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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后ꎬ 日本在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中所承担的任务

范围逐渐扩大ꎬ 功利取向日趋明显ꎮ 当下ꎬ 日本之所以参与非洲维和ꎬ 除了

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战略因素考量ꎬ 也与其拉拢非洲国家推进 “印太战略”
的谋划直接相关ꎮ 为了达到以上战略目标ꎬ 日本在国际、 国内层面采取了多

重策略ꎬ 旨在扫清自身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障碍ꎬ 并获得非洲国家对

日本参与的支持ꎮ 然而ꎬ 由于在野党等政治力量反对、 安倍执政基础动摇、
维和专业人才相对匮乏、 国际社会持保留态度等国内外多重制约因素的存在ꎬ
日本未来在非维和行动很难达到预期水平并实现全部既定目标ꎮ

关 键 词　 日非关系　 联合国维和行动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印
太战略”

作者简介　 王竞超ꎬ 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特聘副研究员、 武

汉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

员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ꎮ

联合国维和行动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创始于联合国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实践中ꎬ 是介于 «联合国宪章» 第六章规定的和平方法

和第七章规定的强制方法之间的一种国际干预手段ꎮ① 至今ꎬ 国际社会对于联

合国维和行动的定义存在争议ꎬ 尚未形成定论ꎮ １９８５ 年联合国新闻部出版的

«蓝盔 －联合国维持和平回顾» 较早对维和行动进行了定义ꎬ 即 “由联合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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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２０１８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印太战略视阈下日本海上通道安保政策及中国对策研

究” (１８ＢＧＪ０７３)、 ２０１８ 年度武汉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项目 “日美同盟背景下的亚太国际关系研究”
(４１０４ － ４１３１０００１１)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贺鉴、 蔡高强: «从国际法视角看冷战后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载 «现代国际关系»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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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挥ꎬ 在地区冲突中以协助维持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ꎬ 有军事人

员参与但无强制性的行动”ꎮ① 上述界定被国际社会广为接受ꎮ
对于日本而言ꎬ 该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是一个渐进的过程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 日本对非洲关注度逐渐提高ꎬ 日非之间逐渐由纯粹的经济合作发

展为囊括政治、 经济、 安全领域在内的全方位、 多领域、 多层次的合作关系ꎮ
尤其是近十几年以来ꎬ 日本构建政治、 军事大国步伐加快ꎬ 进一步提升了非

洲在本国总体安全格局中的地位ꎮ 一个较明显的表现是ꎬ 日本对联合国非洲

维和行动投入了大量资源ꎬ 并期望以此为突破口深入参与非洲安全事务ꎮ 因

此ꎬ 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已逐渐成为当前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ꎬ
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的特征与变迁ꎮ 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ꎬ
有助于中国研判日本国家战略以及非洲安全局势的未来走向ꎮ

目前ꎬ 国内外学者围绕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事务已涌现出了不少研

究成果ꎮ 张永蓬、 罗建波、 王丽娟、 刘杰等国内学者以日本对非整体外交的

视角阐述了其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现状与意图ꎬ 并分析了其对未来日非关系

的影响ꎮ② 吕耀东、 黄大慧、 吴寄南、 徐万胜、 赵磊、 栗硕等梳理了日本参与

包括非洲在内的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脉络ꎬ 论述了其参与特征与法律构建

情况ꎬ 并阐明了日本借参与维和行动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修改战后和平

宪法以成为 “正常国家” 的战略目标ꎮ③ 除了国内学者ꎬ 日本学者与少数欧

美学者对日本参与在非维和行动也给予了较多关注ꎮ 山田满、 片冈贞治、 远

藤贡等日本学者围绕日本参与南苏丹维和等进行了论述ꎬ 并在此基础上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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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Ｂｌｕｅ Ｈｅｌｍｅｔ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８ꎬ 转引自栗硕: «日本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

演变及影响»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８ 页ꎮ
参见张永蓬: «日本对非洲外交: 从实用主义平衡到战略重视»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２ ~ １１０ 页ꎻ 罗建波: «日本对非洲外交及其发展趋向»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３０ ~ ３５ 页ꎻ 王丽娟、 刘杰: «新世纪日本对非政策及其战略意图»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０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３ ~ ７８ 页ꎮ

吕耀东: «从内罗毕宣言看日本在非洲利益的深化及其战略意图»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２１ ~ ３４ 页ꎻ 赵磊: «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脉络及特征分析»ꎬ 载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７９ ~ ８６ 页ꎻ 栗硕: «论自卫队海外派遣与相关法律体系建设»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１２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４ ~ ７８ 页ꎻ 徐万胜: «冷战后日本海外派兵析论»ꎬ 载 «和平与发展»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２ ~ １７ 页ꎻ 黄大慧: «冷战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ꎬ 载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０８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６５ ~
７１ 页ꎻ 吴寄南: «走向政治大国的跳板 － 日本通过 ＰＫＯ 法案的思考»ꎬ 载 «国际展望» 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３
期ꎬ 第 ４ ~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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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本对非安全政策与未来前景ꎮ① 而日本两大著名智库———世界和平研究

所、 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也曾投入大量资源对日本参与非洲维和行动进行

研究ꎮ 来自世界和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主要对日本冷战后参与非洲维和行动

的进程进行了梳理ꎬ 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ꎮ② 和平与安全保障研究所

学者则以日本国家安全战略、 防卫计划大纲为蓝本ꎬ 分析了日本在非洲维和

事务中的参与现状与不足ꎬ 提出未来日本应突破现有机制ꎬ 在非洲构建陆海

空自卫队协同合作的综合机动防卫力量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Ｊｏｉｎｔ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Ｆｏｒｃｅ)ꎬ 以更

好地凸显自身作用ꎮ③ 除了日本学者与研究机构ꎬ 英国学者拉切尔尤特利

(ＲａｃｈｅｌＵｔｌｅｙ) 在其主编的 «大国与维和: 军事干预的视角、 优先权与挑战»
一书中ꎬ 分析了联合国 ５ 个常任理事国及日、 德七大国参与、 影响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经典案例ꎬ 是欧美少数专门关注日本维和行动的成果之一ꎮ④ 综上可

知ꎬ 国内外既有研究成果对深入探讨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现状、
动因与前景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ꎮ 当然ꎬ 既有研究仍有改进和继续深入的

空间ꎮ 一方面ꎬ 现有研究就日本非洲维和行动与其当前重大战略的结合方面

做得尚不够充分ꎮ 总体来看ꎬ 除了 “入常”、 改宪以构建政治、 军事大国等传

统因素以外ꎬ 目前日本参与在非维和行动也与其 “印太战略” 的实施等因素

息息相关ꎮ 另一方面ꎬ 现有研究对日本在非维和行动所面临的挑战尚未给予

充分关注ꎮ 日本改宪前景、 非洲国家的态度、 美国维和政策走向等内外因素

都将对日本在非维和行动的前景产生重要影响ꎮ
本文着眼于既有研究存在的一些不足ꎬ 结合日本当前重大战略与联合国

非洲维和行动的转变等多重因素ꎬ 在梳理日本参与在非维和行动的历史与现

实特征的基础上ꎬ 进一步阐明其参与的动因、 策略与面临的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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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山田满等: «新的和平构建论———从预防纷争到支援复兴»ꎬ 明石书店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ꎻ
[日本] 片冈贞治: «非洲安全保障问题的现状» (日文)ꎬ 载 «国际问题»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期ꎬ 第 １７ ~ ３０
页ꎻ [日本] 远藤贡: «第五次非洲开发国际会议: 研判日本今后对非外交的试金石» (日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ｉｐｐｏｎ ｃｏｍ / ｊａ / 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 ｄ０００８３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２１ꎮ

«国际维和情况的调查研究 －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２０ 周年之际的建言»ꎬ 第 ３ 页ꎬ 载日本世界

和平研究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ｐｓ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ａｔａ / ｂｐ３４１ｊ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１ꎮ
«对非投资与援助调查研究报告: 基于主要国家对非战略的视角»ꎬ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学校

委托研究项目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９６ 页ꎬ 载日本防卫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 ｏｔｈｅｒ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ｋａｎｓｈｉ＿ ｋｏｒｉｔｓｕ / ｙｏｓａｎ＿ ｓｈｉｋｋｏ / ２０１３＿ ｓｅｉｋ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ｓｈｉ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０９ꎮ

Ｒａｃｈｅｌ Ｕｔｌｅｙꎬ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Ｐｒｉ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Ａｓｈｇａｔｅꎬ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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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历史与现状

非洲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重点行动区域之一ꎮ 以冷战结束为节点ꎬ 联合

国在非洲维和行动大体可分为两大阶段ꎮ 冷战前ꎬ 它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仅有 ３
次①ꎬ 即 “联合国刚果行动”、 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和第一期安哥拉核查

团ꎮ 冷战结束后ꎬ 在两极格局终结、 全球局势趋于稳定的大背景下ꎬ 非洲不

少国家却陷入了新的动乱之中ꎬ 并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大规模血腥冲突ꎬ 给非

洲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深重灾难ꎬ 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关注ꎮ② 因此ꎬ 冷战后非

洲成为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绝对重点区域ꎮ 据统计ꎬ 冷战结束至 ２０１８ 年中ꎬ 联

