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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日本外交走过的道路

一、豪斯上校的忠告

从 1932 年到 1933 年，我受外务省指派去巡视日本驻欧美使领

馆。当时的外务大臣是内田康哉 a，次长是重光葵 b。我想大概是由

于重光次长的好意才会让待命中的我去欧美进行巡视。在纽约时，

岳父牧野伸显 c 伯爵介绍我认识了豪斯上校。

a 内田康哉（1865—1936）：东京帝国大学法学科毕业。日本明治、大
正、昭和初期外交官和政治家，伯爵。五次出任外长，曾短暂代理过日本首
相职务。推行承认伪满洲国和退出国际联盟的“焦土外交”。 
b 重光葵（1887—1957）：日本大正、昭和时期的外交官，甲级战犯之

一。1911 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任职于日本外务省，1929 年起历任日本
驻上海总领事、日本驻中国大使。1945 年 9 月 2 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
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很快于 1950 年假释，
且再次任职为外务大臣。是 28 个甲级战犯中唯一一个战后重新当上大臣的。
重光葵活跃于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幕后参与甚至主导了诸多日本
侵略各国的统治政策及外交政策制订。
c 牧野伸显（1861—1949）：日本政治家，大正、昭和两朝重臣，明治

维新功臣大久保利通次子。曾代表日本参加巴黎和会。历任外务大臣、内大臣、
枢密顾问官等要职，是天皇的重臣，也是二战前日本政界“亲英美”派首领。
长女吉田雪子为吉田茂之妻。牧野对吉田茂日后的政治倾向有决定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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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斯上校

爱德华·豪斯上校（1858—1938）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作为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顾问，活跃于国际外交舞台上，当时在

日本也为人所知。巴黎和会期间日本的全权代表牧野伯爵与其过从

甚密。豪斯上校刚见到我便开口强调说 ：“没有外交意识的国家，

必定会没落。”“外交意识”直译的话大概可以译为“外交上的感

觉”，或许也可以译为“国际意识”。总而言之，豪斯上校讲了如下

的话 ：

欧战爆发前，我受威尔逊总统之命前往欧洲，其间去拜访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 a。当时皇帝正在检阅北海舰队，于是我们便

在皇帝乘坐的游艇上进行会谈。德国倾向主战，我极力主张和

平。我说，德国若不发动愚蠢的战争，今后将会成为世界一流

强国，永葆繁荣。反之如果发动战争，德法间的争斗将无休无

止，直至发展为世界战争。这样一来，德国便会受到英、法等

国联军的围攻，苦心经营的国家崛起大业或许会被彻底颠覆。

但是德国皇帝和德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听进我的忠告，后来发

动了战争，结果正如我的预言。

a 威廉二世（1859—1941）：弗里德里希·威廉·维克托·艾伯特·冯·霍
亨索伦，史称威廉二世，末代德意志皇帝和普鲁士国王以及霍亨索伦家族首
领，1941 年在荷兰多伦病逝，葬于多伦庄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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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是蓬勃发展的新兴国家，无论是经济

还是军备都大有凌驾英国之上的势头。我见上校时，日本可以说是

第二个德国。上校继续着他的肺腑之言 ：“对今天的日本，我也想

奉上当年对德国说过的同样的忠告。如果日本执意发动战争，近代

日本迅猛的发展态势将一朝失去，反之如果此时日本慎重行事，坚

持和平道路，冷静地专注于国家发展，日本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德

意志帝国，殷鉴不远。这些是我这个老头子从过去的经历中总结出

来的结论，所以希望今天的日本国民能够深刻地体会我的话。”

上校徒劳的忠告

回国后，我大力宣传上校的话。不久之后，近卫文麿 a 先生访

美与豪斯上校会面时，据说上校热心地再次重复了这番对日本的

忠告。近卫公大抵和我一样尽力向朝野上下转告了上校的话。

然而不幸的是，与德国一样，豪斯上校的忠告对日本也丝毫不

起作用，日本一改明治时代（1868—1912）以来外交上的传统，莽

撞发动战争，从根本上破坏了振兴国家的大业。

a 近卫文麿（1891—1945），日本第 34、38、39 任首相，日本侵华祸首之一，
法西斯主义的首要推行者。近卫文麿出生在门庭仅次于天皇家的日本豪族家
庭。1917 年毕业于京都大学。 任内发起建立直接辅助天皇的政治组织大政
翼赞会，实行严密的法西斯主义统治。对外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在 4 年里
积极扩大侵华战争，曾向蒋介石提出向日本投降的苛刻条件，发表臭名昭著
的“近卫声明”。同时与德、意签订《三国轴心协定》，并扩大日本军国主
义对亚洲各国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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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打开国门以来的外交道路

