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再次「西風壓倒東風」

80年代以後，亞洲對日本人成為

貼身存在，而滲透進日本人的日常生

活之中。與在日本商品市場上充滿中

國製造的商標相比，在亞洲商品市場

上也充滿日本公司的牌子。以1988年

舉行的漢城奧運會為契機，在東亞等

區域流通_相同的運動、電影、流行

歌曲等，各國人民相互跨國往來也成

了不稀奇的光景。

雖然如此，日本出版界仍然牢牢

囿於偏重西方與古典的優劣結構。

第一，「西高東低」，即將西方文

化配在高檔和將東方文化配在低檔的

結構。文化、思想風壓倒性地從西邊

刮到東邊，因此在出版局面呈現出西

邊出超東邊入超之狀況。第二，「古

高今低」，即愈追溯到上古價值愈高

級，而愈下到當代價值愈低級，囿於

隨_時代流逝美好古典文化漸漸消失

的觀念。

在日本慣用詞彙中，傳統文化方

面一般使用「東洋」一詞，近代以後一

般使用「亞洲」一詞。尤其稱作「東洋

思想」時，是由印度的吠陀哲學、佛

教教義、伊斯蘭神秘主義或中國道家

思想等屬於神秘思想的譜系，和由

《論語》、《孟子》、《傳習錄》等儒家系

統處世倫教格言，《史記》、《漢書》等

正史ó登載的人物事ø，以《三國演

義》、《水滸傳》為首的想像豐富的文

學，或以《唐詩選》為代表的膾炙人口

的古詩等屬於中華古典文化的譜系而

融合在一起的。而後者的譜系大致相

當於日本高等學校「漢文」學科。

此「漢文」教養世界就是日本化的

傳統中國想像，成為日本人心目中對

中國認識的框架。在出版方面描寫近

代以後中國想像時常常仍然沿用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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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比如先連載於《產經新聞》後作