合国共发起了 ５２ 项维和行动ꎬ 其中非洲占了 ２７ 项ꎬ 比例高达 ５２％ ꎮ 在以上

２７ 项维和行动中ꎬ 已完成 ２０ 项ꎮ③ 日本根据国内外形势新变化ꎬ 开始参与并

逐渐加大了联合国对非维和行动的参与度ꎮ
(一) 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历史演变

日本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较晚ꎬ 且在较长时期内都扮演着从属性角

色ꎮ １９５４ 年 ６ 月ꎬ 日本参议院通过禁止自卫队海外出动的决议④ꎬ 决定了在

漫长的冷战时期日本自卫队无法参与联合国任何维和行动ꎮ 冷战后期ꎬ 日本

大国意识日趋强烈ꎬ 希望通过参与维和行动等获得更大的国际空间ꎬ 借此突

破战后体制ꎮ １９９２ 年日本国会通过 «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 (以下

简称 “合作法案”)ꎬ 大体奠定了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基础ꎮ 合作

法案生效至今ꎬ 日本共 ８ 次参与了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ꎬ 成为日本彰显自身

“国际贡献” 的一个重要舞台ꎮ
日本参与在非维和行动历程ꎬ 依据其承担任务的情况ꎬ 大致可分为三个

阶段ꎮ 第一阶段的维和活动主要集中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ꎮ 日本自卫队在安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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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仅有一次ꎬ 即 “联合国刚果行动”ꎬ 将纳米比亚过渡时期援助团、 第一期安哥

拉核查团纳入冷战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范畴ꎮ 参见孙洁琬: «冷战后联合国在非洲的维和行动»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１ 页ꎮ
参见孙洁琬: 前引文ꎬ 第 ３９ 页ꎮ
参见 «正在进行的维和行动»ꎬ 载联合国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

ｎｓ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１２ꎮ
«关于禁止自卫队海外派兵的决议»ꎬ 载日本参议院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ｎｇｉｉｎ ｇｏ ｊｐ / ｊａｐａｎ

ｅｓｅ / ｓａｎ６０ / ｓ６０＿ ｓｈｉｒｙｏｕ / ｋｅｔｓｕｇｉ / ０１９ － ５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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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 莫桑比克、 卢旺达等国际维和行动中ꎬ 主要承担医疗、 通信、 交通等后

勤工作ꎬ 这也侧面反映了日本在国际维和行动中存在感偏低、 自卫队受和平

宪法约束较多的时代背景ꎮ 而以 ２００６ 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维和行动为标

志ꎬ 日本在非维和行动进入到第二阶段ꎮ 在此阶段ꎬ 日本自卫队开始承担兵

站军需物资的调配、 情报分析室数据库的管理等更为核心的任务ꎬ 不仅显示

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地位的提高ꎬ 也体现日本对战后和平宪法的

“突破”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此后ꎬ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日本参与南苏丹维和为发

端ꎬ 日本在非维和行动进入第三阶段ꎮ 在这一时期ꎬ 伴随着国内改宪进程的

加快ꎬ 日本在维和行动中束缚大为减少ꎬ 在理论上已可承担维和行动中一些

最核心的任务ꎮ 特别是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日本政府开始允许自卫队承担确保维

和相关人员安全 (以下简称 “安全确保”)、 驰援护卫①两大任务ꎬ 不仅扩展

了自卫队员行动范围ꎬ 也放宽了武器使用标准ꎬ 是日本对战后宪法专守防卫

原则的重大突破ꎮ
因日本受囿于战后体制的束缚ꎬ 即便日本在冷战后获得了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资格ꎬ 但仍面临着较多限制ꎮ 面对这一实际情况ꎬ 日本力图从敏感

度较低、 受限较少的功能性领域入手参与在非维和行动ꎮ 日本期待通过功能

性领域成果的积累ꎬ 强化在联合国维和部队中的存在感ꎬ 为更深入地参与维

和事务奠定基础ꎮ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以及日本自身国内政治、 经济、
外交等领域出现新情势ꎬ 日本对非维和行动的参与广度和深度均有明显提升ꎮ

(二) 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主要特点

第一ꎬ 维和内容逐渐丰富与扩展ꎮ 如前文所述ꎬ 日本在非维和活动大体

分为 ３ 个阶段ꎮ 从第一到第二阶段ꎬ 日本承担的任务由医疗、 交通等纯粹的

后勤工作向数据分析等准核心工作升级ꎮ 而到了南苏丹维和行动后期ꎬ 日本

自卫队员在理论上已可使用武器ꎬ 可承担维和行动的一些核心任务ꎮ 日本之

所以能逐步扩大自身承担的维和任务范围ꎬ 既与安倍内阁近年来不断突破和

平宪法束缚的 “政治努力” 相关ꎬ 也是小布什、 奥巴马执政期间ꎬ 美国为了

强化日美同盟在全球的影响力ꎬ 默许甚至纵容日本的结果ꎮ
第二ꎬ 功利化价值取向明显ꎮ 日本对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情况具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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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指在别处的联合国及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人士等遭到武装团伙或暴徒袭击时ꎬ 参与联合国维

和行动的日本自卫队可携带武器前去营救的任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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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利取向ꎬ 这与日本国家利益、 战略走向具有密切的关系ꎮ 日本参与非洲

维和的对象ꎬ 大致可分为以下两大类别: 一是重要的能源、 资源大国ꎬ 如安

哥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 苏丹、 南苏丹等ꎮ 以南苏丹为例ꎬ 据有关专家估计ꎬ
分裂前的苏丹石油储量约为 １ ８００ 亿桶ꎬ 而南苏丹更是占据了其中 ７５％ 的份

额ꎮ 上述国家基本都属于日本重要的能源、 资源进口对象ꎬ 对日本国家经济

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ꎮ 二是与日本国家战略相关度较高国家ꎮ 其中ꎬ 肯

尼亚为东非传统大国ꎬ 国际政治地位较高ꎬ 对日本在非确立政治、 军事存在

感ꎬ 争当全球大国具有重要战略价值ꎮ 此外ꎬ 肯尼亚与索马里、 吉布提、 苏

丹、 南苏丹等共同构成了印太地区的西缘ꎬ 对日本印太战略的推进同样有着

举足轻重的意义ꎮ 因此ꎬ 日本对强化与以上各国的安全关系也尤为看重ꎬ 参

与在当事国的维和行动、 共同打击海盗等则成为日本的具体抓手ꎮ
第三ꎬ 资源投入各领域不平衡ꎮ 日本注重在维和资金分摊、 物资援助、

人员培训等功能性领域的资源投入ꎮ 从联合国维和行动资金分摊比率来看ꎬ
日本从 ２０１５ 年至今都保持在 １０％左右ꎬ 仅次于美、 中ꎬ 位列世界第三位ꎬ 不

仅明显高于俄、 英、 法等常任理事国ꎬ 更远高于巴西、 印度等积极 “入常”
的新兴大国ꎮ

在物资援助方面ꎬ 日本自 １９９４ 年参与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开始就大力捐

赠一些维和必需用品ꎮ 日本提供的援助物资覆盖面较广ꎬ 涉猎电视机、 帐篷、
毛毯、 医药用品、 车辆、 发电机、 移动板房、 重型机械、 净水器等维和多种

物资ꎮ 日本不仅直接向维和行动部队援助物资ꎬ 也重视与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 (ＵＮＨＣＲ) 等国际组织的合作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日本

政府就与该机构密切合作ꎬ 提升了自身在驻非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ꎮ
在人员培训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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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①

而与资金、 物资、 技术援助相比ꎬ 日本在维和人员派遣、 参与在非维和

项目数量等方面则数据颇为一般ꎬ 与其他主要大国存在较大差距ꎮ 从累计派

遣人数来看ꎬ 日本在历年的非洲维和行动中派出了各类人员共计 ４ ５６６ 名ꎬ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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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永蓬: 前引文ꎬ 第 １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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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人员数量居全球中下游水平ꎮ 从现有派遣人数来看ꎬ 依据联合国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统计数据①ꎬ 当下日本参与维和的人员仅有 ４ 人ꎬ 而其他主要大国

中ꎬ 美国为 ５３ 人ꎬ 俄罗斯为 ７１ 人ꎬ 英、 法、 德则分别达到 ７０５ 人、 ７３５ 人、
６６６ 人ꎬ 中国更是达到 ２ ５１９ 人ꎮ

总体而言ꎬ 日本参与在非维和行动起步较晚ꎬ 派遣人数也比较有限ꎬ 基

本扮演着辅助其他西方盟友的角色ꎮ 从参与维和行动次数来看ꎬ 日本仅为 ８
次ꎻ 其他大国中ꎬ 除了美国不足 １０ 次 (同为 ８ 次) 外ꎬ 中、 俄、 英、 法均为

１０ 次以上ꎬ 法国更是达到了 １５ 次ꎮ 就日本在非维和行动的现状ꎬ 日本国内一

些代表性研究机构给出了较确切的定位ꎬ 认为尽管日本长期目标是与美国等

西方盟友共同承担作战等核心任务ꎬ 但短期内其仍然只能扮演协作其他大国

的角色ꎻ 与此同时ꎬ 日本应努力发挥自身特长ꎬ 强化对非洲能力建设与物资

方面的援助ꎬ 为驻非维和部队提供培训项目ꎬ 密切与驻非国际组织与非政府

组织的关系等ꎮ② 然而ꎬ 值得关注的是ꎬ 日本在资金分摊、 物资援助、 人员培

训等功能性领域资源投入力度较大ꎬ 不仅成为日本在非维和行动中的一大亮

点ꎬ 也凸显了日本在各大维和行动中的存在感ꎬ 并凭借上述业绩成为国际社

会在非洲维和部队中不可忽视的力量ꎮ 与此同时ꎬ 日本在非洲的维和行动也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当地的和平与安全ꎮ 例如ꎬ 日本提供的各类援助物

