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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本位主義的一種理解：復蘇民族身份意識

──以和辻哲郎的中國觀為中心

⊙ 宗 容

一 導論：緣起與問題意識

「中華民族首先必須站穩自己的立場，那樣才能開始偉大中國的復興」。11929年日本學者

和辻哲郎在其文化哲學代表作《風土──人學的考察》（全集版中改成《風土》）一書中對中

國文化的前景做了如此的評斷和展望。首先，「自己的立場」也可以說是自身的主體意識、身

份認同或價值本位。隨著現代化和全球化的強化推進，甚麼是中國文化的精神，這一問題日益

變得曖昧不清。的確，在西方文化的籠罩和包圍圈裏，中國文化的本位意識已漸漸處於遮蔽之

境。可以說，中華民族的主體身份認同或者說中國文化本位意識的迷失已成為當下中國急迫而

嚴峻的困境。跨入近代以來，面對西方現代化先行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大規模侵入，中

國人為民族的復興在西化的道路上展開了艱難的求索。如今西方文明再次如同颶風席捲而來之

時，80年前和辻哲郎的這一預言無疑是智者敲響的警鐘。其次，和辻哲郎認為中國是「偉大」

的。這一由衷的嘆服不僅蘊含著對給予其深厚漢學素養的國家的感激，而且更是對中國在漫長

歷史長河中為人類所創造出來的福祉的敬意。也許正是如此，他期待著中國的復興，期待人類

能繼續展開新的文明時代。

和辻哲郎是一位日本近現代史上頗具影響力的文化史家，其在思想史上建樹頗多，包括為後來

的文化史研究開創的諸多啟發性研究路向，以及獨創的人學倫理學體系。在和辻的思想歷程

中，回歸日本、回歸東方這一志趣轉向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在此之後他對日本乃至東方文

化性格和民族精神的探索，在某種程度上進一步激發了日本民族的自我認同和文化本位意識。

其中古代文化成為其考察不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性格的一個標本。和辻試圖通過對日本古代文

化的再現和挖掘來追尋或還原日本精神的特質，中國的古代文化自然也成為其理解中國精神的

最基本核心構架。值得一提的是，由文學青年而轉為哲學家的和辻，兼具學術之理性和文學之

感性，其著作也被賦予特殊的感染力。他不但以視野宏闊、博學深刻的實證精神使其文化研究

具有深刻的學術洞察力，而且以優美而充滿激情的文學筆觸勾勒出文化的不同模本，給人們帶

來強烈的精神震撼和審美體驗。從這個角度而言，和辻的文化史研究一方面是其理論體系的重

要支柱，另一方面也是其獨特學術魅力的集中展現。

作為一位哲學家，和辻哲郎以其人學倫理學體系著稱於世，晚年創建了日本倫理學學會，同時

他也是西田幾多郎所創立的京都學派的成員之一，另外和辻還是一個天皇主義者，其回歸日本

和日本主義的思想脈絡裏也伴隨著天皇主義情結的糾葛，這諸多身份的交叉使得他在日本思想

史上一直處於受爭議的境地。與之相關的是，目前綜合國內外關於和辻哲郎的研究，也基本集

中於從倫理學、政治學/政治立場的角度加以闡述，而對其文化意義論述有待進一步深入，關

於其中國觀目前更尚未有專題論述。其中，和辻關於中國的間接印象基本來自於考古發現和歷



史學研究，而關於中國直接印象的論述則集中於20世紀20、30年代，這一現場觀察直接體現於

和辻在《風土》中對中國國民性的論述上。這個時期不但是中國政治上的現代化探索期，而且

也是中國文化的重構期──雖然還是處於「破中待立」的階段。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雖然是

