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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共二十六大看其内外政策 ①
王建礼
（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205）

摘要： 2014 年 1 月 15—18 日，日本共产党（ JCP，以下简称“日共”） 在静冈县热海市的党研修所召开第 26
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在对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现阶段日共的政治行动路线，即
以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反对提高消费税，实行零核电，与自民党政府实行全面对决作为党的工作方针，努力扩
大党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这集中体现了日共的战略和策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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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rty’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Shown by the Twenty － six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WANG Jianli
（ School of Marxism，Hunan Fir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205，China）

Abstract：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holds the Twenty － sixth National Party Congress in January 15 － 18th，
2014．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ituation，the Congress proposed a political course of action of JCP—opposing to revise the pacifist constitution，opposing to raising the consumption tax，implementing the zero nuclear electricity，implementing a comprehensive showdown with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Government，and making efforts to
expand the party’s social and political influences，emboding the strategy and strategy change of JCP．
Key words：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showdown between LDP and JCP； politics of LDP； Japan’s pacifist constitution

一、全面的“自共对决”以及日共的政治立场
在 2012 年 12 月日本第 46 届众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 369 万张选票 （ 6． 13% ） 、8 个众议院席位。
8 个参议院席位，加上非改
在 2013 年 7 月日本第 23 届参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 515 万张选票（ 9． 7% ） 、
选议席，共计 11 席。 日共是参议院选举中唯一议席数增加的反对党 ，这是 1960—1970 年代和 1990 年
代以来，日共在参议院选举中的第三次“跃进”。在 2014 年 12 月众议院选举中，日共获得 606 万张选票
（ 11． 37% ） 、
21 个众议院席位。这是 2000 年以来日共首次在众议院选举中获得两位数议席 。 日共委员
长志位和夫提出，要从正面与暴走的安倍政权交锋，联合其它党派纠正安倍政权的错误 。此次众议院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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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真正的大赢家其实是奉行和平主义的日本公明党 （ Komeito，自民党在执政联盟内的伙伴） 以及席位
数增加了一倍多的日本共产党 （ Communist） 。 后者目前拥有 21 席，这将使它可在日本国会提出法案
……。就安倍最为重视的安保政策而言 ，公明党（ 该党拥有强大的佛教徒支持基础 ） 赢得的席位同样令
［1］
他感到担忧。‘佛陀’并未公开表示支持修订日本和平宪法 ”。 日共逆势崛起，右翼和极右势力遭到惨
败。当前的政党结构是日本政治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 。 在日共发展历史上的前两次跃进时期，“自共
对决”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近期的选举急剧地弱化了原有政党之间的联合态势，“自共对决 ”变
成了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为显著的现象 。
1．“自共对决”的基本特征