资ꎬ 既受到维和部队的欢迎ꎬ 也切实改善了当地难民、 灾民的生活质量ꎮ

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战略考量

日本对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参与ꎬ 表面上看是其履行联合国会员国义

务的必然举措ꎬ 实则蕴藏着日本若干深层次的战略考量ꎮ
(一) 政治因素

日本之所以热衷于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ꎬ 与其冷战末期转变国家发

展路线、 争当政治与军事大国的政治考量息息相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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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ｏｎｔｈｌｙ Ｓｕｍｍａｒｙ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ｐｅａｃｅｋｅｅｐｉｎｇ ｕｎ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ｓｒ＿ ｊｕｌｙ＿２０１８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２８

参见 «对非投资与援助调查研究报告: 基于主要国家对非战略的视角» (２０１３ 年日本防卫省

统合幕僚学校委托研究项目)ꎬ 第 １１９ ~ １２６ 页ꎬ 载日本防卫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ｄ ｇｏ ｊｐ / ｊ / ａｐｐｒ
ｏａｃｈ / ｏｔｈｅｒｓ / ｓｅｒｖｉｃｅ / ｋａｎｓｈｉ＿ ｋｏｒｉｔｓｕ / ｙｏｓａｎ＿ ｓｈｉｋｋｏ / ２０１３＿ ｓｅｉｋａ＿ ａｆｒｉｃａ＿ ｔｏｓｈｉ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９ － 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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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日本将参加在非维和行动作为 “入常” 的重要外部助力ꎮ 冷战结

束后ꎬ 日本 “入常” 诉求日趋强烈ꎬ 特别是 １９９１ 年在海湾战争中日本 “出力

不讨好” 的结局成为日本加速推进 “入常” 进程的催化剂ꎮ 在海湾战争中ꎬ
日本尽管出资达 １３０ 亿美元ꎬ 却未实质性地参与联合国决策过程ꎬ 甚至从未

收到科威特政府的官方感谢ꎮ 日本的 “资金合作” 行动ꎬ 被部分国家批评为

“只出钱、 不流汗、 不流血” 的 “国际贡献” 和 “一国和平主义”ꎬ 导致日本

人的对外意识出现重大转折①ꎬ 此后日本争当常任理事国的意愿日益强烈ꎮ 如

日本 １９９１ 年版的 «外交蓝皮书» 就直截了当地指出: “在海湾危机中ꎬ 日本

由于不是安理会理事国ꎬ 因而未能得到在安理会接连通过的决议中充分反映

意见的机会”ꎬ 日本在 “安理会占有席位成为极其重要的课题”ꎮ② 日本意识

到ꎬ 仅仅凭经济实力难以提高日本的国际地位ꎬ 只有 “入常” 才能真正参与

联合国核心事务的决策ꎬ 帮助日本走向国际舞台中心ꎮ
为了达到 “入常” 目标ꎬ 日本进行了多方面努力ꎬ 参与非洲维和行动即

是其中之一ꎮ 一方面ꎬ 日本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是强化国际贡献、 达到 “入常”
标准的一个重要途径ꎮ 联合国咨询机构在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发表的报告中表示ꎬ
推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成员时ꎬ 应该优先考虑以下诸领域贡献度前三位的国

家ꎬ 即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ꎻ 自愿提供资金的力度ꎻ 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参与

程度ꎮ③ 在前两方面ꎬ 日本发挥的作用明显ꎮ 据统计ꎬ 日本在 １９８６ 年即超过

苏联ꎬ 成为联合国第二大会费缴纳国ꎮ ２０１８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ꎬ 日本共缴纳

会费 ２ ６ 亿美元ꎬ 在联合国会费分担份额为 ９ ６８％ ꎬ 仍仅次于美国ꎬ 位居所

有会员国第二位ꎮ 而在联合国应对难民、 反恐、 教育等问题方面ꎬ 日本也出

资颇多ꎮ 然而ꎬ 唯独在维和行动的参与方面ꎬ 日本囿于战后和平宪法等因素

限制ꎬ 只能承担对美国及其他国家部队后方支援的任务ꎬ 难以独立发挥作用ꎮ
因此ꎬ 提高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密度与强度遂成为日本重点突破的方向ꎮ
非洲作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ꎬ 被日本视作彰显国际贡献、
提升自身在维和行动中存在感的重点区域ꎮ

另一方面ꎬ 非洲是日本为实现 “入常” 目标拉拢的新盟友ꎬ 在非维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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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黄大慧: 前引文ꎬ 第 ６８ 页ꎮ
同上文ꎬ 第 ６７ 页ꎮ
赵磊: «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脉络及特征分析»ꎬ 载 «教学与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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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则是日本强化与非洲国家关系的一大法宝ꎮ 在拉拢非洲国家之前ꎬ 日本以

改革安理会、 共同成为常任理事国为口号ꎬ 与德国、 巴西、 印度等组成 “四
国集团”ꎬ 数次向联大提交改革方案ꎮ 然而ꎬ 由于支持国家票数严重不足ꎬ
“四国集团” 在 “入常” 道路上屡屡受挫ꎮ 日本为了获得更多的支持、 增加

自身胜算ꎬ 近年来开始寻求在巴西、 印度、 德国之外拉拢新的盟友ꎬ 非洲便

进入了其战略视野ꎮ 当前ꎬ 非洲已有 ５４ 个联合国会员国ꎬ 占联合国会员国总

数的 ２８％左右ꎮ 在联合国事务中ꎬ 非洲各国力图用一个声音说话ꎬ 对联合国

决议与未来发展方向的影响日趋扩大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与日、 印等国类似ꎬ
非洲国家同样对安理会现有机制不满ꎬ 提出了联合国改革方案ꎬ 要求增设非

洲国家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ꎮ 因此ꎬ “入常”、 改变安理会现有格局客观上是

日非的共同目标ꎮ 日本若与非洲构建统一战线ꎬ 将可望大大增加 “入常” 的

砝码ꎮ 安倍在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召开的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 (以下简称 “东
京会议”) 内罗毕会议主旨演讲中直言不讳地表示ꎬ 推动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

是日非的共同目标ꎬ 日本将全力支持非洲 «２０６３ 年议程» 所提出的 “２０２３ 年

之前争取让非洲国家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目标ꎬ 并呼吁日非应为实现安

理会的改革携手并进ꎮ① 日本政府为了达到 “入常” 目标ꎬ 除了与非洲各国

强化共同利益属性ꎬ 近年来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拉拢非洲各国ꎬ 强化在非维和

行动也成为重要手段之一ꎮ 通过维和行动ꎬ 日本政府力图在非洲塑造更好的

国际形象ꎬ 其终极目标仍是获得非洲各国的信任与好感ꎬ 借此与对方联合设

置安理会改革、 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共同目标议程ꎬ 形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ꎮ
第二ꎬ 日本将参与在非维和行动作为改宪的突破口ꎮ 日本战后体制的核

心在于和平宪法第九条ꎬ 即所谓 “放弃战争ꎬ 战争力量及交战权的否认” 条

款ꎮ 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ꎬ 日本将永远放弃发动战争、 武力威胁或以武力作

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ꎻ 为达成以上目的ꎬ 日本将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

争力量ꎬ 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ꎮ 而和平宪法第九条也决定了战后较长一段时

期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与模式ꎮ 进入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ꎬ 已成为全球第

二大经济大国的日本逐渐不满足于现状ꎬ 开始怀有经济发展以外的诉求ꎮ 时

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提出 “战后政治总决算” “政治大国” 两大口号ꎮ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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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安倍晋三首相在第五次非洲开发国际会议开幕式的基调演讲»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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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前者ꎬ 中曾根认为日本正处于历史转折点ꎬ 应消除战败负面影响ꎬ 为世界

的和平与繁荣作出日本贡献①ꎮ 对于后者ꎬ 中曾根提出日本不仅应在世界经济

事务中拥有话语权ꎬ 同样应具备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分量ꎮ
日本政府认为ꎬ 通向政治、 军事大国的关键在于强化外交、 安全事务自

主性ꎬ 使自卫队摆脱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ꎮ 然而ꎬ 作为一个战败国家ꎬ 日本

很难自内而外地克服国内阻力ꎬ 而必须借助外部压力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ꎮ
在此背景下ꎬ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 强化国际贡献遂成为日本政府修改宪法、
实现海外派兵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ꎮ 纵观冷战以来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

和行动的历程ꎬ 日本以国际贡献、 确保自卫队员与别国人员安全、 保护海外

日侨等为借口ꎬ 自 １９９２ 年合作法案开始不断冲击战后和平宪法体制ꎮ １９９８
年、 ２００１ 年对合作法案的两次修订固然是日本履行 １９９７ 年新 «日美防卫合作

