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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相对，沟口强调，发自东方纵轴上的内生

性的现代化，并不是对于横压过来的 “东方主义”
性质的外压型现代化的抵抗，而是在并未意识到外

来压力的情况下以独特的形式出现的。这也正是内

生性发展依靠其不受外来 “东方主义” 束缚的主体

性取得成功的原因。但是，以这种 “主体性” 真地

能挣脱 “东方主义” 的束缚而实现纵向的内生性发

展吗？为了探讨这一点，下面将视野重新转向毛泽

东时代的中国。

［Ⅵ］ 

时间困境

　　1958年毛泽东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

公社即 “三面红旗” 政策有三方面的特征。第一，
在农业技术领域，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要依赖于拖拉

机、联合收割机之类的现代机械，而是要将双铧犁

代表的中国传统农具改造成新的大型农机具，也就

是不依靠作为 “洋法” 的西方技术，而是实行以 “土
法” 为主的 “土洋结合”。第二，不仅在国家层面，
而且在乡一级的人民公社层次也强调通过 “自力更

生” 来实现快速发展。中央政府大幅度削减此前对

地方的财政补助，同时也免去地方上交中央的大部

分资金，作为地方政府的人民公社被赋予了财政自

主权。这也就意味着将原来采取的苏联社会主义中

央集权模式改变为财政领域的地方分权模式，29 但

同时强化了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中央集权。第三，
在经济上确立了用10年时间赶上英国的发展目标，
提出了 “多快好省” 的口号。第三点表明，“三面

红旗” 并不止于对欧美现代化的单纯抵抗，而是以

取得对欧美式现代化的胜利为最终目的。
　　进入60年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之后，中国脱离

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开始追求非欧美模式的“中
国式的社会主义”，并获得了国内外的较高评价。
借用沟口雄三的说法，可以看作是一种 “内生型现

代化”。但是，由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具有与欧美

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对抗的强烈意识，用竹

内好的话来说，依然没有能够从心理上摆脱欧美的

束缚。这也正是 “三面红旗”政策最终破产的原因。
　　人民公社建立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基础之

上，在当时的中国，农业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

80％以上。正如前文多次提到的那样，农业具有深

受生命循环周期限制的时间制约性，因此，提出用

10年时间赶超英国的发展目标，意味着在农业领

域也必须克服这种时间制约，实现时间的加速化。
也就是说，由于构成欧美现代化物质层面的 “国民

经济” 的形成及其加速发展，通常只有在工业革命

促使农业社会向非农业社会转型的前提才有可能，
因此人民公社也必须实现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向工

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经济结构的转变。进一步说，它

以社会生产摆脱农业生命循环周期的制约而实现时

间的加速化为前提条件。正是由于看到了这种转变

的压力，竹内才凭直觉认为东方对西方的 “失败”
是不可避免的。
　　在未实现上述产业结构转变的情况下试图超越

农业本身具有的时间制约性，就意味着 “三面红旗”
的高速发展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即便能够将

双铧犁之类的 “土法”农业技术提升为大型农机具，
目标总体的失败也难以避免。这几乎与把 “十月怀

胎” 的时间和四到五年的育儿周期大幅度缩短一样

不可能。实际上，“三面红旗” 在1959‒1961年间

造成2000多万人死亡的事件，的确是一种前所未

有的政策失败。
　　那么，导致 “三面红旗” 政策最终失败的时间

加速化的要求，以及对于欧美现代化的 “胜利” 的

确信，究竟为什么会出现在1950年代的中国呢？

其根源何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胜利信心的最初由

来。
　　对 “胜利” 的确信明显来自对于抗日战争和中

国革命胜利的记忆，特别是关于1942‒1943年间陕

甘宁边区展开的关系到其生死存亡的村落共同体重

建运动的记忆。但回顾上述运动的过程可以发现，
那场运动并没有试图超越农业具有的时间制约性，
其目标是抵抗威胁农民日常生活的外来势力，是为

了保卫日常生活。进一步说，赢得深受生命循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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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制约的农业活动的时间是抵抗的出发点，而毫无

