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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改變主要條文。當平成年代走向終結時，日美同盟的軍事層面

比過去更為緊密，但1947年憲法會否修改，事實上仍無法肯定。
平成時代不是終結於天皇的逝世，而是他的退位，這在近代是

史無前例的。在皇室制度漫長的前近代時期，退位是十分普遍；約

超過半數的天皇選擇退位，而且通常是在相對年輕的時候。但在近

代史中，三位前任天皇（明治、大正、昭和）只有在其去世時才終結

統治。無論是明治時期與憲法一起頒佈的《皇室典範》，或是戰後憲

法下所採用的「新皇室典範」，文字上都假設天皇是終生職務，沒有

關於退位的條文。在這個背景下，明仁天皇宣佈他有意在2016年夏
天退位，實在令許多人訝異，雖然他身邊的顧問好幾年前已了解他

的心願。他在一個公開演講裏解釋，由於身體狀況惡化，他無法正

常執行許多公務。雖然只是政治象徵的活動而非實行主權，但其所

包涵範圍事實上相當廣泛。

執政黨並不滿意明仁天皇的聲明，也許因為害怕出現「國家和人

民團結」兩個符號共存的情況。經過自民黨內部、政府與宮內廳以及

國會裏一連串的爭論，政府在2017年3月通過一項法案，僅准許這一
次的退位，以後的退位需要未來再立法。2019年4月1日，政府宣佈
新繼任天皇的年號為「令和」。這個決定有兩點不尋常：首先，以前

二百四十七個天皇年號都是由中國經典裏選出複合字，反映出日本早

期文化以此作為基礎。但「令和」一詞則不同，出自日本古代詩歌集

《萬葉集》。其次，「令」這一字指早春月份，以前的年號從沒有用過。
4月30日舉行退位典禮後，平成時代正式結束。翌日，德仁太子成為
新天皇，他的妻子小和田雅子成為皇后，令和時代於是開始。在這

個年號下，安倍政權強調國家的光榮，也希望擺脫隨附著平成時代陰

冷而又衰落的敘事，當然，日本人民仍要面對存在的各種困難。

五、平成時代的總結
人們會怎樣總結平成年代，尤其是它最後的幾年？明仁統治的

開端碰上日本1990年代的「失落的十年」，到了2010年代初，它又適
時地被稱作「失落的二十年」。失落的形象源於揮之不去的經濟疲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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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貧富差距的擴大，還有出生率的下降和日本社會的急劇老齡

化。根據2015年的人口調查，約27%的人口是六十五歲或以上，政
府預估到2040年會增加至35%。但要化解這些令人困擾的趨勢需要
時間，失落的形象成為一個大敘事，它有自己的生命力，甚至遮蓋

了日本的堅韌性和穩定性，而這些正面力量其實是一直存在的。
2012年12月政權回到日本長期的執政黨手裏，其後日本政府和保守
派主流用盡方法要把大敘事變為正向，這種做法歌頌了成功的地

方，但相反地掩蓋了依然存續的問題。

安倍晉三2006年至2007年首次登上總理寶座，但這段時間是一
事無成，現在重拾舊江山，當然十分高興，因此設定新調子，宣言

「日本會再起」。安倍再起是沒有疑問，但出乎許多人意料之外的

是，他能留任到平成時代的結束。他的口號其實比三年後特朗普的

「令美國再次偉大」更早一些。2013年9月，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宣
佈日本將會在東京主辦2020年奧運會，為安倍更美好將來的承諾加
了一把勁。這也引發一個建築榮景。當日本社會的男女工作人口正

在萎縮時，它加劇了日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

官方的樂觀立場是建立在對日本過去及未來的正面評價上，但

並非人人都同意。2015年8月15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七十週
年，安倍首相及其國會支持者以至其他派系─尤其著名的是團體