指针»、 配合美国打击恐怖主义、 力促日美同盟提升为全球性同盟关系的需

要ꎬ 但扩大维和任务范围、 为自卫队海外行动 “松绑” 仍然是日本追逐的根

本目标ꎮ 而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后在南苏丹维和中增加的驰援护卫任务意味着日本

自卫队武器使用范围进一步扩大ꎬ 并在理论上可主动 “动武”ꎬ 这无疑更清晰

地折射出日本政府借参与维和突破专守防卫、 迈向军事大国的强烈意愿ꎮ
这里需指出的是ꎬ 不论是 “入常” 还是改宪ꎬ 最终都是为了日本成为

“正常国家”、 构建政治、 军事大国这一终极国家战略服务的ꎮ 相较之下ꎬ 二

者可谓由表及里ꎬ “入常” 的象征意义更强ꎬ 而改宪则从根本上奠定了日本作

为 “正常国家” 以及政治与军事大国的法理基础ꎮ 为了完成以上两大目标ꎬ
参与非洲维和成为日本加以利用的重要 “外部压力”ꎮ 通过参与维和ꎬ 日本不

仅与非洲国家在 “入常” 上成功结为攻守同盟ꎬ 更在较大程度上打开了战后

和平宪法的缺口ꎮ
第三ꎬ 巩固、 强化日美同盟ꎬ 呼应美国对非战略也是日本参与在非维和

行动的重要政治动因ꎮ 自小布什时代开始ꎬ 美国在将日美同盟从过去东亚地

区的军事同盟转为全球性同盟关系的同时ꎬ 也决定了日本的国家战略具备地

区性与全球性的双重特征ꎮ② 其后ꎬ 日本为了配合美国反恐、 履行所谓 “全球

性盟友” 义务ꎬ 不顾国民反对通过 “伊拉克自卫队派遣计划”ꎬ 于 ２００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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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日本世界和平研究所: «中曾根内阁史资料编» [日文]ꎬ 世界和平研究所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１４６ 页ꎮ

参见高兰: «日本海洋战略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第 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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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 ４月、 ７ ~ ８ 月两次参与了伊拉克难民救助的维和行动ꎮ ２００６ 年以后ꎬ 除了

中东外ꎬ 非洲也成为日美同盟向全球拓展的另一重点区域ꎮ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ꎬ 美

国在国防计划 (ＱＤＲ２００６) 中提出ꎬ 非洲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是恐怖主义产生

的温床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ꎬ 美国将努力支援东非国家、 跨撒哈拉地区国家

打击恐怖主义、 维持国家安全的能力建设ꎮ①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美国在发布的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中表

明ꎬ 非洲地缘战略重要性不断上升ꎬ 已成为美国战略优先度较高的区域ꎬ 并

指出通过与非洲国家合作ꎬ 提升 “脆弱国家” 的治理能力、 在当地实行 “有
效的民主政治” 直接关乎美国的安全利益ꎮ② 因此ꎬ ２００６ 年是美国对非战略

的重要转折点ꎮ 美国除了援助相关国家的能力建设外ꎬ 开始切实重视非洲维

和问题ꎮ
在此背景下ꎬ 日本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ꎬ 为了稳固、 强化日美同盟机

制ꎬ 呼应美国对非战略ꎬ 客观上也需要将更多资源投放至非洲ꎬ 改善非洲国

家的安全局势ꎮ 在本国和平宪法诸多束缚的背景下ꎬ 日本介入非洲安全问题

的渠道较为有限ꎬ 参与在非维和行动可谓是其较为现实且有效的选择ꎮ 通过

参与在非维和行动ꎬ 日本不仅可以替美国分担战略压力ꎬ 也可以拓展日美同

盟的活动区域ꎬ 强化同盟的战略基础ꎮ
(二) 经济因素

多年来ꎬ 日本一直将拓展、 保障经济权益作为对非外交的重要支柱之一ꎬ
故经济因素也是其参与维和行动的一个重要考量ꎮ

第一ꎬ 日本希望借助维和行动强化与非洲能源大国关系ꎬ 保障本国能源

安全ꎮ 日本作为一个能源奇缺、 石油几乎 １００％依赖进口的国家ꎬ 长期以来对

中东石油依赖程度畸高ꎬ 面临着较高的经济风险ꎮ １９７３ 年爆发的第四次中东

战争曾直接导致日本石油进口中断ꎬ 成为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中的惨痛记忆ꎮ
自 ２１ 世纪初ꎬ 日本政府一直力促石油进口来源国多元化ꎬ 尽可能降低对中东

石油的依赖ꎮ 在这一背景下ꎬ 南苏丹、 安哥拉等非洲国家成为日本实现石油

进口来源国多元化、 开辟新兴进口市场战略的重要依托ꎮ 因此ꎬ 日本为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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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非洲能源大国关系倾注了大量资源ꎬ 而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则是密切双边

关系、 确立自身存在感的捷径ꎮ
事实上ꎬ 这一因素在冷战后其非洲维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体现ꎮ 日本参

与的非洲维和行动对象中ꎬ 安哥拉、 刚果民主共和国、 苏丹、 南苏丹等都是

能源、 资源大国ꎮ 日本对南苏丹丰富的能源储备觊觎已久ꎬ 并尝试通过不同

渠道介入南苏丹事务ꎬ 以获得能源开发利用的主动权ꎬ 维和行动则给了日本

一个绝佳的机会ꎮ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ꎬ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１９９６ 号决议ꎬ 日本

同年 １１ 月对南苏丹派遣约 ３００ 人的首批维和部队ꎮ 其后ꎬ 日本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开始向南苏丹派出陆上自卫队的工程部队ꎬ 负责整修联合国部队驻扎地与难

民营之间的主干道ꎬ 并援助了当地其他基础设施建设ꎬ 获得了南苏丹政府很

高的评价ꎮ①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日本在南苏丹总计派遣工程部队、
司令部人员、 联络人员等维和人员近 ４ ０００ 人ꎬ 派遣人数之多在日本既往维和

行动中是罕见的ꎮ 日本之所以对南苏丹维和投入甚多ꎬ 可谓 “醉翁之意不在

酒”ꎬ 其主要着眼点之一即在于南苏丹丰富的能源储备ꎮ
第二ꎬ 通过在非维和ꎬ 日本期待与国际社会共同实现非洲各国政治格局

与社会秩序的稳定ꎬ 降低地缘政治风险ꎬ 维护本国在非日益庞大的海外利益ꎮ
在漫长的冷战时期ꎬ 日本主要将非洲视为原料来源地ꎬ 对非直接投资规模极

为有限ꎮ 冷战结束以后ꎬ 日本着眼于非洲地位的提升、 自身经济发展需要等

因素ꎬ 开始重视与非洲的经济合作ꎬ 加大了对非的投资力度ꎮ 据日本贸易振

兴机构 (ＪＥＴＲＯ) 统计数据ꎬ １９５１ ~ １９９４ 年日本对非投资仅 ７６ ９８ 亿美元ꎬ
仅为同期对亚洲②投资额 (７６２ １６ 亿美元) 的 １０ １％ 、 拉丁美洲投资额

(５５１ ４８ 亿美元) 的 １４％ 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尽管彼时日本对非投资规模还较为有限ꎬ
但日本政府考虑到非洲未来可观的发展前景ꎬ 仍然专门设立了 “东京非洲发

展国际会议” (以下简称 “东京会议”) 这一机制ꎬ 给日非双方产官学各界创

造了对话平台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伴随着全球主要大国对非投资热度不断上升、
非洲地位不断提升ꎬ 日本开始重新审视非洲的政治与经济价值ꎬ 并借助东京

会议不断强化与非洲的合作关系ꎮ ２００３ 年召开的东京会议上ꎬ 日本宣布将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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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吕耀东: 前引文ꎬ 第 ３１ 页ꎮ
由于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将中近东地区作为单独地理单元进行统计ꎬ 此处亚洲数据仅包括东亚、

东南亚以及南亚地区ꎬ 不包括西亚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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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非洲贸易与投资” 会议ꎬ 促进日非经济合作①ꎻ ２００８ 年第四次东京会议

开幕式上ꎬ 时任首相的福田康夫表示日本协力银行将设立 ２５ 亿美元的 “非洲

投资倍增援助基金”ꎬ 力促日本对非民间投资实现倍增的目标ꎮ② 在日本政府

的推动下ꎬ 日企对非投资力度有所加大ꎬ 出现多个投资峰年ꎬ 如 ２００８ 年达到

１５ １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４ 年达到 １５ １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７ 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 １７ ２６ 亿

美元ꎮ③ 而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年间ꎬ 日本对非投资额累计 １０４ ３５ 亿美元④ꎬ 远

超 １９５１ ~ １９９４ 年的总和ꎮ 因此ꎬ 尽管日本对非投资势头并不稳定ꎬ 但客观上

已达到相当规模ꎬ 成为日本政府日益重视的海外利益板块之一ꎮ 在当前非洲

国家整体法制尚不健全、 大小规模武装冲突频发、 非正常政权更迭不断的情

况下ꎬ 日本希望通过参与非洲维和稳定相关国家的政治局势与社会秩序ꎬ 减

少武装冲突与社会动荡带给本国企业的风险ꎬ 最大限度地保障本国在非洲的

海外利益ꎮ
此外ꎬ 在全球主要大国纷纷投资非洲的浪潮下ꎬ 日本希望通过维和强化

与非洲联系的纽带ꎬ 构建与相关国家、 国际组织特殊的政治互信关系ꎬ 凭借

排他性的政治资源使本国与中国等国竞争ꎬ 以政治杠杆撬动经济利益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非洲贸易、 投资、 承包劳务和援助

