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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iangle Interaction among Ishihara Thinking, the American
Right-Wing Think Tanks and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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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st rapid growth of the Japanese economy after World War II had been
falling into two decades in the economic stagnation. Where is the direction of Japan in
the future? Strong unprecedented economic crisis drove people falling into confused
situation. Shintaro Ishihara, Japanese right-wing extremist with conservative identity
developed his strategic expansion by connecting with the American right-wing think
tanks such as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and uses the language of media to sparkle
the development of right-wing thinking, influences the direction of Japanese politics
and establishes political parties. Recently, according to the opinions of the senior
Republican members of Congress, Walter Jones and Charles Langer, who considered
that the ideas of U.S. think tanks do not fully represent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three political powers are balancing and containing the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refore, a big government in the U.S. is not
what the Congress and media want while pursuing a powerful regime or economy
is not the final goal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o might be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the
leadership to protect US national interests. The rebalancing policy reflects this kind of
attitude. Any strategic expansion and even regarding China as an enemy hardly reflect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American policy. It might be the phenomenon shown due to
US rebalancing in the Asian-Pacific Region, and many argued that kind of opinion.
Social stability is the purpose of separation of political pow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Shintaro Ishihara connects with U.S. right-wing think tanks and interacts with media,
which deserves the vigilance of the Asian countries. China should not be the center
of scapegoat of Japan’s crisis and also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lobbying in the U.S.
Congress. Otherwise, US Congress might make decisions against the policy of China.
Keyword: Diaoyu Island, think tank, Shintaro Ishihara

石原慎太郎式思維與美國右翼智庫和媒體之間的三角互動關係
吳非 & 池敏
中國暨南大學

摘要：日本經濟經過二戰後的快速成長，又陷入了二十年的低迷，日本的未
來方向在哪裡？在日本長期的弱勢政治、強勢經濟出現空前的危機以及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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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迷茫之時，石原慎太郎以日本右翼的極端保守主義者身份出現，利用美
