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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针对日本防卫省8月5日发表2014版《防卫白皮书》，国防部新闻事务局表示：日
方罔顾事实，在中国军力发展、东海防空识别区、中日军机“异常接近”、东海问题、南海问题等方面对中方无端指
责，蓄意渲染中国威胁，为其调整军事安全政策、扩充军备制造借口，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关于日2014版

《防卫白皮书》的具体内容，我们正在评估，将适时作出进一步反应。
新华社东京8月5日电 日本政府5日举行内阁会议，批准了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汇总了

安倍晋三上台后通过的一系列安全保障政策和防卫体制调整，确认了日本今后防卫政策和方向的重大转变。

日本发表迄今“拐弯”最猛、“火力”最足的《防卫白皮书》

我国防部：坚决反对，将适时作出反应

日本内阁5日举行会议并通过
2014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日本
宣布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发布的首份
《防卫白皮书》。专家指出，这份白皮
书象征着日本防卫政策的转折。

《防卫白皮书》大“改版”

在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上，白皮书加
入了一个月前安倍内阁通过的内阁决
议内容，原封不动地引用有关宪法第九
条与行使集体自卫权“没有矛盾”的政府
见解。但此前的白皮书明确表述：“在我
国并未受到直接攻击的情况下，行使集
体自卫权，以武力阻止对其他国家的武
力攻击，超越了宪法第九条允许的行使
力量的范围，是不被宪法许可的。”

新华社驻东京分社记者冯武勇认
为，这份白皮书也许是迄今“拐弯”最
猛、“火力最足”的白皮书，“忠实贯彻
了安倍上台后对日本安保和防卫政策
做出的重大转换。”

外交学院副教授牛仲君认为，这份白
皮书是日本防卫政策转向的一个标志。

“集体自卫权”越描越黑

此份白皮书耗费大量篇幅解释解
禁集体自卫权与宪法第九条并无矛盾。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
授王海滨说，白皮书给出的理由是，宪
法第九条明确日本“永远放弃把利用
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威胁或行使
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但宪
法同时要求保证日本国民“安全”；鉴
于外部安全环境的变化，之前的标准
已经过时，日本所保有的最小限度武
力标准应当提高。

然而，王海滨认为，以日本目前的
军备水平，不仅早已满足拥有所谓“最小
限度武力”，还具备了进攻他国的能力。

日本内阁7月1日决定修改宪法
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但遭到国内民
众的强烈反对。外交学院副教授牛仲
君说，鉴于此种情况，日本政府不会在
类似《防卫白皮书》这样的公开文件中
写明实践集体自卫权的具体措施，以
免刺激公众和国际舆论。

逐步推进国家“正常化”

最新的《防卫白皮书》在为日本政
府解禁集体自卫权背书。王海滨说，
解禁集体自卫权并非最近才提出并付
诸实施，推进相关进程是一个长期且
渐进的过程。日本政府今后可能会通
过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继续推进所
谓国家“正常化”。

日本在2004年版《防卫白皮书》
中提出，军事力量的作用已经扩大，要
在“维持区域内的秩序”以及在“全世
界的协作”等方面发挥作用，并从各种
角度研究“武器出口三原则”。

在民主党执政时期，2010年的《防
卫白皮书》也建议修改关于“集体自卫
权”的宪法解释。王海滨说，由此可见
日本的相关政策是一个逐步推进有计
划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日本政府最
终目的是实现日本的“正常化”，这在本
世纪初已成为日本政界的共识。

王海滨同时指出，宪法第九条依然
是日本政府推进所谓“正常国家”的最
大障碍，而且直接修改宪法条文的难度
很大，此后日本政府可能会通过修改宪
法解释的方式，逐步架空和平宪法，最
终实现修改宪法，实现“正常国家”，这
实际上是要打破战后国际秩序对日本
的约束。 马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日本《防卫白皮书》：

防卫政策急转

新华社首尔8月5日电（记者张
青）韩国外交部5日发表声明，对日本
政府在2014年《防卫白皮书》中再次
主张对独岛（日本称竹岛）拥有主权表
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立即收回
这一错误主张。

声明说，《防卫白皮书》中有关防
空识别区的地图上将独岛上空标记为
日本领空，并且日本在韩日双方尚未
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擅自标记专属经济
区界线，这是日本对韩国领土独岛发
起的新一轮挑衅。

