍在开幕式讲话中刻意强调日本产品的品质ꎬ 宣传日本公司追求质量

的精神、 日本高素质的工人以及日本产品质量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性ꎮ② 毋庸讳言ꎬ 安倍这是在隐射中国产品质量、 工人的素质不及日本ꎮ 而第

六届东京会议文件也多处明确提到帮助非洲建设 “高质量基础设施”ꎬ 其针对

１１１

①
②

李珍: «日首相八年首访非洲被认为剑指中国»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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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非基础设施意味明显ꎮ 针对日本刻意营造中日在非洲对抗的言论和行

动ꎬ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警告说: “如果有什么国家试图在非洲搞对抗ꎬ 那就

是打错了算盘ꎬ 而且也不会得逞ꎮ”①

目前ꎬ 日本在非洲对中国进行的战略围堵则集中体现在 “印太战略” 与

“亚非增长走廊” 上ꎮ ２０１２ 年安倍担任首相后ꎬ 正值美国实施 “亚太再平衡”
战略的重要布局阶段ꎬ 美国一再鼓励日本增强自身防卫能力ꎬ 以充当美国遏

制中国的马前卒ꎮ 美国的战略正好与安倍否认日本二战侵略历史、 对抗中国

崛起、 真正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战略意图相一致ꎬ 于是安倍提出一系列战略ꎬ
包括 “俯瞰地球仪外交”ꎬ 与美国、 澳大利亚和印度联手推出所谓扩大版的

“新亚洲”ꎬ 在外交实践中积极融入将印度洋和太平洋作为整体战略考虑的所

谓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ꎮ② 所谓 “印太战略”ꎬ 源于 “印太” 概念ꎬ 原本

指从印度洋到西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地理区域ꎬ 但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多被用于指

称地缘政治区域ꎬ 即从东部非洲沿海经西亚、 穿过印度洋、 南亚及至西太平

洋东亚地区的地缘战略区域概念ꎮ③ 出于扩大联盟制衡中国的目的ꎬ 日本对推

动与落实 “印太战略” 尤为积极ꎮ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ꎬ 日本首相安倍在印度议会演

讲时提及 “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影响” 是 “扩大的亚洲” 的 “自由与繁荣之海

的连接”ꎮ④ 在所谓 “中国威胁论” 的鼓噪下ꎬ 自 ２０１１ 年起ꎬ 印度、 澳大利

亚、 日本和美国一些政府官员、 学界和媒体频繁谈论 “印太” 概念ꎮ 继 ２０１６
年安倍在第六届东京会议讲话中正式推出日本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ꎬ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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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访非针对日本? 在非洲搞对抗打错算盘»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ｏｍ ｃｎ / ｎ /
２０１４ / ０１０９ / ｃ１５７２７８ － ２４０６５１６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０５

安倍首相曾在多种场合提出加强太平洋和印度洋国家合作的重要性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安倍在第六届

非洲发展东京国际会议开幕式讲话中首次正式提出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ꎬ ２０１７ 年日本 «外交蓝皮书»
正式确认ꎮ Ｓｅｅ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２９０２８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５ꎻ Ｓｈｉｎｚｏ Ａｂｅꎬ “Ａｓｉａ’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ｉａｍｏｎｄ”ꎬ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７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ａ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 ｆｏｒ － ｊａｐａｎ －
ａｎｄ － ｉｎｄｉａ － ｂｙ － ｓｈｉｎｚｏ － ａｂｅ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３ꎻ 開かれたꎬ 海の恵み———日本外交の新たな５ 原則——— 【平
成２５ (２０１３) 年１ 月１８ 日ꎬ ジャカルタにてꎬ 安倍晋三総理大臣】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ｒｅｓｓ /
ｅｎｚｅｔｓｕ / ２５ / ａｂｅ ＿ ０１１８ｊ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０３ꎻ Ｔａｋａｓｈｉ Ｓｈｉｒａｉｓｈｉꎬ “Ｊａｐａｎ’ｓ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 Ｍａｒｃｈ １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０１ / ｊａｐａｎ － ｓ － ｉｎｄｏ － ｐａｃｉｆｉｃ － ｐｏｌｉｃｙ / ｉｕｐｕ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１８

