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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 世纪 40 年代签订的 《开罗宣言》 对包括中国在内的饱受日本侵略苦难的国家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文件肯定了台湾和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作为主推动者之一的美国却
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随意打破战后新秩序，与日本单方面媾和损害中国的利益。本文基于美国对《开罗宣言》的
态度转变，分析了其主要原因；
指出在当下中日海岛争议冲突不断的背景下，凸显《开罗宣言》的历史意义，解读与运
用作为思想志向的《开罗宣言》是扭转美国对中、日现实解释及态度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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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罗宣言》 前后美国对中、日态度的变化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日本投降书》、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确定了美国的开罗设想
（一）
1943 年 11 月，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重大转折时，中英美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会晤，并在 26 日对
《开罗宣言》的内容达成了共识。但基于各种原因①，直到 1943 年 12 月 1 日才公开发表对日作战宣言，即我
们所称的《开罗宣言》。[1]69《开罗宣言》明确了日本无条件投降，归还中国领土和其所占包括中国的所有国家
的岛屿，恢复朝鲜的独立等内容。[2]此份公告推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战后处置日本问题的主要
法律依据之一。
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胜利，苏英美三国首脑在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期间发表对日最后通牒式公
告，
即《中美英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简称《波茨坦公告》
）。中国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是公告发表前
[3]
征得了中国的同意。 《波茨坦公告》的第八条规定了日本的领土范围，进一步明确了日本主权的限制，肯定
了之前《开罗宣言》的效力。
在《波茨坦公告》发表不到一个月之后，
日本即宣布投降，并于 1945 年 9 月 2 日签署了《日本无条件投降
书》，
至此，
表明日本已明确认同并会切实履行《波茨坦公告》。
《开罗宣言》、
《波茨坦公告》、
《日本投降书》、
《日本无条件投降书》这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法律文件，不仅展
现了“文本”上的内容，更可以看出美国对构建远东地区战后新秩序的设想，即仍然坚持肯定中国的重要作
用且遏制日本的发展，
并求得对日作战的全面胜利。
（二）
《旧金山和约》是美国与日本单独片面的媾和
然而，在美国的牵头下，包括日本在内的 49 个国家②于 1951 年在美国旧金山签订了《旧金山和约》③，中
国并没有参与④。该和约关于领土问题作了如下表述：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群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
要求。[4]不再强调此前《开罗宣言》中必须归还中国的要求。[2]《旧金山和约》被认为是美国单独对日的媾和，
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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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违背了《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5-6]中国政府对此从一开始就反对，不予承认。同年 9 月 18 日，时任我
国外长的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表示明确不接受，强调了其非法性，无效性。[7]而需要指出的是该和约规定北
纬 29 度以南的西南诸岛等交由联合国托管，并没有把钓鱼岛包括在内。[8]但是在后来发布的第 68 号令和第
27 号令⑤，扩大到将中国领土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列为其托管范围，[9]进一步破坏了《波茨坦公告》等文件的
规定。从战后的这一系列行动可以看出美国对中、日的态度正在逐渐发生变化。1971 年美日签署了《关于琉
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其内容之一就是将钓鱼岛划入琉球群岛管辖区，让日本享有施政权。[8]114[10-11]至
《波茨坦公告》等系列法律文件所确定的事宜，被美国后续
此，基于对日作战的反法西斯共识的《开罗宣言》、
单方面所主导的《旧金山和约》等法律文件篡改，赤裸裸地呈现出美国态度和立场的改变。而这些改变完成
的时间之短、
影响之深远，令人震惊，值得我们重视和思考。

