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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倍倍怎怎么么就就得得逞逞了了
大打经济牌转移民众视线，党内没对手党外没威胁

本报记者 赵恩霆 整理

避实就虚不谈修宪

虽然不少分析人士认为，
受英国“脱欧”、“安倍经济学”
破产、修宪势力内部就相关议
题存在分歧等因素影响，安倍
预计不会在参议院改选后立即
发起修宪动议。但自民党干事
长谷垣祯一１０日晚说，将在秋
季国会召开时重启参众两院宪
法审查会，就修宪议题与各党
协商。

安倍深知一味地大谈修宪
会引起选民的“警戒感”，也会
成为在野党攻击的“靶子”，不
如暂且收敛其修宪之强烈欲
望，顾左右而言他。于是，安倍
在竞选中一方面指责在野党是
乌合之众，不负责任；另一方面
大谈“安倍经济学”还在路上且
效果已显现，似乎与国家发展
方向休戚相关的修宪不是竞选
的必争议题。

日本社会独立性较弱，政
府议题引导能力很强，而用“安
倍经济学”掩盖政治私心则是
安倍屡试不爽的把戏。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安倍为确保
长期执政提前解散众议院，以

“日本经济复苏之路遭遇挫折”
“‘安倍经济学’需要‘问信于
民’”等说辞博取选民认同，成
功连任。但选举结束后，安倍转
脸就把施政重点和政治资源投
向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核心的
安保法修改上，最终强行通过
安保法案，侵蚀“和平宪法”根
基。这次改选前，安倍再次向选
民打出“经济牌”，对敏感的修
宪议题则退避三舍，再次成功
转移了公众注意力。

“是继续推进安倍经济学，
还是重返黑暗的低迷时代，将
由这次选举决定”，“我们需要
赢得选举胜利，从而继续进行
以经济为首的政权运营”，在不
少日本民众生活日渐困窘之
际，安倍正是用这样表面关乎
民生、实际上摆弄民意的政治
口号，让修宪议题成功“失焦”。

然而，安倍在确定参议院
选举获胜后又开口大谈修宪
了：下一步要通过众参两院的
宪法审议会在国会内讨论修
宪，在求得国民“理解”中走向
全民公投。

选民没有别的选择

综观当前日本政坛，安倍
不仅在自民党内鲜有对手，以
民进党为首的在野势力更是无
法形成强大民意气场，难以对
安倍政权构成实质性威胁。

“如果看自民党党内的话，
安倍如今已基本降服各大派

系，换句话说，自民党内缺乏能
挑战安倍的力量。”国际关系学
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于强说，

“因此，虽然民众反对安倍修
宪，也不信任‘安倍经济学’，但
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日本大学政治学教授岩井

友明认为，此次参议院改选的
结果表明，在野党不应停留在

“只破不立”的层面，即一味地
批评安倍政府，自己却拿不出
框架更为明晰、内涵更为丰富
的政策主张，从长远看，这样的
策略将无助于化解选民“即便
不爽自民党也不青睐民进党”
的选择困境。正因为选民没有

“第二选择”，只能出于求稳心
态投票给自民党。

民进党是日本政坛最大在
野党，其前身民主党２００９年肩
负民众厚望上台执政，但在其
执政三年间，日本内政外交陷
入困境，使该党失尽民心。民进
党至今仍无法改变自身在选民
心目中的“不靠谱”印象。虽然
该党在此次选战中大力揭批

“安倍经济学”已走入死胡同，
却未能拿出具有可行性的取代
政策，因此无法挽回民意。

此次选举中，主要在野党
就反对修宪等达成共识，并在
部分选区推出联合竞选人，但
这种选举合作存在局限性，一
些选区仍出现在野党鹬蚌相
争、执政联盟渔翁得利的局面。
在经济等领域的政策主张上，
各在野党也分歧严重。

这给了执政联盟指责其为
“乌合之众”的口实。从选举战
术看，在野党力图将选战聚焦
至“修宪”问题上，殊不知选民
最重视的是经济、就业等民生
议题，这种战术最终导致选举
失利。

修宪派内部存分歧

日本宪法规定，修宪需经
过“国会发起修宪动议”和“全
民公投”两道程序。修宪动议需
取得国会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
以上议员赞成才能发起。

由于修宪势力此前已在众
议院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
因此，此次选举过后修宪势力
已跨过首道门槛，修宪问题将
进入实质性讨论阶段。不过，因
日本民众反对修宪的意见仍占
上风，加之修宪势力存在内部
分歧，修宪仍面临多重制约。

自民党自１９５５年执政以
来，就把“修改宪法和自主制定
宪法”作为政治纲领，欲将现行
和平宪法中的“战争放弃”章节
改为“安全保障”，在保留第九
条“放弃国家战争发动权”的同
时，删除“不拥有武装力量，不
承认交战权”规定，新加入拥有