日共指出，“自共对决”是战后日本政治发展中反复呈现出来的一个不言自明的现象 。 但是在众参
两院选举后，“自共对决”具有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显著特征： 一是介于自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作为“第三
极势力”的反对政党，由于其构建“两党体制”努力的失败而失去了斗争的动力。① 日共成为了唯一值得
信赖的能够与自民党进行对决的政党 。志位和夫指出，“国民对自民党可能擅自行事怀有危机感 ，这是
转守为攻的重要一步”。这表明日共希望和日本民众及其它在野党以阻止修改和平宪法 、反对提高消
［2］
费税以及实行零核电等为中心携手共同抗争 。 二是日本的扭曲政治正面临着崩溃的危机，其中包括
对美国的从属地位和过度依赖关系 ，以及极端的大企业中心主义。对美国的过度依赖导致了美军基地
的持续存在与日本国民的愿望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接受的临界点 ，它彻底破坏了包括“粮食主权 ”
在内的日本经济主权，特别是关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 TPP） 的谈判。 以财界为中心的政治发展
导致了劳动者收入的降低以及国家经济的缓慢发展以至于停滞 。日本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债务
占 GDP 比重最高的国家之一。当前日本社会面临的一个明显选择就是彻底变革政治进程 ，对长达 60
年的过时的“自民党型政治”进行“总决算”。
2．“自共对决”的社会政治基础
日共认为，全面的“自共对决”不仅具备社会基础，也是由日共自身的不屈服不气馁的持久斗争所
决定的。在社会基础上，随着日本的扭曲政治与国民利益之间的矛盾的深化 ，基于特定问题和诉求的联
合斗争和社会运动正在以空前广泛的规模不断地发展壮大 。日共通过对这些运动的参与和支持而发挥
了重要作用。这是一场同扭曲的自民党型的基本政治结构决裂的真正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 。在自
民党及其朋党主导的政治进程之外 ，大多数国民与日共之间的合作正在底层社会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
响力。
另一方面，日共自身不屈不挠的持久斗争使其对“自共对决”充满信心：
2004 年日共 23 大通过的党纲所确立的政治指针，其中包括实行不依赖消费税的替代性经济
一是，
政策，重建金融体系； 提高劳动者工资和为其提供更加稳定的工作 ，实现经济复兴； 立即放弃核电，转向
可再生能源； 在外交政策上，在废除《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后建立一个和平的日本。
二是，日共的顽强斗争体现了其“减轻国民苦难”的立党精神。建立“两党体制”的运动不仅是要把
日共置于政治体制之外，而且全面地破坏了国民生活质量以及和平与民主 。 先前在自民党和日本民主
党的竞争中所进行的“结构改革”是以牺牲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代价的，国民的生活条件不断地恶化，
富人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贫穷和财富鸿沟越来越大 。日共与其基层党员尽其所能地帮助国民渡过难
关，实现他们的诉求。
三是，日共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维持了党的组织和财政运转 。日共作为一个有原则的、值得信任的
和可以依赖的政党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正是由于日共建立起了与底层人群的关系，它才能成为一个
具有独立财政权的独立政党，并制定了一个有远见的党纲。这是日共与其它政党的显著不同之处———
日本民主党遭遇惨败，仅获得 17 席。这是 1998 年建党以来在大选中获得议席最少的一次，加上非改选议席，
① 在参议院选举中，
共计 59 席，保住了第二大党地位。社会民主党（ 3） 、绿党（ 0） 和生活党（ 2） 等传统革新政党的议席数不是个位数就是全军覆没，完全失去
了对自民党的牵制力。这表明以日本民主党为代表的传统革新政党的败选不仅极大地削弱了自身力量，而且宣告其力图构建“两党体
制”的努力归于失败。日本政党格局再次进入了自民党“一党独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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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没有像日共这样的国民根基而且其财政大多数要依赖于政府补贴 ，不断地重复着建立、分裂和消亡
的过程。
3． 日共的政治立场
在当前的政治情势下，日共为推动其斗争，采取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政治立场：
一是“对决”。日共提出将与自民党安倍政权危险的暴走行动进行“正面对决”以捍卫国民的利益。
在当前政党格局中，日共是唯一一个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政党 。国民期待日共实现新的跃进，以阻止自
民党政权危险的暴走行动。
二是“建设性提案”。作为一个对日本未来充满信心的变革中的政党，日共将会在经济、能源和外
交等领域为国民提出一系列建设性提案 ，以结束倒退的自民党政治。与此同时，日共也要让国民认识到
只有通过一个根本性的改革，矫正已经扭曲了的过时的体制，日本才会有一个充满希望的光明的未来。
日共还要灵活地运用在参议院的提案权 。
三是“合作”。安倍政权反人民的暴走行动不可避免地将会导致其与国民的矛盾进一步深化 ，引发
人民的斗争。日共将尽心竭力地通过围绕国民迫切要求的“基于特定问题的联合斗争 ”这种形式并最
终建立一个广泛的统一战线，从根本上变革日本的政治格局。日共认为，不论是进行对决，还是提出替