前辈政治家们的苦心经营

谈起日本的外交，首先不得不回顾历史上与英、美两国的关

系。众所周知，日本是在美国要求下打开国门的。但是，日本与

英国的关系一直十分紧密。明治年间自不必说，即使进入大正时

代（1912—1926）后，亦是如此。这是由于当时美国忙于国内发展，

无暇顾及海外，而另一方面英国则稳步扩大势力甚至延伸到远东地

区，因此与日本的关系自然深入。

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力大增。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中，西太平洋战线以美国为主力，因此对于日本来说美英的地位

发生了逆转。尽管如此，两国关系对国际时局，特别是对自由世界

诸国的外交影响依然重大。

明治维新时期的前辈政治家们在国家步履维艰之际致力国政，

终于成就振兴大业。其苦心经营之历程今天回顾起来依然清晰可

见。先辈们在打开国门之初，精心确立的日本外交基本方针说到底

在于与英国的合作。尤其是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奇迹般赢得 1894—

1895 年的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在远东具有重大利

益的英国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日本的实力，自然而然会采取亲日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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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英接近和日英同盟

基于以上关系，日清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三国干涉”

时，英国也避开参与俄、德、法的共同行动。而且，“三国干涉”

后不久，俄国强 行向清政府租借迫使日本返还的辽东半岛，并欲将

旅顺、大连作为军事基地。英国为与其对抗，向清政府租借了渤海

湾对岸的威海卫。不过考虑到日本的感情和利益，事先郑重地向日

本政府寻求了谅解和同意。

英国的亲日政策随着俄罗斯帝国不断东进，最终上升到提议成

立日英同盟的地步。与此同时，日本也凭借英国基于同盟之谊的合

作以及美国的善意援助，不仅摆脱了日俄战争带来的危机，而且迎

来其后的国运昌盛。这期间负责的政府领导层所付出的外交方面的

苦心是国民应该牢记的。当然，当时并不是没有反对声音，然而完

全不像后来在日本国内发生的所谓“消灭亲英美派”的那种强烈政

治性对立。

前人没有过的自卑感

关于这一点，我希望今天的日本国民再三思考的是前文所述

的明治时期日本国民的对外态度。日英同盟成立时的英国处于大

英帝国的最盛期，称霸七大海洋，领土辽阔，号称“日不落帝国”。

日本不过是刚刚登上世界舞台不长时间、位于远东地区的一个小

岛国而已。也就是说，当时的大英帝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根本

不像今天美国与日本的相差程度，而是更加悬殊。尽管如此，日英



006006

同盟成立之时，如前所述，日本朝野上下非常愉快地对此表示欢迎，

完全听不到诸如“哦？这样日本不成了英帝国主义的喽啰吗”“日

本不会被英国殖民地化吗”之类怀疑悲观的论调，反而以“东方的

英国”自傲，丝毫没有自卑感。

近年来所谓进步文化人士、左翼改革思想派那些人，只要日

美关系一出什么问题，就极其简单地炒作什么“日本在变成美国

殖民地”“日本在成为亚洲孤儿”等不要说美国，在世界任何国

家都难以想象的自卑言辞。听到如此言论，我便不由得产生一种

异样的感觉 ：这是日英缔结同盟仅仅过去不到半个世纪的日本人

吗？不过，我想大部分日本民众，即使在今天也和五十年前的日

本人一样，一定是立场坚定且力量强大的国民。同时，我深切希

望他们不会被如前所述的打着进步主义幌子的幼稚、卑躬屈膝的

言行所迷惑。当然，日英同盟那个时代还不流行帝国主义、殖民

地这样的说法。我们必须清楚，事实证明，日本没有因为成为英

国盟国而从属于英国。

三、日本外交的倒退和复归

与英美关系的变化

上述的日英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出现微妙的变化。

日俄战争后日本国力的逐步上升，好像已经令英国等国家产生了

“日本正在一步步成为难以对付的国家”的看法。尤其是在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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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中日本提出震惊一时的“对华二十一条”的要求，十分露

