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冷战后日缅关系及日本对缅政策

毕世鸿

内容提要: 1988年 9月缅甸军政府上台之后, 日本于 1989 年 2 月对其予以

了承认, 由此成为西方阵营中最先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国家。日本希望通过与缅甸

军政府保持 /建设性接触0 的方式, 来促使缅甸逐步走向民主化进程。与欧美等

国的强硬做法相比较, 日本政府强调与缅甸军政府开展 / 对话0 的重要性。在处

理缅甸问题上, 日本的政策表现更为稳健、温和。日本还会继续对缅甸采取 /建

设性干预0 的政策, 并在指导缅甸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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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缅甸在陆上连接东亚、东南亚和南亚地区, 濒临印度洋, 战略位置非常

重要, 与日本的关系源远流长。二战期间, 缅甸在日本的协助之下脱离英国

殖民统治而独立建国, 尽管后来缅甸又反过来帮助英国击退日本。1941

年, 缅甸独立义勇军在日军协助下于泰国曼谷成立, 并与日军合作打击英

军。以昂山为首的缅甸独立义勇军的核心领导层 / 三十志士0 ( T hirty

Com rades)
¹
更是由日本间谍机构 /南机关0 ( M inam i Kikan) 在中国海南岛

组织训练。二战后特别是在缅甸独立之后, / 三十志士0 的成员掌握了缅甸

的军政大权。多数缅甸军方领导人, 不是接受过日本的军事训练, 就是留学

¹ 有关 / 三十志士0 的名单与事迹, 参见 [日本 ] 太田常藏: 5日本对缅甸军政史的研究6 ,

[日本] 吉川弘文馆 1967年版, 第 43页。

5当代亚太6 2010年第 1期, 第 120~ 130页。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2Pacif ic S tudies ( Bim on thly)

)120)



冷战后日缅关系及日本对缅政策研究 t  

日本并在日本军校就读。¹ 因此, 虽然日本战败, 但依然与缅军方领导层保

持着良好的关系。º 日本对缅甸的美丽富饶深有体会, 而且不少日军战死缅

甸, 日本国内存在着难以言表的缅甸情结。由于与缅甸精英保持长期的关

系, 日本对缅甸有着政策和感情上的双重情感。

二战后, 日本试图将缅甸作为其在东南亚地区扩充势力、发挥影响力

的平台。为此, 日本先后通过战争赔偿、贸易、直接投资以及政府开发援助

( ODA) 等渠道, 积极构建与缅甸的特殊关系。1954年 9月, 日本与缅甸签

订 5战争赔偿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6; 同年 11月, 双方签署和平条约; 同年

12月, 日本与缅甸正式建交。之后, 日本共向缅甸支付了 2亿美元的战争赔

偿以及总额为 4731 36亿日元的 /准赔偿0, 从而重建了与缅甸的政治与经济

关系。其后, 随着日本经济迅速崛起, 缅甸得到了日本大量的经济援助。从

缅甸独立到 1988年, 日本将其对外发展援助中的约一半提供给了缅甸。» 日

本成为冷战时期缅甸最大的援助与投资国¼。

关于日本和缅甸的关系, 学术界已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何跃在 5太平

洋战争中的缅甸问题6 中, 对太平洋战争前后缅甸民族主义者如何选择联日

反英的独立道路进行了深入的论述。½ 毕世鸿的 5从日本对缅甸 /袈裟革命0

的反应看日缅关系6, 对二战后日缅特殊关系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初步梳理。¾

莫大华在 5缅甸军政府之对外关系6 中认为, 日本对缅甸采取两手策略, 即

一方面呼应美国制裁缅甸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恢复对缅甸的援助和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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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shi Mikio 和 Furuoka Fumitaka 在 5日本的援助能否成为一个具有有效影

响力的工具: 以柬埔寨和缅甸为例6 中, 详细论述了 20世纪 90年代日本对

缅甸实施经济援助的态度及其作用。¹ 斋藤照子在 5日本在缅甸问题上的不

同做法6 中, 精辟地论述了日本对缅甸提供经济援助的前因后果。º 工藤年

博在 5缅甸和日本: 亲密的朋友如何变得疏远6 中认为, 由于日本对缅政策

摇摆不定, 导致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正在丧失其对缅甸问题的话语权。»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和缅甸的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