代性的建议，党只有通过与大多数国民的合作和共同努力 ，才能在变革现实政治中发挥作用。

二、当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与日共的对策建议
1． 当前世界形势的重大结构性变化
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当前世界正在打破几个大国主宰世界事务的大国政治时代 ，而进入了一个新的
发展时期，即各个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世界政治事务。 日共对美国近年来的对
外战略进行了剖析。日共认为，美国的对外战略有两个显著特征： 一是军事霸权主义，二是强化通过外
交手段处理和解决国际问题。虽然美国的全球影响在不断地下降，但是奥巴马政府的全球战略一方面
延续了历届美国政府根深蒂固的军事霸权主义这一基本的战略方针 （ 例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也门
等国家的军事行动） ，另一方面则更加强调要通过外交谈判解决双边和多边问题 （ 例如从伊拉克和阿富
汗撤军以及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 ） 。与此同时，日共指出，美国全球战略的双重特征也体现在
其所谓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中。美国一方面大力强化其同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军事同盟，这一战
略是基于一个长期以来的假设，即保持美国强大的军事存在对于维持和提升其在该地区影响力是必不
可少的。另一方面美国又通过扩大同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接触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美国对中国
的政策并不是像针对前苏联的所谓遏制政策 ，而是基于竞争与合作的“新型大国关系”。
在全球经济秩序上，始于 1975 年的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八国峰会架构 ①越来越无法解决全球问
2008 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推动八国集团 （ G8） 让位于包括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二十国集团
题，
（ G20） 。而且二十国集团也被认为是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以至于一个由 192 个联合国成员国参与的
G192 集团被看作是解决全球经济问题的架构 。由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 GDP 中所占的比重
不断地提高，世界经济力量的平衡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发布的《2010 年
全球发展展望———财富的转移》报告中，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13 年人类发展报告《南方的
崛起： 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中，都体现了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少数几个大国主导世界经济的时代
已经结束了。
在国际和平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基于《联合国宪章 》的促进国际和平的运动。2013 年，美国主导的
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企图遭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反对而受挫 。联合国安理会最终一致通过决议，
要求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以便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扫清道路 。虽然叙利亚形势可能还会进一步恶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宣布，由于俄罗斯合并克里米亚地区而暂时取消俄罗斯政府 15 年来参与八国集团峰
① 2014 年 3 月 24 日，
会的资格。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G7 的 GDP 总和已经掉到全球 GDP 总和的 50% 以下，这一趋势在未来 10 年内还将继续下去，G7 将
进一步在 G20 面前变得黯淡无光。在全球化时代，西方中心主义正面临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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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但是安理会的这一决议却是一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决议 。这体现了当前国际政治结构的现实 ，即使
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公然违背《联合国宪章 》而肆意地诉诸武力。 日共特别强调了地区性的国家共同
体在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的作用 。例如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已经出现了一种崭新的和平架构 。2010
