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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是日本的文化嗎？

⊙ 高橋哲哉

 

由於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多次參拜靖國神社，靖國神社參拜問題已經成為日中、日韓之間久

而不決的政治問題。可以說，靖國問題是東亞三國「歷史問題」的核心。

但是，在談論靖國問題時，人們對於「靖國神社」到底是一個甚麼樣的神社，其中包含著一

些甚麼樣的問題，很難說有正確的認識。不要說中國和韓國，就是在日本，許多人對這些問

題的認識也決不能說是正確的。

在有限的篇幅裡，即使是圍繞靖國神社的一些最基本的問題，也難以充分展開討論。靖國問

題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所謂「甲級戰犯」的合祀問題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側面。筆者認

為，靖國問題至少應該從圍繞靖國神社的情感問題、歷史認識問題、政教分離問題、文化問

題以及關於取代靖國神社的國立追悼設施的問題這五個方面來討論。

本文討論的是其中與文化有關的問題。筆者站在反對把靖國看成是「日本的文化」這一立場

上，分析文藝批評家江藤淳（1932-1999）的有關論述，由此刻畫出靖國神社的一個側面。

一

在日本，包括一些奇談怪論在內，把靖國看成是「日本的文化」這一類議論為數不少。2004

年元旦，小泉首相在就任後第四次參拜靖國神社時，有人問他：「為甚麼要在元旦這一天參

拜？」小泉答道：「和日語中初詣（新年後首次參拜）一詞一樣，難道這不是日本的傳統

嗎？」（《朝日新聞》，2004年1月2日）。首相在「初詣」時參拜靖國神社，這在日本還沒

有先例。對小泉來說，這大概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了吧。說「初詣」時參拜靖國神社

是「日本的傳統」，這話難以成立。然而，像這樣訴諸「我國的歷史」、「傳統」，而為參

拜靖國神社尋找根據的議論不在少數。

在這類議論中，「文化」也好，「歷史」也好，「傳統」也好，意思大同小異。似乎只要在

這個層次上立論，甲級戰犯合祀等戰爭責任問題、憲法規定的政教分離問題等就一概可以斥

之為「表面的議論」了。似乎只要把首相對靖國神社的參拜說成是「日本的文化」，那麼別

的國家就沒有道理來說三道四了。對於中國的批判，小泉首相也說：「一個國家尊重自己的

歷史傳統，別國家（對此）不應說三道四。」（出處同上）這一類議論還進一步引伸出強調

日本人和中國人之間「生死觀的差異」的問題。

聽到人家說我們祭奠死者的方式「不合其意、不好」，能說一聲「是的，知道了」，就

照辦嗎？對此我感到疑問。

──小泉首相2004年10月18日在眾議院預算委員會上的答辯詞



在日本，無論一個人活著的時候做過甚麼，死了之後是一樣的。在中國，惡人死了以

後，到那個世界去還是惡人。持有不同生死觀的人應該相互理解。

──町村信孝外相2004年10月3日在朝日電視台節目中的談話

「中國文化是不寬恕死者的文化，日本文化是寬恕死者的文化」；「日本人將過去付諸流

水，韓國人念念不忘過去的恨」等等，通過強調「文化的差異」來強調各國的文化應該平等

地得到尊重。他們就是用這種文化多元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的手段來主張「日本文化」的權

利，為甲級戰犯開罪，把過去的侵略和殖民統治付諸流水的。

下面分析的是這一類從文化角度論述靖國問題的論調中最引人注目的江藤淳的文章〈生者的

視線與死者的視線〉（載江藤淳、小堀桂一郎合編：《靖國論集──為了日本的鎮魂傳統》

〔東京：日本教文社，1986〕）。

1984年7月，文藝批評家江藤淳成為內閣官房長官藤波孝生成立的「關於閣僚參拜靖國神社問

題的懇談會」的一員。這個懇談會實際上是中曾根康弘首相為了「公式參拜」（以官方身份

正式參拜）靖國神社而設立的機構，它的主要任務是討論如何解決憲法對參拜靖國神社的制

約問題。江藤本來是支持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但是，隨著懇談會議論的展開，他愈來愈感

