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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評論

紅)兵與┌全共鬥┘
——兼談60年代日本的新左翼

1960年代末，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齊頭並進，日本的新左翼過激集團以及

「全共鬥」（「××大學全校共鬥會議」的簡稱）活動也達到高潮。二者的共同點，

是試圖對冷戰體制下的世界秩序提出無法實現的異議。

一　文化大革命違反了馬克思主義原則

不得不承認，毛澤東在1966年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史無前

例的奇妙運動。說它奇妙，是因為它不該發生卻實際發生了。

按照經典的馬克思主義論述，近代政治革命包括、也僅僅表現為資產階級

市民革命以及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這兩種類型。中國在經過艱難曲折的革命

後終於建立了社會主義國家，理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從事社會主義建

設。然而，這樣的黨和國家卻受到造反的無產階級大眾的批判打倒。不該發生

的事情終於發生了。

就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而言，黨是無謬的，正如天主教徒認為羅馬教皇

是無謬的那樣。實際上，羅馬教皇也可能出錯，但因為羅馬教皇的意志是決定

對錯的標準，因此他即使錯了也得權當沒錯。如果理應無謬的黨也被批判、被

打倒，那麼人們必須相信有某種比黨更具權威的標準。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實

現，意味ú人們相信有凌駕於黨之上的權威。

如果說蘇聯共產黨曾經像俄羅斯正教的教會那樣，是創造教義、生產正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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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組織，那麼中國共產黨就是家產制組織（韋伯認為傳統中國的科層制也是這