33 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首脑宣布建立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 （ CELAC） ，并于 2013 年 1 月举
年，
行了第一次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首脑峰会 。这一共同体是建立在尊重国际法、主权平等、放弃使用
或威胁使用武力、通过对话促进和平与地区安全，以及团结、社会包容、取长补短和自愿参与等原则基础
上的。而且第一次首脑峰会强调了要开辟一条基于多元主义和相互尊重主权的渐进式的地区一体化道
路。这一振奋人心的发展趋势证明了基于和平的地区性国家共同体具有一种普遍性的意义并且正在世
界各地出现。为推动实现和平，日共提出了一系列富有远见的观点 ，例如，“基于《联合国宪章 》的精神，
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秩序”，“在日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行为进行反省的前提下实现同亚洲各国
的友好关系”，“在尊重各国的经济主权基础上，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际秩序”，以及“实现不同文明和价值
观之间的对话和共存”，等等。
2． 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
日共提出，要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的世界，当务之急就是要立即启动销毁核武器的国际谈判，同时
摒弃核威慑理论。当前国际争论中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要签署一项禁止核武器公约 ，以便彻底禁止和
销毁核武器。为签署这一公约而进行的国际谈判已经被看作是一个可以实现的目标 。2010 年《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强调，所有国家都应努力确立一个必要的架构，以便建设一个无核世界。
2013 年第 68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立即启动一项关于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
全面公约进行谈判。
建设一个无核世界的进程出现了两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
一是 2013 年 10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声明是由 125 个成员国基于核武器的人道主义后果签署
的。声明指出，核武器由于其“破坏性能力和无差别性质 ”而产生了“不可接受的人道主义后果 ”，强调
“正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利益，在任何情况下，核武器都没有被再次使用”，“确保核武器永远不被再次使
用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销毁”。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对核武器的非人道的和残虐的性质给予重新关注 ，
这对于建设一个无核世界是一个积极的行动 。
二是最近在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的行动对于推动核武器的非法化以及缔结一项禁止核武器公约提
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自 1997 年《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生效以来，已有包括叙利亚在内的 190 个国家
加入其中。最近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的行动强化了我们正在竭力地全面禁止化学武器的承诺 ，为什么
就不能销毁核武器这一所有武器中最具杀伤力和非人道的武器呢 ？ 这一逻辑是不容辩驳的。2015 年
在广岛和长崎遭受核轰炸 70 年之际，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查会议上，日共将会进行决定性
的努力，提出一项旨在开启签署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的协定 。
3． 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际经济秩序
日共认为，随着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以及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增强，国际经济已经不可
能仅仅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控制了 。一个新的民主的国际经济秩序成为世界人民的迫切要求，以便
与急剧变革中的世界形势相适应 。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基于对等 、平等和互惠的国际经济秩序，
尊重彼此的社会制度差异、经济主权和经济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尊重彼此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而不是
从外部施加一个特定的经济模式 ，例如所谓的“美国模式 ”。 经济发展和繁荣应该有不同的实现方式，
实现这一目标的战略也应该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而定 。