到彆扭，曾幾次私下表示要退出懇談會，結果都由於被挽留而沒有退出，為此他後來一直感

到懊悔。此中的原因何在呢？

江藤認為，圍繞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有以下三個側面，即作為憲法問題的側面、作為政治

問題的側面和作為文化問題的側面。江藤的基本態度是：「至少應該從這三個方面同等地展

開討論」，「關於憲法問題的討論，充其量只不過佔其中的三分之一而已」。可是，「審議

從頭到尾差不多都只是在討論憲法的解釋問題」，對江藤來說，具有「本質性」的重要意義

的「文化論」，「在審議過程中自始至終被遺漏了」。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頒布於1945

年的現行憲法像一件捆住身體的衣裳，牢牢地束縛了日本的習俗和文化」。

江藤首先指出，從「日本文化的連續性」的觀點來看，規定政教分離的日本憲法是「可有可

無」的，它決不是甚麼根本性的東西。大約在十八世紀末期美利堅合眾國憲法、法蘭西共和

國憲法成立之後，Constitution一詞才被用來指成文憲法。Constitution的原意是make-up

of the nation，成文的也好，不成文的也好，它指的是「包括所有文化、傳統、習俗在內的

一個國家的實際的情形」。也就是說，憲法只不過是以「一個國家的make-up of the

nation」為基礎而成立的，而且只是其中被稱為「Constitution的那一部分，決不是指整個

make-up of the nation」。

作為make-up of the nation的Constitution可以稱為「國體」，但是，「國體」一詞會被誤

解為「戰前日本的國家體制」，所以不如稱之為「日本之為日本的特質」。

對日本人來說，最為重要的、只要是日本人自然皆會珍惜的東西，就是日本之為日本的

特質。也就是make-up of the nation──make-up of Japan。總之，它形成於從《記

紀》、《萬葉》到今天的日本的歷史演進過程之中，其中凝結著個人和民族的全部記

憶。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實，尤其是在討論像對靖國神社進行公式參拜這樣的關係到國家如何

決定對待戰死者的態度的問題時，必須討論的與Constitution有關的問題只能是包括一

切文化、傳統、習俗在內的一個國家的實際情形、日本人在這個國家裡生生死死的累



積，除此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問題。在更廣泛、同時也是更深層的意義上說，這是日本

