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評

日本是怎樣確立起自己的一國中心

主義的呢？可以說，日本的近代史

也就是把東亞中的中國從日本的 

政治地理上或者從日本人的意識 

層面抹消的實驗過程。」1大阪大

學文學部名譽教授子安宣邦如是 

總結道。

子安是日本著名思想史學者，

日本近代思想發展的研究論著頗豐， 

學術影響力毋庸置疑。在2012年於 

日本出版、2020年翻譯成中文的

《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以下簡稱 

《中國觀》，引用只註頁碼）一書 

中，子安刻意選擇了幾位立場看似

矛盾，但在一個更高的認識論的層

次上又彼此關聯的思想家作為個

案，以闡明「中國的問題即是日本

的問題，它決定了昭和日本的國家

命運」這樣一個既簡單又深刻的主

題（頁1）。子安選擇的人物既包括

將中國民族主義工具化的北一輝、

內藤湖南，也有同情中國革命的橘

樸與尾崎秀實；既有強化「亞細亞

的專制」理論的森谷克己與親身走

帝國的傲慢與偏見
——評子安宣邦《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李凱航

子安宣邦著，王升遠譯：《近代

日本的中國觀》（北京：三聯書

店，2020）。

一　導言

「近代日本是如何將大國中國

從自己的意識構圖中抹消掉的，且

在《近代日本的中國

觀》中，子安宣邦刻

意選擇了幾位立場	

看似矛盾，但在一個

更高的認識論的層	

次上又彼此關聯的	

思想家，以闡明「中

國的問題即是日本	

的問題，它決定了昭

和日本的國家命運」

這個既簡單又深刻的

主題。

＊	本文獲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近代日本琉球學的成立與展開研

究」（19C10255006）、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青年課題「『黃禍論』與明治日本的

民族共同體想像研究」（2019ELS002）、2021年東華大學外語學院本科教改項目

（21WYBK004）資助，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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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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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國農村進行社會學調查的平野