日共提出，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民主化的规则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同时需要对大型跨国公司进行
民主化的规制。其中包括，一是阻止投机资本的“横暴”行为。 由投机资本操控的资本游戏已经对许多
国家的实体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推高了原油和粮食的价格，对人民生活造成了沉重的压力。2007—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二十国集团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 ，欧盟 11 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征收金融交易
税。二是打击跨国公司的避税行为。二十国集团已经将其作为一个高度优先考虑的问题 ，并要求成员
国确保不论是在国际税则还是国内税则中 ，不允许或鼓励跨国公司通过人为地将利润转移到低税率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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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而降低总税收。三是阻止降低公司税的国际竞争 。一些国家为吸引外资而降低公司税，以至于导致
了政府财源的枯竭和主权债务的膨胀 。 这一状况可以描述为“要么是大企业兴隆，要么是国家毁灭 ”。
它证明了这样一个“神话”（ myth） ，即企业由于公司税的降低而获得的利润越多，国家将会因税收的增
加而变得更加繁荣。这正是经合组织（ OECD） 反复警告的国家间“有害的税率竞争”。国际社会应该共
同努力，阻止这一国家间降低公司税的竞争 ，提高当前过度宽松的公司税。四是阻止全球性的削减劳动
力成本的竞争。全球化经济中异常激烈的竞争环境刺激国际竞争转向了削减劳动力成本这一“底线竞
争”（ race to the bottom） ，从而破坏了世界经济以及各国经济实现成长的实际源泉和基石 。2013 年 9 月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宣言强调要“通过高质量的工作实现经济成长”，并且指出，“提供更具创造性的和更
高质量的工作是各国政策的核心 ，以便实现强劲的、可持续的和平衡的经济成长，削减贫困，提升社会凝
聚力”。宣言同时要求各国采取有效措施 ，确保非正规就业的持续减少。

三、同自民党政权的反动的暴走行动进行对决，建设一个新日本
1． 安倍自民党政权危险的暴走行动及其内在的脆弱性和矛盾
日共认为，自民党和公明党的联合政权在参众两院的选举中获得了多数席位 ，安倍内阁的支持率相
对较高，但是其政治基础并不稳固，而是相当脆弱且充满深刻矛盾。
安倍政权的暴走行动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地提高消费税 ，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推动核电，力图使日本
行使集体自卫权合法化，以及强行推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等。 这些具体的暴走行动是同广大国民的
意愿相违背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安倍内阁不能对此作出前后一致的解释 ，甚至于从执政集团自身
的观点来看，也是与其先前的辩解相左的，因而陷入了一种严重的自相矛盾之中 。在大幅度地提高消费
税的同时，又大方地给予大企业福利，已经动摇了其原来的许诺，即提高消费税是为了满足社会保障和
重建财政的需要。安倍政府一方面承认需要提高工资，一方面又在实际上进一步解除对劳动法的严格
管制从而导致了工资下降。安倍政府力图签署《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完全违背了其保护重要的农
产品（ 大米、小麦、白糖、猪牛肉和乳制品） 免遭贸易自由化之害的承诺。 自民党政府竭力推动的允许日
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行动彻底背弃了其在半个世纪前一贯持有的宪法解释立场 。
安倍自民党政权的暴走行动导致其组织的“大后退 ”和“空洞化 ”。 安倍内阁的脆弱性表现之一就
是自民党迅速失去了它曾经拥有的广泛社会基础 ，其党员数量从 1991 年的 547 万人急剧下降到 2012
年的 79 万人。它所竭力推行的一系列暴走行动最终导致其失去了产业界和其它的专业化组织的支持 ，
以及党的地方组织领导人离党出走 ，从而严重侵蚀了党的组织基础。一些离党出走的原自民党党员已
经开始与日共基于各种特定问题进行合作 。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 日共指出，虽然安倍内阁的暴走行
动是危险的，但没有必要感到恐惧，因为这种局面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 。这一暴走行动即使不会导致危
机，也迟早会不可避免地引发严重的政治动荡 。
自民党政权过时的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治观和历史观导致了其与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和韩国之间
深刻的外交裂痕。而且即使是自民党政客主要靠山的美国也指责其行为是与美国的亚洲战略不相一致
的。安倍内阁肯定和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 ，并且像二战前一样否定基本人权，像 19 世纪一
样否定现代社会的社会保障理念而强调“自己责任 ”和“家族责任 ”。 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以及肯