二、美国态度变化原因分析
美国前后态度的变化显而易见，从国家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⑥是国际合作与战争冲突的根源所
在，共同的利益是各国相互合作的基础，而利益的相悖则可能引起战争或冲突⑦。纵观如此短期之内的态度
改变，国家利益的需要应是引起美国前后态度大转变的根本因素，[12]本文以此作为一条总线索，在具体的历
史环境中剖析不同时期、
不同局势下美国对待中国和日本的态度变化。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在中国的博弈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日在远东地区继续进行着激烈的竞争。美国企图遏制日本在远东地区的势
力，以求实现美国为主的列强共管。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华盛顿体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日本独霸
中国的野心，但是由于体系本身的不稳定性以及日本不甘心束缚于该体系，日本在战后不断采取行动扩大
其在东亚地区的势力。[13]
1931 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数月之内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就美国立场来说，日本的行为严重损害了
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和现有秩序。随着日本侵略范围的扩大，美国政府于 1932 年 1 月向日本政府递交了
被称为“不承认主义”
的照会，表明美国的基本立场。[14]虽然美国采取了“不承认”的态度，但是并未采取实质
性的行动与措施。究其原因，当时美国国内孤立主义主导着社会的舆论，同时也影响着外交政策，另外美国
此时还在经历资本主义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当务之急是解决国内矛盾和社会问题。[15-17]这种态度一定程度
上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
日本于 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盛顿体系被打破。[18-19]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随后发表了《关于
国际政策基本原则》的声明，要求和平和自我克制，不使用武力和不干涉他国内政。[20]美国有以上看法，是想
维持与日本的既有关系，一战中大发战争财的时机让美国行动受限于此，毕竟对日贸易在美国出口中占有
相当大的比重，美国不想危及贸易出口。[21]20 很多后来者批判英美等国家坚持绥靖政策而导致二战的战火愈
烧愈旺，但若以当事者时代来看美国的此种政策，这种政策完全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22-25]
（二）美国对华进行援助与扶植以共同抗日
20 世纪 40 年代，世界形势与亚洲局势进一步发生变化，此时的日本已经充分暴露出其霸占东亚的野
心，严重威胁到美国在此地的利益，美国也认识到一味地采取妥协的态度是行不通的，转而开始走上联合中
国和英国共同抗日的道路。[26]从 1940 年 7 月开始，罗斯福政府开始对日出口实行发放许可证制度，以此对日
本施加压力。[27]美国在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北部后又把所有废钢铁纳入到出口许可证清单中，沉重打击了日
本。[28]随后美宣布对日全面禁运石油。在对华政策方面也有了明显的改变，强调共同行动，把中国视为大国和
盟国，为战后新秩序建构做准备。[21]21 中国作为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和主要力量，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极合适
的合作伙伴，其共同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一方面可以利用中国的军事潜力和地缘优势牵制日本的力量，另一
方面美国开始谋划战后东亚新秩序的建立，[29]1 罗斯福把中国当做亚洲的主要支柱，[30]88 [31]506-507,714 对当时的蒋
介石政府还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在战后可以扶植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以维护其在东亚的利益，实现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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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主战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 1941 年 12 月到 1942 年 1 月，美国和英国为协调在反法西斯战争的行动及
加强两国的合作，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最高级会议，在代号为阿卡迪亚的会议上，罗斯福推举蒋介石为中
国、泰国和印度支那的盟军最高指挥官。[29]47[31]473-474,555-5561941 年 12 月 31 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建立中
国战区，
并委以其设立最高统师部重任。[32]表现出对蒋介石政府极大的信任。
从 1942 年开始，美国更是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援助和扶植，以求按照自己
的意愿建立东亚新秩序。[31]476-477[33] 1943 年通过《开罗宣言》的公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
以美国为
主导的开罗设想，而此设想正是建立在美国认为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日本不可能成为东亚大国以及对蒋介
石政府的信任基础上。[21]21-22[34]
（三）开罗设想的破灭促使美国转变政策
然而随着蒋介石政府独裁统治越来越腐败以及在国内战争中不断败北，使得美国的开罗设想渐渐破
灭。[21]23 与此同时内战期间共产党逐渐崭露头角，步步击退国民党，[35]显然，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统治的中国
完全不符合美国当初的设想，况且与美国的头号敌国苏联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⑧，意识形态的差别与利益
的相悖使得美国认识到开罗设想不可能实现，企图通过中国来主导东亚新秩序的美梦完全被打碎，美国不
得不另辟蹊径。[30]93-96
而此时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是，从 1942 年便开始制定对日本占领政策的基本文件，最终形成了一份题为
《日本失败后美国关于日本初期方针的要点》的文件，阐明对日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使日本不再成为世界的威
胁及让日本拥有一个尊重他国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政府。[36] [37]14 但是战争的进程超出了美国的预料，日本没进
行本土决战就投降了。苏联军队的缺失，
使美国对日本和远东产生了新的野心。[37]14
对蒋介石政府的彻底失望[37]17[38]132 和意识到可以不用和苏联共同分享对日本的占领实权而通过独占日本来
主导远东局势[39]使美国开始由打击限制日本转变为控制利用日本。1945 年 9 月，
美国白宫公开发布的《初期对
日政策》与先前的《日本失败后美国关于日本初期方针的要点》已经有很大的不同。尤其是《初期对日政策》的终
极目标变为日本首先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
并强调新的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支持美国的目标。[37]14-15 对比《日
本失败后美国关于日本初期方针的要点》的最终目标，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将其国家利益作为对日政策的最
高目标，
甚至置于世界和平与安全的目标之上。
在中国内战结束后共产党取得国内政权以及冷战开始的局势下，美国不得不进一步加速扶持日本，以
维护其在东亚的地位。[38]133 美国将日本的经济复兴列为美国重点工作，除帮助解决日本内政的诸多问题外⑨，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把日本建设成为美国的盟友，替代中国的美国盟友位置。[37]18 美国从此开始在亚洲和日
本勾结以实现其霸权主义的战略目标，在 1951 年和日本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此后通过琉球列岛美国民
政府发布第 68 号令和第 27 号令，以及 1971 年签署《关于琉球诸岛及大东诸岛的协定》，不断对中国领土问
题进行干涉，
这些法律文件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