讨, 使笔者深受启发。为了能够阐明日本与缅甸关系以及日本对缅政策的发

展和变化, 本文拟在回顾冷战后日缅关系发展历程的基础上, 分析日本对缅政

策, 并对影响日缅关系的因素进行归纳, 最后就日本对缅政策的走向加以展望。

冷战后日缅关系的发展

1988年9月缅甸军政府上台之初, 日本先是表示希望其能以民主的方式解

决国内问题, 并表示承认该政府的条件是新政府必须是民主选举的。1989年 1

月, 日本政府决定暂停对缅经济援助。但在缅甸投资的 13家大型日本公司不

断游说政府, 希望维持与现政权的关系, 否则日本公司将会蒙受重大的损失,

丧失在缅甸的经济权益。同时, 在日本有许多曾到过缅甸的旧军人、官员、议

员及企业, 他们成为缅甸军政府的代言人, 也影响着日本的缅甸政策。1989年

2月, 日本承认了缅甸军政府, 并恢复部分经济援助。日本由此成为西方阵营

中最先承认缅甸军政府的国家。1990年5月, 日本外务省官员河野雅治为日本

的对缅政策辩解道: /我们能自动地将军事统治与镇压人权等而视之吗? 我不

确定缅甸违反人权的状况是否如同西方所报道的那样广泛, 因为缅甸尚未达到

民主阶段, 国家安全应是第一优先。0¼ 从中可看出日本对缅政策的一些端倪。

虽然日本一度追随美国对缅甸政府实施制裁, 但为了保持与缅甸的特殊

关系并维护日本在缅甸的既得利益, 其政策逐渐发生了转变。日本希望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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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缅甸军政府保持 /建设性接触0 的方式, 来促使缅甸逐步走向民主化进

程。¹ 它一方面呼应美国制裁缅甸的要求, 另一方面则恢复了对缅甸的投资

与援助, 对民间企业在缅甸的投资更是采取较为宽容的政策以继续保持与缅

甸政府的联系渠道。双边接触从未完全停止。而缅甸军政府在面临国内凋敝

的经济形势以及西方国家制裁的情况下, 也非常希望获得这个 /西方民主国

家0 的经济援助, 以缓解国内的经济问题和打开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缺口。º

自此, 缅甸与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学术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交

流与合作。另外, 日本还积极在美国和东盟之间发挥协调作用。例如, 1997

年 5月 30日, 东盟排除欧美的压力决定接纳缅甸加入该组织, 日本政府就

此表示, 不应把东盟决定接纳缅甸看作是对军政府的谅解。» 日本政府的这

一表态, 为缅甸顺利加入东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97年, 日本政府决定提升与缅甸的经济关系。缅甸贸易部长突木就此

表示, 如果缅甸能得到外界实质性的财务支持, 缅甸的经济成长会像火箭般

发展。¼ 1998年, 日本向缅甸提供 1100万美元的政府援助以及 1950万美元的

贷款以修复仰光机场, 并承建了一系列的工业项目。1999年 11月, 在马尼拉

召开的东盟与中、日、韩 / 10 + 30 领导人会议上, 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同缅甸

政府一号人物丹瑞举行了 /划时代0 的会谈。会后, 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随

即访问了缅甸。2000年, 日缅两国在经济、文化、卫生、禁毒等领域的合作不

断发展, 尤以日本通产大臣深谷隆司赴缅参加 5月初在仰光举行的东盟与中日

韩贸易部长会议最具象征意义 ) ) ) 这是自 1988年以来日本内阁成员的首次访

缅。½ 同年 6月, 缅甸首相钦纽率团参加了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的葬礼并拜会

了日本首相森喜朗等政要。2001年, 缅甸在日本的游说活动使日本答应斥资

2900万美元对缅甸的水电站进行修缮, 并免除缅甸 1000 多万美元的债务。

2002年, 尽管日本一方面以缅甸未能偿还已贷款项为由决定不再延长对缅的日

元贷款, 但另一方面却又恢复了对缅甸的 ODA, 并在年末宣布免除缅甸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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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日元的债务 (超过缅甸欠日本 4000亿日元债务总额的1/ 3)。¹