韩抗议日白皮书
主张独岛主权

日本政府5日批准通过了2014年版
《防卫白皮书》。这是1970年以来日本发表
的第40份《防卫白皮书》，很可能也是迄今

“拐弯”最猛、“火力”最足的《防卫白皮书》。
这份白皮书反映了安倍上台后对日

本安保和防卫政策做出的重大改变，用
很大篇幅塞入了一个月前通过的关于解
禁集体自卫权内阁决议的内容，并原封
不动地引用了有关宪法第9条与行使集
体自卫权没有矛盾的“政府见解”。

但这显然对日本《防卫白皮书》的可
信度构成了挑战。首先，正如日本绝大
多数法学专家所指出，解禁集体自卫权
的内阁决议存在重大法理缺陷。4 日，
日本157名宪法学者联名呼吁撤回解禁
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指出安倍内阁
颠覆历届日本政府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
的一贯立场，是一种“暴行”。

其次，安倍解禁集体自卫权未能得
到民意认可。日本共同社3日公布的最
新民调显示，六成以上日本民众反对解
禁集体自卫权，八成以上民众认为安倍
政府对相关内阁决议的说明不够。

这意味着，以安倍内阁“独特”见解为
出发点的新版《防卫白皮书》，绕不过“法理
缺陷”和“背离民意”的两大硬伤。换言之，
假如安倍以后的内阁重新回到一贯的宪法
解释立场，是不是意味着日本安保理念和
防卫政策再次180度转折，是不是意味着
日本防卫白皮书再来一次“自我否定”？

这种防卫政策的随意性和首相个性“附
体化”，将让国际社会更加难以理解日本防
卫政策和方向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体现
了日本的真实民意需求？还是仅仅成为某
些具有“特定价值观”政客实现野心的工具？

同样，在渲染“中国威胁论”方面，日
本《防卫白皮书》的信用等级恐怕也等同

“垃圾股”。2014 年版白皮书继续把中
国当作靶子，指责中国的“高压态势”。
然而，如果有耐心翻翻最近20年的《防
卫白皮书》就能发现，各种形式、各种腔
调的“中国威胁论”几乎年年出现。新版
白皮书反复强调“日本周围的安保环境
越发严峻”，而早在 2006 年安倍第一次
上台时，这样的表述就曾出现。

年年说“威胁”，天天喊“严峻”，结果是
什么呢？结果是中国从没有带来过一次日
本预言的“现实威胁”，而日本的安保防卫政
策和军力整备却在“狼来了”的喊声中逐年
偏离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理念，到安倍第
二次上台，更是彻底改变了日本战后奉行近
70年的和平道路，开始重走军事大国之路。

如果日本《防卫白皮书》还想挽回点
信用度，应该向日本民众说明，安倍政权
不惜阉割宪法而整饬军备的真实意图何
在；更应该向国际社会说明，日本事实上
的庞大军力究竟要走向何方。

（新华社东京8月5日电）

日本《防卫白皮书》
还有信用度吗？

日本内阁5日批准了2014年度的《防卫白皮书》。这份白皮书为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府
解禁集体自卫权背书，宣称修改日本“和平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性”意义。

同时，白皮书再次颠倒是非黑白，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为日本增强军力寻找借
口。有日本媒体指出，日本一味寻求增加遏制力，会使日本自身被视为地区的不稳定因素。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

蓄意渲染中国威胁
新华时评

日本政府5日批准通过2014年
版《防卫白皮书》。分析人士指出，这
份白皮书宣扬安倍晋三的重大安保和
防卫政策，安倍政府有意将日本打造
成军事大国的野心从中显露无遗。白
皮书还大篇幅宣扬“中国威胁论”，误
导舆论，为安倍的右翼政策寻找理由
和借口。

集纳安倍安保理念

与往年相比，新版《防卫白皮书》
的篇幅大大增加，超过500页，而2013
年版的白皮书只有400多页。在编排
上，新版白皮书分四部分：日本周围安
全保障环境、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卫
政策、日本的防卫体制以及发挥防卫
能力的基础。其中最后一部分是首次
出现在白皮书中。

白皮书在提及日本周边的安全保
障环境时突出“危机感”，诡称“围绕日
本的安保环境越发严峻”，“围绕领土、
主权、经济权益等问题，介于战时与平
时的‘灰色地带’事态出现增加趋
势”。白皮书详尽介绍了日本在防卫
理念、防卫体制、军力整编以及强化装
备方面的一系列重要举措，如提出“综
合机动防卫力”概念，创建“水陆机动
团”强化离岛防卫，新建网络战部队
等。