三、利益说下的《开罗宣言》 的解读困境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基于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以《开罗宣言》等文件为基础的开罗设想
已被抛弃，但中国作为《开罗宣言》等文件的签属国，并没有放弃《开罗宣言》，并且不断重申《开罗宣言》的法
律效力。[1][40-44]但问题是美国等国通过否定《开罗宣言》等文件，重新基于《旧金山和约》等构建了新的东亚秩
序，
而此种秩序并没有得到中国的认可，
虽然中国处于这种秩序之中，但在积极谋求变革。无法否认，这种秩
序与国家现实需要，即国家现实利益需要有关。在这种利益争夺的解释语境之下，包括在基于实证主义法学
的国际法（特别是当代条约法）解读之下，我们能做的就是基于上述法律文件，不断地重复其法律效力，不断
地说服和宣传，以求立场的正当性⑩。但现实窘境之下，压力颇大：钓鱼岛虽然在中国海警的巡航范围之内，
但岛屿仍处于日本的实际控制之下；
琉球问题长久以来也是缘于理想与现实的“鸿沟”。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
国民间存有一种认识，
即中国国力强大了，
钓鱼岛又存在极大的利益，才开始主张钓鱼岛。此种源于“利益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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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认识，从逻辑推演来说并不失一种可接受的看法，虽然此种说法的正确性很值得商榷。因此，在对内说
服之时，简单易解且不失正当的解读显得尤为重要，即我们需要一种能简单说明《开罗宣言》正当性的解释。
而如果我们仍然坚持实证主义解释路径的话，那么永远跳不出政府—利益—法律的解释方法，只是在不断
寻找证据、不断主张和争论，让普通民众更为困惑与无奈。除民间的困惑外，日本学者也指责中国是因为潜
[45]
輥
輯
在的油气资源利益需要，
才挑起钓鱼岛争端，
进而对钓鱼岛主张主权，否定《旧金山和约》效力訛
。当然，实际

上日本对于石油的需要远大于中国，从此角度来讲，这也可以解释为日本基于现实利益的需求才最终挑起
[46]
钓鱼岛争端，
进而主张《旧金山和约》，否认《开罗宣言》的存在。可见，利益说下的《开罗宣言》存在极大的接
受困境。