種組織的典型），在這樣的組織之上有皇帝之類的權威中心並不是不可思議的。

毛澤東逝世之後，鄧小平繼承了他的位置——因為中國共產黨官僚機構的運作

離不開那種權威中心。

我們不妨具體探討一下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這C，首先必須從

中蘇論爭談起。

中國共產黨是作為共產國際（第三國際）的中國支部而成立的，在形式上要

接受共產國際的指導。然而，導致中國革命成功的，並不是脫離實際的共產國

際的指導，而是毛澤東確立的中國獨自的革命方式。因而，蘇聯共產黨的指導

與中國共產黨的威信之間存在ú矛盾。這種齟齬的表面化，就是中蘇論爭。

中蘇論爭的原因可能有種種解釋，中國民族主義的發泄也可備一說。無論

如何，中國給蘇聯貼上了「修正主義」的標籤，這等於公開承認理應無謬的共產

黨也會犯錯。在此之前，蘇共對斯大林的批判，也無異於承認黨的錯誤。

其次，由中蘇論爭衍生出以下結果：第一、出現了只有中國共產黨才具有

指導世界人民的權威和正統性的主張，因為指導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革命思想

是絕對正確的。隨ú中蘇論爭激化和中國民族主義高漲，毛澤東的權威必然越

來越加強。第二、中國共產黨內部出現了必須掃除修正主義（蘇聯的影響）的危

機意識。如果黨也曾犯錯誤，那麼必須憑藉毛澤東的權威加以監察。從而，通

過與黨組織不同的渠道來發揮這種監察功能就變成是題中應有之義。其結果

是，作為毛澤東的權威和群眾之間的紐帶的另一種「先鋒隊」——紅�兵登上了

歷史舞臺。

讓我們來考察紅�兵運動的社會學特徵。

第一、是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根據共產黨的原則，黨內的路線問題需要

通過論爭來解決；在論爭開始之前，沒有誰是先天正確的。除了上下級的區

別，黨員（個人）都是對等的——唯其如此，才有爭論的可能。但對紅�兵來

說，他們是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以打倒階級敵人為目的，故此論爭之類顯得無關

宏旨。事實上，紅�兵亦缺乏應付論爭的知識和社會經驗。他們之所以能承擔

文化大革命的使命，完全是因為崇拜毛澤東，從而超越了黨員（個人）。在他們

看來，毛澤東的正確性是既定的、不容論爭的。他們的鬥爭方法是ú重顯示對

手的非對等性（採用一切手段來侮辱對手）。

第二、紅�兵不具備自己獨有的組織，他們是在學校、單位、地區、城市

等制度性框架中組織起來的。紅�兵雖然反對既存的黨政組織，但又以上述方

式依附於它們。紅�兵組織不能具有全國性或跨行業的形式，它們只能透過上

層的調整才會實現聯合。如果由毛澤東來領導這種調整當然不會出甚麼紕漏，

但問題是他不可能兼顧那麼多的紅�兵組織。因此，最終出現了紅�兵組織之

間的武鬥。由於紅�兵組織無須經過論爭或論證就堅信自己是正確的，而這種

思考邏輯所帶來的唯一結果就是把對手一概予以否定。在發動文化大革命之後

的一年內，應該打倒的既存組織還在運作，這時紅�兵還有鬥爭目標。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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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既存的組織後來被徹底打倒，剩下的只是各個紅�兵組織之間的互相衝突，

最終的結果是混亂和無序的不斷蔓延。

第三、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完成使命的紅�兵要被下放到農村。他們既然

信奉毛澤東的權威，也就無法違抗這一指示。紅�兵自身未能建構一種與革命

組織不同的、並且取既存組織而代之的制度，所以，他們在制度中的位置只能

由上層的指示來決定。他們是既存組織的破壞者，在城市C找不到自己的位

置，結果只有被送到農村。

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破壞既存的組織→下放，這就是紅�兵三個顯著的

社會學特徵。

二　日本新左翼的譜系和思想

1969年1月，東京大學在日益緊張的氣氛中迎接新年，其正門上裝飾ú毛澤

東的肖像。面積寬廣的本鄉校園（這C聚集法、經、文、理、工、農、教育、

藥、醫等九個院系），除了附屬醫院等部分區域外，完全被學生佔領和封鎖了。

張貼毛澤東肖像的，或許是佔據了正門附近的工學院陳列館的ML派（共產主義

者同盟中的毛澤東思想派）。以安田講堂為首的主要建築中，「東大全共鬥」的學

生以及新左翼各派活動家正在嚴陣以待。1月18日至19日，警視廳機動隊衝進校

園內逮捕學生，電視台向全國實況轉播了事件的經過。安田講堂的攻守，是東

大自1968年6月15日起鬥爭擴大到全校的高潮。

不僅僅是東大，全國主要的國立和私立大學幾乎沒有例外，都在1969年初

被「全共鬥」的學生佔領了。這或許就是當時席捲世界的學生力量的日本式表現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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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是大學二年級（教養學系）的學生，也參加了「東大全共鬥」，處於運