國右翼智庫戰略擴張的思維，並使用為媒體喜歡的標題語言，發展右翼思
維，左右日本政治發展的方向，成立政黨。最近，美國國會共和黨資深成
員沃爾特．鐘斯和查理斯．蘭格私下對筆者表示，美國智庫的主張反映一種
政策的試探和輿論的塑造，並不代表美國的未來方向。這個觀點主要反映了
日本右翼可能對美國智庫產生的影響，進而誤導美國國會做出對中國決策的
錯誤判斷。美國為三權鼎立的國家，大政府始終不是美國國會和媒體所希望
的結果，強大的政權或者快速經濟不是美國追求的終極目標，這意味著任何
的戰略擴張，甚至以中國為敵都不是美國政策存在的意義。美國的再平衡政
策強調是一種有機合諧的穩定，而日本企圖扭轉美國亞洲政策來鼓舞亞洲國
家圍堵中國，這種輿論的操作與媒體的宣傳應該受到中國以及亞洲國家的警
惕。只有世界各國均衡發展、社會穩定才是美國三權分立的宗旨。美國傳統
基金會成為石原拋出議題的發源地。石原慎太郎與美國右翼智庫、媒體間的
互動行為非常值得分析，另外中國也需要加強對美國國會的遊說，否則美國
國會也會在某個時間做出和中國政策相違背的決定。
關鍵詞：釣魚島，智庫，石原慎太郎，媒體

壹、前言
2012年4月16日，石原慎太郎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演講中突然拋出東京政府購買釣魚島
的計劃，令社會輿論一片譁然。2012年10月起，80歲高齡的石原突然辭去東京都知事
一職，並組建新黨，意圖打造日本政壇的“第三極”勢力，向日本國政進發。從智庫
外交到國內媒體造勢，石原個人的保守主義政見也伴隨著曝光率的頻頻提升而得到傳
播。
而與此相對，中國政府官員、學者對美國智庫影響力有限，對美國國會的遊說更
無從談起。美國智庫中來自中國的訪問學者並不多，中國聲音依舊薄弱。而近期，美
國國會著手通過設立“防火牆”的決議。對此，中國亟需加強與美國國會的互動，並
綜合利用各種傳播路徑提高政府動態的資訊透明度，為中國在國際交往中爭取有利地
位。本文將嘗試從石原在美的智庫外交行動及其在國內的媒體造勢行為來分析石原慎
太郎在踐行保守主義價值觀念中的行事邏輯，促進中國政府公共外交活動的開展。
貳、石原與美國右翼智庫的互動
美國的傳統基金會是石原“購島”行動的起源地。2012年4月16日，石原在傳統基金會
發表演講，席間突然拋出了東京都購買釣魚島的計劃。對此，在場的傳統基金會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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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研究中心的研究員久美橫江事後回憶說，“現場氣氛瞬間凝固了”，“當時無法
理解石原的用意”，“會後詢問東京都隨行官員，甚至他們也同樣不知道石原知事的
此行計劃”。可見，石原本人對購島計劃的慎重和顧慮。那麼，石原緣何選擇在美傳
統基金會公開？
一、在美尋求保守派力量的支持
石原作為日本的右翼政客，具有極端的保守主義觀念，這與傳統基金會在價值觀
念上有共通性。傳統基金會（The Heritage Foundation）是當今美國最大、最有影響力
的保守派思想庫之一。其宗旨和使命是闡述和推進以自由企業、有限的政府、個人自
由、美國傳統價值觀念和強大的國防等原則為基礎的保守的公共政策，“建立一個自
由的、充滿機遇的、繁榮的和公民社會旺盛的美國”1。與一般的思想庫不同，傳統基
金會有著自己鮮明的保守立場和價值取向，並對此大力推銷。歷經韓國、日本的大選
後，傳統基金會在官方網站上直言不諱地表明自己的立場：傳統基金會歡迎日、韓保
守派政黨掌權，並稱這有利於加強其與美國的關係。22儘管兩國的文化背景差異顯著，
石原的保守主義觀念與傳統基金會所秉持的美國保守主義觀念並不能等同，但石原堅
定的保守主義立場還是得到了傳統基金會的認可與演講邀請。
事實上，傳統基金會向來對華態度強硬，大力鼓吹“中國威脅論”3。而其與日本
的關係卻密切得多。2007年，日本的防衛大臣久間章生曾在此智庫發表修改日本武器
出口三原則的決定。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後，對於日本釋放中國船長的行為，該
智庫評論日本政府的這一決定是“日本投降了”。促成新的學術研究熱點，尋機利用
智庫“建言獻策”功能左右美國國會決策。
傳統基金會被認為是眾多思想庫中離國會最近的一家，向來保持著與國會、政府
的頻繁接觸。其研究員可在國會的聽證會上積極發聲，並為議員提供各種政策資訊。
此外，傳統基金會的相當一部分研究員都曾經是國會議員或國會各委員會工作班子的
成員，在美國具有“旋轉門”特色的政治制度下，完成著研究員與官員之間的身份交
替，如美國史上首位亞裔女閣員趙小蘭 34。各個智庫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研究報告、期
刊、簡報、專著出爐，如傳統基金會《政策評論》、布魯金斯學會《布魯金斯評論》、
國際戰略與研究中心的《華盛頓季刊》等，這些刊物都是美國政府官員和研究人員的
必讀刊物，引導著美國國內精英階層輿論。從某種意義上說，石原正是以智庫外交的
方式，向美國專家、學者透露日本東京政府的前言動態，雙方互通資訊，交流思想，
1

2
3

4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is a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 a think tank, whose mission is to formulate
and promote conservative public policies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free enterprise, limited government, individual