文化的問題。在日本的文化脈絡之中，死者是如何被祭奠的、生者是如何對待死者的、

今天這種方式是不是仍然在延續著。最根本的問題難道不在於此嗎？

那麼，在「日本文化」裡，生者與死者的關係到底是甚麼樣的關係呢？

江藤說，日本人在發生飛機事故後，會不遺餘力地收集所有的遺體碎片，厚葬死者。而美國

人在發生宇宙飛船事故之後，連一點要打撈遺體的意思都沒有。按照基督教的教義，人死了

之後就回到上帝的身邊去了，不存在日本人所說的那種意義上靈魂。換言之，美國人眼中的

風景只不過是生者眼中的風景，而日本人眼中的風景則不同。下面一長段內容也引自江藤的

文章。

日本人看風景時，不只是單純地看作為客觀的對象，同時還意識到與正在看風景的生者

的視線相交錯的死者的視線。〔中略〕日本人在眺望身邊的風景時，還感受到同時也正

在看著同樣的風景的另一個看不見的視線，即死者們的視線，從中吸取歡樂和寧靜，並

且向死者發出呼喚。這也正是日本文學的特殊性之所在。

〔中略〕

也正如折口（信夫）博士所說的那樣，不僅僅是生者在客觀地看風景，死者也同時在看

著那個風景。正因為有死者之魂與生者之靈的交匯，今天日本的國土、文化、傳統才得

以形成。這才是日本的Constitution。Japanese way of life同時也是Japanese way of

the dead。也就是說，要是不再想著死者的話，日本的文化就會滅亡。

〔中略〕

有斷絕同時也有連續，這就是日本人與死者的關係。因此不能不說日本這方國土、日本

人眼裡看到的風景、日本人的日常所為，總是和與死者的共生感密不可分的。與死者

「共生」，這看起來似乎是一件矛盾的事，其實，如果不與死者共生，我們就無法感覺

到自己活著。這種感覺存在於日本文化的本源之中，也就是日本的"make-up of the

nation"的本源之中。這是一種非常重要的感覺。

這種「與死者的共生感」普遍存在於日本的國土、日本人所看到的風景，以及日本人的一切

日常所為之中。這正是「日本文化的本源」，也是存在於「日本之為日本的特質」中「非常

重要的感覺」。應該從「日本文化的本源」出發來論證首相、天皇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這

便是江藤的主張。他引用下面這首川路柳虹的詩為例，說明與死去的士兵之間的日本式的

「共生感」是如何被對此一無所知的美國文化所否定的。

川路柳虹：《魂兮歸來》 

一如往常 

火車把人們吐在鄉村小站上 

留下冷寂的煤煙 

馳向山的那邊

走下來五六個人 

在白布包裹著的木盒的引領下 

一個個低垂著頭 



默默無語地邁上田間小徑 

只有幾個家人守護著，走在田間小徑上

昔日的榮光 

曾經備受崇敬的英雄 

如今化作一捧骨灰，回歸故里 

沒有人祝福，像罪人一樣

蔥綠的田野上，小河潺潺 

水面上倒映出廣闊的天空 

流雲緩緩，彷彿永遠的步履 

在水面上忽滅忽現

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裡 

一切的一切 

歡樂與悲戚，昨日與今日 

亙古如一，生生不息

英靈，在人們默默的守護下 

在燃燒著的陽光裡 

化作白蛾般的幻影 

熠熠閃動，發出耀眼的光芒

魂歸何處 

何罪之有 

安息吧，靜靜地安息吧 

在生你養你的故鄉的懷抱裡 

在這沒有殺戮的寧靜的大自然裡

江藤說這是一首「鎮魂賦」，它「十分完美地繼承了日本詩歌的傳統」，詩人在寫景的同時

也在向死者的魂靈發出呼喚，這裡面蘊含著「詩人與魂靈之間的共生感」。但恰恰是這種

「與死者的共生感」，成了美國佔領軍審查官攻擊的靶子。他們刪去了《魂兮歸來》中的

「魂」字，詩的題目也改成了《歸來》。呼喚死者魂靈的部分被刪除之後，這首用日語寫的

詩已經不再是日本的詩了，它變成了下面這首「詩的殘骸」。

《歸來》 

一如往常 

火車把人們吐在鄉村小站上 

留下冷寂的煤煙 

馳向山的那邊

走下來五六個人 

在白布包裹著的木盒的引領下 

一個個低垂著頭 

默默無語地邁上田間小徑 

只有幾個家人守護著，走在田間小徑上



蔥綠的田野上，小河潺潺 

水面上倒映出廣闊的天空 

流雲緩緩，彷彿永遠的步履 

在水面上忽滅忽現

在這大自然的懷抱裡 

一切的一切 

歡樂與悲戚，昨日與今日 

亙古如一，生生不息

在生你養你的故鄉的懷抱裡 

在這沒有殺戮的寧靜的大自然裡

對江藤來說，「懇談會」不是把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作為「與死者的共生感」這一「日本文