2003年, 缅甸军政府宣布软禁著名政治家昂山素季, 日本随后大幅度削减

对缅经援款项, 但这仅限于无息日元贷款以及技术训练, 人道主义紧急项目以及

促进缅甸民主化建设和经济制度改革的人力资源培训项目仍在继续。º 2005年,

日本虽然对缅甸的人权表示关注, 但是它仍然同意向缅甸提供 1120万美元的无

偿援助和 1470万美元的技术援助。据日本外务省统计 (表1) , 2007年日本对缅

ODA达3052万美元。经过多年的努力, 日本已成为缅甸最大的援助国和债权国。

除了对缅甸提供援助以外, 1988~ 2007年, 日本共向缅甸投资 2113亿美元, 名

列对缅投资国的第 12位。» 此外, 日本还是缅甸的第4大贸易伙伴。目前, /日

本制造0 在缅甸是产品质量和信誉的象征, 可见日本在缅甸民众中的良好口碑。

表 1 日本对缅甸 ODA 统计 (支出纯金额)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1969~ 2007年累计

政府贷款 - 151 84 - - - 01 19 - - 13101 74
无偿资金援助 301 03 181 52 81 41 61 65 131 35 111 68 13261 87

技术援助 351 21 241 56 181 41 191 03 171 48 181 84 3531 99

合  计 491 39 431 08 261 82 251 48 301 83 301 52 29911 60

  资料来源: 日本外务省: 5政府开发援助 ( ODA ) 数据 20086 , 2008 年, 第 102 页。

表 2  日本对缅甸贸易统计

(单位: 百万日元)

年份 1980 1990 1995 2000 2005 2006 2007

出口总额 49206 14479 14666 21037 10132 12071 20603

进口总额 - 17526 - 5999 - 8735 - 12875 - 22473 - 28609 - 34681

贸易收支 31680 8480 5931 8162 - 12341 - 16538 - 13978

进出口总额 66722 20478 23401 33912 32605 40680 55284

  资料来源: 日本关税协会: 5外国贸易概况6 , 1980 年 12 月、1990 年 12 月、1997 年

12 月、2002 年 12 月、2007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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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9月下旬, 在仰光爆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 日本摄影记者长井

健司在冲突中遇害。日本政府迫于国际国内舆论的压力, 表面上对缅政府提

出抗议, 并扬言要采取 /强制措施0 以响应欧美等国, 但实际上并没有追随

欧美等国对缅实施制裁, 甚至罕见地和西方盟友唱反调, 拒绝停止为缅甸提

供援助。由此可见, 日本政府不会因缅甸国内问题而割断与缅甸政府的联

系, 而是试图同缅甸保持特殊的伙伴关系。

日本对缅政策

从总体上看, 日本注重发展与东盟国家的经济政治关系, 主要是想借此扩

大日本在东南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影响, 但同时也有牵制中国崛起的长远战略

考虑。2001年9月, 日本政府成立了作为小泉纯一郎首相咨询机构的 /对外关

系调研小组0, 着手研究和制定 21世纪日本外交战略的基本框架。在日本政府

最高决策层的直接参与下, /对外关系调研小组0 经过一年多的研讨, 于 2002

年11月 28日向小泉首相提交了题为 521世纪日本外交的基本战略6 的报告。

该报告在论及日本对东盟国家的外交战略时, 明确宣称 /东盟是日本对华外交

上的盟友, 可能成为平衡中国的力量0。¹ 日本之所以开始强调东盟对中国的战

略平衡作用, 其直接原因在于近年来中国与东盟关系在经济、政治和安全领域

的全面发展给日本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刺激和多重压力, 使日本感到有必要

充分利用其在东南亚多年积累起来的经济政治影响。

在上述报告的框架内, 日本首先明确了对湄公河地区的政策。2006 年

11月 30日, 时任日本外长的麻生太郎在东京发表演说, 提出了要在亚欧大

陆的外沿建立所谓的 /自由与繁荣之弧0, 希望通过经济繁荣和民主主义实

现东盟各国的和平与幸福, 而湄公河地区则是其 /自由与繁荣之弧0 上的重

要一环, 特别是柬老越等国更成为其中的最前沿。º

2007年 1月, 日本政府公布了 5日本- 湄公河地区伙伴关系计划6, 其中

包括三个目标、三大支柱和三项新举措。三个目标为: 加强日本与柬老缅泰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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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国的伙伴关系; 实现柬老缅泰越五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确保柬老缅泰越五

