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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国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进

入80年代，由里根和撒切尔代表的新自由主义、
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思潮占据主流，弗里德

里克・海耶克、密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难以称为支

撑生命的 “思想” 的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开始流行。
进而，戈尔巴乔夫倡导的 “新思维” 和邓小平主导

的改革涤荡了社会主义世界，最终以1989年的天

安门事件和柏林墙的倒塌为契机，东西冷战体制迅

速走向崩溃和终结。
　　在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在 “无思想” 的状态下

继续对国家政治保持沉默，未能出现80年安保和

90年安保。进入后冷战时代的90年代，在1991年

海湾战争爆发后国际政治格局大变动的时期，在“国
际贡献” 论的压力下，日本的国家体制毫不犹豫地

走上了向海外派兵的道路：从参加 PKO、PKF，到

1996年重新缔结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防卫新指针）
导致的日美同盟关系强化、日美共同开发 MD（防

卫导弹）计划、1999年出台 “周边事态法案”，进

而在2001年 “９・11事件” 之后制定了 “伊拉克特

措法”。
　　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在这一时期也进入了经济

停滞和丧失自信的 “空白的十年”。作为其反动，
90年代中期又出现了否定所谓 “自虐史观” 的日

本新民族主义主导的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自
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并由此再次引发了与中国和

韩国之间的 “教科书问题”。进入21世纪，随着小

泉纯一郎政权的长期执政，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更

加突出，围绕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认识等问题，
日本与中韩两国间的政治关系同经济关系的趋于密

切相反，呈现进一步恶化的态势。而浮出水面的日

本民族主义依然是由缺少生命意识的 “思想” 所支

撑的，可以称作 “无根无思想的民族主义”。
　　有关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是竹内好生前一贯

关注和不断发出警告的重大问题。它不仅涉及到日

本与亚洲的关系，也涉及到竹内所称的 “作为方法

的亚洲” 的 “现代化” 的方法论问题。因此，面对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崛起，有必要对竹内好的思想进

行重新探讨。

　　进而言之，在2006年的今天，当北朝鲜发射

导弹引发的 “危机” 被大肆宣染，中国的军事和经

济 “威胁” 也被无意识地鼓噪，以至于出现了攻击

敌方基地的 “攻击论” 主张，迅速酝酿的日本新民

族主义成了决定着日本未来道路的严峻问题。在这

种状况下，尤其必须对日本社会在 “无思想” 状态

下演变的真正含义进行深入思考。
　　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我个人确信，重新认识

竹内好的思想对于突破目前日本的 “无思想” 状况

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于2006年６月30日至７月

１日在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ICCS）主

持召开了以 “日本、中国、世界：再论竹内好与方

法论的范式转换” 为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会

议的有鹤见俊辅、沟口雄三、松本健一、菅孝行、
孙歌、张宁、冈山麻子、薛毅、黑川创以及我本人，
共10位学者。通过深入的讨论，会议提出了许多

重要问题。这一部分将参照会议的讨论，以我本人

的问题意识为中心加以论述。

［Ⅰ］ 

知识分子与内在的民众性

　　“无思想的状况” 初看起来与日常生活中民众

的 “非政治性” 或者说 “不关心政治” 相对应。但

是民众的 “非政治性” 与社会的 “无思想” 状况绝

不相同。要明确这一点，首先要确认何谓民众的“非
政治性”。
　　非政治的民众在19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

曾被丹尼尔・贝尔和赖特・米尔斯等美国社会学家描

述为 Mass 即 “大众”，1 所谓 “大众社会理论” 即源

于此。这里的大众概念被与明显 “关注政治” 的市

民（Citizen）相对照，进而 “大众社会” 被用作与

“市民社会” 相对立的概念。在这里，由于高度产

业化导致了社会的均质化（Homogeneous），民众

丧失了个性的去主体化被看作大众化及大众社会化

的动因。而大卫・里斯曼有关他人指向型的 “孤独

的群众” 的观点，也同样建立于对高度产业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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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的民众的认识。
　　日本的松下圭一也从50年代后期开始较早关

注 “大众社会”理论。松下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者，
他使用 “垄断资本主义” 这一马克思主义概念来解