都有了长足的发展ꎬ 不仅打破了美、 英、 法等传统西方大国在非洲原有的利

益平衡ꎬ 也已成为了以日、 印等 “后起投资国” 的强劲商业竞争对手ꎮ⑤ 日

中两国在非洲互动日趋频繁ꎬ 经济竞争日趋激烈ꎬ 形成了中、 日、 非特殊的

三边关系ꎮ⑥ 与自身相比ꎬ 日本企业对非投资力度虽有所加大ꎬ 但与中国对非

投资情势比较ꎬ 其在多个领域对华竞争处于明显下风ꎮ 尽管中国对非投资起

步较晚ꎬ 但 ２０１６ 年在非洲投资存量已超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ꎮ⑦ 就在非投资存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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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参见 «第三次非洲开发会议 (ＴＩＣＡＤ) 的概要与评价»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ｔｉｃａｄ / ３＿ ｇｈ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４ꎮ

«福田康夫首相在第四次非洲开发会议 ( ＴＩＣＡＤ) 开幕式上的演讲»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ｐｒｅｓｓ / ｅｎｚｅｔｓｕ / ２０ / ｅｆｕｋ＿０５２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４ꎮ

«日本直接投资统计»ꎬ 载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网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ｔｒｏ ｇｏ ｊｐ / ｗｏｒｌｄ / ｊａｐａｎ /
ｓｔａｔｓ / ｆｄｉ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５ꎮ

依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 «日本直接投资统计» 数据计算得出ꎮ
参见张宏明: «西方同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冲突与中国的应对策略»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０ 年

第 ７ 期ꎬ第 ８ 页ꎮ
同上文ꎮ
«中国对非投资存量超过 １ ０００ 亿美元»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ｆｏｒｔｕｎｅ / ２０１６ －

０９ / ０７ / ｃ＿１１１９５２８０４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７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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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ꎬ 日本 (２０１７ 年投资存量为 ７８ ２４ 亿美元①) 不及中国的 １ / １０ꎮ
对于近年来对华零和博弈思维严重、 在全球各地与中国开展经济竞争的

日本而言ꎬ 当前在非洲对华竞争的被动局面令其焦虑不已ꎮ 在用尽方法刺激

本国对非民间投资的同时ꎬ 日本也希望通过维和等政治、 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助力本国在经济领域获得排他性红利ꎮ

(三) “印太战略” 因素

除了以上两大目标ꎬ 推进本国 “印太战略” 是日本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

又一重要动因ꎮ ２００６ 年安倍组阁后不久ꎬ 其外相麻生太郎旋即提出了美日澳

印四国战略对话框架的建议ꎮ 而安倍在组阁后的首相演讲中同样表示ꎬ 日本

作为亚洲民主国家ꎬ 为了将自由社会的范围扩展到亚洲乃至世界ꎬ 需与澳大

利亚、 印度等拥有共同价值观国家首脑举行战略对话ꎮ②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安倍在

印度国会发表题为 “两洋的交汇” 的演讲ꎬ 尽管未直接提及本国印太概念ꎬ
却积极向印度政府兜售了自己的印太构想ꎮ 安倍首先提出ꎬ 日印的接近将有

望形成一个横跨印、 太两大洋、 囊括美、 澳等国的 “扩大版亚洲”ꎻ 其次ꎬ 安

倍也指出日印在印、 太两大洋的重点合作领域为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ꎬ 并呼

吁具有共同志向的国家紧密合作ꎮ③ 在安倍看来ꎬ 印度洋太平洋 “两洋交汇”
相连接ꎬ 与日本 “自由与繁荣之弧” 相吻合ꎬ 将印度洋和太平洋整合于 “自
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框架下ꎬ 正好与日本的海上通道叠加ꎬ 也是日

本海洋国际战略的侧重点ꎮ④

尽管安倍第一次组阁期间的印太构想因印、 澳等国的消极应对而搁浅ꎬ
但其并未放弃ꎮ ２０１２ 年末安倍第二次组阁后ꎬ 将原有印太构想重新包装ꎬ 炮

制出所谓 “亚洲安全菱形” 方案ꎬ 提出建立一个囊括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

与美国夏威夷的 “安全菱形”ꎬ 标志着日本 “印太战略” 雏形已经确定ꎮ 而

此后几年ꎬ 日本 “印太战略” 触角由印度进一步向西延伸至西印度洋、 非洲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２７ 日ꎬ 安倍在内罗毕召开的东京会议上ꎬ 公开表示印、 太两洋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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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数据源自日本贸易振兴机构数据库: «日本直接投资统计»ꎬ 载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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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总理大臣在第 １６５ 次国会发表的施政演说»ꎬ 载日本首相官邸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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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非两大洲联系在一起ꎬ 日本肩负着将联系亚非的印太建设为和平、 没有强

权与威慑、 重视自由、 法律与市场经济、 遵守规则之区域的重任ꎬ 并希望日

本与非洲国家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共同努力ꎮ① 这也被日本权威媒体视为安倍

“印太战略” 的正式成型ꎮ② 从本质上看ꎬ 日本的 “印太战略” 具有明显的对

华遏制取向ꎮ 为了在印、 太两洋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ꎬ 日本除了努力在传统

的亚太区域确立军事、 政治存在ꎬ 对印度洋沿岸各国也投入了大量资源ꎬ 力

图构筑起东起东海、 西至西印度洋、 东非的全方位 “印太战略” 格局ꎮ 而在

这一战略格局中ꎬ 除了传统的亚太国家ꎬ 非洲国家也将扮演重要角色ꎮ 一方

面ꎬ 西印度洋沿岸的东非地区ꎬ 在地理上作为印太的西缘ꎬ 是日本 “印太战

略” 的重要组成区域ꎮ 另一方面ꎬ 东非国家已成为继美、 印、 澳等国外ꎬ 日

本为推进 “印太战略”、 遏制中国而着力拉拢的对象ꎮ
作为推进 “印太战略” 的具体表现ꎬ 日本在亚太地区利用日美同盟加强

西南诸岛的防卫体系ꎬ 积极介入南海争端ꎬ 苦心渗透马六甲海峡事务多年ꎮ
而在亚太之外ꎬ 日本近年来着力强化与印度洋沿岸各国关系ꎮ 对于印度、 澳

大利亚等印度洋沿岸主要大国、 中等强国ꎬ 日本通过建立安全机制、 促进军

队交流、 开展装备合作等途径大力强化安全合作ꎮ③ 而对于印太西缘的东非各

国ꎬ 日本则通过海上安全合作、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这一 “陆海统筹” 的模

式强化双边或多边关系ꎬ 以促进本国印太战略的实施ꎮ 在海上ꎬ 自 ２００８ 年起

日本通过协同打击海盗、 海上护航合作、 支援海上安全能力建设等手段ꎬ 积

极与索马里、 吉布提、 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西印度洋沿岸国强化海上安全合

作④ꎻ 而在陆上ꎬ 日本除参与索马里重建、 构建吉布提军事基地外ꎬ 积极参与

在肯尼亚、 苏丹、 南苏丹等印太西缘国家的联合国维和行动ꎬ 密切了与相关

国家关系ꎬ 大大提升了在东非的政治、 军事存在感ꎬ 为 “印太战略” 的推进

提供了重要动能ꎮ 因此ꎬ 日本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是其强化与东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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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总理大臣在第五次非洲开发国际会议开幕式的基调演讲»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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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ꎬ 并借此推进 “印太战略” 的内在需要ꎮ
当然ꎬ 日本 “印太战略” 形成时日尚短ꎬ 属于日本新兴的国家战略ꎮ 因

此ꎬ 较之于日本参与非洲维和行动中蕴藏的传统政治、 经济考量ꎬ 其借维和

拉拢东非国家ꎬ 以顺利推进 “印太战略” 是近年才形成的战略谋划ꎮ 这一战

略谋划的视角不仅着眼于当下ꎬ 更着眼于未来ꎬ 是日本 “印太海洋国家联盟”
这一宏大战略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主要策略

日本为了顺利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 达到自身战略目标ꎬ 可谓煞费

苦心ꎬ 在国际、 国内两个层面都采取了相应策略ꎮ
(一) 积极开展首脑外交、 经济援助ꎬ 为参与在非维和行动创造客观环境

日本通过对非首脑外交、 经济援助ꎬ 努力为日本参与在非维和行动创造

客观环境ꎮ 在冷战时期的日本外交版图中ꎬ 非洲一直处于较次要的位置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日本开始重视非洲的战略地位ꎬ ２００１ 年、 ２００６ 年时任日本首相森

喜朗、 小泉纯一郎相继访问非洲ꎬ 也结束了日本首脑从未访问非洲国家的历

史ꎮ ２０１２ 年末安倍第二次组阁后开始推行 “俯瞰地球仪外交”ꎬ 非洲则成为

这一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依据日本外务省公开资料ꎬ 自安倍内阁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上台至今ꎬ 曾 ４ 次造访非洲国家ꎬ 分别是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吉布提)、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科特迪瓦、 莫桑比克、 埃塞俄比亚)、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埃及) 以