加速或缩短时间的意图。陕甘宁边区的村落共同体

重建正是在这种前提下探索新的 “内生性发展模

式”。因此，当时的抵抗并不是出于对外部势力的

单纯 “胜利”，而是朝向如何避免 “失败” 的维持

生存。但是当日本投降，进而在中共取得了国共内

战的胜利之后，新中国的领导人就产生了将村落共

同体重建运动看作是革命胜利的根源的心理。
　　问题的焦点在于，抗战的胜利和国共内战的胜

利都不过是军事政治的胜利，并不等同于 “非西欧”
发展模式的胜利。但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领导人

却将两者等同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如毛泽东在日中战争因卢沟桥事变而全面爆

发之后写下的《论持久战》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共

产党在军事上的胜利，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 “持久”
的时间观念与军事战略密切结合带来的。中国之所

以能够承受持久战，是由于那是一场保卫具有持久

性生命循环的农业生活的战争。要再次强调的是，
大部分农民在那场战争中并没有脱离培育生命的土

地。这同水俣渔民在水俣病抗争运动中没有脱离培

育生命的不知火海一样。当然，当生活遭到摧残而

难以为继，特别是当家庭的主要劳动力死亡的情况

下，农民和渔民有可能被迫离开生业之所而外出流

浪。但在当时的中国，即便是流浪者，其保命的生

业也依然是 “农”，因此大部分流浪到外地的农民

都以 “客民” 的身份进入陌生的村庄，30 并继续以

植根于土地的农业为生计。
　　以中国农村社会的上述背景为前提，毛泽东进

而指出，中国与生俱来的持久力在于其辽阔的土地

和庞大的人口。这无疑是一种卓见。就物理层面上

来看，要将附着于无边土地的庞大数量的农民 “斩
尽杀绝”，需要无限的时间，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

能的。毛泽东还指出，与中国相比，日本的国土面

积狭小，人口不足，因此无法承受持久战。
　　与毛泽东的这种看法相关，日中战争在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是 “东方与西方” 之间的战争。因为从

明治维新开始，日本近现代的历史完全是以欧美式

的现代化为目标的 “西化” 的历史。在 “西化” 的

过程中，日本社会的时间意识确实随着 “殖产兴业”
而相对加速化了。应当看到，不仅日本的地狭人少

使其无法承受需要漫长时间意识的持久战，“西化”
的成功所带来的时间意识的加速化也不利于持久

战。
　　另一方面，在卢沟桥事变爆发时的30年代后

期，日本仍然是48％的人口从事农林业和渔业的

社会。31 尽管 “西化” 取得了成功，这部分人口仍

然带有日本此前所具有的受到生命循环周期制约的

持久性时间观念。考虑到派往中国前线的士兵许多

出自农村和渔村，他们本来在心理上是能够耐得住

持久的时间的。因此，从持久战的角度来看，日中

战争又带有 “东方与东方” 之间的战争的特征。
　　日中两国在战争中的差异在于，中国农民是在

自己的家乡为保卫自己的生活空间进行抗战，而日

本农村出身的士兵则是在遥远的异国为日本国家而

战。这一差异来自于那场战争的本质，也即它是由

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在远离生业之所的异国战场

上，并且由于其意识和身体都被国家政治所吞没，
日本农村出身的士兵的 “持久性” 意识也就必然会

衰弱。
　　当然，就战争而言，仅有强韧的持久性即便能

够避免失败，也未必会赢得胜利。因此，毛泽东在

将持久战看作取胜的积极因素的同时，还强调了国

际形势对中国有利的因素。他在《论持久战》中指

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

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

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

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

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

生出来的。”32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这一论述出色地预见到了

珍珠港事件之后国际战局的演变。实际上，日本失

败兆头的明朗化开始于珍珠港事件爆发一年半左右

的1943年中期。在中国战场上，当时日军的损失

也越来越大（如长沙战役和衡阳战役）。可以说，
由于持久战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两个因素，中国的

抗战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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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政治和军事的方面来看，不能否认，中国的

内生性社会变革产生的 “现代化模式”，带来了超

过敌人力量的战斗力，并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1965‒1975年间的越南战争。几