民國既立、共和初創，但經歷了清末民初的軍閥割據以及國共兩黨的內部戰爭，政治界和思想

界在文化重建上眾說紛紜，未有統一的主導意識，這種情況一直延續至近代以降。總之，傳統

的中國文化在遭受不斷的根裂後，民族的自我內身份意識也隨之逐步瓦解，今天來看和辻的中

國研究對中國人而言可以說是一種民族文化的回憶和溯源。

綜合和辻對中國的研究，雖然找不到明確的關於中國歷史文化特徵的觀點，但其中國觀還是有

脈絡可尋的。本文試圖從其具體文本出發，輔以其風土─歷史的二元構架理論對其中國觀進行

梳理，一則對上述的和辻哲郎研究作一補充，二則為中國的歷史文化提供一個近代的他者視

角，通過對他者的中國印象的回溯以期凸顯民族身份認同和文化本位意識。

二 和辻哲郎的中國觀

在和辻回歸日本的學術轉向下，其文化史研究自然主要集中於日本，但中國作為東亞地區不可

忽視的地緣引力和中華文化價值體系長期而深刻的輻射源，在其著作中屢屢被作為重要的參照

系。和辻運用中學和西學的知識體系和研究方法對中國的社會和歷史進行了獨到的理解和闡

釋。在他所有著作中，涉及到中國的論述主要有：2《風土》（第八卷）中的〈中國〉部分；

《倫理學‧下》（第十一卷）中的〈中國〉部分；《小篇三》（第二十二卷）中〈中國古銅器

之酒器〉、〈漢代銅器之神獸壺〉、〈漢代墓碑裝飾的拓本〉、〈周代古銅器之木菟〉；《古

寺巡禮》（第二卷）中〈日本與中國的交涉〉、〈吳樂、西域樂、假面的傳統〉；《面和面

具》（第十七卷）中的〈中國的古銅器〉；《日本古代文化》（第三卷）中〈漢字的習得〉、

〈漢人移住的傳說〉、〈漢文化傳播者──歸化人的痕跡〉、〈漢文化的日本化過程〉；《孔

子》（第六卷）；〈中村元〈東方人的思維方法〉英譯版序文〉（第二十四卷）。

這裏要指出的是，《孔子》一書主要是關於孔子及《論語》的研究著作，其以「人類導師」為

標杆將孔子和釋迦牟尼、耶穌和蘇格拉底置於同一思想水準線上，並進行了類比研究，之餘對

《論語》做了文本的解讀和考證，可以說這部著作主要體現了和辻研究的方法論運用，關於此

將另文撰述。故而，本文的中國觀論述主要集中於若干涉及中國內容較多的小篇、《倫理學‧

下》和《風土》等著作。〈中國古銅器之酒器〉、〈漢代銅器之神獸壺〉、〈漢代墓碑裝飾的

拓本〉等小篇文章是和辻早期的評論，他運用文學的熱情、史學的考證評述了中國的古代文

化。這幾篇文章原載於《新小說》（1922年），原文配上相應的精美圖片，輔以客觀的描述和

理性的深發來解讀其蘊藏的歷史價值和文化內涵。這是其「從作家、評論家向學者轉變的生涯

轉型期」3的作品。《風土》是和辻倫理學體系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和辻構思於1927年，完成於

1929年，於1935年出版，後又分別在1944年和1949年對「中國」部分進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後重

新出版。這一著作是和辻在赴歐洲留學期間，受沿途不同類型風土的刺激，以海德格爾的《存

在與時間》為契機所創作的文化哲學著作。在書中他不同意海德格爾將時間作為人存在的一元

維度，認為脫離空間性的時間性不是真正的時間性，人的存在結構應包括時間和空間的二元維

度，至此提出了風土─歷史的二重結構是人存在的結構這一理論，即人的存在是由時間、空間

兩個維度構成的。如果說歷史體現了人的時間性的話，風土即是人的空間性的體現，兩者共同

組成了人的存在結構，也就是說，歷史是建立在風土之上，風土也是在歷史中展現的。和辻對

中國國民性的考察體現了這一理論。《倫理學‧下》作為和辻倫理學體系的最後部分，主要是



對人的存在在不同歷史和風土中表現的闡述，是對人存在原理的具體化。

在論述和辻的中國觀之前，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和辻對中國的世界地位是如何理解和定位的，這

有利於從整體上把握其對中國的理解。和辻將世界史分為三個時期，世界史第一期的舞臺是沙

漠的世界，第二期國民作為勞動者開始出現了。第二期是第一期向著更高階段發展的結果，這

在國家的自覺和歷史的形成上體現得尤為明顯。在第三期絕對君主制的統一開始崩壞。4從以下

和辻的世界觀中可以粗略看出中國在其體系中的座標。5

世界史第一期 埃及 

美索布達米亞原始國家 

埃及諸國家 

美索布達米亞諸國家 

世界史第一期中沙漠人的業績

世界史第二期 直系後代波斯民族 
希臘和羅馬 
印度 
中國

世界史第三期 伊斯蘭世界 
新的中國 
新的歐洲 
草原民族的活躍 
近世的開始 
國民國家的形成和向一個世界發展

如上圖所示的世界史架構，我們首先可以看到和辻對中國文化在人類文明初始階段所作的開創

性貢獻的推崇。從下文的相關論述中，可以感受到中國人在「國家的自覺」和「歷史的形成」

為特徵6的第二期顯示出了其獨特而發達的民族個性。其次，根據和辻的論述，第三期中「新的

中國」指的是唐朝所建成的一個統一的大帝國，結合和辻對第二期中漢朝及上古中國發達文化

的欣羡和讚美，可見其對強盛而發達的中國印象停留在大漢鳳儀和盛唐氣象，無怪乎他斷言

「中國必須復興，必須恢復漢唐等文化的偉大之處」。7

統觀和辻的中國觀，如按其價值評價來大致作一劃分的話，可以分為讚美與批判兩種。前者集

中表現他對中國古典藝術的推崇，後者則是體現在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指摘上。但此種角度略嫌