義太郎，也有深入內地作戰、親歷

戰爭殘酷的石川達三；甚至包括在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年代裏受

西方歷史理論影響、試圖從中國尋

找「近代」的竹內好、加加美光行、

溝口雄三等，即所謂「將亞細亞（中

國）作為方法」。這些思想家的譜系

可謂是從左至右，而時間上則是從

明治時期延綿至今。他們都有着鮮

明的問題意識，而中國則始終是這

個問題意識共同的背景。

如果從子安自身的學術生涯 

來看，《中國觀》可謂是繼《怎樣詮

釋「亞洲」——近代日本的東方主

義》、《何謂「近代的超克」》以來2， 

又一部從「知識考古學」的視角重

審近代日本思想史的力作。據趙 

京華研究，子安的方法論大致形成

於二十世紀末，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理論的影

響，開始解構由戰後初期丸山真男

所奠定的思想史圖景，即某種為了

建構戰後民主主義思想基礎從而 

在「前近代」江戶時期尋找「近代性

思維」的理論方法——子安稱之為

「思想史的虛構」3。

如果說子安在二十世紀的思想

史研究集中在江戶時期及其之前的

話，那麼新世紀以來，子安則把研

究方向轉向了明治時期以後，而他

所解構的對象則從丸山真男轉換為

竹內好。前者透過江戶時期尋求

「近代」，後者則透過中國尋求日本

所缺乏的那種「近代」。子安發現，

竹內好的這種預設前提妨礙了其真

正理解中國這個認識對象，也在歷

史上造成了日本政府許多政策上的

錯誤。如果要避免重蹈覆轍，那就

必須擺脫這種「近代主義」式的思

維方式。正如福柯所指出的一樣，

「要在沒有一種目的論能預先限制

的不連續性中分析思想史；在沒有

一個預先的範圍能封閉的擴散中測

定思想史；⋯⋯問題在於剝離思

想史的一切先驗的自我欣賞的成

分」4。正是基於這樣的研究視角， 

子安開始重審近代日本的中國觀，

以及圍繞此課題而展開的「亞細亞

主義」（「亞細亞」為“Asia”〔亞洲〕

子安宣邦的方法論大致形成於二十世紀末，受到福柯（Michel	Foucault）「知識／權力」理論的影響。（資料

圖片）

子安把研究方向轉向

了明治時期以後，解

構的對象則從丸山真

男轉換為竹內好。前

者透過江戶時期尋求

「近代」，後者則透過

中國尋求日本所缺乏

的那種「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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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書評 一詞的日文音譯，本書翻譯為「亞

洲主義」）、「近代的超克」（「超克」

為日文用語，有超越、克服之意）

等相關問題。

《中國觀》全書分為十五章，基 

本上是以每個相關人物對應一至三

個獨立章節。筆者將按本書順序，

分別介紹子安對北一輝、內藤湖

南、橘樸、尾崎秀實、森谷克己、

平野義太郎、石川達三、竹內好、

加加美光行和溝口雄三中國觀的闡

釋和評價。

二　亞細亞主義

眾所周知，論述近代日本的中

國觀時，亞細亞主義是一種強有力

的思想潮流。按照中島岳志的看

法，亞細亞主義可以分為三種類

型：其一是為了日本安全保障而將

亞洲諸國視為一種政略空間、以獲

取資源為主的「政略的亞細亞主

義」；其二是為解救國內苦於封建

制度壓迫或國際帝國主義侵略的亞

洲民眾而形成的「抵抗的亞細亞主

義」；其三是作為一種亞細亞主義

理論，與「近代的超克」、「東方式

社會」等問題相互纏繞，即「思想的 

亞細亞主義」5。但子安對「亞細亞

主義」的定義與上述理解稍有差異， 

他凸顯了近代日本學者通過「亞細

亞」這一「場域」改變日本自身的方

法或思想的共同性，從而淡化了不

同理論中各種要素的差異：

「亞洲主義」是將日本的變革與中國

及亞洲諸民族的變革予以共時性或

者聯動性思考的活動者的立場。辛

亥革命中的日方介入者便是此種

「亞洲主義」者。對他們來說，中國

的變革並不是與身為日本人的自己

無緣因而疏遠之的。他們將明治維

新的日本國家民族主義變革視為亞

洲變革之起始，認為中國的民族變

革將與新的日本民族變革形成聯

動。（頁4）

只有在此意義上，我們才可以

準確地把握，在中國參與辛亥革命

全過程的北一輝為何會發出「支那

的革命即是日本對支政策的革命」

的感慨（頁5）。彼時日本政府採取

聯俄政策，鼓動外蒙古獨立，此舉

引發了包括宋教仁在內的中國革命

黨人的不滿。北一輝認為，原本中

國革命就不是起源於對民主的追

求，而是出自「旨在救亡圖存的國

民自衞本能」，因此，日本的聯俄

政策無疑加劇了中國對民族危亡的

警覺，中國的南北統一無非是上述

外交政策的必然結果。當頭山滿、

犬養毅等所謂的「亞細亞主義者」

一方面支持分割蒙古的《日俄密

約》，另一方面在看到中國南北統

一之動向後反過來指責革命黨背叛

時，北一輝痛罵道，「地球之上有

座愚人島，名曰日本」，而這些「亞

細亞主義者」不過是「愚人島表演

團在列強環視下出乖露醜」而已，

這種「賣人情」式的支持中國革命者 

不知自身原本就有問題（頁19-24）。

北一輝認為，辛亥革命的動因

事實上與明治維新無異，就在於國

家民族主義思想，這種國家民族主

義思想必定會衝擊既存的國際秩

序，那麼日本最好的政策是將中國

的民族主義情緒引向俄國與英國6。 

子安對「亞細亞主義」

的定義與中島岳志的

理解稍有差異，他凸

顯了近代日本學者通

過「亞細亞」這一「場

域」改變日本自身的

方法或思想的共同

性，從而淡化了不同

理論中各種要素的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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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偏見	
換言之，只有徹底地排除英美勢