国人民的生存、生活和尊严。三大支柱是: ( 1) 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及合作,

特别要促进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制度建设, 加强区域网络建设, 促

进东盟及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 ( 2) 扩大日本与柬老缅泰越五国的贸易与投

资, 促进 5投资保护协定6 和经济合作协定 ( EPA) 等法律框架的建设, 帮助

柬老缅泰越五国改善其贸易和投资环境, 推动经济特区、一村一品等领域的产

业合作; ( 3) 培育共同价值观, 合作处理地区性问题, 帮助柬老缅泰越五国培

育民主主义、法治等人类普世价值观, 消除贫困,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 保护环

境。三项新举措包括: 扩大对柬老缅泰越五国的 ODA, 并将柬埔寨、老挝和

越南列为今后 3年经济合作的重点对象国, 对柬老缅越四国提供 4000万美元的

援助; 与柬埔寨和老挝签署 5投资保护协定6; 召开日本- 湄公部长级会议。¹

日本将 /信任、发展、稳定0 作为实施其湄公河地区政策的核心, 计划对

柬老缅泰越五国提供一揽子援助合作。其中包括如下内容: ( 1) 信任: 将 2009

年定为 /日本- 湄公交流年0, 计划在 5年内邀请 1万名柬老缅泰越五国青年

访问日本, 实现日本- 湄公外长会议的定期化和机制化; ( 2) 发展: 将 ODA

与贸易和投资有机地结合起来开展合作, 按照 5日本- 湄公伙伴关系计划6 的

精神扩大针对柬老缅泰越五国的 ODA; ( 3) 稳定: 与柬老缅泰越五国通力合

作, 解决诸如传染病等各种跨境问题, 积极推动缅甸的民主化进程。º

作为实施日本对湄公河地区政策的重要环节, 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日

本政府认为, 缅甸位于中印两大国之间, 战略位置非常重要; 日本应与缅甸

保持长期友好关系, 应以促进缅民主化建设和市场经济建设为基础, 促进缅

甸社会稳定, 从而为东盟的稳定、繁荣和一体化做出贡献。但由于缅甸一直

处于欧美等国的国际制裁之下, 日本政府认为, 缅甸只有在政治上实现民主

化, 在经济上走向市场经济, 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 而这也将成为促进日

缅友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为此, 日本不断敦促缅甸政府改善各方面的

政策, 要求缅甸政府与联合国开展合作。2008年 5月, 缅甸军政府就新宪法

草案举行了全民公决投票, 并计划在 2010年举行大选。对此, 日本政府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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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外务省: 5日本- 湄公伙伴关系计划6 , 日本外务省网站, 2007年 1月。h ttp: / /

w ww1 mofa1 go1 jp/ m ofaj/ area/ j- clv/ pdfs/ mekong- pp1 pdf

[日本] 外务省: 5日本 - 湄公外长会议 (结果概要)6 , 日本外务省网站, 2008年 1 月 17

日。 http: / / w ww1 mofa1 go1 jp/ mofaj /area/ j- m ekong/ 0801- kg1 ht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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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包括昂山素季在内的缅甸所有政治派别能够参与缅甸民主化进程。¹