及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 (肯尼亚)ꎮ① 而日本首脑历次访非议程中ꎬ 联合国维和等安全

问题基本都占据了重要地位ꎬ 彰显了日本政府为本国在非维和行动创造良好

国际环境的战略意图ꎮ
除了首脑外交ꎬ 日本也着力强化了对非经济援助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日非贸易总

额接近 １ ７７５ 兆亿日元② (约合 １５９ ７ 亿美元)ꎬ 仅为日本当年全球贸易总额

(１５３ ６６５ 兆亿日元ꎬ 约合 １３ ８３０ 亿美元) 的 １ １５％ ꎮ 尽管日非经济合作规模

有限ꎬ 但日本基于自身的小算盘ꎬ 对日非经济关系仍颇为重视ꎬ 对非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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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大臣外访一览»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ｋａｉｄａｎ / ｐａｇｅ２４＿００００３７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６ － １７ꎮ

以下日非贸易数据均源于日本财务省公开资料ꎬ 参见 «报道发表 (２０１７ 年度)»ꎬ 载日本财务

省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ｕｓｔｏｍｓ ｇｏ ｊｐ / ｔｏｕｋｅｉ / ｓｈｉｎｂｕｎ / ｔｒａｄｅ － ｓｔ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７＿１１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８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

大量经济援助ꎮ 日本除了期望借经济援助开拓非洲资源与市场ꎬ 也试图通过

密切日非经济关系获得外溢性收益ꎬ 强化与非洲在安全领域的合作ꎬ 获得非

洲各国对日本在非维和行动 (尤其是对日本自卫队在非武器解禁、 承担任务

扩大等方面) 的支持ꎮ 因此ꎬ 日本在本国经济长期不景气的情况下ꎬ 仍保持

着较强的对非援助力度ꎮ 继 ２０１３ 年东京会议上承诺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向非洲提

供 ３２０ 亿美元以后ꎬ ２０１６ 年的内罗毕会议上日本修正之前的援助计划ꎬ 仅

２０１６ ~ ２０１８ 年三年就计划向非援助 ３００ 亿美元ꎮ
(二) 利用东京会议与非洲国家协调维和事务立场

除了积极推进首脑外交、 经济援助外ꎬ 日本还善于利用其主导的东京会

议等机制与非洲各国协调在维和事务上的立场ꎮ 据笔者粗略梳理ꎬ 自 ２００６ 年

东京会议 “和平专场会议” 以来ꎬ 在日本外务省涉及东京会议的公开文件中ꎬ
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及日本作出的贡献都被列为重要内容专门予以提及ꎮ
２００６ 年 “和平专场会议” 上ꎬ 非方肯定了日本在非维和行动中的贡献ꎬ 如提

出日本在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５ 年间ꎬ 日本共向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提供了 ９ ２ 亿美元

的资助ꎻ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约承担了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总经费 (７ ５ 亿美元)
的 ２０％等ꎮ①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１３ 年在横滨举行的第四届和第五届东京会议上ꎬ 日

非双方强调非洲的发展与和平应同时推进ꎬ “欢迎非盟为改善非洲安全治理现

状提出的非洲安全保障架构 (ＡＰＳＡ)、 非洲相互审查机制 (ＡＰＲＭ) 等倡

议”ꎬ 高度评价了安理会、 非盟、 非洲相关国家为维和行动作出的贡献ꎮ② 在

内罗毕举行的第六届东京会议上ꎬ 日非确认了第四届、 第五届会议达成的共

识ꎬ 日本表示 “将对 (非洲国家) 边界保护、 边界协同管理以及维和行动等

实现非洲和平的各类行动提供援助”ꎬ “会继续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ꎬ 并

将协助强化联合国所辖各大维和训练中心的能力建设ꎬ 向从事维和行动的人

员提供培训等援助项目”ꎮ③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在横滨举行的第七届东京会议上ꎬ
日本提出将 “强化和平与安全” 列为未来日非合作的三大支柱之一ꎬ 并将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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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动作为日非安全合作的重点领域ꎮ 为此ꎬ 日本将协助非盟、 东非政府间

发展组织开展维和行动ꎬ 且将继续帮助非洲 １５ 个联合国维和训练中心提升能

力建设ꎬ 培养与维和相关的人才ꎮ①

日本为了巩固历届东京会议取得的外交成果、 拉拢非洲各国ꎬ 除了直接

承担联合国维和经费ꎬ 重点落实了大量对非洲相关国家承诺的功能性援助项

目ꎮ 首先ꎬ 冷战结束以后ꎬ 日本对埃及、 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非洲多国②联合

国维和行动训练中心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援助ꎮ 日本派遣大批自卫官和专家奔

赴各中心ꎬ 对非洲各国维和人员提供了大量相关培训课程ꎬ 力图强化各国维

和、 防止武装冲突的能力建设ꎮ③ 其次ꎬ 除了人员培训ꎬ 日本重点对联合国非

洲基础设施建设部队提供了资金、 人员援助ꎮ 据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初ꎬ 日本

约向该部队提供了 ３８ 亿日元 (约合 ３ ４００ 万美元)④ 专项资金ꎬ 并每年派遣

多名自卫官帮助其加速在非工程进度ꎬ 提高工程质量ꎮ
可以说ꎬ 通过历届东京会议的多边外交ꎬ 日非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部分

分歧ꎬ 协调了彼此在维和事务上的立场ꎮ 日本通过多边会议外交ꎬ 充分了解

了非洲国家在维和事务上的利益关切ꎬ 通过政策的宣示、 功能性援助的实施ꎬ
客观上强化了非洲各国能力建设ꎬ 获得了非洲相关国家的好评ꎬ 为日本深入

参与在非维和行动打下了良好的政治基础ꎮ
(三) 制定或修改国内法律ꎬ 为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扫清障碍

除了国际策略ꎬ 日本也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等国内策略ꎬ 为参与联合国

非洲维和行动扫清障碍ꎮ １９９２ 年日本通过了合作法案ꎬ 它不仅是对日本战后

和平宪法的一次重大突破ꎬ 也初步奠定了日本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基

础ꎮ 合作法案将日本维和行动分为 “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 “人道救援行动”
等类别的基础上ꎬ 规定了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 “五原则”ꎬ 即冲突国家间已

达成停火协议ꎻ 冲突各方同意日本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并加入联合国维和部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 «横滨行动计划 ２０１９»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ｔｉｃａｄ /
ｔｉｃａｄ７ / ｐｄｆ / ｙｏｋｏｈａｍａ＿ ａ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 ｊａ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３０ꎻ «ＴＩＣＡＤ 的各项举措»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ａｒｅａ / ｔｉｃａｄ / ｔｉｃａｄ７ / ｐｄｆ / ｔｉｃａｄ７＿ ｔｏｒｉｋｕｍｉ＿ ｊａ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８ － ３０ꎮ

分别为埃及、 马里、 贝宁、 多哥、 加纳、 尼日利亚、 喀麦隆、 埃塞俄比亚、 肯尼亚、 卢旺达、
坦桑尼亚 １１ 国ꎮ

«日本与非洲»ꎬ 第 １０ 页ꎬ 载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８７１
５３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７ꎮ

参见日本外务省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ｏｆａ ｇｏ ｊｐ / ｍｏｆａｊ / ｆｉｌｅｓ / ００００８７１５３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１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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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ꎻ (日本参加的) 维和部队对冲突各方持不偏不倚的中立态度ꎻ 一旦出现不

符合上述条件的情况ꎬ 日本可撤回参与维和的部队ꎻ 参与维和人员武器的使

用强度力求控制在最低限度ꎬ 仅用于自卫等ꎮ
尽管合作法案规定了日本维和行动类别与参与原则ꎬ 但总体上对自卫队

的束缚依然较多ꎮ 为了进一步便利本国对包括非洲在内的海外维和事务的参

与、 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本国军事力量的限制ꎬ 日本曾 ３ 次修订合作法案ꎮ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ꎬ 日本国会通过了第一次合作法案修正案ꎬ 对原有法案做出了以

下修订: 将过去 “由自卫队员判断使用武器” 改为 “原则上根据上司的命令

使用武器”ꎬ 增加了自卫队作为组织体在海外行使武力的可能性①ꎻ 日本在法

案原有的 “联合国维和行动” “人道主义救援” 两大维和任务基础上ꎬ 增加

了 “在区域组织的要求下实施的选举监督活动”②ꎬ 并提出 “即便 (相关各

方) 没有达成停战协议ꎬ 也可以提供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所需物资”ꎮ 对合

作法案中武器使用、 维和任务两大关键条款的修订ꎬ 意味着日本自卫队派遣

条件更加宽松ꎬ 活动领域进一步扩大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布什政府以全球范围内打击恐怖主义为由ꎬ 力

促日美同盟由过去亚太地区的军事同盟转换为全球性同盟关系ꎬ 这也成为日

本政府再次修改合作法案的绝好契机ꎮ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ꎬ 日本政府以维护日美同

盟、 加大国际贡献为口号ꎬ 在国会第二次通过合作法案修正案ꎬ 对原法案做

出以下三方面调整: 允许自卫队参与联合国维和部队 (ＰＫＦ) 的主体业务③ꎬ
自卫队不再只能参与医疗、 通信、 交通等后方支援活动ꎻ 使用武器限制放宽ꎬ
自卫队员可适用自卫队法第 ９５ 条④ꎻ 使用武器保护对象不再局限于自卫队队