Ｋｈｕｒａｎａꎬ Ｇｕｒｐｒｅｅｔ Ｓ ꎬ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ｆ Ｓｅａ Ｌｉｎｅ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ｆｏｒ Ｉｎｄｉａ － Ｊａｐａｎ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３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３９ － １５３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ＭＯＦＡ )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Ｃｏ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ｗｏ Ｓｅａｓ ”ꎬ Ｓｐｅｅｃｈ ｂｙ
Ｈ Ｅ Ｍｒ Ｓｈｉｎｚō Ａｂｅꎬ Ｐｒｉｍ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ａｔ ｔｈｅ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２ꎬ ２００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ｒｅｇｉｏｎ / ａｓｉａ － ｐａｃｉ / ｐｍｖ０７０８ / ｓｐｅｅｃｈ －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０２



日本对非洲外交: 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　

年 ６ 月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后ꎬ 印、 美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也正式提及

双方要共同 “推动 ‘印太地区’ 的稳定”ꎮ① 如此ꎬ 日、 美所谓 “印太地区”
或 “印太战略” 就包括了日本、 印度、 美国等推动主体ꎬ 其战略指向是将包

括美国、 澳大利亚、 东亚及东南亚、 南亚及至非洲在内的广大地带纳入同一

个战略框架内ꎬ 从而形成某种战略合作力量和态势ꎮ 鉴于 “印太战略” 的推

动者各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关系ꎬ 以及这一战略涵盖区域与中国 “一带一路”
之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高度重合性ꎬ 可以说ꎬ 日本所谓 “自由开放的

印太战略” 之核心就是围堵中国ꎮ
此外ꎬ 日本强拉非洲入其战略框架的另一个设想就是所谓 “亚非增长走

廊”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ꎬ ＡＡＧＣ)ꎮ 早在 ２０１６ 年印度总理莫迪访日

期间ꎬ 日、 印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便提到 “亚非增长走廊”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于印度召开的非洲开发银行第 ５２ 届年会上ꎬ 印度宣布 “亚非增长走廊” 启

动ꎮ 印度官员称: 亚非增长走廊将为非洲发展提供资金支持ꎬ 并将致力于连

接非洲和亚洲ꎬ 帮助增进两大洲人民之间的联系ꎮ 同时ꎬ 日、 印双方共同讨

论与非洲合作事宜ꎮ② 根据印度、 日本和印尼智库共同发布的 “亚非增长走

廊” 愿景文件ꎬ 建立 “亚非增长走廊” 的背景是印度和日本都有充分的对非

合作实力ꎬ 日本有东京会议ꎬ 印度则有印非论坛峰会ꎬ 而印度与日本间又建

立有 “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ꎬ 这就更加凸显了 “亚非增长走廊” 的价

值ꎮ 根据文件规划ꎬ “亚非走廊框架” 主要涵盖日、 印与非洲在四方面的合

作ꎬ 即: 增强能力与技术、 高质量基础设施与制度联通、 发展与合作项目、
人民间的伙伴关系ꎮ “亚非增长走廊” 将着眼于 ４ 个具体方面: 一是利用现有

亚非合作机制 (指上述日、 印与非洲现有合作平台)ꎻ 二是通过多领域广泛合

作ꎬ 实现亚非共同增长ꎬ 从而实现可持续创新发展ꎻ 三是建立亚非次区域之

间最佳的合作关系ꎻ 四是建立产业走廊和产业网络ꎮ③ 作为金融跟进支持ꎬ 日

３１１

①

②

③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 Ｊｏｉｎｔ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ｈｔｔｐ: / / ｍｅａ ｇｏｖ ｉｎ /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ｈｔｍ? ｄｔｌ / ２８５６０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ａ＿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１０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Ｍａｙ ２５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ｏ
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ｃｉｔｙ / ａｈｍｅｄａｂａｄ /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ｇｒｏｗｔｈ －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５８８３０９００ ｃｍｓ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１０