四、法律效力视野下的《开罗宣言》 解读困境
在《联合国宪章》序言部分中，明确要求“创造适当环境，俾克维持正义，尊重由条约与国际法其他渊源
而起之义务”
。所谓
“国际法上的条约”
，
就是在国际法约束下涉及至少两个国际法主体相互间的并对彼此有
约束力的有关国际关系及其变更或者消灭的合意的意思表示。条约因此可能具备双边或者多边性质。[47]条约
国际协定、
协约、总文件、宪章到规约、宣言和盟约。[48]从法律性质来讲，
《开罗宣
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从公约、
言》毫无疑问可被认定为国际法的组成部分。但从日本方面来看，其认定《旧金山和约》也具有国际法效力。
《开罗宣言》和《旧金山和约》在规制对象上有重复，同时《旧金山和约》属于后约，一般会认为其更有效力，但
最大的疑问是《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没有中国参加，而其中又明确涉及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中国坚持主张
认定《旧金山和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
《开罗宣言》的效力是否有效，是否优于《旧金山和约》的效力则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换言之，涉及作为国际法最重要渊源的条约是否有效的问题。在 1926 年的 Certain
German Interest in Polish Upper Silesia 案判决中，
常设国际法院指出，
“条约只能在其缔约方之间创设法律”
。[49]
关于此案的影响，对于中国与日本都是好消息，当然各自的解读角度不一样。根据上世纪英国国际法学家 H.
劳特派特所阐述的为国际法学普遍接受的权威解释，即凡载有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代表国家达成的协议
并且订明有确切行为准则的国际宣言，
都被公认为对各该国具有法律拘束力。[50] 从此分析来看，
《开罗宣言》
[51]
具有法律拘束力，而在日本看来，
《旧金山和约》也有法律拘束力。同时，
“北海大陆架”案 明确解释，没有签
署和批准某个相关条约的各方不受条约规定的约束，所以中国是不受《旧金山条约》约束的。对于《开罗宣
言》而言，包括美日中在内的各相关方都受其约束，而《旧金山条约》对中国并没有法律效力。从本质上讲，
《开罗宣言》和其它国际条约一样属于合同，
同意与遵守是其核心要素。[52] 在利益驱动下，美国可以转而否定
《开罗宣言》的效力，但问题是本质上属于合同的《开罗宣言》是否可以根据美日利益方的需要而随时被否
定，
否定合同效力的不利后果又应由谁承担。基于现实利益下的《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显得那么有力而又
那么无力。除了利益博弈之下的国际法分析之外，是否还有其它的解读可能？
《开罗宣言》不仅仅是一份简单
的合同，更是对二战反法西斯战争形成的一种同意与共识，是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为代价形成的新的国际秩
序与体系。

五、作为思想志向的《开罗宣言》
有理论认为，国际法产生于各国基于对他国利益及国家间权力分配的认知，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
行为。[53] 从广义上讲，
国际法的历史与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一样久远，它始自近东地区那些最初的和平条
约。[54] 那么什么是国际法，是不是从利益说出发，在共同利益下愿意遵守的协定；倘若没有了共同利益，就无
需再遵守协定？一个可能的结果就是部分国家遵守，部分国家不遵守，演变成国家实力的争斗与较量。当事
方是基于利益需要的遵守与不遵守，
而其他相关方，则可能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选择认同或不认同。国际法
的一大问题就是执行机制，对于国内法来说，法律被视为规则体系以及背后的组织权力和执行机制。[55]148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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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之间的条约、协定等执行靠的是不同国家实力的博弈与理性选择下的推动。《开罗宣言》则是这种背景之
下最明显的例子，中国的处境是虽身持正义，但实力相比处于劣势，以牺牲众多生命为代价的二战后形成的
国际秩序受到了《旧金山和约》形成的新体系的挑战。
从实力论来讲，在不同国家综合实力较量对比下，中国并没有绝对优势去全力推动《开罗宣言》的全面
履行，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就有人不断质疑《开罗宣言》的法律效力，进而有了从利益论角度解读中国对
《开罗宣言》的坚定立场：有利益好处则支持，无利益好处则放弃或反对。这种利益论视角下的解读实际上是
对中国立场的误读。一般理论认为法律与国家有着密切关联，法律与政府不可分离。[56]实际上，若我们回到历
史的最前端，认真考察法律的话，法律是可以超越政府范围的，甚至是与世俗秩序没有任何直联关联的方式
存在：伊斯兰教法律中存有“穆夫提”和法学家代表国家控制之外的一系列文本性权威，与其说伊斯兰教法
律是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不如说是拥有一种超越了当时苏丹政治权威的知识权威。[55]152-153 而在印度，具有复
杂和精细哲学内涵的一套法律文本（即“达摩”
）再一次在没有中央政府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发展，直到殖民统
治下的一种新政府形式的建议才导致这些文本翻译和转化为一套被法官所适用的法律。[57] 这印证了一种情
况的存在，即在没有存在集权化的政治权力去执行这些规则。[55]158 这就说明了在没有施加一般性命令下暴力
的可能性。我们应认识到和平源于正义，但没有共同的手段来确保这样的和平。[55]158
《开罗宣言》的内容是针对日本的法西斯侵略，而作为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
—中国，为了打败日本对
輰
輥
中国的侵略，付出了的沉重代价。1947 年 5 月惟一一份公开的报告表时了我国遭受的损失訛
，具体见表 1。

