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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本科生课程大纲 C

课程名称 日本政治与外交

（Politics and Diplomacy of Japan）

课程代码 030303201363

课程属性 专业知识

（Professional knowledge course）

课时/学分 32/2

课程性质 选修

（Elective course）

实践学时

责任教师 管颖

（GUAN Ying）

课外学时

一、课程介绍（Course introduction）

1.课程描述（Course description）：
作为专业知识选修课程，本课程将以外交为重点向学生介绍从明治时代到今

天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包括近现代日本的外交框架、战后宪法体制下的日本政治

与外交、冷战结束后的日本政治与外交以及如何评价战后日本外交四个部分。

As an elective course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is course will focus on
diplomacy to introduce Japane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from Meiji era to today,
including the diplomatic framework of modern Japan, Japane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under the constitutional system after World War II, Japane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how to evaluate
Japanese diplomacy after World War II.

2.设计思路（Design ideas）：

大国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对象。中日同是世界大国，共处东亚地区。

由于近代历史的负面遗产，加上地缘政治原因，两国结构性矛盾突出，国民感情

和政治互信脆弱。中国的复兴与日本的国家“正常化”都是不可逆转的，两国关

系如何发展，攸关国民福祉与地区前途。中日关系“剪不断，理还乱”，复杂而

微妙。开设本课程，让学生们了解近代以来的日本政治外交的历史轨迹，增加对

日本的理性认识，十分必要。基于这样的考虑，课程在内容编排上，首先按照重

大历史节点对近代以来的日本政治外交进行划分，然后对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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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治外交进行具体介绍，重点是二战结束后的日本外交。在此基础上，结合国

内权威学者的研究成果，对日本外交传统与得失进行分析。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reat powers is an important research object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and Japan are world powers and coexist in East
Asia. Due to the negative heritage of modern history and geopolitical reasons,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prominent, and the
national feelings and political mutual trust are fragile. China's rejuvenation and
Japan's "normalization" are irreversible. How to develop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regio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re complicated and delicate,
which are "constantly cut, but still chaotic". It is necessary for students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Japan's politics and diplomacy since modern
times and increase their rational understanding of Japan. Based on this
consideration, the course's attribute arrangement firstly divides Japan's
political and diplomatic affairs according to major historical nodes, and then
Japanes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s introduced
concretely, with emphasis on Japanese diplomacy after World War II.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domestic authoritative scholars,
the tradition and gains and losses of Japanese diplomacy are analyzed.
3.课程与其他课程的关系（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course and other

courses）：

本课程着重介绍近代以来的日本外交，从历史学角度来看，是国际关系史和

国际政治史的组成部分。而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是国际关系学和

国际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国际关系史和国际政治史可以作为先修课程，而

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学可以作为并行课程，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日本外交。

This course focuses on Japan's diplomacy since modern tim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it i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is a branch of the disciplin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herefore,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n be used as
the prerequisite courses, while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n be used as a parallel course to help students better
understand Japanese diplo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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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Course objectives）

通过课程学习，学生将了解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历史轨迹，了解日本外交战

略和政策产生的内外背景、影响因素和动机目标，了解日本外交传统，从而更加

理性客观地认识日本，观察思考中日关系。

Through the course study,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track of
Japan's diplomacy since modern times, underst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background,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otivational goals of Japan's foreign
strategy and policy, and understand the tradition of Japan's diplomacy, so as to
know Japan more rationally and objectively and observe and think about
Sino-Japanese relations.

三、学习要求（Learning requirements）
1．日常关注一下有关日本外交动向和中日关系的时事报道，带着问题和思

考上课，踊跃提问，积极参与讨论互动。

2.选读两本自己感兴趣的参考书籍。

3、认真完成课后作业。

1. Pay close attention to current affairs reports on Japan's diplomatic
trend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ake questions and thoughts to class, ask
questions enthusiastically,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discussions and
interactions.

2. Choose two reference books that you are interested in.
3. Finish the homework carefully.

四、教学进度（Teaching progress）

序号
专题

或主题

计划

课时
主要内容概述

实验实践

内容

或课外练习等

1
帝国时代的

日本外交
4

1. 日本的地缘格局。

2. 近代日本的外交传统。

3. 外务省的主流外交。

4. 1920-1930 年代的外交

抉择。

5. 明治体制的缺陷。

6. 大陆国家与海洋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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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战后日本政