化的本源」問題來討論，而是始終只是討論如何對現行憲法進行解釋，這樣的審議和一首用

日語寫就的、但已經不再是日本的詩歌的「詩的殘骸」沒有甚麼兩樣。

二

在從文化角度討論靖國問題的各種議論中，江藤上面這番議論可以說是最精煉的了。但是，

對此我們仍然不禁要提出許多疑問。

首先，江藤的議論所賴以立足的大前提是，存在一個「形成於從《記紀》、《萬葉》到今天

的日本的歷史演進過程之中」的「日本文化」，它的「本源」是「與死者的共生感」。但

是，這個前提決不是自明的。江藤從「結構主義」的角度出發，把「日本文化」和「美國文

化」，「我們的Constitution」和「歐美人的Constitution」看成是「完全對等」的，並且

說這是思想上的「常識」。但是，江藤所謂的「日本文化」、「美國文化」貫穿於歷史之

中，所謂自《記紀》、《萬葉》以來的「日本文化的本源」亙古不變等前提，本身都是極為

可疑的，而他卻對此絲毫不抱懷疑。

即使我們假設江藤的大前提大致可以肯定，就是說，姑且同意江藤所說的「與死者的共生

感」存在於「日本文化」的「本源」之中，也還有一個最根本的疑問，即「與死者的共生

感」為甚麼必須以靖國的形式來表現？其必然性何在、根據何在呢？

江藤寫道：

日本人不是只考慮生者就行的民族。生者為了能夠作為生者生氣勃勃地活著，必須常常

想著死者。日本人大體都是這樣生活著的。東京市內只有在盂蘭盆節和年終時節才會變

得空曠無人，〔中略〕盂蘭盆節恰恰是人們去會祖先的日子。人們回到各自的故鄉，去

會祖先的魂靈，充分恢復生氣後再拼命地幹到年終，這就是日本人。發生戰爭也好，天

變地異也好，從來都是如此。這才是日本的Constitution。

還有「初詣」時到神社或寺院去參拜，雖然冥府不同，但都是為了去確認生者與死者之

間的關聯。要是這種習俗被割斷的話，我們就不再成其為日本人了。

不錯，盂蘭盆節和「初詣」的確是日本的「習俗」。但是，用盂蘭盆節和「初詣」來說明靖

國神社、靖國參拜，顯然有邏輯上的跳躍。江藤說盂蘭盆節和「初詣」「發生戰爭也好，天



變地異也好，從來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沒有戰爭，就不會有靖國神社。就盂蘭盆節和