為書籍出版而成為暢銷書的《毛澤東

秘錄》1，該書護封帶上寫的「激烈權

力劇」、「此書是現代版《三國志》」等

宣傳，由此不難推測作者要把現代中

國政治盡量加工為驅使權謀的權力鬥

爭戲劇，也就是沿襲中國文學的傳統

手法即正史的演義化。並且此書實際

上亦獲得了以日本創作作品為授獎對

象的菊池寬獎。

在二戰後日本的出版界，由其他

亞洲語言譯成日文的書籍中，最暢銷

的可能是《毛澤東選集》吧。毛澤東是

名副其實的建立新中國的領袖，也是

社會主義革命的「救星」。可是，現在

在日本卻不能以輕便的袖珍翻譯版讀

他的著作。對現在的日本人來說，

毛澤東的著述已經失去了作為思想資

源的意義，縱使閱讀，也僅僅是作為

了解在現代中國最高領袖的領導下

所做事業的參考書而已。這樣，在日

本，毛澤東的著作便從「經典」變成了

「史書」。

60年代，日本論壇ó領導中國理

解與評論的竹內好，曾經提出了對待

亞洲的新穎視角，提倡根據東方力量

包容西方來顛倒從前的文化價值觀

念，從而創造新的普遍性，也就是

「作為方法的亞洲」（1961年）。偏巧，

這正是毛澤東向西方世界發出了「東

風壓倒西風」後剛剛過了四年的時

候。可是當時從亞洲出發醞釀主體的

強大氣氛，現在卻消失了。現在人們

在說哲學、思想時，已經直接意味_

西方哲學、西方思想的譜系，這已成

為不言而喻之事。與竹內好曾經期待

的相反，讀書界沒有了由東方自身出

發面對西方的氣氛。

如果說戰後日本有關亞洲的最暢

銷書是《毛澤東選集》，那麼當代的暢

銷書則是《中國可以說不》2。據說單

行本和袖珍版賣了將近十萬冊。關於

該書，現在看來除了充滿了由民間年

輕爭論者坦率傾吐的反美、反日主張

以外，沒有值得特別介紹的內容。當

時圍繞中國的氛圍是由於飛越台灣海

峽的導彈演習，引起美國軍事出動，

而美國軍事行動又引起相當一部分中

國人反美的時刻，並且中國經濟發展

和日本經濟蕭條的對照也使中國人面

對日本時有了更強的信心。與此相

對，日本的所謂「有識之士」則遠離事

實地將此書看作中國政府充滿惡意的

反日宣傳，警告讀者說不要被缺乏言

論自由的國家的輿論操作所欺騙。一

想起當時反美、反日、反中感情交錯

糾纏的讀書界氛圍時，就不勝痛感彼

此對亞洲近鄰不僅不再抱有親切感，

相反卻是心理和認識上的疏遠感。

二　被作為殖民地的亞洲

雖然在亞洲積澱_被日本侵略和

殖民統治的記憶和當地人們心ó刻印

_侵略恐怖和亡國屈辱的濃厚陰影，

但是日本卻仍然不能面對這一現狀。

圍繞日本二戰後思想空間的有關亞洲

的出版物，是從重新面對在亞洲戰場

所開展的戰爭體驗的意義出發的。但

是，其時只面對日本人的戰爭苦難體

驗，而沒有想到各國人民的戰爭苦難

體驗意義。因此，所謂的犧牲者，也

基本不包括廣大亞洲受難者，而是只

指向日本平民或戰死沙場或彷徨於生

死線上的日本士兵3。

此後站在被加害者體驗立場的作

品逐漸引起注目4，尤其由《朝日新

聞》記者本多勝一報告的採訪記錄《中

國之旅》5，作為嚴厲譴責日軍在中國

在二戰後日本的出版

界，由其他亞洲語言

譯成日文的書籍中，

最暢銷的可能是《毛

澤東選集》。但對現

在的日本人來說，毛

的著述已經失去了作

為思想資源的意義。

在當代日本有關亞洲

的最暢銷書是《中國

可以說不》。日本的

所謂「有識之士」將此

書看作中國政府充滿

惡意的反日宣傳，警

告讀者說不要被缺乏

言論自由的國家的輿

論操作所欺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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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意識轉換成了對亞洲民眾的加害意

識。

加之，有關日本殖民地主義，雖

然圍繞對國內阿伊努族或在日韓國

人、朝鮮人歧視等後殖民主義狀況所

引起的各種問題進行了很多討論，卻

未能充分明瞭日本的殖民主義和日本

的脫殖民地化方式所帶給日本的亞洲

認識的歪曲影響。

亞洲認識的轉機，是在進入90年

代後才開始的。海灣戰爭的爆發引起

了該不該派遣自�隊，不派兵的話應

該怎麼作出國際貢獻的激烈爭論。海

部俊樹首相為了消除各國對日本軍事

大國化的擔憂，歷訪東南亞，明確表

示對侵略戰爭的反省。時值「九一八」

事變爆發六十周年、太平洋戰爭爆發

五十周年之際，在「亞洲抬頭」、「日

本孤立」的鮮明構圖中，要填埋日本

和亞洲之間歷史認識隔閡，致力於近

鄰各國歷史和解的氣氛高漲起來了。

在此契機下，我負責編輯了「岩

波講座　近代日本和殖民地」這套叢

書6，使亞洲的抬頭和在日本醞釀的

亞洲意識，一方面顯在化了日本在亞

洲留下的侵略和殖民統治的遺產，另

一方面浮現了在日本人中潛伏的對亞

洲的贖罪意識。

同時浮現出的，還有就如何思考

現代化這一亞洲各國與日本同樣存在

的課題，從而圍繞_各種現代化論和

歷史觀，重新提出亞洲現代化問題。

其中具代表性的成果是跟「近代日本

和殖民地」同時期開始出版的「在亞洲

思考」叢書7。此套叢書重審傳統和近

代的二分法框架而提出了內發性、內

在性的現代化論。作為內發性現代化

論，歷史記述的重點從過去以政治當

權者或知識精英為中心移行到以民眾

運動為中心的民眾史研究的同時，拒

絕西勢東漸的衝擊和亞洲回應的老套

近代化論，從而提出了跨越一國史觀

以幾個國家和地區（包含廣域地區圈）

為單位的多元複線現代化思考模式。

三　獨立和發展的亞洲

在戰後日本，「亞洲」這個詞彙一

方面很強地喚起悠久歷史和長久不變

的文化傳統想像，另一方面亞洲又是

充滿朝氣和活力的地區。不過亞洲

雖擁有古老歷史，但形成民族認同和

建設成國民國家則主要在二戰前後，

尤其亞非各國接二連三獨立之後。

1954年由周恩來和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兩位總理提倡的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與翌年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