定过去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观是国际社会完全不能接受的 ，这是对二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架构的挑战 。
2． 解决经济和民生问题的四个支柱
日共指出，要解决当前日本的经济危机，必须进行根本的政策变革，从救援大企业转向民生。 安倍
政权推行的“安倍经济学”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它实际上是一个传统的失败的“垂滴理论”（ trickle
－ down theory） ，这一理论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如果大企业能够通过政府优待而获得高额利润 ，那么
其一部分利润迟早会通过就业、工资和家庭收入的增加这一涓滴效应而扩散到整个国民身上 。 然而在
现实的日本经济中，这一政策导致的是“恶循环 ”而不是“好循环 ”。 日共认为，应该通过直接增加家庭
收入从而创造一个健全的经济成长周期来应对和解决经济危机 。
一是通过经济改革、提高劳动者工资和家庭收入以及创造安定的就业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 。 解决

第4 期

王建礼

从日共二十六大看其内外政策

31

当前日本经济不景气和长期衰退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工资和增加国民的收入 。日共要求大企业将其超
额的“内部留存收益”中的一部分返还给劳动者、中小企业和社会。 安倍政府一方面承认有必要提高工
资，一方面却接连出台“降低工资 ”的政策，例如无限制扩大派遣劳动、解雇自由化、超时工作无报酬合
法化、延迟劳动时间以及“不安定雇用 ”等，使大企业能够获得短期利润。 政府政策已经陷入了一种严
重的自相矛盾的僵局之中。日共要求政府敦促企业界用其内部留存收益来提高劳动者工资 。与此同时
要加强劳动立法，为临时工提供永久职位，确保全体劳动者有一个体面的工作 ； 敦促政府立即采取措施，
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制定“公契约法”或“条例”。
二是反对提高消费税，通过民主的税收、财政和经济体制改革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和克服财政危
机。日共认为，政府一旦实行提高消费税、削减社会保障支出以及降低退休金的政策，将势必空前增加
国民的负担，同时又会破坏经济和政府财政。因而也无法实现政府的“经济再生 ”和“财政再建 ”目标。
因此，日共将与国民基于共同的目标一起阻止政府提高消费税 。与此同时提出了一个不依赖于消费税
的替代性经济政策，即通过减少浪费和基于“支付能力 ”原则的税制改革来确保政府财源； 通过经济改
革和增加国民收入从而将日本经济带入一个健全的成长轨道来增加税收 。 这是应对和解决当前经济、
财政和社会保障危机的唯一途径 。
三是反对安倍政权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攻击 ，推动和扩大“社会保障再生 ”。 安倍政权的“社会保障
制度改革”的基本理念就是要将政府作用仅限于“为国民的自助和自立提供支持 ”。 这从根本上破坏了
宪法第 25 条的社会保障制度条款。 政府的“恶政 ”导致了当前人民生活的普遍贫困和艰难，然而政府
却将问题归结于国民的“自己责任”和“家族成员间的互助 ”，放弃了政府提供社会保障的责任，其中包
括了为医疗、“介护”、①年金、子育、“障害者”②等提供社会保障。 自民党和公明党的联合政权为推动削
减社会保障支出，提出了一个无道德原则的战略，以便在国民之间制造分裂和对立，其典型例子就是发
动了一场“抨击民生保障”的运动，激起社会对那些社会保障领受人的攻击。 日共号召国民加强团结，
挫败安倍政权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攻击 ，实现作为基本人权的社会保障。 日共建议进行一项激进的但却
是现实的“社会保障再生计划”，将日本的社会保障提升到发达国家中比较高的水平 。 这不仅是应对当
前社会保障危机的一个办法，而且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愿景，即建立一个国民能够享有有尊严的生活的社
会保障制度。
四是改变当前的产业政策，实现以国内需求为导向的健全的经济成长 。 在“强化国际竞争力 ”的口
号下，大企业通过削减“人工费”来降低成本，扩大出口，依靠海外需求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牺牲了国
内需求。这是造成当前日本经济陷入通货紧缩式衰退的“恶循环 ”的主要原因。 日共认为，要进行根本
性的政策变革，使当前的产业政策转到依靠国内需求的健全的经济成长 。 这一政策变革不仅可以有效
地保护劳动者和中小企业免遭大企业的“横暴”行为，而且可以通过把大企业的一部分内部留存收益回
流给劳动者、中小企业以及地方经济，为实现健全的稳定的经济成长开辟道路。 日共提出，首先要通过
合理地利用劳动者技能来提升日本制造业技术和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加强劳动立法以建立一个劳动者
受尊敬的社会，这将会巩固产业发展的源泉，推动个人消费和需求，为日本经济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放弃把广大的中小企业排除在外的“选择与集中 ”政策，实行替代性的把中小企业包括在内的
“振兴—支援”政策。其中包括对中小企业的产品开发、销售、技术和员工培训进行帮助； 对大企业和大
金融机构的“横暴”行为进行“规制”。再次，要从依靠核能的产业政策转向广泛地利用自然能源和可再
生能源。这将会为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 包括制造业） 的发展提供巨大的潜力，极大地提高日本的能源
自给率。最后，要更加重视基础研究，强化科学—技术—学术研究的基础，要增加国家对大学和研究机