「日本會議」，他們的立場是否認南京大屠殺、否認政府要負上招募

和囚禁韓國及其他地方女性於所謂慰安站的責任。「日本會議」號稱

全國有四萬會員，包括參議院裏約60%的議員（大部分是自民黨
員）。它的民族主義綱領包括修憲、反對日本向二次大戰時的殖民統

治和行為道歉。安倍無疑同意這個立場，也毫不隱諱希望擺脫日本

過去在大戰五十週年和六十週年的聲明，這些聲明試圖為戰時侵略

和殖民地化其鄰國的行為作較為明確的道歉。2014年末至2015年夏
天，中國和南韓政府、還有亞洲和西方的積極分子都顯得十分焦

慮，並多方批評，使得日本與其鄰國關係降至冰點。因此在日本投

降的週年活動，安倍要為其政府發表聲明時，他的實用主義戰勝其

民族主義，有效地躲閃了道歉問題。安倍把其前任1995年和2005年
聲明裏的四個關鍵字放進來─「痛切反省」、「深刻哀悼」、「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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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治」和「侵略」，希望能抑止海外的譴責。與此同時，安倍的行文

遣字卻反映出他的民族主義複雜情緒。他強調其前任的道歉，但卻

沒有用自己的語言表示歉意；他突出日本自1945年以來對世界的和
平立場，但企圖免除其後任者仍須繼續道歉。「我們不應該讓我們的

子子孫孫或更未來的一代背負謝罪的宿命，他們與戰爭毫無關係。」

在結論裏，安倍表示：「雖然如此，我們日本人應超越世代，認真面

對過去的歷史。」37

同年夏天出現另一個有關的爭議，日本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

請一些船塢、煉鐵廠、煤礦作為「世界遺產」，用這些地方紀念第一

個非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南韓政府揚言否決日本提案，因為日本

只聚焦在明治時代，沒有提及戰時從亞洲大陸送去日本工作的勞工

受遭受的不人道待遇。最後達成一個奇怪的妥協：日本承認中國和

韓國勞工在戰時被迫到這些地方工作。而怪異的原因在於，日本向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申請時，完全沒有提及數以千計的日本男女

工人所遭遇的嚴苛環境，包括那些自上述礦場和船塢成立後便參與

工作的囚犯勞工。

同年12月，日本與南韓就歷史問題的緊張情況達成協議，稱為
「慰安婦問題」的「最終」協議。日本政府會給予活著的慰安婦進一步

的補償，而南韓政府則中止對日本的官方批評，不再談及戰時和最

近有關這些女性的處理。日本的右派反對補償，因為這等於變相承

認國家負有道德責任。南韓的輿論亦譴責這個協議，因為它沒有明

確指出日本的法律責任。

雖然有這些批評，「歷史問題」的確安靜了好幾年，但到2018年
秋天，仇恨之火又再燃燒起來，因為南韓最高法院裁定日本一間大

型鋼鐵廠須賠償二次大戰時四名被強制勞動的韓國勞工。日本鋼鐵

廠和政府表示強烈不滿這裁決，理由是1965年兩國正常化協定已對
所有賠償問題作最終解決。但日本政府同樣發出更含糊的聲明，認

為戰時徵用韓國勞工不等於強制勞動，這顯然違背了其2015年解決
世界遺產爭端時所作的讓步協議。其後一年間，雙方的互相指責愈

演愈烈。南韓其他年老勞工也向法庭提出訴訟，要求賠償。安倍則

把糾紛延伸至貿易和國防領域，以作報復。他對出口南韓的化學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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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增加了一些找碴的新程序，因為它們有「國安疑慮」，而這些材料

只有日本才能生產，它們是南韓高科技廠商生產如屏幕等商品所必

須的。而南韓的回應則是中止與日本的協議，不再分享有關北韓的

軍事情報。歷史問題明顯仍是日本與其他國家關係長久以來的陰

影，尤其是與其亞洲鄰國。
2018年也是1868年明治維新的一百五十週年紀念，給予了日本

政府另一個機會慶祝其近代化的成就。這件盛事有點像1968年明治
維新百週年，卻不像1945年的七十週年，只引起世界一般關注。數
以百計的慶祝活動在日本全國舉行，與明治維新百週年一樣，他們