力，才能實現亞細亞主義。子安則

暗示，乍一看北一輝的言論似乎與

頭山滿等人有所區別，是在極力鼓

吹中國的民族主義，但實際上不過

是將之工具化，以便實現日本的領

導權而已，正如宋教仁對北一輝的

批評：「足下所云，為何似同喧囂

的浪人之輩。」（頁22）

在子安看來，內藤湖南是一位

將以上觀點理論化、學術化的學

者，他代表着一種「作為近代知識

的中國認識」，在本質上與薩義德

（Edward W. Said）所批判的東方學

家無異。他之所以發出「替支那人

為支那考慮」的感歎，也是源於那

種對認識對象的「控制欲和權力感」

（頁29-30、34-36）。他一方面指出

中日文化上同根同源，「日本同江

蘇或山東一樣，是（中國的）十八

省之一，甚至也可稱為日本省」，

另一方面卻以先進的日本肩負指導

落後的中國的責任為由，主張「亞

細亞門羅主義」，即從歷史學的研

究出發，指出佔領中國的關鍵在於

中國傳統社會中的「中間團體」，即

鄉黨宗族：「若能鄉里安全，宗族

繁榮，日日安居樂業，則無論何國

人統治，皆可柔順服從之。」7子

安借用竹內好的話來批判內藤湖南

這種游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治學

取向：那是一種「能將所有一切最

終予以對象化提煉的、徹底的合理

主義信念」（頁37）。

相對於「文獻學式的史學家」內 

藤湖南，橘樸依靠的是「現場主義

式的」經驗與直覺。自1906年時年

二十五歲作為記者踏上中華大地以

來，直至1945年10月於瀋陽去世

為止，橘樸的一生幾乎全部呆在

「大陸政策」現場——中國。因此， 

他得以有機會深入中國內地農村進

行大量的社會學調查工作，由此獲

得孫中山所謂的「社會革命」的實

際體驗（頁54-57、65-67）。他不但

否定了內藤湖南描繪的衰老而停滯

的中國形象，反而認為中國「在政

治上不是太老了，毋寧說是太年輕

了」。橘樸將內藤湖南所描述的靜

態的地方鄉團自治組織，視為動態

的「階級鬥爭式社會變革觀」的實

現場域（頁70-71）——這就是橘樸

在臨終前「拿着戰略地圖預測中共

軍隊終將征服全中國」，而內藤湖

南始終漠視「中國平民之未來與自

立性革新」的原因（頁60、50）。

不僅如此，子安還觀察到，對

農村問題的關注促使橘樸把視線 

轉向「滿洲」，而非「日本」。在橘樸

看來，因為彼時的日本被資本家、

權貴階級壟斷權力，只能寄希望於

「能得到大眾支持的革新派行動者」

青年將校進行革新運動，他們建設
內藤湖南游走在學術與政治之間的治學取向，被

子安借用竹內好的話來批判。（資料圖片）

相對於「文獻學式的

史學家」內藤湖南，

橘樸依靠的是「現場

主義式的」經驗與直

覺。他不但否定了內

藤湖南描繪的衰老而

停滯的中國形象，反

而認為中國「在政治

上不是太老了，毋寧

說是太年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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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書評 的「滿洲國」將成為改造日本與亞

