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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内阁1日下
午召开临时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突破
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解禁集体自卫权。

一些军事分析师认为，这意味着日
本将摆脱发展军事力量、参加海外军事
行动的限制，今后一旦日本主动使用武
力，“自卫队”将实际上成为军队，而且，
中国与日本因第三方因素而发生冲突
的风险将上升。

自卫队可为他国而战

日本共同社解读，集体自卫权解禁
后，即便自身未受攻击，日本也可以为
协防“关系密切”的国家而使用武力。
以宪法第九条宗旨为依据的“专守防
卫”理念可能被束之高阁。

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部研究员袁杨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解禁集体自
卫权对日本战后军事力量发展有跨时代
的意义，意味着日本能够以“关系密切”、

“友好”的国家遭受攻击为名义，主动参
与一些超越本土防卫、非作战行动之外
的军事行动。比如，以前是美国能够帮
日本，而日本不能帮美国，解禁集体自卫
权后，日本可以帮美国“反击”第三方的

“进攻”。相比以前的专守防卫，这一点
变化非常大。

袁杨举例说，以前，日本自卫队参
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时，主要承担建设和
平任务，往往是在后方，而且是停战、停
火之后。按照日方的说法，不能参加维
和行动主体业务，只能参加一些附属性
质的业务。而集体自卫权解禁后，在一
些特殊情况下，日本自卫队可以参加一
些具体行动，可能以武装力量的形式出
现在国际维和行动中。一支武装力量
如果能够在海外执行一些武装性任务，
实际上就具有军队的性质。

日发展军力突破限制

解禁集体自卫权可以使日本发展

军事力量摆脱诸多限制。袁杨说，以
前，自卫队武器装备发展受到一些具体
限制，比如不能有进攻性武器，导弹射
程被限于较短距离。解禁集体自卫权
后，“日本军事力量可能会慢慢有所发
展，不过会有一定限度”。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刘卫东认为，日本政府通过修改宪法
解释，获得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法律权
利，但具体行使时还是会相对慎重。
这是因为周边国家中，不光中国，与
日本同为美国盟友的韩国对此也很
敏感。

刘卫东认为，解禁集体自卫权后，
日本不会马上变得咄咄逼人。实际上，
日本今后行使集体自卫权，还是会由美
国主导，依然是日本配合美国行动。

中日冲突潜在危险上升

袁杨认为，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的
大背景之一是中日矛盾，中国经济快速
发展、军事力量强大，客观上对日本可
能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日本认为需
要对中国极力遏制，解禁集体自卫权也
包含这一目的。

共同社指出，安倍政府所谓旨在
防止滥用集体自卫权的新“动武三条
件”非常抽象，允许使用武力的界限模
糊。袁杨分析，日方措辞称“关系密
切”的国家，而不只是“盟国”受攻击，
比如，日本周边两个国家发生武装冲
突，如果日本认为其中一个国家与日
本“关系密切”，这场冲突事关日本国

家利益，那就可能出手帮助这个国家
去打另外一国家，即便这个国家不是
美国那样的盟国。

日本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二号人
物”、干事长石破茂去年11月公开宣
称，要扩大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范围，如
果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
国家受攻击、会打破区域均势，“可能攸
关日本生死存亡”，日本可以使用武力
介入和干预。

“这就埋下一个伏笔，”袁杨说，“换
句话说，以后中日之间冲突的可能性就
增大了，第三方的原因引起中日冲突的
可能性会增加。中日之间除了钓鱼岛、
东海等现实利益的冲突外，由第三方因
素而发生冲突的潜在危险会上升。”
石中玉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未受攻击也可以动武

中日可能因第三方冲突

➡7月1日，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外，示威者手持标语在首相官邸前抗议。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决议案提出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
日本内阁决议案推翻了日本历届内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三条件”，提出新的“武力

行使三条件”：
一、日本遭到武力攻击，或与日本关系密切国家遭到武力攻击，威胁到日本的存亡，

从根本上对日本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构成明确危险；
二、为保护国家和国民，没有其他适当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击；

三、武力行使限于“必要最小限度”。
决议案称，在同时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情况下，允许日本作为“自卫”手段行使武力。

这份决议案还将允许日本自卫队在“非战斗现场”对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进行后方
支援，并要求对介于军事冲突与和平状态之间的“灰色地带”事态加强应对，简化下令