员本人ꎬ 对在场的其他队员或自己的管辖范围以内的人员也可以实施保护ꎮ⑤

２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栗硕: 前引文ꎬ 第 ２９ 页ꎮ
指基于联合国大会、 安理会决议或者若干国际机构的请求ꎬ 确保战乱地区以民主手段设立统治

机构或举行公正选举的行动 (不包括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的相关业务)ꎮ 参见栗硕: 前引文ꎬ 第 ２９ 页ꎮ
主体业务具体指: 对停止武力纷争情况的监督以及对当事各方军队的重新部署、 撤退后解除武

装情况的监督ꎻ 为防止缓冲地带 (或其他防止武装冲突发生专门划定的区域) 的驻扎与巡视ꎻ 对是否有

武器通过各种途径运输的检查ꎻ 对废弃武器的收集、 保管或处理ꎻ 对冲突当事方间划定停战线的援助ꎻ
对冲突当事方间交换俘虏的援助ꎮ 参见 «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 ( «ＰＫＯ 法案») 第三条第五款ꎮ

即日本自卫队法第 ９５ 条 “基于防卫目的使用武器” 条款ꎮ 指自卫官在看护自卫队武器、 弹

药、 火药、 船舶、 飞机、 车辆、 通信设备、 无线设备及液体燃料之际ꎬ 判断为了防护人员或以上武器

(或设备) 不受损失ꎬ 在必要时可使用武器ꎮ
«国际维和情况的调查研究 － 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２０ 周年之际的建言»ꎬ 第 ３ 页ꎬ 载日本世界

和平研究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ｉｐｓ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ａｔａ / ｂｐ３４１ｊ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５ － 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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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 日本政府围绕自卫队员武器使用权限扩大的理由进行了

阐释ꎮ 日本政府认为ꎬ 一方面ꎬ 从既往自卫队维和情况来看ꎬ 即便适用自卫

队法第 ９５ 条ꎬ 也不会造成当地事态的混乱ꎻ 另一方面ꎬ 若放任武器装备被破

坏、 抢劫ꎬ 则会造成自卫队员行动能力的削弱、 当地治安情况的恶化等消极

后果ꎮ① 总体而言ꎬ 在此条款适用于维和行动后ꎬ 日本自卫队员在非维和行动

中武器使用约束进一步减少ꎮ 此外ꎬ 对于自卫队维和业务范畴的修订ꎬ 进一

步扩大了日本自卫队在非维和行动中的活动范围ꎬ 强化了日本在非安全事务

中的存在感ꎮ
２０１２ 年末安倍第二次组阁后ꎬ 加速了日本改宪进程ꎬ 合作法案也随之迎

来了又一次重大修订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安倍内阁凭借自民党 － 公明党执政联盟

在日本参议院中拥有的多数议席ꎬ 在国会强行表决通过了新安保法案ꎮ 新安

保法案由 «和平安全法制整备法» 与 «国际和平支援法» 构成ꎬ 后者对合作

法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ꎮ 首先ꎬ 日本政府新设立了所谓 “国际合作和平安全

活动”ꎬ 扩大了维和领域ꎮ “国际合作和平安全活动” 不属于传统的联合国统

一推进的维和行动ꎬ 主要依据在于: 联合国大会、 安理会或经济社会理事会

通过的决议ꎻ 联合国、 联合国大会所设机构或下属专门机构等发出的请求ꎻ
维和活动所在区域所属国的请求等ꎮ②

上述修订内容表明: 首先ꎬ 一旦非洲国家出现内乱或武装冲突ꎬ 日本自

卫队可不再拘泥于联合国是否作出专门决议ꎬ 仅依据联合国下属专门机构或

相关国的请求即可派出自卫队参与维和ꎬ 这在理论上将会明显提高自卫队在

非洲的行动频率ꎮ 由此ꎬ 日本政府着眼于南苏丹局势ꎬ 在自卫队原有维和任

务基础上ꎬ 赋予了其安全确保、 驰援护卫等新任务ꎬ 日本自卫队员将可使用

武器奔赴别处对他国部队、 联合国职员或非政府组织进行援助ꎬ 并可与美国

及别国部队开展维和合作ꎮ 基于此修订ꎬ 自卫队在南苏丹及其他非洲维和行

动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ꎮ 其次ꎬ 扩大了武器使用权限ꎮ 新法案认可自卫队

员在承担安全确保、 驰援护卫等任务时ꎬ 可不受 “自卫、 看护武器装备” 等

原有规定的束缚使用武器ꎮ 再次ꎬ 增补了其他一些维和涉及事项ꎬ 如向联合

３３１

①

②

«关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对 ‹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 的修订»ꎬ 载日本内阁府国际和平协

力本部事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ｐｋｏ ｇｏ ｊｐ / ｐｋｏ＿ ｊ / ｄａｔａ / ｌａｗ / ｌａｗ＿ ｄａｔａ０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７ꎮ
«和平安全法制的概要»ꎬ 载日本内阁官房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ａｓ ｇｏ ｊｐ / ｊｐ / ｇａｉｙｏｕ / ｊｉｍｕ / ｐｄｆ /

ｇａｉｙｏｕ － ｈｅｉｗａａｎｚｅｎｈｏｕｓｅｉ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４ － ０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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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派遣自卫官ꎻ 若美军遭受大规模灾害ꎬ 提供物资与劳务援助ꎻ 在遂行国际

选举监督活动时扩展合作对象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日本政府还附加了一条国

会条款ꎬ 自卫队在遂行确保宿营地安全任务时ꎬ 一般需事先获得国会认可ꎬ
但当国会休会期或众议院被解散时可事后再申请国会批准ꎬ 这无疑为自卫队

绕开国会直接向南苏丹及其他非洲国家派兵打开了较大的缺口ꎮ

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前景展望

回顾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参与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的历史进程ꎬ 我们可发

现日本在非自卫队规模不断扩大ꎬ 承担任务日趋重要ꎬ 国际影响力持续增强ꎮ
这不仅成为日本外交的一个亮点ꎬ 也为其对外战略的推进提供了重要动能ꎮ
日本通过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ꎬ 不仅有力地呼应了自身国家战略ꎬ 而且

在未来有望将其作为印太战略的外部助力ꎮ 然而ꎬ 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ꎬ
日本未来在非维和行动也面临着较多制约因素ꎬ 其借维和希望达到的战略目

标面临着重重阻力ꎮ
(一) 日本将继续把在非维和行动作为实现其国家战略的重要抓手

第一ꎬ 在政治上ꎬ 参加在非维和行动已经并将继续成为日本谋求 “入常”
乃至改宪的重要外部助力ꎮ 一方面ꎬ 日本通过维和行动ꎬ 既提升了自身 “入
常” 的 “硬件条件”ꎬ 也与非洲国家就 “入常” 问题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ꎮ
另一方面ꎬ 如果说 “入常” 更多的是一种大国象征ꎬ 那么改宪则是日本蜕变

为所谓 “正常国家”ꎬ 继而成为政治、 军事大国的关键环节ꎮ 由于战后和平宪

法的存在ꎬ 当前日本参与非洲维和行动面临诸多不便ꎬ 因此 “进一步便利自

卫队在非洲及全球其他地区的维和行动ꎬ 加大日本国际贡献” 客观上成为日

本步步突破和平宪法、 行使集体自卫权ꎬ 最终完成改宪的一个堂而皇之的理

由ꎮ 第二ꎬ 除了政治考量ꎬ 经济因素是日本参与维和的另一驱动力ꎮ 日本通

过在非维和ꎬ 意图拉拢非洲主要能源大国ꎬ 以实现能源供给多元化目标ꎬ 最

大限度地确保本国能源安全ꎮ 与此同时ꎬ 日本在经济上还有以下两点期待ꎬ
即通过强化与非洲相关国家、 国际组织的关系ꎬ 以政治互动保证本国在非洲

投资兴业环境ꎬ 强化自身经济竞争力ꎻ 保证非洲相关国家社会秩序与政局稳

定ꎬ 降低地缘政治风险ꎬ 以维护本国在非日益庞大的海外利益ꎮ 第三ꎬ 在传

统政治、 经济因素以外ꎬ 借维和密切与西印度洋沿岸东非各国的互动ꎬ 实施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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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 “印太战略” 则是日本当前乃至未来的战略考量ꎬ 这也是日本借别国之

手构建对华战略包围圈的又一重要体现ꎮ
因此ꎬ 在多重战略预期收益的激励下ꎬ 日本未来将继续积极参与在非维

和行动ꎮ 值得关注的是ꎬ 在当前 “安倍一强” 体制日趋稳固、 “印太战略”
将成为日本的长期国策加以推进的背景下ꎬ 日本对维和行动的资源投入方向

将更具针对性ꎮ 索马里、 肯尼亚、 苏丹、 南苏丹、 坦桑尼亚、 莫桑比克等印

太西缘国家将成为日本参与维和的 “优先国家”ꎮ 从日本参与非洲维和的历史

也能发现ꎬ 自 ２００７ 年提出 “印太战略” 后ꎬ 日本在非洲承担的维和任务范围

大为扩展ꎮ 未来ꎬ 印太西缘国家仍将是日本参与维和的重点方向ꎬ 日本在人

员派遣、 资金、 物资、 技术培训等方面的资源也将进一步向以上国家倾斜ꎮ
(二) 日本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的制约因素