自2003年以来, 昂山素季一直处于受缅政府监视的软禁状态, 日本政府

原则上停止了对缅甸的新援助项目, 其对缅援助范围仅限于人道主义紧急项目

以及促进缅民主化建设和经济制度改革的人力资源培训项目。但与此同时, 日

本政府也在保持与缅甸良好的双边关系的基础上, 通过与缅甸领导人对话等形

式直接参与说服工作。例如, 日本政府于 2002年和 2003年先后派遣外长川口

顺子和前首相森喜朗访问缅甸, 与缅甸领导人丹瑞进行了会谈。2007年 12月,

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新加坡出席东亚领导人会议期间, 专门会晤了缅甸总理登

盛。2008年 1月, 日本与柬老缅泰越五国在东京联合召开了首次 /日本- 湄公

外长会议0。此次会议正是前述 5日本 ) 湄公伙伴关系计划6 的具体化。会议

期间, 日本外长高村正彦也对缅甸外长吴年温进行了说服工作。º

综上所述, 与欧美国家对缅实施制裁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当缅甸军

政府于 2007年 8月武力镇压民众的示威游行且导致日本公民丧生时, 日本

政府仅以外交辞令表达出低烈度的谴责与关注, 并未采取强硬的对抗性行

动。日本一般不会因为受援国在人权、民主方面的不足而中止援助, 而仅仅

只是传达日本期望其应该关注本国的人权和民主状况, 希望受援国政府予以

考虑, 否则将改变援助方针。» 对此, 日本外务省一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强调, /日本既不走强烈谴责缅甸军政府的欧美路线, 也不走通过增加援

助来加强与缅甸军政府关系的中国路线, 而是采取中间路线, 希望在国际社

会中发挥能将双方意见结合起来的作用。0¼ 由此可见, 日本政府在欧美的人

权外交和亚洲各国的不干涉主义之间所采取的外交姿态, 是名副其实的 /折衷

主义0。与欧美等国的强硬做法相比较, 日本政府强调与缅甸军政府开展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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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丸山市郎: 5日本的对缅甸外交6 , 载 [日本] 5IDE- JE TRO 世界趋势6 2008年第

8期 (总第 155期) , 第 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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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0 的重要性。在处理缅甸问题上, 日本的政策表现得更稳健、更温和。¹

日缅关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 缅甸民主化问题

由于日本近年来缩小援缅规模, 加之缅甸军政府领导人新老交替, 日本

对缅甸的影响力逐渐下降。尽管日本在缅甸有较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 但日

本在重大问题上仍与美国基本保持一致。如日本政府一直强烈要求缅甸政府

立即释放昂山素季, 并敦促缅甸朝野对话和实现民族和解。对此, 缅甸政府

仅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理解缅甸军人政权主导的民主化进程。2006年 9月, 日

本在联合国安理会赞成讨论缅甸问题。缅甸官方报纸对此提出了批评, 称

/二战中日军占领缅甸, 实施了残酷统治。如今日本非但没有伸出援助之手,

反而采取了向大国靠拢的立场0。这一反应凸显了缅甸军政府开始同日本保

持距离, 甚至有意识地疏远日本。º

(二) 日本对缅直接投资规模小

缅甸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日本有巨大的吸引力, 日本企业虽受制裁法限

制, 尚未在缅甸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合作项目, 但他们对缅甸经济情况的熟悉

程度是很多国家和组织所无法比拟的。日本经济界对政府跟从美国的对缅政

策颇有微词, 从未间断过寻找进入缅甸的渠道。虽然缅甸的投资前景看好,

但日本投资数额还很小, 缅方对日本投资规模小的问题也颇有怨言。根据

5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框架协议6 的规定, 双方将争取在 2012年之

前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建成自由贸易区。日本今后将增加对缅甸的投资, 不

仅对投资缅甸的工业感兴趣, 而且对投资缅甸能源、渔业也感兴趣。» 日本

甚至准备将在中国沿海地区的成衣厂搬迁至劳动力价格更便宜的缅甸。但要

大幅度扩大日本对缅投资, 尚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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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中缅关系对日缅关系的影响