空泛，本文將其歸納為生活藝術、社會倫理、政治機制、精神生活、國民性格等方面，下面試

從這五個方面來展示和辻的中國印象。

（一）、生活技藝：高超而獨特、富有想像力和原創精神

這主要體現在繪畫藝術、工藝製造和生活方式上。

繪畫藝術的獨特性。和辻在〈漢代銅器之神獸壺〉中指出了漢代美術的對稱調和美是中國美術

的獨特創造，「應該注意的是趨向『調和美』的努力。形象的設置、形態 、描繪出來的線條

的節奏，都是嚴格注意左右對稱的。……這一嚴格的統一傾向在進入中國的西域美術中是看不

到的，而且後來西域美術的中國化中，最活躍的活動仍然是這個傾向。」8並且他認為漢代美術

所具有的獨特美感可以和當時世界上最為先進的藝術文化相媲美。「漢代美術與先秦的美術有

很大的差異，它呈現出優美而尖銳的樣式。在所有的表現中，中國獨特的特點是極為顯著的。



相比較於希臘文化、羅馬文化和印度文化，其應該有大致對等的地位吧！」9

工藝製造的高超性。在上古時期，「青銅的使用、文字的使用、白陶的製作以及中國獨特的怪

獸文和龍文的創造，這些確實是飛速發展的創造性活動。」10「很多青銅食器類似酒容器，容

器的形狀實在是多種多樣，其中包括雞形。怪獸文、龍文等獨特的文字形式，平面地或者立體

地紋飾在銅器的各個角落。那些藝術品令現在的我們驚歎，其洗練的技術使藝術品遠離了原始

階段。11無疑，和辻盛讚中國人在這方面所擁有的高超技藝。

生活方式的先進性。山東濟南附近的城子崖遺址是「迄今考古發掘中最為著名的遺址」，從這

個遺址中發現，在那個時期中國人已經開始創造出複雜的文字樣式、開始使用青銅和文字，如

果其年代被推定為西元前14─12世紀的話，那麼這樣的時代不能不說是達到了相當高的水準。

石器時代的黑陶人被認為是生活在西元前二千年左右，他們是怎樣取得如此飛躍的發展的

呢？12從此可看出，和辻由衷讚歎中國先民所開創的先進文化。另外，城子崖遺址中還發現了

中國人率先使用馬作為生產工具。「在這一遺址所發現的石器中，多數被認為是農具，這一點

表明居民會到城外從事農耕，另外還發掘出了很多的獸骨。其中不僅有豬、羊、狗的骨頭還發

現了牛、馬的骨頭。牛、馬在彩陶遺址中沒有發現，但在這裏存在。這一點差異值得注意。馬

在美索布達米亞一直出現得很晚，……在這裏，馬不可不說是相當引人注目的。」13和辻認為

上古中國人率先使用馬作為生產工具，說明了當時中國地區生產力的發展所帶來的先進生活方

式。

（二）、社會倫理：注重禮制教化和人倫之道

禮制和人倫是理解中國社會歷史風土的重要鎖匙，血緣可以說是兩者的結構基礎。具體而言，

家、氏族、村落到國家這一向外延伸的共同體是中國傳統社會的基本構架，血緣是其牢固而天

然的紐帶，所以這些共同體也可以說是血緣共同體。和辻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形成於殷代，而

民族性原型始自周朝。「殷墟被推斷為殷朝後期都城，其遺址出土的文物清楚地顯示了中國文

化的形成」，14而周朝的事蹟在中國古典文獻中流傳下來，「成為了中國長期的政治和道德規

範。在此意義上，周的民族性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性的原型。」15和辻從周代遺留下來的文物推

