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介與短評

二十世紀50年代後才隨*「中

國」這個稱謂的定型而發展起來的

「中國學」，像曾經於二次大戰以前

和戰爭期間在日本社會存在過的

「支那學」一樣，基本上仍然處於日

本「國策研究」的延長線上。並且，

就「以學術服務國家」的學術功利性

而言，後者絲毫不遜前者（由竹內

好、武田太淳等人於1934年創立的

「中國文學研究會」迴避了「支那」而

選擇了「中國」的說法，在當時是一

個極其特殊的例外），這在某種意

義上，類似於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

現代化、現代性研究。這是筆者閱

讀《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國》一

書後得到的最大感受。

該書作者敏感而精心地選擇社

會輿論為切入點，通過對不同時期

的傳媒視角、有代表性的聲音及學

者的研究個案進行分析，探討輿論

與日本人的中國認識的形成背景，

以具體事例描畫了一幅戰後日本知

識人之中國觀的變遷曲線。

就像百年來中國知識份子對西

方的關注，特別是近二十年來對現

代化理論的研究無時無刻不與國內

的社會思想狀況息息相關一樣，我

們也完全可以說：

日本學術界所從事的並非是單純的

學術研究，學者們試圖通過對新中

國的分析，探求出一條全新的社會

變革道路。戰後日本的學者對中國

研究表現出了極大的熱情，這自然

與當時日本的社會思想狀況有_密

切的關聯，這種社會基礎在一定程度

上促成了戰後日本中國認識的形成。

想像的異邦，飄忽的照準

● 劉　檸

日本社會的「中國認

識」並不是一個線性

發展的簡單過程。戰

後初期，由於戰敗和

美國的軍事佔領，日

本國民普遍陷入文化

自卑意識之中，充滿

了對於中國式社會變

革的憧憬。這一時期

的中國問題研究由於

「日本為何戰敗，中

國為何勝利」的問題

意識過於強烈和功

利，具有「見樹不見

林」的片面性。

諸葛蔚東：《戰後日本輿論、學

界與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

出版社，2003）。



書介與短評 141而這種日本社會的「中國認識」並不

是一個線性發展的簡單過程，它不

但融入了日本知識人對於近代日本

的反省和批判，而且，日本國內的

經濟發展狀況和世界局勢，特別是

日美關係的影響幾乎在它的每一個

階段都投下了很深的影子，甚至在

相當大的程度上決定了坐標的指

向。

戰後初期，由於戰敗和美國的

軍事佔領，日本國民普遍陷入失落感

和文化自卑意識之中。

日本知識份子有一種通過對中國研

究的解讀來表明自己社會變革的理

想和方向的傾向⋯⋯歸結起來，戰

後一個時期內的中國研究在很大程

度上多是出於對於日本近代的批

判。

充滿了對於中國式社會變革的憧

憬。但是公平地看，即使後來沒有

遭到學術界的清算，這一時期的中

國問題研究也有「見樹不見林」之

虞，這一方面是由於其所抱有的

「日本為何戰敗，中國為何勝利」的

問題意識過於強烈和功利；另一方

面也由於冷戰初期中日官方、民間

交流之不暢，日本學者的「中國認

識」很大程度上囿於中共的對外宣

傳和對新中國人民昂揚、樂觀、

向上的「整體印象」。典型者如貝塚

茂樹在1954年10月，應邀參加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五周年慶典後，寫

下的對革命領袖毛澤東的印象：高

大、莊重、樸素、坦誠——「好像

電影中的人物」，令人想到詩人胡

風在同一時期寫的詩——《時間開

始了》。

從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社會

主義陣營內部出現的分裂，極大地

動搖了日本知識份子曾擁有的社會

變革理念。當時的社會輿論使不少

知識份子開始從不同的角度來審視

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是日本知識

份子意識形態變化的一個先兆」。

在對當時的社會輿論和中國問題專

家研究的狀況進行了一番考察之

後，作者指出：

與我國對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的研

究相比，日本知識份子的研究是超

前的，它們在50年代末期，就已指

出了在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上中國

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分歧，以往的

許多定論和觀點也就此被推翻了。

自然，這一現象與其受美國的中國

學影響有_很大的關係。

如果說戰後初期，日本知識份

子對美國學界基於某種警惕還保持

*相當距離的話，那麼，到50年代

末期以降，由於冷戰威脅的加劇，

他們則開始逐漸認同美國的意識形

態，日美知識界從觀念上日益接

近。並且，伴隨*日本經濟的高速

成長，尤其是「安保鬥爭」之後，日

本學界迎來了一個意識形態色彩逐

漸淡化的時代。正是在這種情況

下，以竹內好為代表的、通過肯定

中國的社會革命來批判日本的近代

化的觀點遭到了清算，學界的主流

思想又重新回到了日本成功地實現

了近代化，中國依然落後的既有的

認識論軌道上。不知是幸或不幸，

60年代以後，中日之間的經濟發展

差距日益拉大，似乎也「驗證」了這

種主流思想的「正確」，與此同時，

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在

50年代末到60年代出

現分裂，極大地動搖

了日本知識份子曾擁

有的社會變革理念。

隨�冷戰威脅加劇，

並且，伴隨�日本經

濟的高速成長，他們

開始逐漸認同美國的

意識形態。正是在這

種情況下，以竹內好

為代表的、通過肯定

中國的社會革命來批

判日本的近代化的觀

點也遭到了清算。

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3年10月號　總第七十九期