骨地显示出日本打算从政治上控制中国的意图。不仅如此，尽管说

是出于日英同盟的义务，日本却在英国不一定同意的时间，采取英

国不一定赞成的方式对德宣战，夺取了德国在中国青岛以及山东半

岛一带的势力范围。我想，这些事情给人以日本趁英国等列强忙于

欧洲战事之机，趁火打劫之类的印象。

这种情况下，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力迅猛上升的美国，战后

快速登上世界领导地位，因其早就怀疑日本的对华态度，遂利用召

开华盛顿会议的机会，大肆宣扬对华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

开始出手制衡日本。毫无疑问，裁减海军的条约对当时陷入白热化

状态的世界性造舰竞争起到刹车或者降温的作用，是一种有效恰当

的措施。而且尽管对华九国条约并不特别以日本为对象，不过从结

果来看，明显制约了日本的行为。美国又说服英国废除存在多年的

日英同盟，其遏制日本的意图昭然若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国内已经出现应该与德国联合

抗衡英国的主张。当时还不是占据支配性地位的意见，仅是日本

内部，尤其是陆军部分人的看法。前面所提到的“对华二十一条”

中，特别受到指责的第五款 a 主要也是基于军部的要求提出的。因

a 所谓对华二十一条第五项包括：1. 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作为政治、
军事顾问；2. 承认日本医院、学校等的土地所有权；3. 在有必要的地方日中
合办警察署，或聘用日本人；4. 中国须向日本购买特定武器，或在中国设立
日中合办兵工厂等共七款。该项内容被隐匿，没有事先告知英国，从而招致
英国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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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日本军部的将帅们在接连遭到从华盛顿条约到废除日英同盟的

打击后，认为英美两国采取的是对日封杀政策，进而将他们视作日

本向大陆发展的障碍制造者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其后席卷

世界的经济危机使各国间的国际贸易竞争白热化，事态发展到日本

商品的出口空间在全世界受到挤压，导致日本逐渐采取在邻近大陆

扩大势力范围的扩张政策。由此，日本和当时已经与英、美对立的

德、意两国靠近，在满洲等中国大陆地区挑起事端。结果正如大家

所知，日、德、意三国从签订防共协议发展到结成三国同盟，再到

对抗英美，最终发动大东亚战争。

内心深处坚定亲英美

但是，从大的历史走向来看可以得知，前述的“满洲事变”

（九一八事变）直至太平洋战争期间对英美关系的异常变化并不是

日本的本来状态，不过是一时的政策调整。不但站在战败后的今天

回顾过去非常清楚，即使说战前乃至战争期间，元老、重臣毋庸论

及，普通国民的内心深处是否认可与英、美为敌，与德、意结盟也

是极大的疑问。

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前面也有所提及——主张利用

日本远离战火的契机，公开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政治野心，趁机与德国

结盟的人不是没有，可我相信主流民意对英、美基本上抱有亲近感。

而且政治领导层忠实地坚守同盟义务也是清楚的事实。尤其是

日本海军，不仅保护远东地区盟友英国的利益，使英国没有后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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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甚至远涉印度洋、地中海，致力于护送协约国的运输船队。这

都是应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中大书特书的日本的贡献。

爱德华·格雷先生对日本的赞誉

关于日本的贡献，当时的英国外务大臣格雷先生在回忆录

《二十五年》中这样写道 ：“日本长期以来是英国公正、有尊严、诚

实的盟国。而且由于日本政府的自律，大战期间，涉及太平洋地区

各种问题时，与英美两国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摩擦。”格雷先生承认

当时日本利用欧洲列强忙于战争的机会努力加强对中国的控制这一

事实，同时他也说 ：“但是西欧任何一个国家，假设它们处于与日

本相同的立场，能比日本更好，哪怕与日本同样地保持自律吗？”

由此可以再一次了解到，我们的前辈们重视国家信义这一事实，并

且这一事实受到外国知名政治家如此认可称赞，即使今天的我们亦

倍感喜悦和骄傲。

总之，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日本外交的未来发展方向为什么应

该延续明治以来坚持的亲英美道路，过去这些宝贵的经验日本国

民应该特别铭记在心。

国际信用和国际正义

说到底，一个国家的外交首先必须以国际信用为基础。曾经有

人说过 ：“外交和金融性质相同，都要以信用为基础。”这确实是至

理名言。如前所述，日本以日英同盟和亲美为基准，迎来从明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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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的国运昌隆。然而突然改变方向，敌视关系紧密的英美的同时，