斷祭祀禮儀體現了周人宗教幻想的具體化，這也是一種將倫理哲學傳之後人的方式。16所以在

和辻看來，殷周革命的意義不只是王朝的更替，而且是「文化和社會的大變革」，中國政治統

治方式從「靠占卜的這種宗教性統治方式轉變為以道德意義為主的禮的統治方式。」17按其思

路，如果說殷人強調的是宗教性，而到了周人則開始強調道德性，集中的表現為禮。禮制倫常

成為一種統治和生活方式。但是，和辻將政治和道德規範的形成作為民族性形成的一種標誌，

這一論斷是否合理呢？我們將其觀點進一步展開，來看一下他所認為的禮和人倫是如何在血緣

共同體中施展隱性的統治效力的。

首先來看禮。和辻的觀點可概括為以下三點：（1）禮在內涵上與血緣共同體、人倫秩序緊密

相連。「尊重禮也就是尊重人倫秩序。所以周禮所建構的國家組織，正是作為人倫組織的國家

意義的自覺。另外，這裏作為問題的人倫秩序，主要指血緣共同體的秩序。一切宗法秩序也是

這種秩序。」18（2）重禮體現了人的主動性、施動性。「從銅器的種類、形狀以及製作所花費

的精力等方面來考察，表明在祭司祖先之靈和天地之神上，周朝比殷朝更加盛行。但是這種祭

祀儀式與其說是作為將咒術賜予祭祀者命運的儀式，還不如說是作為祭祀者虔敬心念的表現

19



──禮。」 「在尚書的召誥中，召公宣稱殷滅亡是因不敬德而失天命，所以周王應該要敬

德、施德以祈求永保天命。這個命是天授之命運，即使所有的行為不用龜蔔來判斷，只要敬德

施德，天命仍然能長久地保持。」20（3）禮的政治本質是民之道德。和辻將殷周的禮做了比

較，「殷人尊神，率民事神，先祖先之靈而後禮。周人尊禮，重禮且施行於民，對敬事祖靈和

神明之事持遠離的態度。」21他移用王國維的觀點，也認為周公所創立的政治體系之目的在於

建立一種統一的「道德團體」，重禮的根本目的在於治民，所以說到底，和辻認為禮在政治上

還是一種民之道德。和辻的這一觀點頗具政治色彩，事實上，自古以來通過儒學教化而根深蒂

固的道德倫理浸潤在中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柔性的道德教化比剛性的禮制統治也更易鎮服人

心。

由此對於禮的意義，和辻認為有積極性也有弊端。積極性在於禮具有統一國民的效力。因為禮

和人倫秩序的一致性，以及建立統一的道德團體的需要，「周王朝的禮治──將宗法秩序擴大

到國家，以宗廟和天地之神的祭儀為中心，通過定制王侯卿大夫士庶的等級差別來統一國民

──這種做法，顯示了中國的國家特徵。」22但同時禮治也存在兩個弊端：一方面以禮為基礎

的統治不利於政權的長久性。禮治的僵化使其失去創造力，因為血緣紐帶而緊密結合在一起的

諸侯國，同時也使這種結合鬆弛了下來，以至於開始像敵人一樣對抗起來。建立在諸侯國之上

的周朝的權威也不得不隨之式微。23另一方面禮體現了封建宗法社會裏的階級性，因為在眾多

的部族中，「其最高階位的王族，是以一氏族來統治廣大的國家。所以周朝的禮，在以血緣關

係為主相結合的同時還非常具有階級性。」24

其次來看人倫。和辻認為血緣共同體為基礎的人倫之道在早期的國家創建中具有奠基性作用。

他將埃及和周朝的國家建立進行比較來考察氏族秩序是如何被擴大到整個國土上的。「在埃

及，氏族團結的痕跡在國家組織中沒有被留下來。大河流域中，灌溉工事的必要性更早地促使

了氏族以上的大團體，即地緣共同體的形成。相反在中國，同樣的大河流域中，雖然治水的必

要性更加強烈，但氏族團結的痕跡仍然顯著存在，並達到了壓倒地緣共同體的程度。宗廟祭祀

較之於社稷祭祀更加受到重視。」25另外，和辻用西北草原地域的考察佐證了人倫秩序建構中

的血緣基礎。草原遊牧民族所體現出來的氏族團結「一方面顯示了血緣的情誼得到了極大的重

視，同時另一方面也顯示通過血緣的關連來創建極大的團體是可能的。」26

（三）、政治機制：政教合一，始於武功而行於文治

首先來看政教合一的統治方式。在人類社會的最初階段，由於對外在世界了解的局限，宗教既

是人類對未知世界的想像，也是人類自身精神狀態的反映。這一方面是由於生產力的落後，另

一方面也來自對原始和自然的信仰。占卜是中國上古時期常見的宗教儀式。「殷墟的蔔辭顯

示，君主公私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要由龜骨占卜決定。從天地山川、祖宗祭祀，對外征伐、年穀

豐凶、天氣晴雨等這些公事，到君王的疾病、出入、狩獵等私事，沒有一件不是要用到占

卜。」27對於君主來說，占卜不但用來預測個人生活的吉凶未來，更重要的是借用占卜的力量

實行統治。殷朝時期就是利用祭司團來實行集體統治，君主是國家的首腦也是祭司團的首領。

據和辻考察，「國家統一之時，從各個部族或氏族的占卜團體中，選用這種祭司進入中央，以

此形成君主身邊的貞人團。君主也是其中一員。所以王朝的占卜機關是部族或者氏族聯合的表

現。君主是作為這一祭司聯合體的祭司長，通過宗教權威統治國家。」28總的說來，此時的政

治形態有點類似於古代西方的寡頭政治。「根據對殷墟蔔辭的研究，……君主類似於總祭司的



地位。國家的統治正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貞人團和巫師團占卜──來進行的。」29

和辻認為這種政教合一的統治方式的積極意義在於它對政治清明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可以「防