毛澤東所主張的中間地帶論和第三世

界論等新的國際秩序構想，使得亞洲

在國際上的發言地位提高了，而因論

述亞洲各種問題而聲譽鵲起的日本年

輕知識份子其時亦紛紛湧現8。他們

的各種發言富有力量，促進人們轉換

東西對立的冷戰世界觀或歐洲中心的

結構感，因此在日本讀書界引起了對

達成國家獨立偉業的領導人們，尤其

是建立新中國的領導人事ø的關注9。

可以說60年代前後到70年代時期，是

亞洲民族主義輝煌耀眼的時代。

這種亞洲想像連接1965年爆發的

越南戰爭所引起的反美反戰運動高

潮，吸引_對1969年去世的胡志明主

席的注目，而出版了幾種有關他的評

傳或言行錄，這些事情表現了對越南

民族解放戰線的支持和對越南人民

抗美反帝戰爭的讚意。而其時展開的

中國文化大革命也給日本讀書界帶來

了廣泛迴響bk，斯特朗（Anna Lou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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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斯諾（Edgar Snow）和史沫特

萊（Agnes Smedley）等西方記者在當時

與日本沒有邦交的中國大陸採訪所寫

的各種報導也很受歡迎bl。這些書均

投影出了實現民族解放的清新亞洲形

象。

但是，在嚴酷的現實面前，這種

表像不久就變成了幻滅感。越南戰爭

結束後，越南接踵侵入鄰國柬埔寨，

並與中國進行了中越戰爭。亞洲社會

主義友好國家之間互相交鋒的不可思

議事態，使得曾經反對越南戰爭的日

本左派知識份子陷入困惑。加之，朱

德、周恩來、毛澤東等對革命和建國

有貢獻的領導人相繼逝世，加上文化

大革命宣告終結以後，逐漸暴露出來

的充滿壓制肅清和權力鬥爭的「十年

浩劫」真相，都使先前日本讀者所看

到的清新亞洲形象受到嚴重打擊。

其後鄧小平為了挽回失掉的十年

而提出改革開放政策邁向近代化，取

得了令人讚嘆的堅實成果。但是，通

過許可採訪的外國記者，例如《朝日

新聞》的船橋洋一或《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包德甫（Fox Butterfield）