甚至与关系一般的德意结成同盟。这种变化不仅战略上十分拙劣，

而且从丧失日本外交信用这一角度来说，非常遗憾。为了重塑日本

的外交信用，今后必须进行长期努力。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需要忍受

和耐心的艰苦工作。但是我们不能漠视明治以来前辈政治家们历尽

艰辛，苦心经营打下的外交根基就这样土崩瓦解下去。

国际信用重要的是基于正义进行外交。外交以本国利益为上无

须赘言，但即使是本国利益，也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基于国际

正义的外交也有被恶势力所战胜的情况。就长期来看，正义外交一

定会符合本国利益。一味在意眼下国际形势的变幻，拘泥于外交小

利是十分愚蠢的。正义凛然的大丈夫态度正是外交人士所应坚持的

态度。

外交方针依然是亲美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开始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内外政策

受到对美关系的左右既是事实也是一种必然。不能否认在惯性影响

下，占领结束独立后的今天，依然有人认为日本政策应始终保持对

美依赖。不过如果是那种意义的对美依赖，随着日本经济发展为世

界性规模的经济体，实力逐步提升，自然会发生变化。实际上，这

种变化已经发生在各个方面。

但是，日本外交的根基应置于亲美这一大原则今后不会发生变

化，也不应该加以改变。这不单纯是战后占领状态带来的惯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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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上也是需要坚守的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道路。另一方面的对英

关系，如今也许不比对美关系重要，然而，考虑到美英两国超常紧

密的关系和英国在世界外交中的地位，对美关系的重要性有时意味

着对英关系的重要性。而且，在贸易等经济关系方面，英国本国以

及英镑圈的重要性依然没有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英关系亦是

日本外交领域绝不能忽视的部分。

日本是一个海洋国家，毫无疑问必须通过海外贸易养活九千万

国民。既然如此，自然难免会将重心放到经济上最为富裕、技术上

最为先进且历史上关系最为密切的英美两国。这未必是主义、思想

的问题，也不是经常有人说的“从属”之类的关系。只因为这么做，

最为简便，同时最为有效。总之，不外乎是有利于日本国民的便宜

之路而已。

空泛的中立主义

无须再次赘述，与国家防卫相关的所谓中立主义，无论怎样进

行概念上的包装，其内容都是空泛的。从最近东欧的苏联卫星国发

生的事件可以充分看出，在强大的武力面前，一国的独立自主没有

意义。如果拥有足以保守中立的武力且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自然

另当别论。可是，日本并不是这样。以日美安保条约为主的集体防

卫体制是保卫日本的唯一道路。

因此，我认为日本应该以亲英美为核心，广泛推进与自由世界

各国特别是地理和经济方面均接近日本的东南亚各国的关系。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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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虽然这样说，却绝不意味着完全忽视与共产圈各国的关系。不

过，日本国内存在一种言论，过于强调与共产圈各国以及东南亚各

国的关系，贬损对美英关系特别是亲美的外交方针。有鉴于此，特

意着笔写下上述内容，明确日本外交应该坚持的道路。

利用排外心理的势力

但是，进入大正时期，有些人开始赤裸裸地反对明治以来坚持

的亲英美的外交政策。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他们的反英美情绪并不

见得相同。有单纯嫉妒英美强大富裕的人 ；有憎恨英美在国际外交

方面骄横的人 ；有基于各种主张和理由反对英美的人物，等等。其

中，据我所见，对国家最为不利的是一些鼓动这种排外情绪用于扩

大个人政治势力的。

最近的一个事例便是“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部

的行为。当时日本军部，特别是陆军的反英美态度如前所述肯定有

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对元老、重臣等领

导阶层坚守明治以来的亲英美道路的反感，图谋与之对抗，从而扩

张自己的势力。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一个事实。而且他们将反英

美的主张用“打破现状、建立新秩序”等革命性口号进行包装。但

他们所犯的一个最大过失是反英美达到极致，竟与德意结成同盟关

系。最后导致日本被拖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我国国民陷入战争失

败的痛苦境地。这些都是我国国民切身感受到的事情。

对照历史来看，将排外情绪利用在政治运动方面的行为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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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政治落后性，发达国家完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朝鲜东学党之