142 讀書：
評論與思考

中國社會無序論以及質疑中國能否

實現現代化的不信任觀點隨之抬

頭。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70年代

初，中國對美、日謀求戰略接近之

前。

1972年9月，中日建交；1978年

8月，《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署。

「化干戈為玉帛」的短暫蜜月終難掩

蓋由於意識形態差異和經濟發展不

平衡而造成的巨大鴻溝。隨*「文

革」結束，原來深藏於中國社會暗

處的一些極端封建性的東西，如等

級觀念、血統論等開始曝光，中國

政治經濟上存在的問題也日益浮

現。大約也就是從這時起，一批對

中國抱有截然不同的問題意識和明

顯的叛逆精神的學者開始登上學術

舞台，一種基於經濟建設的成功、

帶有明顯功利色彩的「重新評價日

本的近代化」的思潮開始在學界蔓

延。

如果日本後來沒有遭遇一場貫

穿整個90年代的「泡沫經濟」及其所

帶來的長期停滯的話，進而言之，

如果沒有發生在同一時期的中國經

濟的持續穩定增長的話，那麼，這

場對日本的近代化進行「重新評價」

的社會思潮究竟會如何發展，把日

本人的「中國認識」引向何方真的很

難說。而在1997年——中日邦交正

常化二十五周年時，由日本首相府

主持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在日本

國民中，「對中國沒有親近感」的佔

51%，「這一現象在戰後日本是從未

出現過的」；而在邦交正常化三十

周年的2002年8月，由《讀賣新聞》

社進行的調查表明：回答「中國不

能信賴」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認為

「中國可以信賴」的人數，持「中國

的軍力有可能威脅日本的安全」觀

點的人則達70%。

誠如作者所說：

戰後日本的中國認識始終是與日本

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狀況相關聯

的，這也是戰後日本的中國認識不

斷發生變化的原因，此外，由歷史

原因所造成的中日關係的獨特性以

及「雖近實遠」的中日間文化上的差

異也是不可忽視的原因。

說穿了，存在於日本學界和輿論

中的所謂「中國認識」，只是一種以

自身的戰略目標為基軸、可隨時

調整的對於中華民族和中國社會狀

況的預設而已。雖然有時不乏「驚

人」的發現，有時則充滿精緻、翔

實的數據，但基本的前提更多地

是基於一種對於異邦的想像，其目

的則是為了替自身的戰略目標尋

找參照，核實的照準。然而，遺憾

的是，這個被想像的異邦時而災

難深重、命途多舛，時而高歌猛

進、勢如破竹，雲�霧�，有時

連自己都摸不*頭腦，其作為「坐

標」、「參照物」之靠不住便可想而

知了。

「為了更好地理解戰後日本人

的中國認識，也就有必要把歷史上

的中國觀與其中國的研究放在前面

加以探討。」作者正是通過這種對

日本學界和輿論界「中國認識」的爬

梳，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省和思考

歷史，特別是更加深刻地認識日本

和日本人的絕好視角。

但是，應該指出的是，本書雖

名為《戰後日本輿論、學界與中

國》，但作者的考察重心實際上還

1972年9月，中日建

交；1978年8月，《中

日和平友好條約》簽

署，中日之間出現

「化干戈為玉帛」的短

暫蜜月期。「文革」結

束後，「重新評價日

本的近代化」的思潮

開始在學界蔓延。到

1997年日本國民「對

中國沒有親近感」的

佔51%，2002年8月

回答「中國不能信賴」

的人數第一次超過了

認為「中國可以信賴」

的人數。



書介與短評 143是放在「學界」上，對於「民眾思想」

這個處於學界之外、然而卻是「輿

論」的重要一極的關注明顯不足，

似乎只是在全書最後的「尾章」中點

到為止。事實上，在戰後日本，對

社會世相、民眾思想的研究蔚然成

風，研究的理論、方法和有價值的

成果也頗多。尤其是進入60年代以

後，經濟的高速成長使日本進入富

裕社會，一般民眾的生活水準大大

提高，乃至有「一億中流」的說法，

意思是所有國民都成為了「中產階

級」。「中流意識」的普遍化及日本

社會特有的社會分層的不明顯，使

得以往的理論難以對日本的社會現

實做出合理的解釋，從而，日本社

會的「輿論」也發生了很大變化，這

又反過來影響了日本學界的理論和

研究方法。

正如從文化學和文化社會學的

角度出發，市井小民在「文化」中佔

據的位置可以和文化泰斗不相上下

一樣，在日本這樣的現代民主國

家，普通民眾影響輿論的成分一點

都不少，甚至可能更多。否則，就

難以理解日本社會所特有的「右

翼」、「保守」、「改憲」等社會現象

的成因。同樣的，包括今天在島國

正被熱炒不已的否定侵略歷史的

「自由史觀」、旨在使日本過渡為政

治、軍事大國的「普通國家」論，以

及「中國威脅論」在內的所有「輿

論」，也絕對少不了日本普通民眾

的參與（絕對不是甚麼「一小撮」）。

日本的公共哲學運動

● 山ÿ直司

佐佐木毅、金泰昌編：「公共哲

學」，十卷本（東京：東京大學出

版會，2001-2002）。

公共哲學（public philosophy）一

詞產生於二戰後的美國。李普曼

（Walter Lippman） 於1955年發表了

《公共哲學》（The Public Philosophy）

一書，不僅批判了當時蘇聯的列寧

主義，同時還批判了美國的大眾化

社會及放任式自由主義（Liberta-

rianism）。他呼籲通過陶冶人們的

在日本這樣的現代民

主國家，普通民眾影

響輿論的成分一點都

不少，甚至可能更

多。今天在島國正被

熱炒不已的否定侵略

歷史的「自由史觀」、

旨在使日本過渡為政

治、軍事大國的「普

通國家」論，以及包

括「中國威脅論」在內

的所有「輿論」，也絕

對少不了日本普通民

眾的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