止因為君主的任意而左右集團的命運、不斷地限制集團的行動，從而使君主必須遵循無形的律

令。」30因為統治者發出的命令不是出於統治者的隨意喜好而是被解釋成天命31，其中隱含著

雖然看不見卻時刻存在的一個監督者。因為占卜的盛行和隱形規矩的權威性，隨著君主在世俗

政權和宗教權威上日趨合一性，這一統治方式的弊端也是不可避免的。和辻指出了其中隱含的

危機。一方面它容易導致權威集團內部的分化，和辻舉出一個例證，認為「君主權威的強化與

殷的滅亡具有很大的關係。」32「君主權威的強化與作為其權威基礎的集團宗教意識發生衝

突，最初叛離殷朝廷的好像就是殷的故地山東半島」。33另一方面，它也促使個人權力加強，

集權專制傾向增強。殷墟的蔔辭顯示，隨著時代的發展君主統治的形式和內容產生了變化。在

形式上，「甲骨文中，祝的署名漸次減少，沒有署名的甲骨文增多。到了殷朝晚期，君主親自

占卜的情況在增加。祝所屬的聯合占卜機關的權威衰落，君主個人占卜的力量在增強。這正是

體現了帝王權威的強化。君主獨佔了祭司的宗教權威，逐步掌握了各種團體首領無法與之比較

的巨大權力」。34在內容上，「以往卜辭中向祖宗祈雨的農事活動出現的很多，但隨著時代的

發展，這些活動的次數在減少，取而代之頻繁出現的是之前較少的狩獵活動。這表明了一種傾

向，即君主的權威在增強，同時君主對公共事業的關心淡薄，追求個人享樂的傾向在加

劇」。35這些無疑都表明君主集權專制化的跡象和趨勢。

和辻對於政教合一的闡述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理解，一在統治上體現了從重視天到重視人這一

趨向，這也暗合了重視人倫道德秩序的儒學在中國政治史上被定於一尊的歷史軌跡；二宗教儀

式如占卜對政治制度的演變有著基礎而潛移默化的作用，兩者相互依賴，有時互為表裏。政治

在最初階段依賴於宗教，宗教制約政治，後來隨著社會性的增強，宗教性轉化為政治統治的輔

助手段，從正面或反面服務於政治。

其次來看始於武功而行於文治的統治理念。和辻認為這是中國政治統治極具獨特性之處。他以

周和漢兩個朝代為例論證了中國統治體系中的脫武重文。「周朝的文化很明顯地表現出由武而

重文的特點，它並非一個使用武力的專制國家。天子的理想中全然沒有武的因素。殷朝的武器

非常儀禮化，這一傾向在周朝被作為對禮的重視而得以發展。封建諸侯是文臣而非武將。其下

也沒有專門的武士。如果有必要組建一支軍隊，就通過徵兵組織。指揮官是職位在諸侯之下的

士大夫們。」36此外，和辻還將中國帝國與羅馬帝國進行了比較，強調了中國政治體制中最高

統治者的文治特徵。「不得不指出，中國的世界帝國具有和羅馬帝國不同的特徵。羅馬皇帝是

原來的「將軍」，而中國的皇帝絕非將軍，而是理念上的「天子」、「行道的人」。這樣的思

維是基於儒教吧！將儒教定為帝國國教的正是漢武帝本人。德治國家的理想和憑藉武力創建世

界帝國的這一現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但是用其理想來裝飾帝國，這一點在中國是有必要

的。由武而重文的傳統是相當根深蒂固的。漢帝國雖然擁有強大的武力，但直到最後也沒有出

現軍隊的職業化現象，軍人也沒有掌握政權，國家通過科舉從民眾中選拔官吏，由此形成的繁

冗的官吏組織在四百年間維持了一個絕對君主制的大帝國，這一點無論如何都是中國的獨特現

象。」37概言之，和辻認為中國運用只崇文不宣武的文治理念完成了一個龐大的封建帝國的創

建，這在世界歷史上是一獨特的創造。由此觀點，我們是否能認為這是中國自古以來之所以形

成文化禮儀之邦的一個政治促因呢？

（四）、宗教滲透：軍事武器、日用器具和工藝品上的超實用性



在先秦時期，宗教生活在人們的精神生活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小到日常飲食大到國家戰