洲的基石（頁88-90、95）。不論此

想像是否合理，就橘樸試圖通過

「滿洲國」變革日本國內體制而言，

是非常符合亞細亞主義的。

三　「近代的超克」

隨着中日戰爭規模的升級，符

合新形勢的中國形象也被日本官方

納入議程之中。子安自己也經歷過

這種轉換。1942年，當時已經是

小學四年級學生的子安聽到老師說

起「日本長期以來一直在戰爭中」

之時，他一臉驚訝之情：「我一直

認為前一年的1941年12月所發動

的與英美的戰爭才剛剛開始呀！」

由此可見，對於當時日本的孩子，

甚至是包括教師這樣的大人而言，

那場在中國投入兵力高達幾百萬

人、幾乎耗盡整個國家財政預算的

軍事行動並未被視為戰爭；所謂的

「戰爭」必須能夠展現與歐美發達國

家相抗衡的日本帝國那種光輝的自

我形象8。

原本對1937年「支那事變」（蘆

溝橋事變）懷有愧疚感的日本知識

份子，正如竹內好聞知與美國開戰

的布告時，特意記下「我們因感動

而戰慄着⋯⋯用目光追隨着那如

同彩虹般劃破天空的光芒」一樣，

內心的積鬱被一掃而光9。在他們

看來，對中國的非正義的戰爭，因

為對帝國主義國家即歐美列強的宣

戰，終於獲得了正當性。這種正當

性迅速以理論化的形式表現出來，

諸如「近代的超克」、「世界史的立

場」、「東亞新秩序」、「東亞協同

體」等新舊概念紛紛登場。這些理

論的核心目標，在於抨擊產生於近

代歐洲歷史經驗的民族國家體制，

試圖以日本帝國主導的「廣域圈」，

即「大東亞」來代替之。子安指出，

這種「大東亞」概念並非僅僅源自

明治時期以來的亞細亞主義傳統，

而是「日本對中國乃至亞洲的戰爭

發動，引發既成的諸種意識形態論

會聚在一起」而被再發明出來的bk。

例如，戰爭期間在殖民地朝鮮

的京城帝國大學擔任副教授的森谷

克己，其對「東洋」的認識借助了

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的「東方

式社會」理論。魏特夫認為，「封建

社會的『本質性社會關係』是農奴

與封建領主之間的關係」，而「東方

式社會」的本質是「『被村落化地限

制起來的或者自由的農民，與絕對

化的皇帝及官僚』之間的關係」，

「與西方的分權式封建國家相對，

『東方』的國家秩序是『中央集權式

的絕對主義官僚國家』」（頁123），

其原因就在於大陸型國家需要「灌

溉農業」與「大規模治水」這兩種「集

權性的經濟職能」。森谷克己以日本 

無需治水為由而將其排除在「東方

式社會」之外。在子安看來，這種論 

調「確實對中國的近代化何以蹉跌

於起點並陷入了負面的停滯狀態，

給予了歷史結構主義式的說明，也

解釋了在亞洲何以僅有日本成功地

走上了近代化道路」（頁125）。

但森谷克己對魏特夫的研究目

的決不在於把中日兩國差異化，毋

寧是透過「村落協同體」概念的導

入，重新定義了「東方」：「之所以

感覺東亞社會原本便是與西方不

同，具有協同社會性質，是由於畢

在竹內好等知識份子

看來，對中國的非正

義的戰爭，因為對帝

國主義國家即歐美列

強的宣戰而終於獲得

了正當性。諸如「近

代的超克」、「世界史

的立場」、「東亞新秩

序」、「東亞協同體」等	

新舊概念紛紛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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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在東亞，父權家長制家族、宗族