動的旋渦之中。根據我個人的體驗，東大的鬥爭既有與外國共通的因素，也有

日本獨自的特徵，是兩者混合在一起的運動。

所謂「全共鬥」究竟是甚麼？為了說明這個問題，首先有必要概觀自1960年

前後以來蔚成一大勢力的新左翼。

日本的左翼（馬克思主義者），大體上可以分為日本共產黨系統和勞農黨—

日本社會黨系統。日本共產黨與中國共產黨一樣，是作為共產國際的日本支部

而建立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鼎盛期也不過有數千名黨員而已，不久

就在特別高等警察的徹底管制下瀕於瓦解。儘管如此，該黨在日本知識界一直

保持ú決定性的威信和影響力。

戰後，重建的日本共產黨由於得到美國佔領軍當局（GHQ）的支援而迅速發

展。後來由於清共運動（red purge），日本共產黨一度被迫以非法的街頭武裝形

式活動，但是從50年代中期起便放棄了這種路線。在這一過程中，許多活動家

脫離日本共產黨，結成了幾個小集團。他們的宗旨是：試圖形成真正的先鋒

黨，用以取代革命的叛逆者——日本共產黨。其中有兩個重要的集團，即「共產

同」（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簡稱）和「革共同」（革命的共產主義同盟）。

在這種背景下，1960年發生了「60年安保鬥爭」。日本社會黨、日本共產

黨、主要的工會等日本革新勢力，為了阻止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改訂，在國會

內外開展了強有力的反對運動。在國會兩院中佔多數的自由民主黨採取「強行表

決」的方式與之對抗。連日來，以「全學連」（全日本學生自治會總連合的簡稱，

是全國各大學學生自治會的聯合體）為中心的數十萬人的示威隊伍高呼「反對安

保」的口號，把國會圍得水泄不通。在條約自然生效的6月15日，運動達到高潮。

當時的「全學連」又分成主流派和反主流派。日本共產黨在「全學連」內部未

能獲得主導權，屬於少數派（反主流派）。指導主流派的，是志在世界革命的「共

產同」。「共產同」是一個凝聚日本共產黨過去的活動家、托派份子等各派系的組

織，它雖然具有把「安保」鬥爭的激情與革命的局勢結合起來的意圖，但由於組

織鬆散且缺乏像樣的指導能力，最後只好聽任運動的銷聲匿É。

在「安保」鬥爭結束後，路線上的不同導致「共產同」分裂成馬線派、關西派

等許多支流（宗派），後來的赤軍派也是它的一個分支。

「共產同」退潮後，代之而起的是「革共同」。但是，由於內部路線的對立而

使其分裂成兩派，即革馬派（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派）和中核派。學生組織「馬學

同」（馬克思主義學生同盟的簡稱）和「全學連」也分化為革馬派和中核派。

與此不相涉的「社青同」（社會主義青年同盟的簡稱）解放派，也在60年代的

中期開始出場。「社青同」是社會黨的下級組織，由此分化出來的、受早期馬克

思強烈影響的革命派獨樹一幟，是為解放派。它在60年代後期曾經一度與中核

派、共產同結合，組成「三派全學連」，試圖掌握學生運動的主導權。此外，社

會黨結構改革派的社會主義學生戰線（前沿派）也擁有一定勢力。

以上是60年代新左翼各派的分布情形。它們為了取代日本共產黨等舊左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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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領導地位，便不斷開展街頭行動。例如反對日韓條約鬥爭、砂川基地鬥爭、

反對王子野戰醫院鬥爭等等，尤其突出的是1967年的羽田鬥爭。當時出現了戴

盔蒙面、手持木棒的集團與機動隊的衝突，世間因而知道有那麼一些過激派的

存在。以後，這一鬥爭方式一直被新左翼過激派保留下來。

三　「堆積的一代」與大學的大眾化

60年代的日本，不斷經歷了急劇的社會變遷。1960年的「安保」鬥爭，使學

生和一般民眾都產生了可能被捲入戰爭的危機意識。但是，以1964年的東京奧

運會為點睛之筆的高速增長期，很快就把上述的危機意識沖淡了。一般市民因

為能享受到繁榮的成果而感到滿足，也不認為越南戰爭會危及自身；結果，

70年的「安保」鬥爭變成了一場單以相信革命形勢大好的學生為主體的運動。

學生的社會地位在這段期間也發生了變化。1960年前後的大學生普遍具有

作為精英的自負，並贏得了相應的社會尊敬。但是，由於整個60年代大學的升

學率急劇上升，並與戰後的生育高峰世代（所謂「堆積的一代」）的入學時期相重

疊，結果使大學C充滿了前程未卜的學生。他們一生下來就陷入競爭的泥沼而

不能自拔；既對社會持有懷疑的態度，同時又受到高速增長帶來的消費文化的

影響。他們已經不能用戰後時代的理想主義來約束自己。於是，「全共鬥」召喚

了這樣一代「不規矩」的青年。

60年代的大學猶如各種思想攪拌在一起的坩堝，馬克思主義這時仍然具有

很大的影響力。然而，在批判舊左翼斯大林主義的背景下卻出現了新的特徵：

《經濟—哲學手稿》、《德意志意識形態》等早年馬克思的文本引起了學生的廣泛

閱讀興趣。此外，以「共產同」系統的思想家吉本隆明、革馬派的領袖黑田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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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首的日本人士的著作也贏得了讀者；存在主義、新小說等法國的流行思潮也