爭，宗教都是人們獲取心理支持的重要保障。和辻注意到，在上古中國人的軍事武器和日用器

具的設計製造中，所展現出來的精緻繁複已經脫離了器物本身的價值功能，而是具有寶器化的

特徵，成為一種超越實用意義而只用於儀式的器具。另外，人們日常生活中也開始滲透著宗教

因素，這種傾向使得宗教得以延續和發展，其中日用器具是承載中國人宗教性，表達其宗教感

情的重要媒介。在這一點上，和辻是從軍事武器、日用器具和工藝品來予以考察的。

首先，軍事武器具有寶器化傾向。在殷墟出土的文物中，「青銅製作的銳利的矛、戈、戊、

斧、刀等。……這些形狀在美索布達米亞也存在，但是與其相比要簡單很多。但是引起我們注

意的是，這些武器裏明顯的超實用性和寶器化的傾向。……這些軍用器具完全遠離了作為武器

本身的用途，這一點讓人印象深刻。在其他的銅刀和奇怪的武器中，以怪獸和龍的裝飾文樣為

主，因此它們更像是用於儀式的器具而非武器。這一現象顯示了與其說是武力不如說是祭儀力

量的勝利。」38

其次，日用器具被賦予宗教使命。「這些日用器具不是被作為日常用具，而是被作為用於祭祀

祖先的寶器，被賦予特別的意義製作出來的。……當時的人們如果想要將自己所享用的財富中

最有價值和最應該長久流傳下去的東西製造出來，如上所說的用於祭祀祖先的銅器就會被加以

製造。假如是這樣的話，這些銅器可以說是這個時代宗教、藝術的紀念碑。」39

最後，工藝品承載了宗教意義。「這些酷似銅器樣式的白陶、石器、玉器、牙器、骨器之類，

似乎也承擔著類似的意義。如果只是將其作為藝術品來賞玩而不考慮宗教意味的話，在這個時

期這樣理解恐怕是不充分的吧！」40

寶器化和超實用性的特徵以及將宗教精神融入到世俗的日常生活的行為模式一方面反映了中國

人對宗教儀禮和形式的注重，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中國人為人處世的實用主義風格，但和辻認

為，更重要的是體現了古代中國人的宗教生活和精神世界。舉例來說，和辻這樣評價作為祭器

之用的酒器。「當然，這種祭器是國家最重要的寶器。這一銅器的製作年代或許是漢代，這種

樣式是非常古老的。因此，在此古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得以最深刻的展現，這一點當然是不可

懷疑的。我們從這一銅器所設計出來的不可思議的圖案花紋中可以觀察到古代中國人的精

神。」41從以上摘引的文獻中我們可以分析出和辻的觀察點：（1）中國的製造工藝中承載著中

國人精神性格，而祭器作為最重要的寶器反映了中國人的古代精神生活；（2）神聖的祭器作

為國家最重要的寶器，是通向古代中國人內心世界的一條幽徑。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可謂豐

富多彩，在各個領域有不同的展現，但和辻著眼於祭器的製作藝術，這樣的觀察點兼具自然的

神秘和生活的想像力，還是相當獨到和深刻的。

（五）、國民性格：「無感動性」

和辻對中國國民性格的體察主要集中在《風土》一書中。根據特點的不同，和辻認為風土可分

為三大類，即沙漠型、草原型和季風型。因為風土決定文化，所以世界上的種族、文化都可以

納入相應的風土類型中。風土作為人的生活方式反映了人的存在狀況，同時也是人存在的基礎

之一。基於這樣的理論前提，和辻在考察了中國沿海城市的風土之後，從自身的體驗出發，提

出了「無感動性」42是中國人的國民性格這一觀點。



長江和黃河被和辻視作最能代表中國風土的兩大景觀，也是中國國民性格的生存土壤。他通過

直觀的長江考察和間接的黃河經驗闡發了中國國民的印象。「最能反映中國風土特色的首推長

江和黃河，而至少長江可以說是季風在大陸的具體表像。」43首先，在和辻看來，長江的印象

是「泥海」所造成的「單調和廣漠」。「茫茫的泥海沒有給我們以大海翻騰躍動的生命感；比

我們的海還要寬闊的泥河也缺乏大江特有的那種「漫然流動」之感。」「不管你走到哪兒都只

是同一局部的重複。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廣袤給我們的感覺是缺少變化、廣漠而單調。」由

此，和辻認為，生活在這樣風土中的中國人內含著對傳統的頑強執著力。「持久的意志和感情

的抑制，得以與其單調和廣漠相抗衡，進而也就是對傳統的執著和強烈的歷史觀。」44其次，

和辻認為黃河體現了中國人性格中沙漠型元素。「黃河源自沙漠之河，也就是連系沙漠和季風

的河，黃河平原的黃土土質中的沙粒由沙漠、季風所形成」，可見中國人性格中還帶著沙漠型

元素。所以「明顯保持著一種緊迫感，在忍耐的深處蘊藏著一股鬥志。」這種「不甘於服從」

表現在中國人「除了受血緣或鄉土關係的約束外，不肯受任何其他的約束。」這正是血緣共同

體社會鮮明特徵，但和辻認為這種忍受力恰恰體現了無感動性的性格。這裏值得指出的是，

和辻的無感動性並非指中國人沒有感情生活，而是認為中國人的感情生活的形態就是無感動

性。45這說明和辻並不是在抹煞中國人的自然情感，而是在強調一種內向性伸展和隱而含蓄的

生活理念和審美藝術。和辻甚至將從容不迫視作「一個修煉的目標」。

綜合起來，可從歷史、文化、和政治三個層面來概括和辻的觀點。

首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和辻通過對香港和上海的考察來論證中國人的無感動性。（一）