缅甸军政府上台之后, 中国在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 奉行不

干涉缅甸内政、积极与缅甸发展经贸关系的政策。中国的支持极大地缓解了

缅甸的政治经济困境, 从而有助于军政府化解统治危机、维持统治地位。对

此, 缅甸军政府亦投桃报李, 将巩固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作为其对外关系的

基石, 中国成为缅甸外交中居首要地位的国家。对于中缅关系的日趋密切,

日本的关心程度不亚于缅甸的其他邻国, 因为日本担心中缅亲近会威胁到自

己的安全。在日本看来, 中国军事影响力向印度洋的延伸, 将会直接威胁到

日本所依赖的从波斯湾和印度洋经东南亚到太平洋的商品及能源海运生命

线。从长远的战略观点看, 同中国争夺缅甸的外交主导权和丰富资源, 对日

本维护海上生命线具有重要意义。¹ 日本不愿失去缅甸这一战略要地, 更不

希望看到缅甸成为中国事实上的附庸, 而让自己处于战略劣势。

结语

为了维持在东南亚地区特别是缅甸的传统影响力, 保持日本在东南亚地区

的主导地位, 防止中国势力的渗透, 日本不得不对缅甸实施怀柔政策。因此,

日本和欧美保持一定的距离, 和缅甸军政府来往密切, 并试图用胡萝卜而非大

棒政策来诱导仰光政府与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º 日本一直是缅甸最大的外援

国和债权国, 也经常利用这两种工具阻止缅甸过于偏向中国。日本为抵消中国

对东南亚的影响, 一直散布 /中国南下威胁论0。特别是面对综合国力的差距

越拉越大的现实, 缅甸益发恐惧和担心中国有朝一日会势力 /南下0。» 换言

之, 日本不希望中国的势力透过缅甸而达到印度洋。基于这种战略考量, 日本

对缅甸军政府2007年 9月镇压游行示威的行动, 并未过多指责。这也从侧面

反映了中日关系发展中的竞争日益加剧, 表现了日本对中国崛起的担忧。

事实上, 日本使用经济援助的影响力明显优于欧美各国的外交及政治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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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日本的压力被广泛地认为是影响军政府改变其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

1988年, 在日本等国的成功说服之下, 缅甸军政府陆续采取了一些经济改革

措施, 包括首次出台 5外国投资法6。日本今后对缅政策的思路将会是: 以

经济援助为诱饵, 促使缅甸朝野对话和民族和解, 协助缅甸向市场经济体制

过渡, 同时继续关注缅甸的人权状况。当缅甸人民解决温饱问题之后, 他们

自然会要求军政府进行更多的改革、下放更多的权力。届时, 缅甸才有可能

成为日本所希望的民主国家。今后, 日本还会继续对缅甸采取 / 建设性干

预0 的政策, 并在指导缅甸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同样, 缅甸军政府对日本也非常看重, 缅甸人在感情上对日本人并不反

感。在缅甸人看来, 二战期间毕竟是日本人应缅甸人的邀请, 帮助缅甸打败

了英国, 让缅甸人看到了亚洲人可以战胜西方人的实例, 第一次同意缅甸独

立 (尽管是名义上的)。缅甸军政府上台以来, 日本是西方国家中对缅政策

最为宽松的, 甚至曾反对美国将缅甸问题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缅甸军

政府也把日本视为打破西方外交封锁的一个重要突破口。此外, 日本对缅甸

的经济援助 (含贷款) 始终居世界之首。对于日本希望与缅甸进一步发展关

系的意图, 缅甸军政府自然是心知肚明。这使得缅甸的国际环境得到很大改

善, 且获取不少实利, 承受西方压力的筹码增加, 也有助于缅甸缓解经济困

境。因此, 缅甸军政府极力利用一切渠道和机会向日本示好, 以寻求日本政府

对其政权的支持。外部环境的相对改善将会使缅甸对华依赖程度相对降低, 也

为军政府内部本就存在的质疑缅甸对华友好政策的势力提供了活动空间。¹

日本的最终目的在于: 努力使缅甸成为在日本主导之下、通过接受经济

援助而逐渐走向市场经济和实现民主化社会的样板国家, 从而为日本在东南

亚地区确立主导地位、实现政治大国目标奠定基础。为此, 日本试图继续通

过经济技术援助、政策交流与对话、人力资源开发、贸易合作和直接投资等

多种渠道, 影响缅甸的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制度改革方向。缅甸正成为日本迈

向政治大国的一块 /试金石0。维持特殊的日缅关系, 扩大日本在缅甸的影

响力, 这是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需要, 同时也是充满竞争的艰难旅程。

密切关注日本对缅政策的新变化以及其中所蕴藏的战略目的, 对于正确判断

21世纪日本的对外关系发展动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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