「初詣」而言，與死者的關係是與「祖先」之間的關係。但是，就靖國神社而言，與死者的

關係是與戰死者之間的關係，而且是與特殊的戰死者之間的關係。

第一，與戰死者之間的共生感為甚麼必須以參拜靖國神社的方式才能獲得？二者之間沒有必

然性。如果不參拜靖國神社，就不能在盂蘭盆節、在新年的「初詣」時懷念死者嗎？決非如

此。這一點在江藤援引的川路柳虹的詩《魂兮歸來》裡也有暗示。雖然詩中死去的士兵的魂

靈被稱為「英靈」，但是它所要歸去的卻是「故里」。

魂歸何處 

何罪之有 

安息吧，靜靜地安息吧 

在生你養你的故鄉的懷抱裡 

在這沒有殺戮的寧靜的大自然裡

對士兵的祭奠和追悼可以採取各種方式。無論是戰前、戰爭期間、還是戰後，之所以採取參

拜靖國神社的方式，都是國家的政治意志的結果，它超越了江藤所說的「文化論」的範疇。

第二，要說「與死者的共生感」是文化的話，為甚麼靖國神社只祭奠日本的戰死者中的軍人

和軍隊中的文職人員，而不祭奠戰死的普通百姓呢？

比如說，站在沖繩島摩文仁的山丘上凝望大海，也能緬懷在沖繩之戰中死去的人們。但是，

靖國神社只是從無數死者中挑出日本軍的戰鬥人員和文職人員予以祭奠，而對其餘的為數眾

多的戰死者卻置之不顧。當然，作為例外，靖國神社裡也祭奠著在作戰中或在軍事工程中死

去的普通百姓。但是，無論如何，戰死的普通百姓是不被祭奠的。像在廣島、長崎遭受原子

彈轟炸的普通遇難者，還有在東京空襲等多次空襲中失去生命的百姓，這幾十萬戰死者都沒

有被祭奠在靖國神社裡。如果說與戰死者之間的「共生感」、「死者之魂與生者之靈的交

匯」的話，為甚麼要把戰死的普通百姓從日本的戰死者中排除出去呢？

江藤把靖國問題說成是「日本文化的問題」、是「在日本的文化脈絡之中，死者是如何被祭

奠的、生者是如何對待死者的、今天這種方式是不是仍然在延續著」的問題。然而，存在於

「日本文化本源」之中的「與死者的共生感」，是不是像靖國神社那樣，僅限於與戰死士兵

之間的「共生感」呢？在「日本文化」中，自《記紀》、《萬葉》以來，生者是不是這樣對

待死者的呢？盂蘭盆節也好，「初詣」也好，柿本人麻呂的和歌也好，江藤自己舉的例子也

好，都表明不是如此。像靖國神社那樣在戰死者中只優遇戰死的軍人和軍隊中的文職人員，

這也是由超越「文化論」的國家的政治意志來決定的。

第三，如果說是為了「與戰死者的心神感應」的話，那麼為甚麼靖國神社不祭奠「敵」方的

戰死者呢？

在日本的中世紀和近世，受佛教「怨親平等」思想的影響，形成了祭奠敵我雙方戰死者的習

慣。北條時宗在文永．弘安之役（即「元寇」）後修建園覺寺、島津義弘在慶長之役（即

「朝鮮出兵」）後在高野山的內殿建造「敵我雙方供養碑」，都是為了祭奠敵我兩國的戰死

者。

然而，靖國神社決不會祭祀與日本軍作戰的外國軍隊的戰死者。不僅沒有祭奠在台灣島、朝

鮮半島、中國大陸、珍珠港、東南亞與日本軍作戰時陣亡的外國士兵，也沒有祭奠任何一個



在沖繩之戰中陣亡的美軍士兵，以及在廣島、長崎原子彈轟炸中失去生命的盟軍俘虜。當然

也沒有祭奠在日軍發動的戰爭中失去生命的外國的普通百姓。只有在沖繩的「和平之礎」，

我們才能看到沖繩之戰的戰死者的名字不分國籍、不分軍人和百姓被銘刻在石碑上。要說與

戰死者的心神感應是日本的「文化」的話，為甚麼外國的死者被排除在外呢？江藤說「正因

為有死者之魂與生者之靈的交匯，今天日本的國土、文化、傳統才得以形成」。那麼，為甚

麼在沖繩、廣島、長崎等「日本的國土」上戰死的外國人，被靖國神社拒之門外呢？

其實，江藤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說：

關於這個問題，在中國有人提出是不是應該同時祭奠敵我雙方的死者。假惺惺地祭奠敵

我雙方的死者，有必要做這種偽善之事嗎？哪一個國家不是在按照本國的風俗、文化來

祭奠自己國家的戰死者的呢？

邏輯是多麼混亂！江藤在這個問題上的「基本態度」是，以「日本之為日本的特質」與「美

國之為美國的特質」不同、「我們的Constitution」和「歐美人的Constitution」不同，來

論證靖國神社是「生者與死者之間發生心神感應」的「日本文化獨特的空間」。可是，江藤

在這裡突然又說「哪一個國家」不是這麼做的、「哪一個國家」不是在祭奠「本國的戰死

者」、或者只祭奠「本國的戰死者」呢？日本也是如此。但是，這樣一來，就露出了矛盾。

江藤本來是想以日本「獨特的」文化傳統來論證靖國神社的邏輯的，但他在這裡卻完全無視

日本文化中「祭奠敵我雙方死者」的傳統，說「哪一個國家不是」云云。因為為了給靖國神