和辻的香港考察。和辻看到香港碼頭船上居民們一邊架著大炮自衛，一邊忙著日常生活，感慨

中國人面對槍炮戰爭仍能將之「當作家常便飯，攜妻帶兒，泰然處之」。對此和辻分析得出的

結論是：（1）中國人是依靠血緣和鄉土生活的。因為生活在「密切的血緣關係中」，周圍

「有緊密團結的鄉親作壁壘，相互協助互相幫助」，這已經是危險情境下最好的保全自己的方

法。（2）無政府主義是中國人的生存之道。既然血緣和鄉土是中國人生存的最重要保障，那

麼有沒有政府的保護就不是顯得最為關鍵了，反而通過無政府主義的這種狀態把自己置身於事

外，專顧自己的私人生活。（3）在血緣和鄉土失效的範圍內，中國人選擇了表面上放棄抵抗

的忍耐態度，而心底裏蘊藏著曠達不羈的勁頭。即一方面表現出再動「感情」也絲毫緩解不了

危險，無感動性反而是最好的防禦法46；另一方面則用繼續從容地生活來表現頑強的忍耐力。

（二）和辻的上海考察。和辻對上海的考察則主要集中在中國人的韌勁上。面對1927年軍閥混

戰的時局，外國人都驚惶失措地去尋找本國政府的保護，而中國人仍然「從容不迫，慢悠悠地

走在街上，或繼續做著自己的買賣。」和辻將之歸結為是因政府國家的無力而產生的生存智

慧，「原本就沒指望國家保護，所以也就根本談不上擔心能否受到保護之事。」47

其次從文化的層面上來看。這裏，和辻也選擇了兩個例子──建築和編纂來論證無感動性所體

現出來的廣大空疏。和辻認為「中國的藝術一般氣勢雄偉宏大、統領大局並緊切要害，但同時

又令人感到內容的空疏，難以找見細緻入微之處」，48建築就是一種典型。「近代中國的宮殿

建築上，其規模龐大，給人的印象很宏偉，而細部空洞」。49和辻認為這種「忽視細節」是

「缺乏感情流露的一種表現」。當然中國的藝術也有細膩之處，但體現之處非常局限：一則細

膩之處只限於暫時性或特殊時期的現象，「漢代文物告訴我們中國藝術中也有纖細入微之

作。」50兩漢至唐宋時期的「細膩而纖微」風格，在宋元以後到明清乃至近現代中國已蕩然無

存，取而代之的是空疏性和抽象性；二則這種細膩只是黃河文明的產物，不適用於長江風土。

所以，和辻認為這一「感情平淡」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徵。大型編纂事業從另外一個側面體



現了這一點，和辻批判中國在歷史上雖然進行了多次書籍的編纂工作，但這些浩瀚的叢書並沒

有經過「批判、取捨、整理」，而只是包攬無遺地被搜羅排列在一起，「如同系在外表的繩索

一般，不是一種玉石分明、內部結構完整統一的體現，與其外表的排列有序相反，內容上則雜

亂無章，只是材料的堆積。」51

最後和辻從政治上中國屢次建立的統一大帝國為例，論證無感動性的國民性格所導致的統治的

零亂散漫。和辻的觀點主要是：（1）統一是中國風土的必然趨勢。「古代那種封建割據狀態

本是不自然的」，「中國的國土若不是強行圈化，本不會允許小國林立的。」52中國能得以統

一的基礎之一是因為中國平原地帶便利的交通和相互溝通的經濟，中國的經濟相互滲透是形成

整片格局的有利條件；（2）中國雖然在表面上是處於統一的，但「並不是將每一塊土地都治

理得井然有序」，民眾處於無政府的狀態。「民眾可以不憑藉國家權力，僅靠同鄉關係就能巧

妙地展開大範圍的交易，即不靠政府也不妨礙經濟上的統一」53；（3）國家和政府也是無政府

的狀態，國家只是官僚的組織而非國民的國家組織。和辻認為，因為科舉選拔官吏，中國官僚

階層的構成具有流動性，而非世襲的穩定性，來自社會各階層的政府官員在價值認同和現實實

踐上容易出現矛盾，比如對經商的態度，某些官僚言行並不一致。各謀私利成為了國家和政府

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

在經過這樣一系列考察分析後，和辻對當時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國民作出了診斷：中國

人並沒有走向正確的「民族自覺」，原因就是中國人的無感動性最終將自己引向了不幸的深

淵。54

結論：復蘇文化本位與民族身份意識

如上所述，和辻的中國印象基本集中在五個方面：第一，生活藝術高超而獨特、富有想像力和

原創精神；第二，社會倫理注重禮制教化和人倫之道；第三，政治機製表現為政教合一的統治

方式和始於武功而行於文治統治理念；第四，宗教精神滲透於軍事武器、日用器具和工藝品，

使之體現出了超實用性的特徵；第五，國民性格中的「無感動性」特徵。當然，其評價和判斷

是否恰如其分尚可另當別論，其意義更在於以他者的視角展現了一幅中國圖景，勾畫了中國文

化的獨特性，進而顯現了一種民族的身份意識。

在中國列強林立和內亂不斷的時期，出於對中國文化的景仰，和辻感慨其失去了曾有的大國輝

煌，同時他深切地體認到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的貢獻和意義。「從世界文化的發展來看，中國