慶祝近代化的成功，但沒有提到一般百姓所付出的代價。與1968年
也有不一樣的地方，當時很多史學家認為日本近代史就是戰爭與帝

國，不會有值得慶祝的地方；但到一百五十週年紀念，這方面的爭

議很少。與其他國家人民一樣，日本的大部分民眾，如同他們的政

府，總喜歡回顧過去積極美好的一面。38

從2014年開始，安倍政府除了推動對歷史更正面的看法外，也
呼籲女性擴大她們在職場的參與，他的口號是「一個讓女性發光的社

會」。這個運動並非來自女權主義原則，安倍在下面的聲明說得十分

清楚：「有些人可能會感到泄氣，因為保守政治家安倍晉三正在推動

一個『讓女性發光的社會』，但我認為這不像過去的社會政策，而是

作為經濟政策的一個重要支柱。也許可以這樣說，婦女整體是一座

寶山，但她們的人力資源過去並沒有得到好好利用……我希望能讓

所有幹練的婦女盡快為推動日本前進出一分力。」39這很難不令人聯

想到戰前和戰爭期間的呼聲，要求婦女為「貢獻國家」而犧牲，作為

人力資源發揮最大作用，以建立一個強大的國民經濟。

在其後的幾年裏，婦女參與勞動力的比率繼續慢慢增加，主要

在不同工種擔任非正規職位。政府表面上促令私人企業提高女性在

管理階層的比例。到2017年，這數字稍有增加，但比例仍是普通的
10%。態度確實有某種程度改變，由1992年開始，一項定期的政府
調查會問到「是否應該由男性在外工作，女性負責家務」。反對男性

賺錢養家這模式的人士，由第一次民調時的40%升至2016年的
60%，而支持這個模式的百分比則相應降低。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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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稍有進步，但2018年夏天一宗醜聞卻反映出在高層中，

性別角色的保守看法仍是根深蒂固。日本其中一所最著名的私人醫

學院，被發現在過去十多年來一直有系統地限制女性入學比例在
30%內。每一年的決定性入學試中，負責招生的管理人員都偷偷扣
減所有女考生的分數。參與這種做法的人卻振振有詞，認為准許女

性接受醫學教育是一種浪費，女性畢業生通常都比男性更早退出職

業生涯。41在過去十年，全國入讀醫學院的女性完全沒有增加。再

進一步調查則發現其他地方都有同樣情況發生，因為男性通過醫科

考試的數字明顯高於女性。這事件反映出倡導婦女更大的參與，無

論是基於實際的經濟策略還是原則問題，仍要面對持續的挑戰。

除了具體呼籲女性幫助重振經濟，縱使其支持前後不一致，日

本政府在2013年還展開一連串稱為「安倍經濟學」的宏觀經濟政策。
這個計劃包括「三支箭」：財政刺激，批出大量預算給橋樑、隧道和

公路的建設；採取史無前例的積極貨幣政策，並行使負利率（稱為

「量化寬鬆」）；還有一套大而無當的新自由主義「結構性改革」，目的

是刺激投資及增強競爭，裏面包括降低企業稅、鬆綁企業規例、自

由化勞動市場及農業部門（過去自民黨一直有保護，安倍尤其明

顯）。「三支箭」的目的是推動國內生產總值成長，同時引發每年2%

的溫和通貨膨脹。

五年來的結果既不令人印象深刻，也沒有造成災難。通貨膨脹

沒有達成指標，意即消費者仍會延後購買，因為他們預估未來價格

會繼續下跌。雖然2015年至2017年經濟每年以接近 2%持續增長增
長，企業獲利上升更快，整體經濟成長仍然微弱。人口下降已成為

日本常態，外來移民有限，在這種情況下，平均個人所得增長與 

別的國家相比較，其實算是相對強勁。2017年到2019年的失業情況
與過去數年比較，仍處於最低水平，甚至每年2%的成長也創造相 

當多新工作崗位，建築及服務行業均出現嚴重人力短缺，例如長者

護理。42

一個回應的政策是稍為放寬外籍勞工限制。2018年12月，自民
黨在國會推動一項法案，為海外高技術、半技術及無技術工人各自

設立新的簽證類別。前者可以帶同家人，而且在最初五年簽證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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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可以無限續簽，其目標是在五年內帶來最多三萬四千五百名工