“国防军”和“自卫权”内容，但
因门槛太高一直难以实现。

分析人士认为，自民党不
会放过眼下这一良机。参议院
选举结果出炉后，安倍已宣称

“希望在国会宪法审查会就修
宪事宜展开讨论”。

为达到修宪目的，安倍在
２００７年第一次执政期间出台了
规定修宪公投程序的《国民投
票法》，２０１４年又通过了《国民
投票法》修正案，将国民投票年
龄从２０岁降低到１８岁。因为有
民调显示，年轻人对修宪的抗
拒感更小。

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自民
党内部修宪方针分两个阶段：
先就“紧急事项条款”“财政规
律条款”“环境权”等着手推动

首次修宪，而对宪法第九条等
敏感项目的修改则计划放到第
二阶段。

显然，修宪无法一蹴而就。
修宪派各路势力尽管赞成修
宪，对于“修哪条、怎么修”存在
意见对立。如何统一修宪派的
意见，进而发起修宪动议，是安
倍面临的首道难关。

自民党试图修改和平宪法
第九条，但公明党要求保留现
行宪法框架，通过增设新条款
的方式“修宪”。公明党代表山
口那津男选后已警告自民党切
勿草率行事。自民党若贸然修
改第九条，必然导致与公明党
矛盾激化。

反修宪民意占上风

此次选举中，安倍嘴上不
说修宪不等于心里不想着修
宪。同样，选民投了执政联盟一
方的票也不等于就完全赞同修
宪。民调显示，就是投了修宪派
四个政党的选民也有超过30%
的人不赞成修宪。

即便日后修宪动议在日本
国会获得通过，仍面临着全民
公投的考验，只有取得公投过
半支持才能宣告成功。但从各
项民调看，日本社会护宪意见
较为强烈，因为人们始终担心，
安倍主导的修宪或许会把战后
持续７０余年的和平日本引上一
条危险的道路。

日本《朝日新闻》近期公布
的民调显示，反对修宪的民众
占５５％，较去年增加７个百分
点，赞成修宪的民众占３７％，减
少６个百分点。日本朝日电视台
本月２日和３日进行的民调显
示，日本选民在参议院选举投
票时，最重视的是养老金和社
会保障政策（３０％），其次是经
济政策（２９％），修宪问题仅居
第三位（１３％）。可见，民众对修
宪的关注度并不高。

包括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内
的日本政界普遍认为，日本国
民对是否需要修宪的认识尚不
足以发动修宪国民公投。安倍
本人也承认，自民党在此次选
举中并未呼吁修宪，此次胜利
并不意味着选民支持修宪。因
此，安倍接下来可能会着力煽
动国民的修宪意识。

不过，根据日本《东京新
闻》本月３日和４日开展的民调
显示，反对安倍政权修宪的比
例 达４０．５％ ，高 于 赞 成 的
２８．９％。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
的比例也高于赞成派。这与去
年安保法通过时期的民调结果
基本一致。这说明，就目前来
看，反对修改宪法的态度在日
本国民中仍占上风。

综合新华社消息

修宪势力获胜的危害显而
易见。此次选举后，修宪势力势
必加速推进修宪进程，如果安
倍发起修宪动议，就可在国会
获得通过，并进入全民公投环
节。如此一来，决定日本根基和
未来的和平宪法就有被改写的
可能，战后守护日本７０年的和

平宪法很可能将毁于一旦。
日本现行宪法以国家最高

法律形式承诺放弃战争、不保
有武力，这是日本战后回归国
际社会的前提，也是日本战后
奉行和平主义路线的法律基
石。７０年来，尽管日本右翼势
力多次蠢蠢欲动，试图改变国

家走向，但这部宪法及围绕其
建立的法律和政策体系，成为
阻遏日本国家右倾化的“定海
神针”。然而，此次修宪势力的
获胜给日本未来的国家走向蒙
上了厚重的阴影。

和平宪法自１９４７年施行
以来已根植于日本社会，代表

了广大日本国民的意志，修宪
图谋遭多数日本国民的质疑和
抗议。安倍上台后不承认侵略
战争历史、参拜靖国神社、解禁
集体自卫权、强行通过安保法
案等一系列右翼行径，已引起
国际社会高度警觉和担忧。祸
根已埋下：对日本来说，一旦失

去和平宪法保护，将很难避免
不会滑向战争的道路；对国际
社会而言，变回“可进行战争的
正常国家”的日本，是否会重蹈
战争发动者的覆辙，没人敢断
言。由此可见，修宪势力的胜
利，无论是当下还是长远，绝非
日本国家之幸。 据新华社

修修宪宪势势力力获获胜胜非非日日本本之之幸幸

从竞选到投票，
长达半个月之久的日
本第２４届参议院改选
１１日凌晨落幕。

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领导的修宪派在缄
口不谈修宪的情况
下，赢得可在国会提
出修宪动议的参议院
三分之二以上议席，
加之此前执政联盟自
民党和公明党已控制
众议院三分之二多
数，这意味着安倍启
动修改日本战后和平
宪法通路已经打开。

不过，因日本民
众的反对意见仍占上
风，加上修宪派存在
内部分歧，修宪仍面
临多重制约。

10日，在日本东京的一处计票站，工作人员在统计选票。 新华/美联

■日本修宪魔盒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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