文化的復興也是必不可少的」。55如何來實現這一復興，首先，和辻認為要認清自己。「認清

自己，就是超越自己摸索一條前進的道路。理解與己不同之處，取人之長補己之短就會開拓新

的路子。」56是否能超越自己，在近代之前的中國，這一點也許是一個難題，因為當時的中國

一直處於「天朝上國」的優越感中，對周遭發生的變化多半是以睥睨的傲慢心情旁觀的。但在

經歷了現代西方的軍事打擊和思想文化的衝擊後，中國人又轉向了另一個極端，逐漸對他國文

明的優越性習以為常，甚至「言必稱西方」。這樣，問題產生了，我們是應將他者與自身置於

同一層面進行比較，還是心存偏見將傳統的遺產拋諸一旁，唯西方馬首是瞻。近代以降乃至當

下中國的現代性訴求對此已經做了充分的回應。其次，和辻提出要實現復興必須重新認識民族

文化的精髓。「重新認識現代中國已失去的、過去的輝煌燦爛的文化的偉大力量，而且可以從

中探出一條路子，打開現在停滯不前的狀況。」57在和辻這樣一個他者的視野中，我們不難看

出漢唐的偉大之處無外乎其雍容大度的胸襟、開放多元的視野、獨特而原創的個性。尤其是後



者正是中華文明之所以存在和昂然於世的的最關鍵所在，也可以說是中華文明區別與他者文明

的獨特性魅力。中華文化的本位和民族身份的複歸說到底就是中國性和中國精神，而它的這一

根本內涵正是令世人肅然起敬的偉大力量。

從和辻作為東方文化守成主義者58而言，他對中國文化的期待是和對日本精神的追尋結合在一

起的。深受東西方文化薰染的和辻，在轉向東方後，其畢生探索日本精神的源頭，宣導日本文

化乃至東方文化的精髓。在傳統式微、現代爭競之際，和辻的努力在為日本文化增強民族自信

的同時，也對東方世界如何應對西方滲透提示了一條路徑。一方面，公允地來看，和辻的追溯

精神源頭的努力與20世紀30年代日本的國家主義膨脹具有不可分割的關聯。正如美國學者艾愷

（Guy S. Alitto）所認為日本的反現代化思潮與國家主義是糾纏不清的，「所有日本的評者

都是高度的國家主義者，他們每一個，不論訴諸何種方式，最終的效忠皆歸向天皇。」59就此

觀點來看，共同體社會的一個特徵就是容易將所有的價值理念指向一個實體，所以和辻的日本

主義傾向被納入國家主義是完全合理的。所以，「儘管這些論者並未因為太平洋戰爭而產生出

天衣無縫的周全意識形態，他們對官僚國家的攻擊卻諷刺性地轉化為官僚國家擴張主義的贊助

和支持。」60另一方面，不可否認的，和辻是一位堅定的文化守成主義者。「和辻特別有興趣

於顯示：自中古以降，佛教藝術與建築如何代表了日本創造精神的最純表現」61，的確概觀

和辻的文化史研究，他對其探究很大部分都著重在佛教藝術的魅力，因為這其中不單有對先進

文化的模仿，更蘊含著自身民族的創造力。和辻的守成正是體現在這一點上：致力於從民族的

原創力中去尋找文化性格，通過東方的直觀性思維來捕捉細節的感動和情感的真實。用他自己

的話來說，「日本人崇尚的不是大而空，而是小而細；不是外觀的完善，而是滲透於內部每個

角落的醇化；不是形式上的體面，而是發自內心的感動。」62這也正是他所認為的日本文化的

獨特性和生命力。

這也可以解釋和辻為甚麼要將這些而不是其他圖景作為中國印象？因為正是一種獨特性的魅力

賦予了中國民族文化的尊嚴和意義。只有中國獨有而存在的特質才是其存在的真正價值所在。

所以，從某種程度上來說，獨特性就是一種生命力的體現。中華文化經歷千年風霜仍然保持著

其恒久性，這讓每一個華夏子孫為之欣慰，但隨著新的時代技術和理念的產生和演變，中華文

化的獨特性在日益銷蝕。自古以來亡國之禍起於蕭牆，內在機理的崩壞才會導致最後的衰亡。

當今，面對外來的強勢文化的入侵，中華傳統對其除了融合和超克，更關鍵的是要堅持民族的

自信力和文化本位意識。因為，堅定的身份認同在根本上蘊含著一個民族真正的尊嚴和獨立。

只有紮根於自身文化本位和自我身份意識上的民族自信才會贏得世界更多的關注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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