释 “大众社会”。在他看来，“关注政治” 的 “市民”
属于产业资本主义阶段的民众，而 “不关心政治”
的 “大众 Mass” 则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产物。
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社会实现了高度产业化之后，
将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而正是生活在这一阶

段的民众开始 “大众化”。对松下来说，如何将 “大
众” 重新复原为 “市民” 是一个重要课题。2

　　由此看来，不论是美国的高度产业化背景下的

大众社会理论，还是松下的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大众社会理论，都主张产业发展阶段决定着民众是

关注政治的 “市民” 还是不关心政治的 “大众”。
　　但是民众真地会如此简单地成为市民或大众

吗？实际上，在松下圭一提出上述观点不久，当他

看到1960年的 “反安保运动” 促进了民众运动的

高涨之后，就认为 “大众” 已经成长为了 “市民”。
不仅如此，在安保条约自然生效的1960年秋天以

后，当民众运动逐渐平息、民众的政治冷漠现象再

次凸现，松下又开始认为是农村的 “村落”（MULA）
状况和城市的 “大众” 状况相互呼应成就了大众的

“不关心政治”。当然不仅是松下，小林直树也提到

了这种状况，并称之为 “黑格尔所比喻的如万年植

物生态一般的亚细亚的停滞性”。进而如前文所说

的那样，清水几太郎在1963年也就如何克服这种

状况而发表了 “无思想时代的思想”。3

　　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越南战争因北

部湾事件的爆发而正式开始，60年代初的 “政治

空白” 状况消失，日本社会再度进入政治季节，一

连串的 “大众社会” 类言说转向沉寂。
　　那么，上述被描述成在 “大众” 与 “市民” 之

间摇摆的民众的形象，是否准确地把握了民众的本

质？从中可以看出一种共同倾向：论者们将自身看

作区别于民众的富有理性的政治性精英（即知识分

子），并将自己摆到了引导 “不关心政治” 的民众

走向政治或思想世界的 “启蒙者” 的位置。但是，

真地能够把自己看作是与非政治、非思想性的民众

截然相反的存在吗？

　　一般说来，所有人都无例外地以 “等身大” 的

自己而活着。即便是充满知性的政治性的知识分子，
也不可能仅仅存在于 “政治世界” 或 “思想世界”，
必然带有日常生活中非政治、非思想性的民众性。
问题在于，知识分子关于政治和思想世界的言说，
在许多情况下是超越了等身大的自己的世界而加以

叙述的，因此通常会引起意识对日常生活的脱离，
于是就出现了抛弃生活而仅靠思想存在的 “知识分

子”。这也正是知识分子容易产生将自己与民众加

以区别的意识的背景。
　　而在这一点上，竹内好恰恰相反，他在保持自

身作为涉及政治和思想世界的知识分子的自觉的同

时，并没有忘记自身具有的非政治、非思想性的民

众性。
　　在这次研讨会上，鹤见俊辅和松本健一在论及

竹内好关于言说的 “态度” 时，都提到他具有沉默

寡言的特点，特别是与其友人哲学家埴谷雄高形成

鲜明对比。据埴谷本人介绍，与埴谷在座谈会上的

饶舌相比，竹内总是很少开口。只是当讨论就要结

束时，竹内才呐呐地说上几句。可就是那短短的几

句话，却具有将大家说过的一切加以完全颠覆的效

果。
　　我个人的看法是，鹤见和松本所说的竹内的寡

言，来自于他对于自身的民众性，即非政治、非思

想世界的民众性的自觉。竹内曾经对近现代日本在

走向战争过程中确立的 “汉学” 乃至 “支那学” 的

传统进行了猛烈批判。在他看来，所谓的汉学和支

那学几乎没有用生活于现实中的普通人的眼光来切

近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和中国人。因此，那些研究

也就未能把握在战乱中苦度日月的中国人的真正形

象。也就是说，汉学或支那学通常只重视孔孟、诸

子百家或李杜的诗篇，而对于同自己生活在同一时

代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生存状况抱有顽固的轻视

乃至蔑视的态度。竹内批判的矛头正集中于此。
　　由此可以看出竹内好对于努力仿效鲁迅 “深知

言辞拙呐而吐出一片肺腑之言” 的姿态。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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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充满非政治性的民众对于政治世界是难以饶舌