制度以及村落協同體等從古至今頑

強地保存了下來。」子安發現，在

森谷克己筆下，「被置於『西方』對

立面的『東方』就已不是以專制和

停滯所表述的東方了，而是有其獨

特文化價值、志在革新的『東方』

了」（頁129）。

相對於森谷克己而言，東亞研

究所調查員平野義太郎奔赴中國華

北地區進行了直接的社會調查（頁

134）。他以調查報告的形式深化了

森谷克己的「理論」且讓其更具「時

局感」：「為了大亞洲主義的政治、

經濟、文化發展，必須將其構築在

東方共通的客觀社會基礎之上。而

東方社會之基底是鄉土共同體。大

亞洲主義也無非就是東方民族鄉土

觀念的擴充」，而這也是他所認為的 

「大東亞共榮圈」政治理論的基礎，

即「亞洲式鄉土共同體」（頁132-33）。

然而，不論昭和時期的亞細亞

主義如何重塑「大東亞」概念，現

實的情況是中國民族主義不但沒有

被撲滅，反而被激發得更為猛烈。

儘管大多數日本論者選擇無視這 

種現實，但仍然有人保持了清醒的

認識。例如，因1941年「佐爾格事

件」而被牽連出來的日本《朝日新

聞》社記者、著名蘇聯「間諜」尾崎

秀實bl，就曾感歎結束戰爭無望的

現實：「與〔中國的〕民族問題相比， 

『東亞協同體』論是多麼慘不忍睹、

微不足道」，「支那經濟實力貧弱，

政治體制不完善，軍隊低劣而軟

弱，卻好歹撐到了今天，其謎底實

則在於民族問題。這不僅是國家層

面的問題，讓人頭疼的游擊戰士自

不待言，所有政治勢力，從拒絕合

作、只知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到

街頭流浪少年，民族問題以各種形

式出現，無處不在」（頁114、113）。 

在筆者看來，在無處不在的「民族

問題」中，所謂的「近代的超克」無

非只是日本人的一廂情願罷了。

相對於「近代的超克」這種純

粹理論上的問題，石川達三親身抵

達南京大屠殺的現場似乎更能體驗

戰場的本質。1937年12月，他受

《中央公論》社派遣，從東京出發去

上海，翌年1月抵達南京。「我錯過 

了入城儀式，正月裏抵達南京時，

街上已經是屍體纍纍，事態嚴重」。 

他專程採訪了參與南京大屠殺的第

16師團第33連隊，並以此為契機

創作了小說《活着的士兵》。儘管該

小說在編輯部內部刪改內容達四分

之一以上後才得以公開發表，石川

達三還是因「反軍的內容，不利於

時局穩定」，遭到四個月監禁的嚴

厲處罰（頁150-52）。他隨後表示，

不存在所謂的「南京事件」（頁158）。 

在子安看來，小說原本是「虛構」的 

文學創作，反而可以成為更為真實

可信的「證言」（頁154）。與此時甚

囂塵上的「超克論」相比，這裏的

「真實」與「虛構」存在着某種顛倒的

關係。

四　竹內好及其批判

1945年8月日本戰敗後，關於

日本戰前社會性質的爭論也隨戰後

民主改革而展開。不論是按照馬克

思主義理論，批判戰前日本因資本

不論昭和時期的亞細

亞主義如何重塑「大

東亞」概念，現實的情	

況是中國民族主義被

激發得更為猛烈。儘

管大多數日本論者選

擇無視這種現實，但

仍然有人保持了清醒

的認識。例如，尾崎

秀實就曾感歎結束戰

爭無望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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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書評 主義革命不徹底導致封建制度殘 