日本防卫省官员在吹风会上介绍

说，今年白皮书的一大特点是覆盖了
安倍政府去年12月以来出台的一系
列重大安保和防卫政策以及今年7月
1日安倍政府通过的修改宪法解释、解
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白皮书
称，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决定
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日本媒体指出，2014年版白皮书
带有浓重的安倍色彩。在集体自卫权
行使问题上，历年的《防卫白皮书》明
确记载，根据现行宪法“禁止行使”。
而今年的白皮书却原封不动地采用了
安倍政府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
卫权的内阁决议内容。但是，正如日
本很多法学专家指出，相关内阁决议
存在重大法理缺陷，且解禁集体自卫
权的决定遭多数民意反对。这意味着
基于安倍相关内阁决议基础的日本防
卫政策转变同样存在重大缺陷。

谋取地区军事影响

今年白皮书的另一特点是，大幅
增加了日本与各国加强防卫交流与合
作，以及日本在地区、多国间安保合作
中发挥作用的内容。这反映出安倍政
府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后，图谋把日本

打造成为有地区影响力的军事大国的
野心。

在日美安保体制方面，白皮书一
如既往重申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同时
强调日本需要加强自身的防卫能力，
打造没有缝隙的防卫态势。白皮书还
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方向做出
展望，透露出日本有意借助日美同盟
扩大日本在国际安保事务中作用的企
图。

白皮书对日本与东南亚国家防卫
合作的着墨明显增加。2013年版的
白皮书只单列出日本与印尼、越南、新
加坡和菲律宾四国的防卫交流合作，
而今年的白皮书覆盖了包括老挝、柬
埔寨、文莱和缅甸等在内的东盟 10
国。

白皮书还重点介绍了日本自卫队
向其他国家提供“能力打造支援”的措
施，也就是通过培训指导、招揽留学生
和授课等方式在他国军界培育人脉。

意在强化军力的必要性

今年的白皮书老调重弹“中国威
胁论”，而且相关篇幅明显增加，措辞
显得更加咄咄逼人，涉及中国的消极

内容和负面评估随处可见。用日本时
事社的评论说，这份白皮书“全面展露
了对中国的警惕”。

在国别介绍中，白皮书涉及“中
国”的章节有21页，远超“美国”的8
页，也超过“朝鲜半岛”的17页，显示
出白皮书对中国的“重视”。白皮书对
中国的国防政策等说三道四，称“中国
强化军事力量的目的和目标均不明
确，与军事和安全保障相关的决策不
够透明”，“中国在东海、南海等海空域
的活动急速扩大，日显活跃”，等等。

白皮书还配有多幅与中国相关的
图表和照片，如“中国在我国周边海域
的活动航迹”“中国在我国周边空域的
活动航迹”“针对中国军机的紧急起飞
次数增多”“中国公船入侵尖阁诸岛
（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周边领
海的次数”等，显示出日方有意通过白
皮书欺瞒和误导日本国内外舆论，散
布和传播“中国威胁论”，为安倍政权
的军事野心和行动提供借口。

日本共同社批评说，与2013年版
白皮书相比，今年的白皮书指责中国
的调子进一步升高，安倍政府的意图
显然是想借此强调强化军力的必要
性。 （新华社东京8月5日电）

“安倍版”《防卫白皮书》

为右翼政策寻找理由和借口

8月4日，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首届美国-非
洲领导人峰会上，美国国务卿克里（右）与布隆迪
总统恩库伦齐扎握手。

当日，首届美国-非洲领导人峰会在华盛顿
开幕。近50位非洲国家元首受邀参与此次峰会，
他们将在三天的会期中讨论非洲经济发展、地区
安全等议题。 新华社/美联

首届美非领导人峰会
在华盛顿开幕

专家解读

国际观察

8月5日，在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保加利亚
总统普列夫内利耶夫（右）与即将出任看守政府总
理的格奥尔基·布里兹纳什基拥抱。

当日，普列夫内利耶夫宣布，索非亚大学法律
系教授格奥尔基·布里兹纳什基将于6日出任看
守政府总理。 新华社/路透

保加利亚总统宣布

组建看守政府

8月5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名士兵在
发生袭击事件的军事学院门口执勤。

阿富汗安全部队5日说，首都喀布尔当天发
生一起阿富汗士兵袭击外国军人事件，至少4名
外国军人死亡。 新华社/路透

阿富汗士兵
打死4名外国军人

8月4日，在美国纽约，电视采访车停在芒特
西奈医院前。

据纽约芒特西奈医院发布的消息，当天早些
时候一名男性病患因高烧和肠胃不适，来到该院
急诊就医。这名男子自称曾到过目前正流行埃博
拉病毒的西非某国旅行，医院随即将他隔离并进
行一系列检查。虽然医院随后称初步分析认为该
患者未感染埃博拉病毒，但这一个病例仍引发纽
约市民高度关注。 新华社/法新