构的预算投入，为研究者提供安定的工作，避免急功近利的学术研究。 与此同时，日共提出要把推动农
业、林业和渔业这些日本经济的“基干产业”的发展作为振兴地方农村经济的支柱 。
①

介护是指以照顾日常生活起居为基础、为独立生活有困难者提供帮助。其内涵为自立生活的支援、正常生活的实现、尊严以及

基本人权的尊重和自己实现的援助。
②

障害者即残疾人，是指身体或心理上有障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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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设一个独立的和平的日本以及推动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合作的基本原则
日共认为，要建设一个独立的和平的日本，就必须结束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和从属关系 。这一畸形的
政治状况正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并与日本国民之间产生了深刻矛盾 。首先要解决美国在冲绳及日本其它
地方的军事基地问题。
其次，要立即终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日共认为这一协定旨在贸易和投资领域推行
市场原教旨主义，强化“美式自由主义”，这将会对日本经济的各个方面以及国民生活带来巨大危害 ，其
中包括农业、粮食安全、医疗等方面，从而破坏日本的经济主权。 日共将会为建立一个基于相互尊重
（ 粮食和经济） 主权的平等和互惠的国际经济关系而斗争 。
再次，为废除《日美安保条约》而争取日本社会各阶层成员的合作。 日共认为，废除这一条约将会
带来积极变化。一是日本人民将会摆脱美国军事的压迫地位 。一个没有美军基地的日本将不再是美国
战争的“根据地”，日本将会把目前用于美国军事力量的“血税”和“土地”，用于改善国民的福利。 二是
日本将会从美国战争的“根据地”变为基于宪法第 9 条的“和平的根据地”。惟其如此，日本才能变为东
亚地区从加强军备到裁军的积极支持者 ，才能对建立“一个基于《联合国宪章 》的国际和平秩序 ”，实现
无核世界作出积极的贡献，并通过独立的和平的外交政策，推动全球和平。 三是废除《日美安保条约 》
后，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基于平等原则的日美友好条约 。日共建议，日本应加入不结盟运动———它已发展
成为当代世界政治中的一个主要潮流 ，其目标是摒弃军事联盟，同时又保持中立，建立基于《联合国宪
章》的和平的国际关系，销毁核武器，推动国际经济关系更加平等和民主 。
最后，反对安倍及其阁员参拜靖国神社，反对肯定和美化日本过去侵略战争的反动逆流，反对歪曲
和否定“村山谈话”。日共对安倍提出的“基于自由、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普遍价值的外交 ”，即“价值观
外交”进行了批判。日共认为，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不同社会制度和基于不同价值观的文明共存
和相互尊重的时代，强调特定的价值观而排除其它不同的价值观是极其有害的 。在国际政治中，那种认
为只有一种人类普遍遵循的价值观的看法无视不同社会制度的差异 ，这是一种与历史逆行的立场。
与此同时，日共提出了实现东北亚和平与合作的基本原则 。日共认为，东北亚国家应该摒弃基于军
事手段和威慑的安全观，而寻求一个基于对话、信任与和平解决纷争的新安全观，建立东北亚地区和平
共同体。一是缔结《东北亚友好合作条约 》，以此作为成员国遵循的和平规制。 其中包括放弃行使武
力、和平解决纷争、不干涉内政以及推动有效的对话与合作建立信任 。二是重启始于 2005 年的“六方会
谈”，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问题，推动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 三是基于历史事实和国际法原则，通过友
好协商和冷静的外交谈判，解决国家间的领土争端。 四是日本政府要对过去的侵略战争 （ 包括慰安妇
问题） 和殖民统治进行反省，这是实现东北亚友好与合作的重要基础 。
4． 捍卫日本和平宪法
日共针对当前安倍政权企图修改《日本国宪法》的行为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并剖析了其实质及其可
能会带来的社会政治后果。日共认为，安倍政权修改和平宪法的目的之一就是建立新的“国防军 ”，这
不仅仅是给“自卫队”变更一个新的名称。其实质是通过修改和废除宪法第 9 条第 2 款，① 把日本变成
一个能够发动海外战争的国家。安倍政权正在企图改变一直以来历届日本政府对于和平宪法的立场 ，
并且在“积极的和平主义”的旗帜下明目张胆地对宪法进行修改和重新解释 ，以便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
卫权。与此同时，安倍政权竭力推动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 》则是一个最为可鄙的法案，它对国民的知
情权、言论和表达自由构成了威胁，从根本上破坏了和平宪法的基本原则。 这一“恶法 ”旨在对国民的
知情权施加严格的政府管制以及对言论和表达自由进行严厉限制 。这一反民主的法案意味着日本再次
成为了一个“暗黑社会”。
战争力量及交战权”，“日本国民衷心谋求基于正义与秩序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
① 《日本国宪法》第 9 条规定日本应“放弃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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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 2 款规定日本“不保持海陆空军及其它战争力量，不承认