乎在越南战争以美军 “痛苦的失败”而告终的同时，
安德鲁・马克于1975年初指出，美国失败的原因在

于越南战争是一场 “非对称性战争”（asymmetric 

conflict）。33 永井阳之助在援用马克观点的基础上，
更明确地用 “时间的政治学” 概念进行了解释。34 

战争的 “非对称性” 首先表现在双方参战士兵不同

的时间意识。从1965年越战爆发时的状况来看，
在 J・K・加尔布雷斯称之为 “丰裕社会” 的美国，
交通和通讯技术已经高度发达和普及，人们的时间

意识当然也高速化了。从人口构成上看，受到生命

循环周期制约的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已经很低。因

此，除了收入通常较低的制造业中的单纯体力性工

种，对于一般的美国青年来说，从军数年意味着他

们回国后很难找到理想的职位。但是，包括黑人士

兵在内的大部分美国士兵事先都没有预料到战争会

那样漫长，因此在1966年秋天战争爆发一年多而

呈现出长期化的趋势之后，越南前线的美军士兵就

出现了强烈的厌战情绪，回国的退伍军人中也出现

了严重的心理性疾病 “越战综合症”，引起了美国

社会的广泛关注。进而，以此为背景，美国国内出

现了黑人争取公民权的运动，再加上大规模的反战

运动席卷了整个欧美乃至日本社会，对美国政府形

成了强大的压力。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北越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

线的士兵，他们如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农民一样，
是为了守卫自己的日常生活才拿起枪支的，因此具

有强韧的耐力，这种持久性的战斗力并没有因为战

争的长期化而衰退。由此可见，越南战争是一场时

间意识上的非对称战争。到1968年秋，无法承受

持久战的美军开始走向失败。
　　从军事政治的方面来看，无法避免时间加速化

的欧美现代化模式，必然在多数情况下事实上败给

经受得住漫长时间熬炼的 “非欧美模式”。中国共

产党和越南共产党在各自的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都

源自于此。
　　但是，军事政治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作为现代

化模式的 “非欧美模式” 在和平时期也比欧美模式

优越。在和平时期，欧美现代化模式因其伴随着时

间加速化的高度产业化文明，符合民众追求物质富

裕的普遍愿望，带有向全球渗透的力量而扩张。也

就是说，“非欧美模式” 在军事政治方面所具有的

高度持久性，反过来意味着经济发展上的时间效率

的低下和相对的物质贫困，毋宁说劣于欧美现代化

模式。
　　从上述脉络来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缺少对于

欧美现代化模式的 “失败的自觉”，当然也就在缺

少 “对于失败的持续抵抗” 即 “挣扎” 的情况下试

图推进其独自的模式。如果说正是持续抵抗或 “挣
扎” 成为非欧洲模式得以守护民众等身大的非政治

性日常生活的依据，那么，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大跃

进政策忘记了这一点，才催生了民众的时间意识的

加速化，进一步说，它也是民众的意识脱离了对非

政治世界的村落防卫而向 “国家政治”跳跃的原因。
这同时也表明，毛泽东时代的非欧洲模式依然没有

能够摆脱 “东方主义” 的束缚，进而，在后毛泽东

时代的改革开放期的中国，当意识到对于欧美模式

的物质经济层面的失败之后，完全放弃了 “对于失

败的持续抵抗”，采取了全面的高速增长路线，并

很快进入了由高速时间所支配的社会，从而紧紧地

受到 “东方主义” 的束缚。无论是毛泽东时代，还

是改革开放时代的今天，在都忘记了 “挣扎” 这一

点上，可以说都丧失了主体性。用竹内好的话说，
就是 “丧失了自我，既非西欧也非亚洲，因此啥都

不是。” 这也正是当今中国社会严峻的 “无思想”
状况普遍化的原因。
　　与此相映，越南虽然也取得了军事政治上的胜

利，但并没有拘泥于对胜利的信心，而是通过改革

主动放弃了其原本具有持久性的非欧美东方模式，
积极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变，在经济方面迈向时间加

速化的欧美模式。可以想象，这一点同越南早在

1975年就注意到了毛泽东政策带来的悲惨结局从

而将其当作教训有关。但反过来说，由于越南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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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快地放弃了非西欧模式，因此，它同改革开放时