等報告的中國社會的實情，則與打破

階級社會、推陳出新等社會主義革命

的口號相反，既非民主又沒效率，好

像類似近代以前社會的狀態，進一步

加深了人們對新中國的失望感bm。

冷戰結束後的當代亞洲，到底面

臨_怎樣的新課題呢？從此種問題出

發，我負責編輯了亞洲各國政治領導

人的評傳叢書「現代亞洲的肖像」bn。

獨立後的亞洲的現實是，在獨立後第

一代離開了權力主角角色和冷戰結束

後被暴露的各種事實表明，與先前清

新印象相當不同，反而許多地方充滿

_被掩蓋的內亂、蹂躪人權、肅清虐

殺等等苦難。

通過出版此叢書同時搞清楚的事

情是，當年亞洲各國許多領導人都經

歷了日本所帶來的侵略或殖民，刻印

_被日本強迫的深刻經驗。然而，一

般日本人不能體會到此種實際情況。

這是因為日本戰敗後無條件投降而被

解除了殖民地，因此日本人沒有經歷

過亞洲各地在進行去殖民化實現獨立

的過程中，舊殖民地居民對前宗主國

的強烈反抗。與此相反，日本因為戰

敗後通過美國的七年佔領體驗，達成

經濟復興而成為經濟大國。美國佔領

結束後締結《日美安全保障條約》，在

美國的軍事庇護之下用不_直接向周

邊亞洲各國進行軍事和政治上的干

預，所以作為冷戰受益者的日本的戰

後日子還過得去，因此日本人更沒有

機會共有亞洲各地居民作為冷戰受

害者所蒙受的痛苦經驗。

四　全球化中向外開放
的亞洲　　　

80年代以後，新興工業化國家與

地區形成了東亞經濟圈；在中國，鄧

小平領導的改革開放政策也取得了堅

實的成果。在亞洲各地隨_城市化所

擴大的城市消費文化圈，以富裕的中

間層為中心高漲_利己的欲望和要求

政治民主化的聲音，同時動搖_對革

命、獨立有功勞的第一世代領導人的

絕對忠誠，萌發起與其追求「大¥述」

的公共理想，不如安居於身邊實惠的

「小¥述」的自私樂業的新式價值觀念。

此時期的出版界逐漸增加了從政

治經濟學觀點分析亞洲經濟圈的互相

依存關係的各種書籍bo，或者介紹以

漢城奧運會為新時期，在亞洲開始廣

泛流通的各種流行文化的書籍。反映

冷戰結束後的當代亞

洲，到底面臨�怎樣

的新課題呢？獨立後

的亞洲的現實是，在

獨立後第一代離開了

權力主角角色和冷戰

結束後被暴露的各種

事實表明，與先前清

新印象相當不同，反

而許多地方充滿�被

掩蓋的內亂、蹂躪人

權、肅清虐殺等等苦

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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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回歸亞洲環流的狀況，突破了先前