现疑似埃博拉病例
纽约全市紧张

高温袭东京7人死亡

8月5日，在日本东京，孩子们在喷泉中嬉戏。
当日，高温天气继续影响东京地区。官方数

字显示，在过去七天高温天气已经导致日本全国
7人死亡，超过5000人因中暑而入院。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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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度的《防卫白皮书》分
为四大部分，涉及日本周围的安全
保障环境、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卫
政策、日本的防卫体制、发挥防卫能
力的基础。

这是日本1970年以来发表的第
40份《防卫白皮书》。这份一年一度
的文件旨在阐述日本对周边安全环

境的判断和日本的防卫政策。
今年的白皮书涵盖了日本政府

去年12月以来出台的一系列安保和
防卫政策，包括首个国家安全保障战
略、新的防卫大纲、中期防卫力整备
计划、创设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解禁
武器出口。

白皮书用大段篇幅引用了解禁

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内容，称决
议具有“历史性”意义。另外，白皮书
延续了日本政府的看法，即行使集体
自卫权与限定“必要最小限度”防卫
的日本宪法第九条并不矛盾。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
放弃把利用国家权力发动战争、武力
威胁或行使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
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
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
交战权。该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

为安倍决策背书

按日本共同社的说法，这份白皮
书明确表明安倍晋三政府改变了日
本的安全政策。然而，白皮书中的内
容似乎并未回应日本民众对解禁集
体自卫权的疑虑和不满。

自强行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
自卫权以来，安倍政府的支持率节节
下跌，已经跌破50％。共同社3日发

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60.2％的受
访者反对行使集体自卫权，较7月的
民调增加5.8个百分点。84.1％的受
访者认为，安倍政府迄今为止未能对
解禁集体自卫权作出足够解释。

日本超过150名宪法方面的学
者4日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安倍政府
解禁集体自卫权。学者们认为，过去

的日本政府一贯认为行使自卫权违
宪；安倍政府在不经过日本国会审议
和国民讨论的情况下，仅凭一届政府
的判断就作出改变，这种行为属于

“暴行”。
“日本在没有受到武力攻击的

情况下却可以介入他国纷争、行使
武力，这明显脱离以往的政府见
解，”声明说，“这完全改变了宪法第
九条及以此为基础的战后和平安保
政策。”

不顾民意反对

今年的白皮书在提及日本的安
全环境时称，日本正面临越来越严峻
的的安全挑战和不稳定因素，日本需
要更好地应对介于战时与平时的“灰
色地带”事态。

白皮书提到，日本考虑在本国最
西部的与那国岛部署监控力量，并设

立一支类似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
栖部队。另外，白皮书强调了日美安
保同盟的重要性，称美国在日驻军是
一股“威慑力”。

与以往数年的白皮书一样，
2014年的《防卫白皮书》再度渲染

“中国威胁论”，颠倒黑白，指责中国

在海洋事务上采取“高压”做法，同时
妄称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可能
激化局势并引发不可预料的后果。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
去年12月在中方宣布划设东海防空
识别区后发表谈话说，中国政府公布
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是中国保卫国
家主权和领土领空安全的必要举措，
也有利于维护国际空域飞行安全，符
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

对中方无端指责

对于朝鲜半岛局势，《防卫白皮书》
称，朝鲜的导弹和核项目，加上朝鲜方
面近日数次疑似试射导弹，可能对日本
的国家安全产生重大和直接的威胁。

白皮书还提到了乌克兰局势，指
责俄罗斯“改变现状”，影响整个国际
社会。

共同社评论，安倍政府解禁集体
自卫权等措施都指向一个基本方向，
即通过日美同盟加强遏制力。日本

在今年的白皮书中比去年更加强烈
地指责中国公务船只进入钓鱼岛周
边海域，并强调自卫队飞机紧急升空
应对外国飞机的次数增加，目的是为
了证明加强遏制力的必要性。

另外，白皮书的封面使用了美军
“鱼鹰”运输机去年参与菲律宾风灾
救援时在自卫队舰艇上降落的照片，
显然是为了凸显日美同盟的牢固。

然而，共同社指出，如果日本不

顾改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单纯追求
遏制力，强化军事举措，日本自身可
能会被视为亚洲的不稳定因素。

安倍2012年年底二度出任日本
首相，日本的国防开支随即扭转持续
超过10年的下降趋势。2014财政
年度日本的国防开支连续第二年增
长，较之前一年增加2.2％至4.8万亿
日元（约合480亿美元）。

根据2014年至2019年的国防
采购方案，日本将在5年内购买无人
机、反导弹驱逐舰等武器装备。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自身反成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