乱，中国义和团事件无不如此。再比如去年以来，埃及纳赛尔总统

的做法也可以充分显示出这种心理。他采取激进和过激手段故意向

英法势力进行挑衅，口头呼吁和平，结果却是损害和平。其实不外

乎意图通过对外强硬的态度煽动国民的排外心理，从而确立自己的

政治地位。事态发展到极点，竟然表示出与国际上英法的对抗势力

苏联结成联盟的姿态，甚至更进一步达到接受苏联援助的程度。从

上可以看出，埃及的纳赛尔总统踏上了和日本军部当年完全相同的

道路。

深刻反思这些国内外事例的发展轨迹，令我隐隐担忧的是，即

使今天，依然可以看到日本国内部分革新分子逐渐显现出利用反美

运动作为扩大自己政治势力的工具的倾向。他们以打破对美一边

倒、实现独立、坚持中立主义等名义，向国民渗透反美情感，意图

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实现个人野心。这种潮流如果止于今天的程度，

也许不足以令人忧虑。但是没有人能够担保这些革新分子不会重蹈

日本军部的覆辙，在反美运动达到高峰的时候，脱离自由主义国家

阵营，渐渐倒向共产主义国家阵营。这一点我迫切希望日本国民做

出慎重且智慧的评判。

四、与亚洲、非洲的关系

在此我想结合最近的中立主义和第三势力简单谈一下和亚非各国

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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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非洲与日本

亚非各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赢得了独立

自主的国家，现今在这些国家激荡着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情

绪。作为日本人，基于明治初期的经历，不仅能够充分理解，

同时也对他们抱有满腔的同情和共鸣。然而，我想我们决不能

忘记这些国家与日本的国情以及国际地位的不同。

一些人，特别是前面提到的被称为进步文化人士的一群人，因

为日本也是经历过战后数年占领才实现独立，与新兴的亚非各国有

共同点，因此倾向于提议日本应该和这些国家携手，反抗曾经的殖

民主义大国，尤其是英美法。我认为这是完全缺乏对现实认识的愚

蠢论调。日本除去被占领期间，自古以来就是独立国家。独立是日

本的本来姿态，是常态。这一点与前述国家明显不同。

事实上，今天的日本在国内政治、经济、工业、社会发展水平

等各个方面与其说是亚洲国家，倒不如说更接近西欧国家。至少达

到了西欧国家的水平。但是，亚非各国民众开化程度还很低，工业、

经济能力尚未获得开发，还没有走出所谓不发达国家的范围。因此

与外国经济的有机依存关系非常弱。所以在现阶段，这些地区的领

导人更加致力于从政治方面和社会方面摆脱外国的殖民地影响、宗

主国影响而非努力开展与外国的经济联系。总之，他们远离倒向两

个世界中的某一方这样的问题，专心于如何集中全体国民的力量建

设自己祖国的工作。我想这可以说是一种消极的中立主义。虽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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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对外积极地标榜要为世界和平、两大集团的融合等贡献力量，但

这并非是基于经济上、军事上的实力才主张的中立主义。因此，既

有必要对他们的立场表示理解和同情，又要看清楚其实质，不能给

予过高评价。

我们能够做出贡献的方面

我在前面说过，日本在各个方面更接近西欧国家。当然，从地

理划分方面来看，日本位于亚洲。与西欧各国相比，日本理所应当

要比西欧各国更加了解亚洲。从人种方面来说，一般情况下，与西

欧人相比，我认为日本人对亚洲人、非洲人更具有亲近感。基于地

理方面、人种方面的原因，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实力，日本今后的国

际作用应该不言自明。例如，将西欧的，特别是美国的资金与日本

的技术良好地结合起来，对东南亚进行开发就是很好的想法。这些

在很长时间里受到西欧各国殖民压迫的不发达国家，对引进外国资

本难免抱有相当大的戒心。日本在两者之间发挥中介、说服之类的

作用，我想对树立日本形象大有好处。

毫无疑问，这种想法在实际操作时，会有相当大的困难，需要

极大的忍耐和努力。但是，对亚非的民众来说，通过援助他们的经

济开发，从而让他们明白正是自由主义才能给他们国家带来繁荣和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恰是我们国家能够做出的贡献，而这种贡献也

正是我的夙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