代的中国一样，也陷入了深受 “东方主义” 束缚的

无主体性状态。

［Ⅶ］ 

“情念国家”的形成与克理斯玛： 

中日两国的相似性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战前和战争时期的日本有

两个惊人相似的地方。第一是对于 “胜利”的确信，
国家领导人和国家意识形态认为一定能够赶上和超

过欧美现代模式，并且这种模式必然能够造就东方

的 “现代”（因此也就是 “超现代”）；第二，重视

增强国家的物质力量，同时又把这种物质力量单纯

地当作远比西方科学技术的物质力量优越的 “国家

性情念” 的力量，并对此更加看重。特别就第二点

来说，可以认为，国家性情念的力量来源于通过对

“一君万民” 性的克理斯玛崇拜而喷发出的民众的

激情和愿望。
　　我在这里把以民众的激情和愿望为动力，试图

让民众和 “活着的神”（超克理斯玛）直接结合的

国家称为宗教化的 “情念国家”。35 借用鹤见俊辅的

说法，在战争时期的日本，通过对天皇的绝对崇拜

而形成的国家宗教化，使得构成日本 “国体” 的显

教和密教中的密教因素迅速膨胀。36 当然，农民、
渔民的 “情念” 虽然依然带有非政治性，但只要被

纳入到 “国体” 中去，其意识就会逐渐脱离生命循

环的时间周期而不可避免地游离于所生活的土地或

大海。
　　在以克理斯玛为顶点的专制国家，民众和克理

斯玛之间通常存在着金字塔型的国家官僚机构。希

特勒也好，斯大林也好，古今东西的所有专制体制

几乎都存在着强大的官僚机构。37 与此相较，在毛

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的中国，神灵一般的克理

斯玛毛泽东将他自己也参加创建的党和行政体系中

的金字塔型官僚机构当作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 和 “官僚阶级” 组织而彻底打破，缔造了一个

将自己和崇拜自己的民众直接结合的情念国家。但

正如1980年王小强当作 “农业社会主义” 而加以

批判38的那样，从追求以民众的情念为动力来推进

社会变革这一点来看，毛泽东所向往的 “情念国家”
带有浓厚的农本主义特征。
　　与之相同，在日本，自吉田松阴提倡建立 “一
君万民”39 的集权体制，到农本法西斯主义，其间

发生了从昭和初期的血盟团事件、神兵队事件、五・
一五事件到二・二六事件等一系列少数 “志士” 发

动的恐怖事件，存在着促进情念国家形成的社会土

壤。但日本与中国的区别在于，情念国家在中国是

由克理斯玛毛泽东主动与民众直接结合而缔造的，
在日本则是由具有农本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所谓 “皇
道派” 青年将校推动的，并不是克理斯玛天皇自身

所希望的。
　　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生活在等身大的非政治

世界的农民被纳入国家政治的过程，大多与上述“一
君万民” 的农本主义情念国家中的 “密教” 性装置

有关。但是在情念国家形成的时候，往往可以看到，
介于民众和克理斯玛之间的国家官僚机构在吸取了

民众对克理斯玛的激情信仰之后，也将自身变成了

克理斯玛，形成党派集权专制。日本法西斯主义以

所谓 “统制派” 为中心的部分军部官僚就是很好的

例子。对此，吉本隆明称之为 “社会法西斯主义”，
以示与农本法西斯主义的区别。他认为，日本法西

斯主义就是在两者的 “对立和勾结” 过程中产生

的。40

　　与日本社会法西斯主义的 “统制派” 类似的国

家官僚机构专制，在革命过程中的以及60年代前

期的中国，也以共产党组织专制的形式出现了。毛

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力图打破这种官僚机

构的统治。
　　但无论哪种形式，情念国家的基础都是民众在

面临战乱和自然灾害带来的贫困、破产和对日常生

活的破坏时寻求救助和加以抵抗的强烈愿望。当然，
这种愿望并不能直接联系到 “一君万民” 性的或毛

泽东崇拜之类的克理斯玛崇拜。例如，石牟礼道子

在《苦海净土》和《椿海记》41 等作品中所描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