社辯護，他不得不訴諸這種非日本的方式。

三

靖國神社不祭奠的「敵」方的死者，不只限於外國人，即使是「本國的死者」，如果屬於

「敵」方，那麼也不予以祭奠，這就是靖國。

靖國神社的前身東京招魂社在1869年6月舉行第一次合祀儀式，祭奠自幕府末期以來死於內戰

的「官軍」，也就是新政府軍的3,588名戰死者。此後，包括改名為靖國神社之後直至今日，

祭奠在這裡的死於內戰的陣亡者只有「官軍」即新政府軍的死者，而沒有「賊軍」即前幕府

軍和反政府軍的死者。1869年7月，兵部省規定東京招魂社每年舉行四次定期大祭：1月3日

（伏見戰爭紀念日）、5月15日（上野戰爭紀念日）、5月18日（函館投降之日）、9月22日

（會津藩投降之日）。把東京招魂社的祭禮定在平定「朝廷之敵、賊軍」之日，此事明確了

明治新政府把「朝廷之敵、賊軍」作為敵人從靖國神社中排除出去的方針，也決定了此後靖

國神社的位置（參見今井昭彥：〈國家不予祭奠的死者--以白虎隊員為例〉，載國際宗教研

究所編：《有必要設立新的宗教設施嗎？》〔東京：鵜鶘社，2004〕）。

即使同為「日本人」戰死者，與當時的「政府」即與天皇一方為敵的戰死者，就要被排除在

靖國神社之外。這種「對待死者的方式」，與對待會津之戰（這次戰爭決定了戊辰戰爭的結

局）陣亡者的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脈相承。在會津藩投降後建於會津若松城下的「官軍」

諸藩的墓地的燈籠上，刻寫著如下內容（轉引自今井昭彥上引論文）：

明治元年春，因奧羽、北越諸藩違抗天皇的命令，天皇震怒，命令大宰帥和兵部卿二親

王率領諸侯之師前往討伐。兵部卿從北陸方面、大宰帥從東海方面前往平定賊徒。九月

之秋，兩親王會師於會津，包圍若松城，經過連日作戰終於攻陷城池。官軍陣亡者也甚



多。現在將其遺體埋葬於此，並建石碑記其概略，使為天皇而戰之忠義青年之事跡傳之

後世。

與此相反，新政府下令禁止埋葬會津藩三千名陣亡者的遺體。會津藩武士町野主水在〈明治

戊辰殉難者之魂奉祀之由來〉一文中這樣寫道（同上。引文中的「西軍」指新政府的軍隊，

「東軍」指會津藩的軍隊）：

當時，西軍下令絕對不准接觸東軍全體陣亡者的遺體，違抗者嚴懲不貸。因此沒有人敢

埋葬東軍戰死者的屍體，屍體被狐狸鳶鳥等嚙食，日漸腐爛，慘不忍睹。

這不禁令人想起古希臘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劇《安提戈涅》（Antigone）。在爭奪

忒拜國王位的波呂尼克斯、厄特克勒斯兩兄弟戰死後，他們新即位的叔父克瑞翁厚葬厄特克

勒斯以示彰顯，相反，禁止埋葬和追悼波呂尼克斯，屍體任憑鳥獸摧殘。

厄特克勒斯為保衛國家而戰，戰功赫赫，死於敵手。因此建造墳墓，舉行最高級別的葬

禮將其埋葬。相反，他的兄弟波呂尼克斯以亡命之身歸來，放火圖謀焚燒父祖之國、神

氏之殿。〔中略〕因此通令全國不准造墓埋葬，也不准為他哭泣哀悼。讓（他的遺體）

暴露在外，任憑鵬鳥、野狗啖食，讓他蒙受羞恥，以儆戒眾人。

這就是我（克瑞翁）的決定，決不允許不逞之徒以邪壓正，從我手中獲取榮譽。只有衷

心為國者才能從我手中得到榮譽，無論他活著還是已經死去。（吳茂一譯，岩波文

庫，1961）

兩兄弟的妹妹安提戈涅違背代表國家立場的克瑞翁的命令，埋葬了波呂尼克斯，由此拉開了

一系列悲劇的序幕。這是為讀者所熟悉的。

江藤的議論在這裡也暴露出了深刻的矛盾。

在日本中世紀和近世，祭奠對外戰爭的死者時也是怨親平等的。在「日本人」之間發生的戰

爭中，類似的例子更多：平重盛在紫金山弦樂寺和藤澤清凈光寺（遊行寺）裡修建的敵我供

養塔，足利尊氏修建的靈龜山天龍寺，足利尊氏、足利直義兄弟修建的大平山安國寺，以及

北條氏時修建的玉繩首冢等等。甚至可以說，「在中世紀以後的日本，戰爭結束後，獲勝的

武將一定會為敵我雙方的陣亡者舉行『大施餓鬼會』，建造敵我供養碑」（圭室諦成：《葬

式佛教》〔東京：大法輪閣，1986〕）。與此不同，靖國神社連死於「內戰」的敵方陣亡者

也決不祭奠。要想把靖國神社的這種「對待死者的方法」說成是與《記紀》、《萬葉》以來

日本人「對待死者的方法」一脈相承的話，就必須把上述這種祭奠敵我雙方陣亡者的歷史排

除在日本人「對待死者的方法」的歷史之外。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被靖國化的這種「日本的傳統」不是「日本固有」的傳統，倒和古希臘