freedom, traditional American values, and a strong national defense. Heritage's vision is to build an America where
freedom, opportunity, prosperity, and civil society flourish.
Heritage Welcomes Conservative Victories in South Korea and Japan.
“中國威脅論”是道統基金會於1992年在美國非常外交政策研究所亞洲研究項目主任羅斯‧芒羅撰寫題為
《醒來的龍︰亞洲真正的威脅是中國》。
趙小蘭，美國史上首位亞裔女閣員趙小蘭曾當過老布希政府的聯邦運輸部次長，後至道統基金會擔任亞洲
研究中心顧問委員會主任，小布希時被任命為勞工部長，現下又返回道統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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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發新的學術研究熱點，並間接借助智庫的影響力向美國國會傳達日本東京政府的聲
音。
在石原結束此次演講後的短短半年多時間內，美國多所大型智庫專家學者加快
了對釣魚島、日美關係的研究，此方面成果在數量上有了大幅增長。據粗略統計，傳
統基金會中提及石原慎太郎的文章共9篇，其中5篇的發表時間在石原慎太郎演講結束
後。而另外四篇文章的發表時間均集中於上世紀90年代初，內容主要針對于石原所出
版的《日本可以說不》（1989）、《日本還是說不》（1990）、《日本堅決說不》
（1991）等以反美言論著稱的系列作品。另例在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上，僅2012年相
關方面的研究成果數量達8篇，超過了以往年份的數量總和。2012年10月5日，傳統基
金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的部長沃爾特·洛曼等隨行三人前往東京，以釣魚島問題為中
心，與負責安保問題的國會議員進行交流。可見，石原在美國傳統基金會所發表的演
講對美國學界的影響力。
二、借助智庫的媒體關係網，引導公眾輿論
由於智庫研究員多擁有廣泛的媒體關係，石原作為政府官員，其與智庫研究員之
間的互動間接為其增加在媒體中曝光的機會。傳統基金會開創了一種新型的公共政策
研究機構模式，曾被《時代》週刊稱之為“鼓吹型思想庫”。它一方面通過自辦媒體
的方式進行觀點行銷，如定期出版刊物報告、設立播音室、完善網路平臺等，為受眾
提供有關政策報告、學者分析評論、新聞、會議等文檔或視頻資料，全方位為受眾傳
遞智庫資訊。石原本人在傳統基金會的演講錄影正是其官方網站實現全球傳播。另一
方面，傳統基金會鼓勵專家研究員參與媒體工作，引導社會輿論。這方面的例子俯拾
皆是，例如傳統基金會亞洲政策研究中心成斌和日籍訪美學者久美橫江，兩人均對石
原挑起購島爭端後的東亞格局抱以極大的關注熱情，同時兩人均有強大的媒體背景。
作為中國軍事問題的專家，成斌常做客CNN，BBC國際頻道、ITN等頻道的節目，曾
接受《時代》雜誌、《華盛頓郵報》、《金融時報》、《彭博新聞社》等媒體的採
訪；而久美橫江則擔任著NHK關於美國政策的編輯、日本政府廣播的編輯，在2008年
的美國總統中她曾為NTV進行現場評論，同時也是TBS的早間評論員，並曾為朝日新
聞、每日新聞、讀賣新聞等撰寫評論，在關於政策經濟的雜誌上發表文章。
石原處心積慮地安排美國的傳統基金會作為東京購島計畫的發佈地，意圖緩和釣
魚島領土爭端的敏感性，並尋求通過智庫廣泛的關係網來獲得輿論與政策的支持。
三、石原與日本媒體的互動
自20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崩潰後，日本經濟長期處於低迷狀態，甚至大有從“失
去的20年”向“失去的30年”過渡的趨勢。而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的日本內閣更迭
頻繁，歷屆政府高喊改革但實效不大，加之日益嚴重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東日本大地
震遺留下的核污染問題加劇了日本社會的重重矛盾。而與此相對應的是，中國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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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世界多極化趨勢的增強。在此“內憂外患”之下，日本社會保守化趨勢增強，而在
保守主義路線上，石原可謂走得最遠。其在媒體上的造勢行為大致具有以下特點：
一、以標新立異的媒體語言吸引媒體的關注報導，傳播保守政見
石原擅用文學辭藻，其政治語言表述簡明清晰，語氣強硬，描述問題往往一針見
血，且常借用具有衝擊力、刺激性的比喻。如石原曾痛駡駐日美軍是“看門狗”，“美
國割掉了日本的睾丸，日本只能當美國的太監”。2011年12月4日，石原又在記者招待
會上爆出“日本是美國的情婦”，直截日本人痛處。石原本人似乎特別熱衷於挑破這
種路人皆知卻閉口不談的話題，抓住一切機會和話題為自己的國家發出聲音。這種能
言人之不能的氣概也使石原擁有更多的媒體亮相機會，從而人氣大增。
此外，石原的媒體語言具有鮮明的斷言色彩，善於從複雜的事物中抓取一面，進
行政治鼓吹。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曾經說過，一個斷言越是簡單明瞭，證據和證明
看上去越貧乏，它就越有威力。對節目時長或版面空間有限的大眾媒體而言，簡單的
兩元對立話題往往因易於操作、傳播效果顯著而受到青睞。而石原具有斷言色彩的媒
體話語不勝枚舉，如2010年8月15日，石原在結束參拜後，猛烈地攻擊菅直人內閣全體
成員不參拜，稱“這幫傢夥不是日本人”。2012年末，石原鼓吹修改日本和平憲法，