表 １ 中国在抗战中的损失统计
经济损失

金额

人员损失

人数

财产直接损失

３１３ 亿美元

军人作战受伤

３２２．７９２６ 万人

间接财产损失

２０４ 亿美元

军人因病死亡

４２．２４７９ 万人

军费损失

４１．６ 亿美元

平民伤亡

９１３．４５６９ 万人

总计

１２７８．４９７４ 万人

总

计

５５８．６ 亿美元

而这些代价的付出，也让中国反抗日本侵略达成了共识，形成了唯一的追求正义的和平思想，并在战争
胜利后为反法西斯人民所坚持。《开罗宣言》公布时，战争仍在继续，其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思想志向，一种
在今后几百年都不会有任何改变的志向，即反抗二战中法西斯的侵略，实现世界的和平和正义。关于这一
点，不管是谁，无论是签订的当时还是复杂的当下，以及遥远的将来，这一思想志向都是不会变的。
从实证主义法学来看，因为法律是君主或当权者颁布或制定，而《开罗宣言》也可以视为中美英三国制
訛
輱
輥
定的 ，因此是不是法律，有没有效力也是几国政府首脑决定的。这些国家可以基于其自身利益需要随时改
变，进而形成诸如《旧金山和约》这样的后续条约。主张法律是一种治理工具，这只看到法律可以如何被使
用，而没有看到它是什么。在当代，我们事实上确实没有能够给法律的象征性、富有表现力和志向力量应有
的重视。[55]173
在当今中日两国相互斗争的情境之下，特别是域外大国作为日本的后盾，基于其利益等需要，以各种方
式支持日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方面的遏制与竞争，希望从中“渔翁得利”。日本借此在右派
輲
輥
领导人的带领之下，基于需要不断改变战后秩序訛
。而其中最主要的行动之一则是否定《开罗宣言》等奠定二
輳
輥
战之后正当秩序法律文件的效力訛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强调全面理解《开罗宣言》是
非常必要的。如果我们过于强调功能、
工具性维度、
效用属性，而忽视其它属性，那么就无法正确对待我们自

己的法律观念并意识到它的复杂性和力量。[55]173
在国际法上，基于“和平与正义”的思想志向的《开罗宣言》不会随着几个国家的利益或几十年的改变而
不断改变，在未来仍将不会改变。这样的认识，应成为我们应有的态度。
从落实《开罗宣言》的法律思想志向而言，需要我们对于这样的思想志向予以足够的重视，让每一个人