成為顯學。在文學方面，大江健三郎、三島由紀夫等人的小說十分風行。

當時，一般學生都不大信任日本共產黨，而與中核派、革馬派等新左翼也

保持距離。因為他們既不清楚各派之間的區別，又對這些派別為一些雞毛蒜皮

的事情勾心鬥角的做法不以為然（到70年代，各宗派的內部殘殺不一而足，支持

新左翼的學生寥寥無幾）。與特定的黨團、宗派無關的「越平連」（越南和平促進

市民連合）等運動雖有學生參加，但人數也是有減無增。

然而，為甚麼日本各大學在1968年及次年，竟會紛紛成立「全共鬥」，並且

獲得學生的廣泛支持呢？梳理一下當時的社會脈絡，可以歸納以下一些理由：

首先，「全共鬥」是一場由那些與特定黨團、宗派等保持距離的一般學生所推行

的運動。它是以大學為單位組織的，因而參加者的心理障礙較少。其次，「全共

鬥」提出的要求涉及學生的切身利益（例如要求取消學生的退學處分、讓學生自

己管理學生宿舍），完全不必考慮繁雜的路線論爭。第三、「全共鬥」歸根結底還

是帶有左翼色彩的運動，這與當時的大環境（70年「安保」鬥爭）互相呼應。第

四、「全共鬥」斷然無視程序合法性，具有實力鬥爭的一面。第五、「全共鬥」也

是一場學生對自己本身存在價值進行批判性反思的倫理運動。

「全共鬥」是由一般學生推行的自發性運動，這一點與同時期的歐美學生運

動相似；但它亦有日本獨特的（也許完全是別具一格）組織性特徵。以下對此進

行詳細的分析。

四　「全共鬥」是對民主集中制的逆反

60年代，許多學生都對日本共產黨的組織素質——上級一聲令下就可以造

成昨是今非、方針反轉——抱有反感和厭惡。新左翼各派雖然反對日本共產

黨，但在組織原理上如出一轍。例如革馬派，一方面標榜反斯大林主義，另一

方面卻採取與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相同的組織模式。不過，「全共鬥」的活動卻

與之背道而馳。

「全共鬥」的運動，一般都是由某個偶然的機緣自然而然發生的。它與新左

翼各派處於相輔相成、若即若離的關係之中。試以東京大學全共鬥（東京大學全

校共鬥會議）為例來說明這種關係。

「東大全共鬥」是1968年夏天結成的，導火線在醫學院。在醫學院，學生和

教授會之間就無報酬實習制度的存廢問題，幾年來一直存在ú對立。由於教授

會決定處分數名學生，包括「共產同」的活動家在內的學生們在1968年6月15日佔

領了安田講堂的鐘樓——它是東大的象徵，也是大學的中樞所在。大學當局倉

促要求警視廳的機動隊來鎮壓學生。機動隊的數千人員在6月17日凌晨進入東大

校園，這時學生們已經逃散。

當「機動隊進駐」的消息傳開之後，以前無動於衷的學生們也立即罷課，源

60年代，許多學生都

對日本共產黨的組織

素質抱有反感和厭

惡。新左翼各派雖然

反對日本共產黨，但

在組織原理卻採取與

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

相同的組織模式。而

「全共鬥」的活動卻與

之背道而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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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不斷地聚集到鐘樓前，人數約有六千，佔東大學生總人數的一半。「作為學術