斷言“憲法是造成日本的衰弱、孤立境地的最重要的原因”，日本要重返世界，樹立
國際威望“憲法不得不變”。
而日本媒體早已實現了高度的商業化運作，為了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媒體
傾向於選擇具有眼球效應的議題。而形象鮮明、言語犀利、觀點偏激的石原恰恰迎合
了媒體求新、求異的需求。加之石原本人深諳媒體與政治的關係，通曉媒體的新聞價
值觀念與運作規律，總能持續地吸引公眾的注意力，讓公眾的情緒高潮迭起，這使其
備受媒體的追捧。
二、訴諸於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情緒，希冀喚醒“沉淪”的日本
石原具有強烈的民族優越感和狹隘的民族主義意識，是日本極端右翼勢力的代
表，對自己的國家、國民大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他曾每月為《產經新聞》撰寫一
篇專欄文章，欄目名為“日本啊”，希冀喚醒“沉淪的、脊樑塌陷”的日本。
對於如何喚醒沉淪的日本，石原的回答是“今日的日本已經喪失了民族自豪感，
只有外來的壓力才可以把日本人從自我滿足中驚醒”。這句話道出了石原媒體造勢
的“良苦用心”。
埃裡克•霍弗曾說，“仇恨是最有力的凝聚劑，共同仇恨可以凝聚最異質的成
分”。一個有意發動群眾運動的領導人，應該讓群眾相信魔鬼的存在，而且這個最理
想的魔鬼“還應是個外國人”。這一點也在石原的行為上得到充分印證。2012年12
月21日，石原在就任維新會黨首時發言稱，“一直以來，日本是在被中國輕視以及
如‘小妾’般看美國臉色中走過來的，如果無法把日本重塑成更美更強大的國家，
我死不瞑目”。石原在鼓動國民共建理想國度的時候，也把炮口對準中國、美國，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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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煽動民族敵對情緒。2011年，日中關係調查顯示將近80%的日本人“對中國沒有好
感”。2012年，日本言論NPO調查顯示，超過80%日本人“厭惡中國”。基於日本社
會廣泛的厭華情緒，石原反華言論不僅迎合了日本保守派的心理，也在某種程度上充
當了這種情緒的煽火者。在公開場合，他始終保持著對華強硬的姿態，反復以“支
那”蔑稱中國，並尖銳地批判“戰後日本一直是美國的妾，長此以往，也很可能成為
支那的妾”。而在朝鮮導彈事件炒得沸沸揚揚之時，石原再次暴走街頭，稱“為了日
本人的子孫後代，日本絕不能淪為支那的屬國”，“日本必須集結力量進行維新改
革，成為堂堂正正的國家”。
在日本經濟長期低迷，政局動盪不安，普通百姓深感迷茫之際，石原以鐵血政治
家的姿態站出來，煽動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並以此作為激勵日本國民，傳播保守主
義價值觀念的手段。這一點值得世人警惕。
三、主動接近媒體，全方位地利用傳播管道
美國前國務卿艾奇遜曾說，尋求公眾支持必須要把自己的觀點表述得“比真理還
清楚”。在劇場政治中，媒體對政治的影響舉足輕重。若能通過媒體贏得公眾的信任
與理解，政策的實施與推行方可事半功倍。在這方面，作為東京都知事的石原也做出
了榜樣。
石原精心地培育自己與媒體之間的關係。每週五，石原都要例行出席記者招待
會，回答有關東京都政的各種問題，並以視頻、文字形式在官網上公佈會議細節。此
外，石原也在媒體行業積極拓展自己的人脈關係，如《產經新聞》社長水野成夫、
《讀賣新聞》社長渡邊恒雄都與石原關係匪淺。石原的諸多保守政見都借由兩大報
紙的版面傳播。
石原非常重視電視的運用。2005年5月中國反日情緒高漲之時，石原帶著國旗駕船
登上具有戰略價值的“沖之鳥礁”，並在島上揮舞國旗、親吻土地。當晚日本的各大
電視臺幾乎都在頭條對他的登陸情況進行實況轉播，其“愛國形象”讓日本人動容。
另外，為了加強其親民的形象，石原深入基層，時常以身穿工作服、頭戴安全帽的形
象出現在電視上。電視政治節目在日本非常流行，如NHK“日曜討論”，朝日電視臺
的“周日課題”等等。石原熱衷於參加電視節目，在節目中引經據典大談日本歷史與
現狀，並熱情與電視觀眾交流。
此外在政務公開環節，石原也特別注重對網路平臺的運用。東京都網頁上特設
「知事の部屋」一欄，具體內容包括知事的個人簡歷、致東京市民的話、施政方針、
記者招待會、出席的廣播電視節目、日常公務、海外差旅、與東京都市民的主題討論
活動、政務活動照片、公務開支細目等。
肆、結論
石原慎太郎是日本保守主義價值觀念堅定的追逐者，也是推行、實踐保守主義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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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派。對於保守主義價值觀念的推廣，石原以和智庫交往的手段來解決日本近二十
年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外交、內政的不和諧性，現通過美國保守派智庫傳統基金
會影響力，間接地提升個人政策的民眾知曉率和推廣保守主義政見，尋求輿論和政策
上支持。而在國內，石原積極培育自己與媒體的關係，並以有爭議言論頻出的方式爭
得媒體曝光，傳播個人保守政見。同時以民族敵對情緒，以求激發日本民族的“骨
氣”，建立“美麗而強大”的國家。相對於中國需要與美國保持更多的互動與溝通，
平衡日本右翼思想對美國國會決策中國政策的不利影響。石原慎太郎所推廣的個人政
策和智庫、媒體的三角互動關係成為關注的焦點，而中美日三國的互動關係是否會發
生實質性的變化，還需要持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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