出动日本自卫队的手续。决议案同时规定，在出动自卫队前会事先征求国会同意。

恳谈会：解禁的幕后推手
依据“安全保障法制基

础再构筑恳谈会”提交的报
告，日本内阁7月1日决定
突破和平宪法限制，解禁集
体自卫权。

安全保障法制基础再
构筑恳谈会为安倍晋三
2006 年至 2007 年首次出
任首相时设立的私人咨询
机构，使命为研究集体自卫
权等问题与宪法的关系，重
新构筑安保法制基础，以应
对所谓“日本周边日益严峻
的安全环境”。

安倍首任不到一年即下
台，“恳谈会”暂时停止运
作。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
上台，继而重开“恳谈会”，成
员由13人增至14人。

“恳谈会”成员为政治、
法律和军界人物，其中不少
人曾为政府或自卫队高官。

1948年出生，东京大学法学博士，
2004年至2006年出任日本常驻联合国
代表团副团长，现任日本国际大学校

长、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教授。
他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期间担任小

泉私人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小组”委

员；2006年至2009年出任“日中历史共
同研究会”日方主席。

他发表过“宇宙自卫队”言论：
“（自卫队）理论上可以到地球另一侧
活动。”

北冈伸一：主张“宇宙自卫队”

1930年生于中国大连，在东京大学
法学部攻读期间考取外务省并退学。他
曾在防卫厅和外务省任职，是外务省情报
调查局首任局长，曾任日本驻沙特阿拉伯
和泰国大使。2002年，冈崎创办非营利机

构冈崎研究所并任所长和理事长。
冈崎否认日本二战中强征“慰安

妇”。2007 年，冈崎与数十名日本议
员、大学教授和政治评论家联合在美
国《华盛顿邮报》刊登名为《真相》的整

版广告，全面否认“慰安妇”问题，声称
“没有历史文件显示，日军曾违反妇女
意志，强迫她们成为慰安妇”；“随军慰
安妇不是报道习称的‘性奴隶’”；“慰
安妇是公娼，在当时是普遍现象”。

他的主张：把自卫队变成可以打
仗的军队。

冈崎久彦：否认强征“慰安妇”

内阁决定解禁集体自卫权，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发生重大变化

可为他国而战 日本和平之路急转弯

1940年出生，分别在早稻田大学
和日本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和法学博
士学位，宪法学专家。

西修称，日本宪法第九条不否认
日本拥有自卫权，因而理应同时承认
集体自卫权和个别自卫权。

他称，国际形势变化很大，不应墨
守几十年前政府对宪法的解释。

就日本当年是否有可能派兵参加
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西修在国会答辩时说：“如果修改了

（宪法）解释，不得不是那种结果。”
“恳谈会”中还有 3 名委员师出

同门，即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研究
生大学）教授岩间阳子、京都大学教
授中西宽和大阪大学教授坂元一
哉。他们都是京都大学法学部教授
高坂正尧的弟子。

高坂曾担任日本前首相佐藤荣
作、大平正芳和中曾根康弘的智囊，主
张以军事实力作为外交政策的后盾，
提议日本军费开支突破不超过经济总

量1％的限制。
其他成员中，“恳谈会”主席柳

井俊二外务省出身，曾任外务省相
当于常务副部长的事务次官、日本
驻美国大使，现任联合国国际海洋
法法庭庭长。

西元徹也，自卫队职业军人，历任
陆上自卫队幕僚长和自卫队统合幕僚
会议议长，即陆自参谋长和自卫队参
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佐藤谦，曾在大藏
省和防卫厅任职，在后者官至防卫事
务次官。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西修：不应墨守宪法解释

据新华社东京7月1日电 7月1日
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
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
阁决议案，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
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该内阁决议案推翻了日本历届内
阁遵守的“自卫权发动三条件”，提出新
的“武力行使三条件”。不过，决议案
的通过并不意味着日本自卫队可以马
上行使集体自卫权。日本政府还需要

对《自卫队法》等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完
善，相关法律将在今年10月举行的临
时国会进行审议。如果相关法律获得
通过，日本即使没有直接遭受攻击，也
可参与针对他国的战争。

新华社东京7月1日电（记者刘秀
玲 冯武勇）日本政府1日下午召开临
时内阁会议，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
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决议通过
后，日本各界纷纷表示强烈抗议和反
对，要求安倍撤回决议。

日本最大在野党民主党党代表海
江田万里发表声明说：“安倍先是要求
早就有结论的恳谈会提出报告，后又与
共同执政的公明党在密室中协商调整，
整个过程粗暴不透明。对无视立宪主
义强硬通过的内阁决议，民主党表示坚
决反对。”生活党党代表小泽一郎发表声