自由的要塞的大學，豈容警察侵犯」的意識尚未泯滅。以該日為轉折點，局部糾

紛一舉演變成全校性的大事。

東大十個院系的學生大會或代表大會，接連作出了罷課抗議的決議。日本

共產黨系統的提案基本上被否決，通過了新左翼系統學生提議的更為激進的「無

期限罷課暨街壘封鎖」的戰術。各學院各學科都成立了鬥爭委員會或罷課執行委

員會。儘管這些組織中混雜ú新左翼各派的許多活動家和擁護者，但是大多數

學生迄未參加過任何學生運動。作為這些組織的聯合體而成立了「東大全共

鬥」，由物理學院的研究生山本義隆（他本來是與運動無緣的）擔任委員長。「全

共鬥」領導東大鬥爭達半年多，次年一月被機動隊驅出安田講堂，以後逐漸解

體。

在左翼的自發性造反組織這一點上，「全共鬥」看起來與紅�兵十分相似；

然而，細心比較兩者的思想和組織原則，又可以發現許多不同點。讓我們來證

實這個說法。

當時，多數學生對日本共產黨以及新左翼各派的引導（乘具體鬥爭之機擴大

組織）和山頭主義已經感到厭煩了，「全共鬥」為了避免既存黨派的干涉，特意採

取了與它們截然相反的組織原則。這些原則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條：

（1）不確定誰是「全共鬥」的成員。學生可以隨時參加或退出「全共鬥」。「全

共鬥」向大學當局提出的撤銷處分等七項要求，是唯一可以被稱作綱領的東西。

「全共鬥」舉行甚麼集會或活動，參加者就是「全共鬥」。

（2）通過有關人員的討論和全體一致通過的方式進行決策。在對某一問題作

出決定的場合，進行反覆而徹底的討論，直到沒有異議為止。不採取多數表

決。原則上任何會議都公開進行，任何人都可以參加。全體會議的參加者是各

組織的「代表」，但嚴格說來他們並非「代表」，只不過是聯絡人而已。因為在「全

共鬥」中不存在誰代表誰的關係，只有自己能夠代表自己。

（3）不存在任何上級對下級的指令。全體的決定要向各組織傳達，但由於它

不是指令，可以不服從。亦即是說，各組織、每個人都可以自主判斷是否要按

決定來行動。「全共鬥」歸根結底只是自發的各個人的集合（在這一點上，「全共

鬥」與作為自治會的集合物的「全學連」不同）。

由此可見，「全共鬥」基本上不是科層組織。它雖然產生了諸如「全體決定的

事情，部分不得推翻」、「成員之間不作任何區別」等自發性規則，但僅此就能維

持一個經常擁有數千人的集團，實在不可思議。

「全共鬥」的組織原則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民主集中制翻轉了，這種做法是

怎麼想出來的呢？也許像天安門廣場學生那樣自發的群眾運動的場合，這種組

織原則是司空見慣的，但另一種可能性則在於日本的傳統。在一千多年以前的

平安時代，僧兵們手持武器舉行了滿寺集會，然後舉行了示威遊行，並與負責

首都警備的武士們發生了衝突。從中世紀的僧兵到近世的農民起義的遙遠記

憶，也許在「全共鬥」中蘇醒了。

「全共鬥」採取了諸如

「全體決定的事情，

部分不得推翻」、「成

員之間不作任何區

別」等自發性規則，

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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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做法是怎麼想出

來的呢？也許從中世

紀的僧兵到近世的農

民起義的遙遠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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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民主主義與暴力

「全共鬥」對教室進行了街壘封鎖，使講課無法進行。它們後來更把戰術擴

展為「全校街壘封鎖」，以致研究室和辦公樓也關閉，大學陷於癱瘓。

封鎖與其說是手段，毋寧說是目的。當時，新左翼各派在王子、羽田、防

�廳周圍等區域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街頭鬥爭，並圖謀組織的發展。即使與機動

隊推推搡搡，把夠格的革命家扮演得有聲有色，可是一旦回到大學，仍然得過

日常的生活。在60年「安保」鬥爭中大顯身手的學生們，在經歷了「挫折」和「變

節」之後，豈不是都到企業C就職了嗎？這種鬥爭無非是一片假象——多數學生

這麼想。因而，必須在自己具體的生活脈絡中為變革而組織鬥爭，把學生們的

生活場面轉換成非日常的空間，為此，封鎖是必要的。

基於同樣理由，「自我否定」成為「全共鬥」的口號——否定那個被上大學的

考試浪潮所吞沒、毫無反思地要當資本主義社會的齒輪的自己。這種集體性的

自我變革運動，就是「全共鬥」的含意。它不是政治運動，而是所謂思想運動。

因此，儘管運動提出了具體的鬥爭目標，但始終無法與大學當局達成妥協。任

何大學的「全共鬥」均無例外，都得面對被機動隊鎮壓而敗走的命運。

另一個問題是，「全共鬥」對暴力採取了甚麼態度？

新左翼各派（除前沿派外）都反對日本共產黨放棄暴力革命的路線，他們奉

暴力革命為宗旨。於是，他們採取了頭戴鋼盔、面覆毛巾、手持木棒與警察機

動隊相衝突的鬥爭方式。投石塊、揮木棒當然不能完成革命，但是人們認為這

種戰術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全共鬥」採納了新左翼的鋼盔加木棒的鬥爭方式，因為它並沒有否定暴力