餘的左派學者，還是按照韋伯的理

論，批判日本近代化不徹底導致法

西斯主義橫行的丸山真男，他們大

多以西洋近代化視點為基準。戰後

日本的中國研究學者竹內好雖然不

屬於這二者中的任何一派，但對於

從中國出發思考「近代」的他而言，

事實上更傾向於後者。

2004年9月，在德國的海德堡

大學舉辦了一場題為「竹內好——

思考了存在於亞洲的另一種現代化

的思想家？」的研討會引起了子安

的關注。他表示：「我本人對於歐

洲尤其是德國的東洋學．日本學的

實際狀況有體驗性的了解，現在，

我對於他們面向亞洲的認識性關

懷，和對於竹內好一樣，均持十分

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那種關

懷，直接說，就是存在於對德國的

竹內研討會懷有期待並進行呼應，

在當下日本再次進行竹內好討論的

人們那裏的、追求『另一種現代，

或者亞洲式現代』的這種思想性關

懷。不過，關於他們違背竹內好的

本意、追求實體性『亞洲式現代』

的思想性關懷，則應當作為後竹 

內式問題重新進行思考。但我說 

的『竹內好』這一問題不是那樣的

問題」bm。

子安批評了西洋學者（包括日

本學者）獵奇式地在竹內好那裏尋

找「近代」，而他所關心的，毋寧是

竹內好的思想本源。眾所周知，竹

內好以「抵抗的、自律的、真正的」

（回心）與「屈從的、他律的、虛假

的」（轉向）分別概述中日兩國近代

化的過程（頁199），「因為〔日本〕

沒有抵抗，也就是沒有保持自我的

欲求（沒有了『自我』本身）。沒有

抵抗，就是說日本不是東方式的；

同時，沒有保持自我的欲求，就意

味着日本不是歐洲式的。換言之，

日本甚麼都不是」（頁192）。在觀察 

近代中國的歷史中，竹內好從魯迅

與毛澤東身上發現了「抵抗者」的具 

體形象。前者以「奴才論」來展示「作 

為覺醒的奴才、抵抗主體的奴才」

視角（頁187），而後者的抵抗意識

則是在井岡山「內外交困之時、喪

失一切之際，一切又可能盡為其所

有之時建構起來的」（頁207）。

子安指出，並不觸碰黨史研究

的竹內好這些對中國革命的描述的

確是非常文學化（虛構化）的：

竹內對近代日本之虛偽「近代」徹

底的自我否定，讓他肯定了中國由

自立性民族主體所推動的、真正的

「近代」革命。他以「魯迅」表述了

前者，而將後者凝聚在「毛澤東」

的形象之中。但竹內所塑造的「中

國」「中國革命」和「毛澤東」，都只

是「近代日本」的自我否定描繪出

的他者形象。竹內筆下「中國革命」

和「毛澤東」的光彩炫目與對「近代

日本」之自我否定的慚愧心緒是成

比例的。然而，「近代日本」的負面

自我形象所定義的正面的他者「中

國」形象，在1960年代以降的歷史

進程中完全喪失了炫目的光芒。

（頁210）

竹內好將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當做

「近代批判」之一環加以表述，但這

種「荒誕不經、錯得離譜的時代認

子安批評了西洋學者

（包括日本學者）獵奇	

式地在竹內好那裏尋

找「近代」，而他所關	

心的，毋寧是竹內好	

的思想本源。子安指

出，並不觸碰黨史研

究的竹內好對中國革

命的描述的確是非常

文學化（虛構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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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頁221）的確是竹內好將中國