的。如果把自己摆到与普通民众一样的同样会受到

伤害的生活者的位置，那么不论是何等人物，都必

然会出现言辞的 “拙呐”。当然，竹内并非停留在

作为单纯生活者的民众的层面，他同时也是一位以

面向政治和思想世界发言为职业的知识分子。这种

经常意识到自身内部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要素并有意

加以维持的做法，正是竹内好的方法论。他在座谈

会上的 “沉默寡言” 或学正出自这一点。
　　与此相关，冈山麻子的报告以竹内好在1937

─1939年间写下的《北京日记》为例，进行了意

味深长的分析。据说，竹内在北京的最后几个月陷

入了与某位女性的恋爱中。在异国的这段恋爱经历，
使竹内强烈意识到作为等身大的人在日常的 “生 =
性” 生活中的无力的自我，以及在所倾慕的女性面

前无法进行有效表白的年轻的自我。在此之前，竹

内已经意识到了自身的 “微小”，并由此产生了 “不
写小说也行，只是不想失去作为作家的矜持而活着

的恳切心情。” 这段恋爱经历无疑使竹内更深刻地

意识到自身的微小。当然，许多人都会有类似的经

历，不同之处在于，在北京这一成为自己的文学对

象的异国空间，在决意用文学的感性来把握等身大

的中国人的现实的过程中，竹内有着更深刻的领悟。
正因如此，从竹内的方法论来说，当然不能将这段

恋爱经历看作与自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无关的东西

而予以抛弃。

［Ⅱ］ 

非政治与政治：以水俣病为例

　　从现象上看，民众的非政治性在他们开始参加

政治运动而迎来政治季节之后也是一以贯之的。换

言之，民众并不是在割舍掉非政治性之后以纯粹的

政治性参加政治运动的。
　　作为非政治世界的居民的民众，以鹤见和子仿

照柳田国男所称的 “常民” 为代表。一般说来，只

要日常生计能够正常维持，常民通常不会主动地靠

拢或招惹政治。对于常民来说，政治一般总是 “来
自对方”。比如作家石牟礼道子倾尽半生所描绘的

熊本县不知火海的水俣渔民，正是这样的一种常民。
那么，对于常民来说，“来自对方” 的政治究竟是

怎样的一种状况呢？

　　水俣病最初被发现和确认是在50年前的1956

年。对于水俣地区的渔民来说，水俣病正是摧毁他

们日常生计的 “来自对方” 的东西。新日本氮肥株

式会社水俣工厂在生产乙醛过程中排出的废水含有

甲基汞化合物，污染了不知火海，水俣地区的许多

渔民为此染上了令他们痛苦万分的水俣病，而且由

于水俣湾的鱼类也受到了水银污染，他们赖以安身

立命的渔业也遭到了破坏。
　　对于水俣的渔民来说，水俣工厂本身并不是他

们主动招徕的。历史地看，新日本氮肥株式会社的

前身是设立于1908年的日本氮肥会社，在1950年

后者解散之后作为继承公司而创建。而水俣病的发

生就是在那一时期。日本氮肥会社早在1932年就

开始生产乙醛，其间不断排放甲基汞（有机水银），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1942年水俣市月浦已经出

现了后来被判明为水俣病的患者。而在新日本氮肥

设立３年后的1953年，发现了被认定为第一例水

俣病人的患者。
　　水俣病在当初被看成 “地方病” 或 “传染病”，
但到第一例患者出现３年后的1956年，熊本大学

医学部的研究小组就否定了传染病的说法，指出是

新日本氮肥公司水俣工厂所排废水中的有机水银所

致，水俣病问题由此开始演化为 “政治问题”。所

谓向政治问题的演化，首先是指当地渔民为了抵抗

自己的日常生活遭到破坏而发起社会和政治运动。
具体说来，1959年春，水俣的渔民要求工厂方面

赔偿其损害，但厂方否认系有机水银污染，结果引

发了骚乱。同年11月，大约3000名渔民发动了游

行示威，在厂方采取高压态势的情况下，愤激的渔

民闯入工厂。这一事件被称为 “渔民暴动”，水俣

病也开始受到全国的关注。这时距离第一例患者出

现已长达６年。
　　曾经参加支援水俣病抗争运动的谷川健一曾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