（憑藉實力進行鬥爭）。「全共鬥」無限期罷課加封鎖的戰術，是以自治會的學生

大會和代表大會的決議（反映學生多數意見的民主程序）為根據的。但是，「全共

鬥」批評學生自治會的做法是把程序絕對化，因而要求把一切權力集中到作為

「戰友」集合體的「全共鬥」。即使「全共鬥」成了少數派，也要憑藉實力把街壘封

鎖堅持到底。反對無限期罷課的學生都被指責為自我否定不夠徹底者，因而「全

共鬥」的態度具有道德上的正當性——正是這種決心和信念支持了「全共鬥」的

「暴力」。

可以說，「全共鬥」的暴力矛頭指向以下三個方面：（1）大學當局、（2）敵對

勢力（特別是日本共產黨系統的學生組織）、（3）自己本人（否定自己的內心世

界）。「全共鬥」與共產黨系統的學生也接連發生好幾次衝突，但僅限於組織性行

使實力，並沒有發生過以個人為目標的無區別性恐怖活動。總的說來，「全共

鬥」的暴力是觀念性的、象徵性的。在這一點上，它與文化大革命期間為實踐真

正的階級鬥爭而投身武鬥的紅�兵是不同的。

 為了爭奪 70年「安保」鬥爭的主導權，當時新左翼各派的關係越來越緊張，

「全共鬥」抑制了事態的惡化。在新左翼各派看來，「全共鬥」是發展自己成員的

最佳場合，因而不希望與「全共鬥」搞壞關係。在「全共鬥」看來，示威遊行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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壘是它們的拿手好戲，因而一旦有事能夠派遣外來盟軍（其他大學的聲援隊伍）