明说：“本次安倍政权通过内阁决议解禁
集体自卫权，从根本上否定了立宪主义
和宪法精神，极大地损害了日本战后一
直以来作为和平国家的信用和形象。”

自民党内部也出现强烈反对意
见。原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村上诚一郎

说：“日本明明没有受到攻击，却要为盟
国而战，从宪法第九条中，怎么读也读
不出这层意思。自民党可以架空宪法
第九条吗？”村上认为，此次内阁决议的
通过使自民党面临再次下台的危险。

“日本记者会议”组织1日发表声明

说：“行使集体自卫权会将日本再次卷入
战争，希望每一个人都站起来反对安倍
政权暴走。”日本学界、法律界人士以及地
方政府长官纷纷强烈发声，一致抗议安
倍晋三无视民意强行通过内阁决议案。

据新华社首尔7月1日电（记者张

青）韩国外交部7月1日就当天日本内
阁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
一事发表声明说，日本政府在防卫问题
上应消除周边国家因历史问题而产生
的疑虑和担忧，摒弃历史修正主义，采
取正确的行动以赢得周边国家的信任。

日本各界强烈要求安倍撤回决议
韩国政府说日本在防卫问题上应消除周边国家疑虑

7月1日，在日本自卫队成立60周年之际，
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
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
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

这一举动改变的是日本战后奠定的和平
主义和民主主义理念，给亚洲邻国的正当安
全带来潜在威胁，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这
一动作受到来自日本国内和包括亚洲邻国在
内的国际社会的反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蔑
视和平宪法是在自取其辱。

具体来说，行使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
本自卫队可为他国而战。“他国”既可能是美
国等军事盟国，也可能是所谓“与日本关系
密切国”。

显然，为他国而战绝对称不上“自卫”，行
使集体自卫权也与日本战后的“专守防卫”背
道而驰，而允许自卫队出现在“地球的任何角
落”执行军事活动乃至参加战争，实际是将自
卫队“变质”为国防军。

这一切与日本宪法“放弃战争”的和平
精神格格不入。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
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
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
达成前项目的，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
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其中的反
战与和平精神，基于战后广大日本民众对
侵略历史的反省，对战争罪行的忏悔，对回
归和平的渴望。

因为宪法第九条的存在，日本历届政府
的宪法解释严格界定“自卫”与“武力行使”，
严格区分自卫队和国防军，为数十万自卫队
的合法合宪存在划出了“红线”。

安倍上台后先是试图降低修宪门槛，遭
民意反对后干脆绕开修宪程序，最后以区区
一纸政府决议案废弃严格限定的“自卫权发
动三条件”，制定宽泛的“武力行使三条件”，
对宪法第九条进行阉割。

安倍这些动作显然踏过了“红线”，亵渎
了日本国民通过宪法体现的总体意志，人们
不能不质疑日本是否要改变战后长期坚持的
和平发展道路。

1947年颁布实施的日本宪法，实际上是
日本战败后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忏悔状”和

“承诺书”。而《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远
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结果等则构成了战后亚
太地区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挑战的是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审判结果；安倍一再对钓鱼岛等提出领
土主张，挑战的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精
神；如今，安倍推翻日本宪法对和平的国际承
诺，完成了他图谋挑战和颠覆“战后体制”的三
部曲。日本在军事安全政策上的重大变化，前
所未有。安倍一意孤行，越走越远。

安倍这一动作还是对日本主流民意的蔑
视。日本不时爆发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民
众示威游行抗议。多个民调显示，近七成日本
民众反对安倍以修改政府解释的方式解禁集
体自卫权，六成民众更是反对以任何形式允许
自卫队在海外参与战争，而安倍内阁的支持率
也降至2012年12月上台以来的新低。

然而，面对国际上的反对、担忧和质疑以
及广大日本人民的理性呼声，安倍政府却置
若罔闻，仍然在蔑视和平宪法精神的道路上
一意孤行。国际社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记者冯武勇（新华社东京7月1日电）

安倍蔑视
和平宪法
自取其辱

集体自卫权是一种国防概念，简言之
可以视为海外出兵或介入他国战争的权
利，视为一种进攻作战的潜在概念，即与本
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
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权用武力进
行主动干预和阻止。即一个联盟所有成员
在其中一个成员遭受攻击时进行相互武装
援助，互相实行集体自卫权。 （叶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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