忒拜國王克瑞翁「對待死者的方法」一模一樣，也和美國南北戰爭後建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

──這裡只埋葬獲勝的北方軍隊的陣亡者，不埋葬南方軍隊的陣亡者──十分相似。江藤試

圖通過強調「日本文化」與「美國文化」的差異、日本人「對待死者的方法」與美國人「對

待死者的方法」之間的差異來為靖國神社辯護，但靖國神社與日本中世紀、近世的祭奠敵我

雙方陣亡者的傳統不同，卻與美國的阿靈頓國家公墓相似，對此，又該怎麼解釋呢？

關於靖國神社不祭奠內戰中的敵方陣亡者這一點，其實江藤也意識到了。他說：「國內的死

者以後可以通過請願而受到祭奠。」發生在明治初期的「佐賀之亂」中的「叛軍」陣亡者，



雖然在佐賀出身的議員們的努力下在大正初期「恢復了名譽」，但因為「想祭奠在靖國神社

裡，簡直是異想天開」，所以「顧慮重重，沒能說出口」。「現在事情過去很久了，或許能

受到祭奠吧」。

想受到祭奠卻又因為「顧慮重重，沒能說出口」，在「事情過去很久」之後，要是拼命「請

願」的話，「或許能受到祭奠」。這是一種甚麼樣的政治性的祭奠啊。它與「死者之魂和生

者之靈的交匯」、「與死者的共生感」、「鎮魂」等等「文化的」「感覺」相去甚遠。可以

說，在說上面這些話的時候，江藤無意中道出了一點，那就是，在靖國問題上與死者的關係

不是單純的文化上的關係，從根本上說它是一種政治關係。不管怎麼說，從1869年東京招魂

社創建到現在的大約一百四十年裡，靖國神社無論是在作為國家機構的時代，還是在戰後成

為宗教法人之後，從來沒有祭奠過一個與「天皇的軍隊」為敵的戰死者。靖國神社如此排斥

敵方的戰死者，原因就在於它是超越了「文化」的國家的政治意志的產物。

在說「假惺惺地祭奠敵我雙方的死者，有必要做這種偽善之事嗎？哪一個國家不是在按照本

國的風俗、文化來祭奠自己國家的戰死者的呢」等話的時候，江藤把以「元寇」入侵之後的

北條時宗、豐臣秀吉「朝鮮出兵」之後的島津義弘為首的日本武將從怨親平等的思想出發祭

奠敵我雙方死者，都一概說成是「假惺惺」的「偽善」行為。的確，在不祭奠敵方陣亡者這

一點上，靖國和這些日本歷史是脫節的。在排斥本國的敵方戰死者這一點上，它和阿靈頓公

墓很相似。在排斥敵國戰死者、只祭奠本國戰死者這一點上，它不僅和阿靈頓公墓相似，也

和英國的陣亡者紀念塔、法國的無名戰士之墓、澳大利亞的國立戰爭紀念館，以及韓國的國

立墓地「顯忠院」、國立戰爭紀念館等相似。

當然，我的意思並不是說日本的傳統不是靖國式的，而是一概「怨親平等」地祭奠敵我雙方

死者。其實，中世紀、近世對戰死者的祭奠並不都是怨親平等的。實際上，從《記紀》、

《萬葉》的時代到靖國神社，在如何對待死者的問題上，並不存在一個前後一貫的傳統。在

生者與死者的關係問題上，也不存在一個日本式的前後一貫的傳統。

西方世界的情形也是如此。的確，在近代民族國家成立後，各國都熱衷於祭奠本國的陣亡士

兵（worship of fallen soldiers）（參見莫賽[George L. Mosse]著，宮武實知子譯：

《英靈──被創造的世界大戰記憶》〔東京：柏書房，2002〕）。在古希臘、羅馬時期，已

經盛行「為祖國而死」（pro patria mori）的士兵們的彰顯儀式。但是，正如阿倫特

（Hannah Arendt）所指出的：「以往在西歐世界（在極權國家出現之前），哪怕是在最黑暗

的時代，我們理所當然地被認為都是人（並且除此之外甚麼都不是），即使被殺死的敵人也

被認為有受到追憶的權利。阿基利斯曾親自前往埋葬赫克托耳，連專制政府都尊重死去的敵