日本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面临着来自国内和国际两方面的挑战ꎮ 从

国内制约因素看ꎬ 首先ꎬ 日本在非维和行动规模尽管呈急剧扩大的趋势ꎬ 但

受日本国内法律约束、 在野政治势力反对的影响ꎬ 未来前景并不乐观ꎮ 近年

来ꎬ 日本参与非洲维和行动的扩大化屡屡挑战了战后和平宪法的底线ꎬ 引起

了日本国内执政党与在野党、 民间和平团体乃至日本国民之间的长期对峙ꎮ
在参与南苏丹维和行动问题上ꎬ 日本社民党、 共产党、 民进党等在野党围绕

以下两方面对安倍内阁提出了强烈质疑: 其一ꎬ 南苏丹维和行动是否符合维

和行动 “五原则”ꎻ 其二ꎬ 驰援护卫任务突破了日本自卫队员专守防卫的界

限ꎬ 在当前的日本宪法框架内是否有效ꎮ 关于前者ꎬ 自卫队参与维和行动的

“五原则” 之首即 “冲突国家间已达成停火协议”ꎬ 而日本政府在南苏丹重燃

战火之际仍坚持派遣自卫队奔赴当地承担驰援护卫任务ꎬ 这在国内政坛引起

了轩然大波ꎮ① 关于后者ꎬ 驰援护卫任务的内核被日本在野党、 爱好和平民间

团体屡屡质疑ꎮ 依据驰援护卫任务的定义ꎬ 日本自卫队员保护对象将扩大到

别国部队、 联合国职员以及非政府组织ꎬ 这将明显违反日本宪法中不得行使

集体自卫权的规定ꎮ 尽管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日本通过新安保法案、 对合作法案进行

了第三次修订ꎬ 使得集体自卫权在理论上成为可能ꎬ 但由于日本国内反对改

宪、 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呼声不断高涨ꎬ 集体自卫权付诸实践仍然面临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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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南苏丹总统基马与第一副总统马夏尔合作关系破裂ꎬ 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在首都

朱巴出现大规模武装冲突ꎮ 同年 １１ 月ꎬ 在南苏丹内战仍在持续的情况下ꎬ 安倍内阁强行派遣自卫队赴朱

巴等地实行驰援护卫任务ꎮ 这一点明显违反了维和行动 “五原则”ꎬ 受到了日本国内在野党的猛烈抨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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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政治风险与阻碍ꎮ 此外ꎬ 在履行驰援护卫任务时ꎬ 日本自卫队员武器

使用约束也大为放松ꎬ 这很有可能加大日本卷入战争的风险ꎮ 因此ꎬ 驰援护

卫任务在日本国内遭受着巨大的质疑ꎬ 招致了日本在野党、 和平团体以及国

民的强烈反对ꎬ 将对未来日本在非维和行动产生明显阻力ꎮ
其次ꎬ 日本参与非洲维和的自卫队员出现了 “人才危机”ꎬ 在维和人力资

源上显得有些捉襟见肘ꎮ 一方面ꎬ 熟悉非洲的自卫队员、 自卫官数量仍然偏

少ꎮ 由于日本冷战时期对非洲的长期忽视ꎬ 语言、 文化、 地理等造成的隔阂ꎬ
日本通晓非洲事务的区域问题专家、 自卫队官员等的培养严重滞后ꎬ 人才储

备明显落后于美、 英、 法等老牌西方大国ꎮ 近些年ꎬ 日本在非洲执行完任务

的自卫队员、 自卫官ꎬ 感到需切实加强对非洲对象国历史、 文化、 宗教、 习

俗、 国民性等的理解与学习ꎬ 并表示仅凭执行维和任务期间积累的经验很难

完善相关知识结构ꎮ① 另一方面ꎬ 一些与维和行动配套的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

足ꎮ② 由于待遇一般、 职业上升通道有限、 工作条件艰苦等原因ꎬ 日本愿意长

期随自卫队在非洲维和的军医③、 法语及葡萄牙语等小语种翻译存在离职率

高、 缺口日益扩大等情况ꎮ 很多情况下ꎬ 在一个维和任务结束后ꎬ 日本维和

部队就有一批军医、 翻译离职ꎬ 这也成为多年来困扰日本自卫队的一个难题ꎮ
从外部因素看ꎬ 日本参与联合国在非维和行动也面临着来自非洲、 美国、

东亚诸国等多方的制约ꎮ 首先ꎬ 作为当事方的非洲国家对日本日益扩张的对

非战略持保留态度ꎮ 尽管日本借助首脑外交与经济援助、 东京会议等渠道在

相当程度上提升了本国在非洲国际形象ꎬ 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方面获得了

非洲国家一定的支持ꎬ 但日本近年来日益明显的扩张性战略动向依然刺激了

不少非洲国家、 国际组织的敏感神经ꎮ 如内罗毕会议上ꎬ 非洲国家对日本把

亚洲问题带到非洲ꎬ 引导会议政治化的倾向较为反感ꎮ④ 更重要的是ꎬ 日本近

年在南苏丹等地的维和行动体现出明显的扩张性战略倾向ꎬ 已引起非洲国家

的疑虑ꎮ 未来ꎬ 日本以进一步扩大在非维和行动范围、 解除自卫队行动束缚

为手段ꎬ 不断挑战和平宪法底线的意图将很难获得非洲国家的认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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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非投资与援助调查研究报告: 基于主要国家对非战略的视角»ꎬ 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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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文ꎮ
日本称其为 “医官”ꎬ 一般由日本防卫医科大学毕业后进入自卫队成为军医ꎮ
参见吕耀东: 前引文ꎬ 第 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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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 美国政策动向对日本在非维和行动有明显的消极影响ꎮ 特朗普执

政以来ꎬ 美国坚持奉行 “美国至上” “单边主义” 等国策ꎬ 不断降低对联合

国各项活动的支持力度ꎮ ２０１８ 年美国官方正式出台的关于削减维和行动出资

额的政策也是对以上判断的佐证ꎮ 美国是目前维和行动经费最大出资国ꎬ 其

承担的经费为 ２０ ７８ 亿美元ꎬ 约占 ２０１８ 年维和经费预算的 ２８ ４７％ ꎮ① 对此ꎬ
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在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８ 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的会

议上表示ꎬ 美国将削减维和行动出资额ꎬ 今后承担联合国维和经费的份额不

会超过 ２５％ ꎮ② 美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资源投入的骤降ꎬ 意味着未来美国在

非维和行动规模与强度也会明显减弱ꎮ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ꎬ 日本一直将

维护、 强化日美同盟ꎬ 配合美国区域与全球战略作为对外政策的轴心ꎮ 美国

的维和政策走向将对日本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ꎮ 为了呼应美国ꎬ 未来安倍

内阁对在非维和行动也将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ꎬ 将有可能调整、 修改自身在

非维和行动政策ꎮ
再次ꎬ 东亚各国对日本改宪、 行使集体自卫权等表示强烈反对ꎬ 这也将

一定程度遏制未来日本在南苏丹等地的维和行动ꎮ 若日本一意孤行继续推进

改宪进程ꎬ 势必继续恶化与中、 韩以及东南亚各国关系ꎮ 外交上的被动与孤

立也将反作用于日本内政ꎬ 将严重动摇安倍在国内的执政地位ꎮ 而日本改宪

的前景将对其在非维和行动计划产生重要影响ꎮ 即便日本政府采取迂回方式

试图重新解释战后宪法对自卫队行动的限制ꎬ 但这种诡辩式的说辞很难获得

日本国民乃至东亚各国的认可ꎮ 若改宪最终未能实现ꎬ 日本自卫队员在非洲ꎬ
特别是南苏丹等维和热点地区的活动范围、 武器使用、 承担任务等都将受到

明显限制ꎬ 日本也将难以借维和达成自身既定目标ꎮ
最后ꎬ 就中国而言ꎬ 应对日本在非维和行动区分看待ꎮ 一方面ꎬ 中、 日

两国作为亚洲主要大国ꎬ 应鼓励双方共同参与联合国框架下正当合理的维和

行动ꎬ 并借此改善双边的政治、 军事互信ꎮ③ ２０１８ 年正逢 «中日和平友好条

约» 缔结 ４０ 周年ꎬ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于同年 １０ 月正式访问中国ꎬ 中日关

系回暖势头明显ꎮ 在此背景下ꎬ 除了 “一带一路” 沿线第三方市场合作、 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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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维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体制等核心合作项目与议题外ꎬ 不妨考虑将联合

国维和行动作为中、 日两国改善双边关系、 加强合作的新领域ꎮ 在非洲ꎬ 目

前中日两国仅在莫桑比克、 苏丹等少数维和活动中共同参与、 相互配合ꎮ 在

未来联合国非洲维和行动中ꎬ 双方可探讨在一定范围内加强协同合作ꎮ 另一

方面ꎬ 中国对日本借参与非洲维和行动推动改宪并构建政治与军事大国、 拉拢

东非国家推进 “印太战略” 等倾向应保持高度警惕ꎮ 尤其是近些年日本意图在

非洲政治、 经济、 安全等各领域与中国展开全面竞争ꎬ 非洲维和行动未来是否

会成为其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又一战略手段是需要中国予以长期关注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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