人。相比起勞工短缺情況或整體勞動人口，上述數字並不算多，同

時也不一定能夠達成。但新政策仍然重要，因為日本政府至今為止

仍倚賴女性和老人，並未把外國人看作勞動力來源。

雖然人力持續短缺，但實質工資沒有增長，甚至下降。為甚麼

勞工不足，企業賺錢，而平均工資卻沒有增加？其主要原因是縱使

有一個工會能替工人說話，正規工人要求的是工作保障，而不是工

資增加，同樣重要的是大部分新工作都屬低薪的非正規職位。可以

肯定的是，日本在面對低增長和通縮問題，與其他國家並無二致，

尤其是歐洲。甚至在美國，它的經濟成長步伐較快，但很多新工作

的薪水仍低，工資也停滯不前，甚至實質上是下降。
2016 年，新當選的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喜怒無常，

曾激烈批評日本的貿易行為，並認為在軍事同盟上，日本「坐順風

車」，佔盡便宜，安倍非常了解這點，他是美國所有盟邦的領導人中

最努力與特朗普建立密切個人友誼的一位，其著眼點是在經濟和軍

事議題。在2016年11月美國選舉後幾天內，安倍便訪問特朗普大
廈；他也是在特朗普就職後不久，第一批與其會面的外國領導人。

據說除了打了幾回合高爾夫球外，安倍是空手而回。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後，其首批作為之一便是要美國退出稱為「跨

太平洋夥伴」（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的貿易協定。太平洋兩
岸十二個國家已經為了這個複雜而廣泛的協定努力了接近十年的時

間，到2016年貿易談判代表終於達成協議，唯一剩下來就是等待各
國的行政和立法部門批准和簽署。日本政府簽署了協定，因為相信

日本經濟會受惠於一個更開放的貿易體制。而安倍一直努力克服國

內的反對，尤其來自農民方面。除了上述的傷痛外，特朗普在2018

年更給予安倍另一個羞辱，向日本的鋼鋁產品開徵關稅，但卻豁免

美國的其他盟友，無疑打了安倍一記耳光。後者的經濟衝擊是溫和

的，因為日本根本很少出口鋼產品到美國。但美國脫離TPP會給日
本帶來多少損失則更難估計，因為這協議從未生效。日本希望與其

他十一個國家達成一個修正版的TPP，然而縱使最後達成協議，沒
有美國的經濟參與，它的效應會非常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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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安倍治理下的日本尋求與特朗普總統建立密切關係，而且

它所面臨的經濟及社會挑戰與美國或歐洲類似，甚至可能更巨大，

日本在平成末年的政治世界並沒有經歷在美國冒升的民粹民族主

義。最有可能的解釋是日本本身只收納數量極少的「他者」—也就

是族性和種性明顯不同的移民，當政客為了攫取支持，尤其當主流

族群或種群成員生活不如意，「少數他者」通常成為政客操弄的目

標。這些住在日本相對少量的「外來者」在2010年代面臨愈來愈多煽
動仇恨的種族團體，包括「反對給與在日特權市民協會」（簡稱「在特

會」)，其中尤以韓國人為標的，他們的家庭其實已來了日本好幾個
世代。假如日本的少數族群人口更多一些，對排外民粹主義的反撲

可能更全面一些。除此之外，安倍本身的政治立場成為某種由上而

下的民族民粹主義，反而令自下而上或由體制外而來的民粹主義難

以著力。

與經濟政策及鼓勵女性走向新角色的努力一樣，日本的能源和

環境政策在平成年代末期顯得步伐雜亂，忽然前進，忽然後退。在
2011年3月的雙重打擊到臨時，日本有五十四座核能反應爐在運
作，它們提供全國30%的電力。當時執政的日本民主黨誓言要在四
十年內清除所有核能，並保證儘量使用再生能源以補救電力的缺

口。當自民黨在2012年末重掌政權，它希望重啟至少部分核電站，
一方面是經濟上的實用做法，另方面出於「綠色」理路思考，安全的

核能電力不會產生溫室氣體。自民黨有充分的理據關注日本逐漸增

加的碳足跡。3.11災難後，所有核能電廠都停止運作，這30%的電
力不足則由增加進口煤炭（25–31%）、天然氣（29–46%）以及石油（7–
11%） 來彌補，再加上上升了2%的再生能源（太陽、風、水力）。

雖然決意要將核能電力恢復到國家能源結構，但面對核能是否

安全的廣泛而持續的疑慮，日本政府在2013年建立嚴厲的新核電站
規範標準。直到2018年為止，只有五間核電站及九個反應爐合乎那
個成本高昂的新標準，可以恢復運作。另外五個反應爐雖通過規範