“Ａｓｉ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ｅｒｉａ ｏｒｇ /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Ｇｒｏｗｔｈ －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

本国际合作银行 (Ｊａｐａｎ Ｂａｎ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ＪＢＩＣ) 决定支持日、
印企业在非洲的项目ꎮ①

“亚非增长走廊” 是日本与印度利用各自现有对非合作机制所提出的新的

对非合作框架ꎬ 其实质是将非洲纳入更大范围的战略框架ꎬ 与日、 美、 印三

方的印太战略形成呼应匹配ꎬ 最终形成以 “印太战略” 为政治框架、 “以亚非

增长走廊” 为经济合作框架的完整的地缘战略合作区域带ꎮ 作为 “印太战略”
的经济框架ꎬ 尽管 “亚非增长走廊” 尚缺真正的行动和项目ꎬ 但已在探索合

作方式和构想ꎬ 并与中国的 “一带一路” 倡议有一定类似ꎻ 印度和日本都未

参与 “一带一路” 倡议ꎬ 更视后者为威胁ꎮ 共同的竞争对象 (或敌手) 促使

日、 印走到一起ꎬ 并致力于推出自己的对非合作战略ꎮ “印太战略” 和 “亚非

增长走廊” 与中国 “一带一路” 倡议的对抗与竞争性不言而喻ꎮ
未来一段时期ꎬ 基于东京会议合作机制ꎬ 在日本对非关系中 “中国因素”

增加的新的国际环境下ꎬ 日本对非外交将继续战略重视这一特征ꎬ 这在于日

本对非洲重要性的切实认知ꎮ ２０１２ 年日本 «外交蓝皮书» 明确表述了撒哈拉

以南非洲对日本的重要性: 一是帮助解决非洲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日本赢得国

际社会的信任ꎻ 二是非洲的市场潜力、 丰富的自然资源、 积极的经济增长趋

势和人口的增加ꎬ 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发展ꎻ 三是与非洲国家合作是实现有利

于日本的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重要一环ꎮ② ２０１７ 年日本 «外交蓝皮书» 则大

大增加了有关撒哈拉以南非洲内容篇幅ꎬ 达到空前的 １３ 页ꎬ 并特别提及通过

安倍的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将亚洲和非洲连接在一起的战略设想ꎬ 这意

味着 “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已正式成为日本的外交政策表述ꎮ③ 其实ꎬ 归

根结底ꎬ 日本对非洲战略重视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 使日本成为与其经济实

力相配的政治大国或真正的世界强国ꎮ 其现有基本手段或途径有五: 一是尽

可能消除或减少中国崛起对日形成的被动影响ꎻ 二是响应美国遏制中国的战

略ꎬ 借以壮大日本的实力和影响力ꎻ 三是通过建立更大范围的地缘战略合作

４１１

①

②

③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ｎｄｉａꎬ Ｍａｙ ２５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ｉｍｅｓｏ
ｆｉｎｄｉａ ｉｎｄｉａ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ｃｉｔｙ / ａｈｍｅｄａｂａｄ / ａｓｉａ － ａｆｒｉｃａ － ｇｒｏｗｔｈ －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ｌａｕｎｃｈｅｄ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ｈｏｗ / ５８８３０９００ ｃｍｓ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０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２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ｐｏｌｉｃｙ / ｏｔｈｅｒ /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ꎬ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７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Ｊａｐａｎꎬ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Ｂｌｕｅｂｏｏｋ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２９０２８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０５



日本对非洲外交: 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　

框架ꎬ 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ꎬ 扩大日本影响力ꎻ 四是争取非洲国家支持日本

获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ꎻ 五是稳定获取非洲的自然资源和市场潜

力ꎬ 以保持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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