人，羅馬人允許基督教徒為殉教者撰寫傳記，教會也把異教徒列入人類的記憶之中。」（大

久保和郎、大島譯：《極權主義的起源3·極權主義》〔東京：美書房，1981〕）可以說，

《安提戈涅》描寫了兩種「對待死者的方式」之間的對立。

四

如上所述，靖國神社與死者的關係，是與特殊的戰死者之間的關係，也就是從戰死者中把敵

方的陣亡者排除在外，而且從本國的戰死者中把在戰爭中失去生命的普通百姓排除在外之後

的、與戰死的日本軍的戰鬥人員和文職人員（以及日本軍的協助者）之間的關係。只要這種

關係不是出自江藤所說的「文化」，而是出自國家意志，那麼從文化論的角度來討論靖國問

題，從根本上說是行不通的。



有人會說，靖國神社有一座「鎮靈社」，這裡不是祭奠著「靖國神社正殿裡沒有祭奠的魂

靈，以及世界各國的戰死者和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的魂靈嗎」（靖國神社主頁），有甚麼問

題呀？他們會說，鎮靈社裡祭奠著在戰爭中死去的日本的普通百姓，還有在內戰和對外戰爭

中死去的敵方戰死者，所以靖國神社決不是只祭奠日本軍的戰鬥人員和文職人員的神社。

然而，這種說法到底有多大的說服力呢？

1965年7月，在靖國神社的一個角落裡建起了一座名叫鎮靈社的小祠，它是專門為對付「靖國

神社是只祭奠日本軍的戰鬥人員和文職人員的神社」這一批評而施的障眼法，孤寂地佇立在

無人光顧的黯淡的角落裡。在靖國神社作為國家機構發揮其本來職能的大約九十年的時間

裡，不存在鎮靈社；在日本戰敗後的二十年的時間裡，也不存在鎮靈社。僅憑這一點，就足

以說明鎮靈社不是靖國神社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更為重要的是，即使是在鎮靈社建成之後，靖國神社裡「祭神」的數目並沒有增多，仍然是

正殿裡的大約二百五十萬，鎮靈社裡的「魂靈」並不包括在內。說是「世界各國的戰死者和

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的魂靈」，但不知道是從甚麼時候、哪次戰爭開始算起。單是第一次、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死者加起來就有七千萬人，要是把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現在的戰死者加起

來的話，總數大概遠遠超過一億了吧。一個神社擁有如此驚人數目的「祭神」，不知道意味

著甚麼？

雖然鎮靈社裡也「祭奠」著「魂靈」，但是其規格不可能與正殿裡祭奠的「魂靈」相同。假

如相同的話，那麼把正殿裡的「祭神」「合祀」到鎮靈社裡就行了。但這是絕對不被允許

的。假如規格相同的話，那麼，反過來，只要履行與二百五十萬「祭神」相同的手續，把知

道姓名的鎮靈社的「魂靈」「合祀」到正殿裡就行了。但是，這也是絕對不被允許的。「世

界各國的戰死者和所有死於戰爭的人們的魂靈」成為靖國神社的「祭神」，而且被稱為「英

靈」，這一天大概不會到來吧。

靖國神社的「祭神」不單純是「戰爭中的死者」，而是在日本國家政治意志的作用下被挑選

出來的特殊的戰死者。

黃東蘭 譯

高橋哲哉 東京大學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著有《戰後責任論》、《靖國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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