形象文學化在邏輯上的延伸（頁

224）。當竹內好開始為文革搖旗吶

喊之時，子安就坦言道，「竹內那

完全『成熟』的思考態度看起來真

令人膩煩」（頁196）。

但竹內好的中國觀依然是戰 

後日本最具影響力的見解之一。在

1964年戰後二十周年之際，《中央

公論》票選最具影響力的論文時，

竹內好的〈中國的近代與日本的近

代〉僅次於丸山真男的〈超國家主

義的邏輯與心理〉（頁175-76）。他

對中國的理解，吸引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剛剛成立之時還是大學生的日

本人的關注，正所謂「既非歐洲，

亦非美國，這種對亞洲之中國的思

想憧憬，前所未有地成為他們〔戰

後日本大學生〕學問研究的動機，

並決定了其思想態度」（頁236）。

子安以加加美光行與溝口雄三

為例，批判了竹內好及其後學在中

國形象文學化上的繼承關係。例

如，加加美光行為了呼應當時日本

社會發生的大學紛爭、水俁病、三

里塚鬥爭等運動，就談到「從1960

年代後期到1970年代初期，對起

因於科學萬能主義之傲慢的核戰爭

危機、公害與破壞、教育與醫療之

荒廢等現代社會的種種危機感到 

憤怒、並欲挺身而出的人們而言，

『文化大革命』與越南戰爭同樣， 

是給予人們以夢想和烏托邦的『革

命』」。子安由此批判其將日本社會

問題、文革和越戰「試圖歸結和表

述為『亞洲的憤怒與鬥爭』」，是出

於「其錯誤的世界認識、歷史認識

之魯莽表達」（頁219、221-22）。

與加加美光行從現實的文革中

理解中國不同，溝口雄三是從歷史

哲學的角度觀察中國，其核心目標

是「將中國作為構成要素之一，換

句話說也將歐洲作為構成要素之一

的多元世界」（頁245）。這裏馬上

就讓子安想到，溝口雄三與竹內好

甚至是其他「近代的超克」論者一

樣，都是在共有的「以中國為方法」

之「近代」認識的思想背景下，向

歐洲以至世界所定義的「近代」要

求復權。子安明確地批判道，「由

此出發所通向的與其說是『多元世

界』之世界認識，不如說是『中國

式世界』這一對抗式的『一元世界』

結構，不是嗎？這便是『以中國為

方法』這一中國認識的巨大陷阱」

（頁246）。聯想到高山岩男1942年

在《世界史的哲學》一書中的發言

（「支那沒有世界史意義上的世界

觀念。支那是與歐洲匹敵的一個 

世界」）時，子安就覺得戰後溝口 

雄三的言論「就像從歷史中被召喚

出來的、亡靈般的語言」一樣（頁

246-47）。事實上，竹內好在重審

「近代的超克」時是有讓步的。他在

1961年的演講中談及亞洲時坦言

道：「我想那〔亞洲〕恐怕不是作為

實體性的存在，但是可以作為方法

而存在，不是嗎？」但無疑溝口雄

三所謂的「亞洲」（中國）已經是非

常明確的實體了（頁240-41）。

五　結語

據子安在〈後記〉中介紹，《中國 

觀》是由2011年9月至2012年11月

子安想到，溝口雄三

與竹內好甚至是其	

他「近代的超克」論

者一樣，都是在共有

的「以中國為方法」之	

「近代」認識的思想

背景下，向歐洲以至

世界所定義的「近代」

要求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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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書評 期間在《現代思想》連載的〈讀中國

論〉彙集而成（頁256），就寫作時

間而言，是辛亥百年前後。這或許

就是本書首先登場的人物是北一

輝——一位深度參與辛亥革命的

日本思想家的原因吧，這種深度參

與中國歷史進程的日本人其實不在

少數。子安坦言道，他在閱讀橘樸

著作時也感到「茫然無措，束手無

策」，「讀畢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

之夢》後，我亦有同感。為甚麼日

本近代史會孕育出宮崎滔天和橘樸

這般幾乎畢生都與中國牽連在一起

的人物？他們周圍還有幾十個、幾

百個與他們同樣在中國終其一生 

的人物吧。但孕育了宮崎滔天和橘

樸這般人物的，正是日本的近代」

（頁60）。換言之，對中日兩國而

言，彼此的關係並非簡單地視對方

為外國。它們之間的歷史是相互影

響甚至直接介入的。

但從以上子安對近代以來日本

有關中國的言論和認識的分析來

看，中日雙方距離達致真正的理解

還有相當大的距離。在辛亥百年之

際，這種差距甚至被經濟貿易往來

的假象進一步擴大。正如子安所

言，「對近來中國政治的觀察讓我

轉向了對戰後日本中國觀的重新審

視。在現代，已完全喪失了批判性

和思想性機能的日本亞洲主義，抑

或中國主義這類對亞洲和中國的

『袒護』，到底意味着甚麼，這一追

問也是促使我『讀中國論』的原因」

（頁256）。子安的「中國論」，正如

他在書中所論及的形形色色的「中

國論」一樣，也必然對中日兩國產

生深遠的影響。

從子安對近代以來	

日本有關中國的言論

和認識的分析來看，

雙方離真正的理解還

有相當大的距離。子

安的「中國論」，正如	

他在書中所論及的形

形色色的「中國論」一	

樣，必然對中日兩國

產生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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