的難關，但由於地方反對，重開的前景並不明朗。十九個反應爐則

被封，準備退役。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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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政府公佈一個新的長期能源計劃，目標設定至2030

年。該計劃把國家能源結構分為四個大致相等的部分。核能仍是一

個重要來源，雖然作用會減弱，約佔整體能源供應的22%。再生能
源會提供24%，煤炭為26%，而液化天然氣（LNG）會提供27%。值
得注意的是，石油只佔整體能源1%。很多觀察家懷疑上述目標能否
達成，因為核能電力要達到上述水平，需要約三十座反應爐運作。44

民眾懷疑國家有沒有能力處理好環境問題，這並非新鮮事，也

不只限於核能議題。在2011年災難以前，這種疑慮最常見之於愈來
愈多人反對興建新水壩，或是要求拆毀舊水壩，因為它損害地方環

境，所得的好處則十分微薄。在極北地方，2007年開始整治北海道
的釧路川，要把它原來彎曲的河道恢復過來；在極南地方，工程師

要拆除熊本縣的荒瀨水壩。有些環保主義者認為日本這個建築國家

只不過用新方式為自己找事情做，但有些科學家則認為在上述地區

可以找到生態恢復的證據。不過興建水壩這種現代傳統仍到處繼

續，東京上游的大型八場水壩，經過半世紀的反對和延滯，終於在
2019年接近完成。45

＊ ＊ ＊

把平成年代的最後十年放進更大的世界史背景裏考察是重要

的，能讓全球趨勢與地方事件的關係更形清楚。由全球視野來看，

雷曼兄弟危機的震撼是三十年來對市場放鬆管制、過分崇拜的結

果。由1980年代開始，第十五章裏所談及的生產力政治嚴重腐蝕北
美、日本及部分歐洲與拉丁美洲地區。上述地區在1950至1970年代
都曾經讓工人可以有較高收入，從而成為經濟上積極、政治上有吸

引力的良性循環的一部分，該循環產生了消費需求，繼而促進企業

獲利並再投資，進一步推動薪水增加，重新刺激需求。但新自由體

系取代這種規範性的市場經濟，傾向注重投資者和僱主的利益，而

不是僱員和消費者。當這改變在全球出現時，日本剛好面臨一系列

特殊的社會趨勢：高齡化社會、人口萎縮，以及更缺乏保障的僱用

形式。雷曼危機的衝擊和緊接而來的雙重災難，與上述持續的趨勢

交錯，引發出其後數年間政治激進主義的崛起，領導者是那些常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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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批評為自我封閉或軟弱的年輕一代。但問題依然存在，2009年
抗議失去工作機會、2012年關注核能問題或2015年反對與美國更緊
密的軍事關係，究竟上述展現出來的政治能量能否持續？另一個可

能是，對權力愈來愈不信任將會導致冷漠和退縮。
21世紀第二個十年的尾聲，剛好碰上平成時代的結束，日本可

以說處身在全球後災難、後現代環境的前沿：迅速老齡化、經濟上

雖然有新工作但發展並不理想、全球暖化不斷衝擊。在這種環境

下，並非日本的所有經驗對世界而言都是消極的。日本經濟節能的

說法有一定道理。日本政府承諾要為應對氣候變遷付出更多，雖然

實行起來很多時候是半吊子，但這些努力仍比某些主要國家來得

大。犯罪率仍低，城市和鄉鎮都十分安全。公共交通工具十分有效

率，而且非常方便。城市的基礎建設投資仍蓬勃。貧富不均的情況

雖有增加，但比起其他地方不算嚴重。軍事開支上升，但在整體經

濟所佔百分比仍低。在2000年，日本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早使用公
共資源系統長期照顧老人的國家，到2019年仍是少數國家之一。無
可否認，人口正在老齡化，但可以引以為傲的是，日本是世界上最

長壽的國家。雖然不能毫無批判地接受日本政府在慶祝明治維新一

百五十週年時的正面論調，但可以想像，假如其他地方的人民能面

對與日本同樣的挑戰，他們應會感到高興。也許我們需要重新思考

的是，對一個國家、社會以至個人來說，甚麼才是成功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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