治制度的确

立——美军

占领时期的

日本外交

4

1. 日本战败与被占领。

2.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

3. 占领期的日本外交。

4. 围绕占领改革的交涉。

5. 美对日政策的转变。

6. 冷战下的日本安全问题。

7. 战后宪法的诞生。

3

独立国家的

初步实现—

—1950 年代

的日本外交

3

1. 旧金山媾和之路。

2. 吉田主义路线与美国。

3. 政党重组与“1955 年体

制”。

4. 修宪与护宪的抗争。

5. 鸠山内阁与扩大外交空

间的探索。

6. 岸内阁与战后外交体制

的确立。

4

经济大国的

外交原型—

—1960 年代

的日本外交

2

1. 战后宪法体制与日本。

2. 经济立国与国民收入倍

增计划。

3. 走向经济大国之路。

4. 日美推进“战略伙伴关

系”。

5. 战后处理问题。

5

探索独立的

国际协调—

—1970 年代

的日本外交

2

1. 日落西山的佐藤内阁。

2. 冷战缓和的日本外交。

3. 冷战再度紧张与外交政

策协调。

4. “一党优势”体制的削

弱。

6

“国际国家”

的使命与苦

恼——1980

年代的日本

外交

3

1. 中曾根内阁与新保守主

义。

2. 通向美日同盟的道路。

3. 日美关系的同盟与竞争。

4. 日本外交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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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冷战结束。

7

冷战结束后

外交体制的

转 型 — —

1990 年代的

日本外交

3

1. 冷战胜利者日本的失败。

2. 联合政权时代的政治变

革。

3. 后冷战外交的探索。

4. 危机和安保的时期。

5. “竞争性协调外交”时

代。

6. 东亚经济危机与日本。

8

动荡的 21 世

纪——9·11

后的日本外

交

3

1. 小泉—布什基轴。

2. 9•11 与反恐战争。

3. “有事法制”的建立。

4. 日本的亚洲外交。

9
如何评价战

后日本外交
4

1. 历史：近代日本的兴衰。

2. 战后日本的三条政治外

交路线。

3. 吉田路线成为主流——

1950 年代的保革对立。

4. 深化日美关系和扩大外

交空间——1960 年代的

日本外交。

5. 充满危机的 1970 年代—

—日本外交的磨炼。

6. 经济国家的巅峰——

1980 年代日本外交的苦

恼。

7. 冷战后的国际变化——

1990 年代日本外交的喜

与忧

8. 21 世纪日本的政治与外

交课题。

10
中日关系历

史回顾
4

1. 作为古代文明中心的中

国与日本。

2. 现代西方文明挑战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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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日本。

3. 冷战期的日中关系。

4. 后冷战时代的中日关系。

5. 中日关系前景分析。

五、参考教材与主要参考书（Reference textbooks and main reference books）

1、[日]五百旗头真主编，吴万红译：《日本外交史（1945—2005）》，世界知识出

版社 2007 年版；

2、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三联书店 2005 年版；

3、熊沛彪著：《日本外交史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

4、[日]大畑笃四郎著，梁云祥/颜子龙/李静阁译：《简明日本外交史》，世界

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

5、[美]彼得·J·卡赞斯坦著，[日]白石龙编，王星宇译：《东亚大局势——日

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中国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

6、申险峰著：《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3 年版；

7、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著：《21 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政策》，世界知识

出版社 2010 年版；

8、申险峰著：《外交的文化阐释·日本卷》，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2 年版；

9、[日]添谷芳秀著，李日成译：《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

构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10、[日]五十岚晓郎著，殷国梁/高伟译：《日本政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11、[美]纳吉塔著，贺雷译：《当代日本政治的思想基础》，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12、刘宗和主编：《日本政治发展与对外政策》，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版。

六、成绩评定（Achievement evaluation）

课程成绩由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构成。平时成绩由出勤、课堂讨论及表现、

定期测评等环节构成，占比 40%，期末考试成绩占 60%。

http://www.dangdang.com/publish/%C9%CC%CE%F1%D3%A1%CA%E9%B9%DD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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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rade of the course is composed of the usual grade and the final grade. The usual

grade is composed of attendance, class discussion and performance, regular evaluation and

other links, accounting for 40%, and the final examination score accounts for 60%.
（一）考核方式：论文（Assessment methods: paper）
（二）成绩综合评分体系（Comprehensive score system）：

成绩综合评分体系 比例%

1. 平时成绩（Usual grad） 40

2. 期末考试成绩（Final grade） 60

总计 100

七、学术诚信（Academic integrity）

学习成果不容造假，考试作弊、盗取他人学习成果、一份报告用于不同的课

程等均属造假行为。参考引用他人的观点、见解需注明出处。本课程学员如有发

现上述不良行为，将依照学校相关规定取消学习成绩。

Learning achievements can not be faked, cheating in exams, stealing other

people's learning achievements, and using a report for different courses are all

fraudulent behaviors. Reference to other people's views and opinions should

indicate the source. Students of this course will cancel their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of the school if they

find the above-mentioned bad behaviors.

八、大纲审核

教学院长： 院学术委员会签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