的新左翼各派彌足珍貴。在這C，兩者的關係是既相輔相成又互相限制。

例如，以早稻田大學的內訌為導火線，東大在1968年9月也出現了解放派與

革馬派的衝突，鬧得沸沸揚揚。後來由「全共鬥」出面仲裁，警告兩派如果繼續

內訌就禁止它們的進出，事端才得以平息。雖然各派處於互相敵對的關係，但

在「全共鬥」存續期間，它們尚沒有公然強行宗派利己主義。

由於「全共鬥」是以大學為基礎的運動，因此在被機動隊掃地出門和全校復

課後，便不能作為運動而存續。新左翼諸派遂拋棄「全共鬥」，重新開展各自的

運動。

六　赤軍派、連合赤軍以及炸彈集團

新左翼各派把70年「安保」鬥爭作為最大的政治目標。1960年的「安保」鬥爭

沒有導致革命，被歸咎於先鋒黨未進行適當的指導。各派都自稱，只有本派才

能在70年發揮先鋒指導的作用。

但是，1970年的「安保」鬥爭注定是「竹籃打水一場空」。首先，1970年的前

哨戰——「全共鬥」運動潰滅了。其次，1960年改訂的（需要國會批准的）日美安

保條約在1970年自動延期，根本無須國會的討論和表決。再次，此時的社會黨

和共產黨也與60年代的不同，它們已經無意認真進行安保鬥爭。此外，60年代

的高速經濟增長使國民得到滿足，對於學生的革命夢想已失去了興趣。最後，

機動隊的警備壁壘森嚴，把新左翼各派給完全壓制住了。

一籌莫展的新左翼各派，只好把目標轉向反對建設成田機場等運動上去。

成田鬥爭的意義是曖昧的，但是由於這場運動是以農民作為主體，故此容易開

展街頭行動。

此外，中核派、解放派、革馬派等等的內訌也紛至沓來，各派的頭頭和基

層活動家都遭到反對派的襲擊，他們或被殺害、或負重傷。血腥復仇愈演愈

烈，新左翼開始被看作可怕的殺人集團。各派要在大學C發展新成員已經很難

了。至70年代，使人們與新左翼徹底決裂的事件接連發生。

最初是赤軍派劫持約鐸號飛機的事件。

一直呼籲全世界同時革命的赤軍派，在山區進行武裝訓練時被一網打盡。

於是，剩下的幹部在1970年3月，脅迫日本航空公司的飛機約鐸號連同乘客一起

飛往北朝鮮，試圖逃亡，這就是約鐸號劫持事件。由於在日本國內看不到革命

的可能性，他們只有寄希望於巴勒斯坦和北朝鮮。

連合赤軍的阿薩瑪山莊事件帶來了更大的衝擊波。

1972年2月，由赤軍派的餘黨和激進的小集團京�「安保共鬥」合併而成的

「連合赤軍」，挾持ú人質一起據守療養所——阿薩瑪山莊，並與包圍的警察隊

伍展開了槍擊戰。後來搜索發現，在山區地下指揮部中，竟然掩埋ú多名遭到

「全共鬥」的暴力矛頭

指向以下三個方面：

（1）大學當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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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殺害的屍體。這一事件的特異之處在於：連二十人都不到的小集團，竟要