12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Humanities Science）

第 32 卷

知道其核心内涵，用各种形式纪念、表达、重申其思想志向，以期在未来若干年后，作为人类和平共识的《开
罗宣言》不再会因为个别国家的利益所需而被随意否定。就算他国否定，但作为组成国家的人，特别是中国
人不否定，
《开罗宣言》的效力就会一直存在，难以被篡改或毁灭。因此，对于《开罗宣言》来说，只问其对错，
不问其利弊是我们当下一代人应完成的主要任务。
注释：
①一种说法是基于安全的原因，需要在德黑兰会议之后再行公布，详见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0],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1943 年版，第 299-300
页；另一说法是认为罗斯福认为有必要在公开此宣言之前取得苏联的同意，参见 Herbert Feis：
Churichill, Roosevelt, Stalin: The
War They waged and the Peace They Sought，
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57 年版，
第 253 页。
②参加会议的国家一共 52 个国家，
但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详见任毓骏：
《纪念<旧金山和约>的
《人民日报》2001 年 9 月 12 日（第 7 版）。
背后》，
③即“对日和平条约”，相关材料可参见俞力莎，王珑琨：
《<旧金山和约>出笼始末》，
《报刊荟萃》2013 年第 1 期，第 50-51 页；
“对
日和平条约”英文全文参见：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Treaty Series，
1951，第 46-164 页。
④中国没有参会是源于杜勒斯－莫里森协议。从 1951 年 1 月起，杜勒斯作为美国政府对日媾和问题的总统特使，先后访问日
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国，
通过个别磋商和保证、许诺等手段获得他们的同意。6 月访问英国，杜勒斯与英国外交大臣
本、菲律宾、
莫里森就对日和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参加还是由台湾国民党当局派代表参加进行了商讨。美国主张由台湾国民党当局
派代表参加；而英国在 1950 年 1 月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会谈结果，
美国以在中东
问题上帮助英国为条件，换取英国让步，达成既不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也不邀请台湾国民党当局参加对日媾和会议的所
谓杜勒斯－莫里森协议。该协议还规定，将来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是由台湾国民党当局与日本签订对日和约，将由日本
—重要事件扫描》，
http://www.chinamil.com.cn/site1/ztpd/2005-05/09/
政府决定。来源于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得 60 周年——
content_199356.htm，
2013 年 9 月 24 日。
⑤ 27 号 令 ：Civil Administration Proclamation No. 27,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The Ryukyu Islands, Office of the Deputy
Governor, APO 719, United States Civil Administration of The Ryukyu Islands, Office of the Deputy Governor, 25 December 1953.
⑥国家利益的定义，参见：RozetaE. Shembilku：The National Interest Tradition and the Foreign Policy of ALBANIA，美国塔夫茨大
学学位论文，2004 年，
第 17-22 页。
⑦作为最为严重的冲突形式，战争的起因非常多，包括领土问题、民族问题、霸权/征服问题、政权问题、争夺权力问题、宗教问
题、安全/均势问题、阶级压迫问题等，
而这些无外乎是追逐利益的后果。参见夏保成，许二斌：
《欧洲战争原因论——
—对中世纪以
来欧洲战争起因的研究》，
《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2 期，
第 89-101 页。
⑧关于中共（后来的新中国）与苏联的关系，可参见沈志华：
《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版。
⑨关于日本投降后的经济问题，参见小林义雄著，孙汉超，马群雷译：
《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第 8-13，
34
页。
⑩这里的正当性可以理解为多少人支持与赞成，
这里介于语言的压力，
又分为国内支持与国际赞同两个层面。
訛关于其具体立场的论述，
輯
輥
详见日本外务省网站有关钓鱼岛专题的问答部分。
訛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此数仍不包括东北、台湾及海外华侨的损失，
輰
輥
“七七事变”
以前的损失亦未予计算，
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
民财产损失也不包括在内。来源于 《八年八年抗战中国各项损失统计清单》，
http://www.hoplite.cn/Templates/mct0058.html，
2013
年 9 月 24 日。
訛这也是对《开罗宣言》解释和解读的主要依据和路径。
輱
輥
訛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的主要支持者即日本右派势力（其一般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主义精神或极端亲美），其基于自身实力
輲
輥
不断扩张需求和改变日本战后秩序。政治方面的改变可参见 William Choong：
Japan’
s New Politics，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
strategy，2013 年第 3 期，第 47-54 页; John Hemmings and Maiko Kuroki：
Shinzo Abe: Foreign Policy 2.0.，
Harvard Asia Quarterly，
2013 年第 15 卷第 1 期，第 8 页。
訛除否定《开罗宣言》外，日本通过争夺岛屿及附属海洋的方式，大力开疆阔土，期望早日实现包含争议地区的“固有领土”真正
輳
輥
固有化。参见 Alexis Dudden：
The Shape of Japan to Come，
《纽约时报》2015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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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iro Declaration as an Ideological Aspiration:
A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the Behav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s China and
Japa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hina-Japan Islands Dispute
DNEG Yuncheng1 JIANG Dan2
(1.Island Research Center, State Oceanic Administration, Pingtan 350400, China;
2. School of Law,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Cairo Declaration adopted in 1943 is a most significant law for those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which was invaded by
Japan. The Cairo Declaration, the Potsdam Proclamation, and others together declared Taiwan and Diaoyu Islands to be parts of
Chinese territory. However,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e key players in the process of adoption of the Cairo Declaration, openly broke
the post war world order by forging its own alliance with Japan and damaging the interests of China for the sake of its own self interes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easons for the changes in the behavior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highlight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Cairo Declaration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China-Japan islands dispute. It calls for a major change in the way we interpret the
Cairo Declaration. We should treat the Cairo Declaration as our ideological aspiration.
Key words: Cairo Declaration; behavior; national interests; legal validity; ideological aspir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