亞洲的關聯構造方式。

不過，與此相對，先前侵略和殖

民的歷史卻讓日本知識份子不由抑制

自己談論亞洲的欲望，因為過去日本

作為亞洲盟主鼓吹「東亞新秩序」、

「大東亞共榮圈」的歷史，促使他們自

然而然地加強不要重蹈覆轍的自我設

限的心理bp。

儘管如此，現實卻要求談論亞

洲。現下亞洲正躍動_要實現言論自

由、政治參與自由和國民平等的民主

化。民主化的摸索一方面在亞洲扎下啟

蒙以來普遍價值的根，另一方面也幫

助漸漸醞釀新的亞洲意識，從而必須

回應甚麼是「亞洲人」的認同疑問。我

自己便抱有此種問題意識，負責了

「亞洲新世紀叢書」的編輯出版bq。

展望以後亞洲的造像時必須提出

的問題有兩項：第一，必須對亞洲這

個地區特有的去殖民化和冷戰軌ø加

以研討。偏巧1995年組成的「自由主

義史觀研究會」、1997年的「編寫新歷

史教科書會」等右派論壇、媒體，企

圖煽動日本內部民族主義，引發了

中、韓等東亞各國官民的批判，並加

強了日本有良知的學者或知識份子的

危機感。以這些事件為起因，使日本

和亞洲知識份子圍繞歷史認識的危機

意識集結，並在編輯「亞洲新世紀叢

書」時得到了他們的大力協助。第

二，擺脫西方或亞洲、還是亞洲或日

本的二元對立式亞洲認識構圖，追求

從亞洲向世界發出訊息的非對抗性和

開放性的地區主義的造像。從此角度

看，可以說此叢書的幕後主角是在二

戰後介入亞洲地區秩序極深、行使了

最大最強力量的美國。朝鮮半島問題

也罷，台灣問題也罷，「九一一」事件

以後鎮壓恐怖活動的共同行動也罷，

有關在此地區存在的種種跨國問題，

經常是美國在行使主導權。因此，沒

有亞洲互相合作支持，便不能真正克

服此種局面，從而開拓新的道路。

譬如在日本發行的所謂「中國威

脅論」書籍、雜誌，其根源在美國；

而且在日本流行的有關「中國威脅論」

的書，實際上也是美國人寫的br。其

原因在於日本一直是在美國對華看法

的基礎上來調整自己與中國關係的立

場。就此言，日中關係實際上只不過

是日美關係的從屬變數；恐怕與此相

同的是，從中國來看中日關係也只不

過是中美關係的從屬變數。這樣，日

美中三角形便變成了以日美同盟關係

為基調的被扭曲了的不等邊三角關係。

現在可以預料的是，今後和日本

用「東亞細亞」框架來摸索地區秩序一

樣，中國會愈來愈積極地提出「東亞」

的框架向各國呼籲組成東亞共同體的

具體方策。而日本必須抉擇其一：要

不繼續遵從在美國的絕對霸權下形成

的地區秩序，要不與其他國家一起摸

索形成亞洲共同體，並成為其有機的

一員。

五　「東亞書籍之路」的
復興之夢　　

東亞地區的亞洲人曾經共同使用

漢字，以漢字為交流工具，通過用漢

字所寫的書籍，流通共同知識和文化

並建立共同的價值，這在長達一千

五百年的時間ó哺育了人文精神和互

相敬愛的傳統。如果將以漢字為文化

工具的網絡稱作「漢字文化圈」，那麼

十九世紀中葉西方列強開始侵略東亞

以後，知識和文化的重心愈來愈轉移

日本一直是在美國對

華看法的基礎上來調

整自己與中國關係的

立場。就此言，日中

關係實際上只不過是

日美關係的從屬變

數。今後中國會愈來

愈積極地提出「東亞」

的框架向各國呼籲組

成東亞共同體的具體

方策。而日本必須抉

擇：要不繼續遵從在

美國的絕對霸權下形

成的地區秩序，要不

與其他國家一起摸索

形成亞洲共同體，並

成為其有機的一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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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西學」，從而使「漢字文化圈」的紐

帶逐漸斷裂。

在最早的時期，西方的各種技

藝、科學被譯成中文後再從中文譯成

日文；接_，更多是西方的各種技

藝、科學被譯成日文後再從日文譯成

中文。尤其在日本被認為消化西方成

功邁入了現代之後，同屬漢字文化圈

的中國、朝鮮、越南等有許多留學生

陸續來到日本，希望通過「東學」更簡

便速效地學習「西學」，以推動本國現

代化的事業。於是，以前的漢字文化

圈建設出了實際以西方為中心結構的

「知識迴廊」。

京都大學教授山室信一研究了

日本殖民統治帶給亞洲的歷史遺產

後，在發現、貫徹亞洲地區的亞洲意

識的前題下，寫了《作為思想課題的亞

洲》bs，此書第二部「在亞洲的思想連

鎖」中，詳細證實了以日本作為結節

環打開了連接「西學」和「東學」而貫穿

歐亞大陸的「知識迴廊」的歷史過程。

二戰後，日本已喪失掉「漢學」

（古典中國學）傳統，掌握日本與中國

傳統文化的，僅限於大學ó的中國學

或國文學（古典日本文學）的專業研究

學者。朝鮮、越南連漢字也廢棄，轉

而使用各自的表音文字。除了文字的

分隔外，也基本少有把同時代亞洲作

為思想資源的知識、思想意識。

時值出版銷售不景氣和出版文化

不興旺的2003年，津野海太郎等編輯

人，與中國大陸、台灣和韓國的出版

人共同呼籲承繼斷絕的漢字文化傳

統，提出開闢類似於以前的絲綢之路

的「東亞書籍之路」的號召，現在正合

作用日文、中文、朝鮮文和英語出

版有關書籍bt。為了實現以津野為首

的出版人的「東亞書籍之路」的復興之

夢，必須在東亞地區建設出告別彼此

互不信任、互不重視局面的健全公

論，而編輯人正擔負_構築向全東亞

開放的健全論壇的重要任務。

為此，今後到底應該期盼甚麼樣

的關於亞洲的出版活動呢？

第一，關於亞洲電影、流行歌

曲、烹飪等大眾文化、生活文化的書

籍。亞洲共同流通的基層文化是形成

亞洲共同的認同感或價值觀的必要土

壤。

第二，以日本為主體，推動對近

代日本在亞洲所作所為的事實的總

結，以爭取實現亞洲的歷史和解。特

別是，今後應該_重批判地檢討日本

在其帝國統治過程中所構築的學問制

度或學說。

第三，探討人口、環保、能源、

富貧差距、人權保障、狹隘國族主義

等等亞洲在全球化當中面臨的各種各

樣課題，研究東亞地區特有的解決方

法，並提出具體設想建議。

這些根植於東亞內在現實課題的

探討不僅有迫切的現實意義，而且可

能改變以歐美為中心的認識結構之現

狀，從而為以亞洲為主體、從亞洲出

發的學術思想真正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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