認真準備實行革命（武裝起義）；而且當中有人以革命犧牲的精神不足為理由，

把另一些夥伴都殺害了。即使成為少數者也要追求革命的理想，以這樣的新左

翼邏輯推演下去，最終不能不導致上述結局。當一直同情新左翼的人們切身體

會到這一點時，不禁愕然。

此外，還有三菱重工爆炸事件。

1974年8月，不知何人安置的手工自製炸彈，在東京大手町的三菱重工總部

大樓爆炸，造成了八人死亡和大量的負傷者。經過偵查，逮捕了人數不多的無

政府主義集團——「東亞反日武裝戰線」。犯人中有一個是我的初中同學，他因

「全共鬥」的影響而較晚進大學。由於要拒絕資本主義社會，又要獨善其身和自

我淨化，這兩種情感促使他參加了無區別性恐怖活動。不擇手段地把自己的信

念付諸行動，其結果是使他成為爆炸犯。自己的信念真是那麼正確的嗎？從

此，不少人開始懷疑左翼的價值觀、世界觀。

可以說，這一連串事件斷送了新左翼、「全共鬥」之類的「左派」的前景。

當然，新左翼和「全共鬥」不能等量齊觀。新左翼各派相信馬克思主義的原

則（由先鋒黨指導革命），只是因為日本共產黨放棄了先鋒黨的職責，它們才打

算取而代之。在這一點上，他們雖名為「新」左翼，但其實並沒有甚麼新穎之

處。與此不同，「全共鬥」已經不再承認有「先鋒黨」的必要，甚至認為即使沒有

先鋒黨的指導也可以革命。（儘管如此，它沒有否定自詡為先鋒黨的新左翼各派

的存在價值，就這一點來說它的確是不徹底的。）

如果試圖在沒有先鋒黨的情況下進行革命，其結果是要麼無視大環境而把

自己封閉到小集團——公社的實驗中去，否則只有以小集團的革命意志衝擊大

環境。前一種嘗試曾出現過無數次，終究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後一種的極端

表現則是連合赤軍以及爆炸恐怖活動集團。因此，「全共鬥」不僅被機動隊鎮壓

了，它在思想上也到了山窮水盡。

在60年代的日本，紅�兵的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肯定。人們誤認為，如果社

會主義國家仍然有革命的可能，那麼一定是來自與僵化的黨政官僚進行鬥爭的

不斷革命的抱負以及每個人的自律意志。但是實際上，文革不過是背離了馬克

思主義原則的、個人崇拜的產物。在新左翼和「全共鬥」中，對斯大林主義的批

判被認為是當然的前提，因而文化大革命的實情是始料不及的。

七　紅)兵與新左翼

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與日本的新左翼及「全共鬥」之間，雖說是相似點少、不

同點多，但由於同處一個時代，還是可以找出一些共通之處。

第一、兩者都以美蘇冷戰結構為前提，對蘇聯的作用表示異議。

有關中蘇論爭與文化大革命的關係，本文一開始已經述及。在現代化的過

中核派、解放派、革

馬派等等的內訌紛至

沓來，各派的頭頭或

被殺害、或負重傷，

新左翼開始被看作可

怕的殺人集團。從

此，不少人開始懷疑

左翼的價值觀、世界

觀。一連串的暴力事

件斷送了新左翼、

「全共鬥」之類的「左

派」的前景。



14 二十一世紀評論

程中，中國共產黨依次嘗試了三種經濟發展的策略：（1）向蘇聯學習→（2）自力

更生→（3）引進外資。文化大革命（即最大限度地利用存在於中國國內存在的權

威的嘗試），發生在第二個階段之中。

冷戰（美蘇力量均衡）是一種不合乎馬克思主義公式的事態。新左翼不僅否

定日本共產黨的權威，而且也否定蘇聯共產黨的權威。由於美蘇搞均衡，蘇聯

（看起來）已經放棄了世界革命的目標。所以，新左翼有必要強調自己的正統

性——這就是反斯大林主義。可是，中國對批判斯大林持保留態度，實行ú斯

大林主義。不過，在否定冷戰中蘇聯的正統性這一點上，它與新左翼相同。

第二、與前一種傾向相對應，反美的因素相對弱化。

在文革初期，中國試圖把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擴大到全世界，並描繪了以

第三世界包圍發達國家（美國）的世界革命藍圖。當毛澤東認定蘇聯為主要敵人

而決心恢復中美外交關係後，這一圖式被修正。這意味ú中國優先選擇民族主

義，而犧牲了反對美帝國主義以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

對於一旦日本和美國結成軍事同盟，日本革命就幾乎沒有指望這樣的事

實，日本的新左翼似乎沒有進行正面的研究。赤軍派通過蛻變為國際游擊組織

的方式，實際上放棄了日本革命。其他各派，則把革命前途渺茫的現狀歸罪於

異己黨派的反革命的背叛行徑。如果冷靜地加以思考，把階級鬥爭與反美民族

主義相結合，不失為日本革命的一種可能性。但是這與日本共產黨的路線雷

同，所以未被各派採納。

第三、兩者都是僅僅基於群眾造反的運動。

文化大革命，既打倒了嚴格按照計劃經濟教科書行事的蘇聯派和修正主義

者，也打倒了嘗試市場經濟實驗的走資派和現實主義者。在美蘇對立的夾縫中

經營國家的黨政官僚，只能在上述兩種可能性中進行抉擇。如果把黨的機構完

全破壞了，那麼正確性的標準必然取決於超越黨的毛澤東，以及擁護毛的領導

的一般群眾。的確，毛的指示和權威是自上而下的，但是如果沒有群眾的擁

護，它也不可能成為現實的力量。

「全共鬥」否定了黨派（先鋒黨）的存在價值，但它相信革命的理想。因而，群

眾只有在沒有黨派領導的狀況下自發奮起。這樣的群眾，只有在大學C才找得到。

由此看來，無論是紅�兵的文化大革命還是日本的新左翼、「全共鬥」，都

可以被視為在世界革命的能量為冷戰之壁所阻隔的期間，在一國內部追求純粹

的革命理想的運動。然而，兩者都因脫離現實、缺乏革命的條件而自消自滅，

在整天熱衷於暴力活動的過程中失去了人們的信賴。

季)東　譯

橋爪大三郎　1948年生，東京大學社會學研究科博士，現為東京工業大學教

授。主要著作有：《橋爪大三郎選集》（I-III）、《語言遊戲和社會理論》、《佛教的

言說戰略》等。

在中國的文化大革命

與日本的新左翼及

「全共鬥」之間，可以

找出一些共通之處。

第一、兩者都以美蘇

冷戰結構為前提，對

蘇聯的作用表示異

議。第二、與前一種

傾向相對應，反美的

因素相對弱化。第

三、兩者都是僅僅基

於群眾造反的運動。

然而，兩者都因脫離

現實、缺乏革命的條

件而自消自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