国家的交战权”。在日本主要政党中，对于是否修改这一条款，自民党“赞成”，日本维新会“倾向赞成”，众人党持中立立场，日本民主党
“倾向反对”，而公明党、日本共产党、生活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则持“反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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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共指出，当前重要的是从日本政治现实来认识集体自卫权的问题 ： 一是集体自卫权与捍卫日本毫
不相干，反而变成了大国进行非法的侵略战争和军事干涉的借口 。二是在日本政治中，集体自卫权只有
在日本向海外派遣自卫队以支持美军战斗的情况下才会引起争论 。三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真正目的是
废除对日本自卫队的任何法律限制 ，使其能够在广阔的战区配合美军行动 。在这种情势下，安倍政权企
图修改和平宪法的行动遭遇了困境 ： 一是修宪派在不能公开修改宪法第 9 条的情况下转而提出对宪法
第 96 条①进行修改，以此作为修宪的“突破口”。② 二是修宪派企图建立国防军并否定人类普遍的基本
人权这一“与生俱来的、不可侵犯的权利”与和平宪法的民主原则，以及将“公益和公共秩序 ”置于人权
之上，因而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三是修宪派极端好战的“暴走”，不仅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警惕，而且引
起了美国的关切。其“外交不在、军事一边倒”的姿态已经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产生了矛盾 。
日共不仅对修宪派的企图进行揭露和批判 ，而且提出要改变当前的自民党政治 ，真正实现宪法中的
人权条款，即教育、性别平等、学术自由和政治改革等，以彰显宪法的进步性质。 日共认为，当前日本教
育体制的扭曲状况是世界其它国家中少有的 ，例如学生之间极端的竞争压力、高昂的学费以及政治和行
政当局对教育自由的干涉（ 其中包括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来肯定和美化侵略战争以及在大学进行的反
民主改革） 等。所有这些行动的目的就是使国民顺从国家政策以便建立一个战争国家和一个“弱肉强
食的经济社会”。日共提出要努力改变这种扭曲的教育体制 ，使之符合日本和平宪法和联合国《儿童权
2013 年日
利公约》的精神，同时要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支出。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在“性别差距指数 ”上，
本在全球 136 个国家中位列第 105 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最低的国家 ，女性就业率
只有 63% ，比男性低 22 个百分点。基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日共提出要消除男女
在法定结婚年龄上的不平等、对再婚妇女的法律限制以及对已婚夫妇姓氏的限制和对非婚生儿童的歧
视。与此同时，要缩小男女工资差异并提高女性管理者比重 ，实现女性参与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平等权
利。在学术自由上，日共提出要实现大学自治，增加经费投入，实现文化活动自由。在政治改革上，日共
提出要取消众议院选举中的“小选举区制”，取而代之的是正确反映民意的“比例代表制 ”，反对与民意
逆行的削减众议院“比例代表定数”的政治议程。同时撤销违反宪法的“政党助成金制度 ”，彻底禁止在
本质上是政治收买的“企业—团体献金 ”行为。 这一政治改革是基于宪法中的国民主权和基本人权以
及议会制民主主义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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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的修订“必须经各议院全体议员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由国会提议，向
① 《日本国宪法》第 96 条关于“修改宪法的程序”规定，
国民提出，并得其承认。此种承认，必须在特别国民投票或国会规定的选举时进行投票，必须获得半数以上的赞成”。在此基础上，“天
皇立即以国民的名义，作为本宪法的一个组成部分公布之”。在日本主要政党中，对于是否修改这一条款，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众人党
持“赞成”立场，而日本民主党、公明党、生活党、日本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绿党则持“反对”立场。
修宪派主要包括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和众人党。在众议院 480 个席位中，自民党（ 294 ） 、日本维新会
② 在当前日本政党格局中，
（ 54） 和众人党（ 18） 共计 366 席，大大超过了三分之二的多数议席。在参议院 242 个席位中，自民党（ 115 ） 、日本维新会（ 9） 和众人党
（ 18） 的议席数未能达到提议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但修宪派距离提案门槛仅差 8 席。这一情况表明日本政治右倾化加速发展，进入了
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