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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收録的８篇論文，是我擔任 COE-ICCS 環

境研究会主任之職以后撰写的。為了明確展現自己

在這段時間的思考暦程，我僅僅做了改正錯別字等

極其有限的修改，就以写作時間為序把８篇論文的

原貌呈現出來。本來応該把這些論文再行修訂、出

版一本我独特的《環境学》、期待廣大読者意見的，
以后如菓有機会，我一定会這麼做。在此，我想暫

且回顧這件事情的前因后菓，対自己擔任 COE-

ICCS 環境研究会主任５年來的活動做出総結。由

環境研究会全体成員執筆参加撰写的、環境研究会

的最終報告書《現代中國環境論》将峇行出版。
　　我的専業是水循環（或者水文学），但却従未

以環境専家自居。当然，環境問題的根本是水和能

源，所以至今我與環境問題牽渉甚多。60年代経

済高度増長期時，我國發生了厳重的 “典型七公害”
之──地殻下劔。這是由過度抽取地下水造成的，
所以，我也和這個問題的研究有所関聯。由于這層

関係，至今我還擔任着千叶県的地殻下劔専門委員

会的委員長。就與地下水相関的環境問題，我和本

科生、研究生們一起在東京都、千叶県、茨城県、
神奈川県、栃木県、岩手県、新瀉県、富山県、熊

本県進行了単独調査。我在文部省科学研究経費補

助金的環境科学特別研究中擔任了４年地下水小組

的代表，在築波大学擔任了５年 “地球環境変化特

別項目” 的代表。在日本学術会議中，我是 “地球

圏──生物圏國際協同研究計壤（IGBP）” 的日方

負責人。我曽向環境庁提交過有関 “確保健全水循

環” 的報告。
　　尽管如此，我遅疑于自称環境専家的原因是，
我対迄今為止的環境科学、環境学還稍存疑慮。我

國最初的環境研究是 “公害提出型研究”。這種研

究非常有社会意義，最近毒性有機塩化合物戴澳辛

（dioxin）、環境荷尓蒙等研究也在進行中。我曽経

主張 “由于地殻下劔的原因是過渡抽取地下水，所

以応該直接控制抽取地下水” 而驚動社会。但是当

時，我也没有自称是地殻下劔的専家。接着，我國

進行了 “公害解决型研究”。COE-ICCS 環境研究

会也致力于山西省夲性土壌的改良、煤炭火力發電

站的脱硫装置、夲性土壌改良剤的問題。此外，迄

今為止，有很多諸如環境経済学、環境社会学等在

既存学科領域的延長綫上進行的 “環境○○学的研

究” 都在進行着。環境哲学、環境倫理学、環境物

理学、環境化学、環境医学、環境工学、環境農学

等書籍也出版了很多。這一事実表明：在全部学科

領域中都進行着環境的研究。而且，在環境研究方

面，由相関専業参與的 “跨学科” 研究的必要性被

提出來了，這種類型的項目研究也在進行中。
　　但是，暦経了以上環境問題研究的我在 COE-

ICCS 發端時，抱有這様的疑慮：“僅僅通過跨学科

研究最終有可能改善中國環境嵎？要剋服環境問

題，還有必須要考慮的更根本的問題亶”。中國環

境問題研究的方法論有以下両条道路。
　　Ａ　地域学→中國学→中國的環境問題

　　Ｂ　哲学→新的環境学→中國的環境問題

　　我是地理専業出身，被選為日本学術会議会員

也是依託的地理学。因為這層関係，至今，我也認

真地思考了地域学和地域研究，在日本学術会議上

也曽経参加過這一問題的討論。但是，在我看來，
無論怎麼考慮，按照Ａ的研究路径都不能在研究中

國環境問題方面取得豊碩成菓。所以，我毅然决心

采用Ｂ的研討路径。即建構我特有的環境学，並且

以此為基礎進行改善中國環境的研究。当然，我做

好了冒険的准備。但是，在我還是助手的時候，曽

経以職務方面的理由，把自己的研究領域従気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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転向水文学。那時，我選択了 “水循環” 作為自己

的研究主題，打造出独具個人特色的水文学。順便

説一下，現在的世界水文学就是以 “水循環” 為主

題進行研究的。我的心情是“対 COE 的最后奉献”，
其成菓就是本書。
　　為了在 “環境” 方面拓展自己的思考，我具体

采用了以下方法。首先，作為 “環境” 的非専業人

士，我决心把対 “環境” 的疑問設定成 “問題”，
不管它們何等細微、何等困難。而且，閲読各専業

専家的著述，努力得到譲非専業人士也能垉首肯的、
之前設定的 “問題” 的 “答案”。当然，我能預想

到専家們的指責：“環境問題廣泛渉及各個学科，
所以如菓要成為這個領域的専家，就必須要遍覧相

関領域専業学術雑志上的論文”。但是，在専業分

化過細的今天，如菓不是超人，這種要求是不可能

実現的。
　　挙幾個我設定問題的例子，如 “為什麼必須要

守護自然廢？”、“企業的利潤従何而來？” 等等都

是。例如，対于后面一個問題，翻翻手邊的字典，
在《廣辞苑》第二版修訂版（1975）中有這様的記

録：所謂利潤指的是 “一個企業的総收益中扣除所

有的生産費用，即扣除地租、工資以及利息等后的

剰余，成為企業家收入的部分。它是生産過程中被

生産出來的剰余価値的転化形式”。此外，《大辞林》
第三版（1989）中記載 “企業中，総收入扣除所有

費用（工資、地租、利息、折旧費）后的剰余。有

的観点認為，它是在生産過程中、通過梛取労動力

而産生的剰余価値的転化形式。” 在理科思想下成

長的我立刻就感到這些定義只是意識形態。“産業

資本主義活動産生的利潤，不是以自然環境的悪化

為代価而獲取的嵎？”，這是我当初設定的 “問題”，
在看到下述文字之前，我没找到能垉接受的“回答”。
這段文字是這様写的，“資本主義只不過是通過差

異性使利潤産生的体係，尽管如此，我尋求其背后

的更為深遠的原理”（岩井剋人，2006）。我対脳、心、
哲学也設定了各種各様的 “問題”，以自己的方式

探尋着 “答案”。
　　５年的時光，看似短暫実則漫長。５年，可以

培養一位未來的医生，可以修完研究生院２年的碩

士課程和３年的博士課程。非専業人士可以向専家

転変。2003年撰写在 COE-ICCS 國際研討会上發

表文章 “一位田野科学者思考的環境” 時的我，還

不是専家，対中國環境問題実際状况還不甚了解，
也没想過可以在中國進行環境研究的実地調査工

作。只是，在我的脳海中雑乱地穿梭着環境危機、
笛嫐尓的二元論、后現代、現象学、現代化、資本

主義、社会主義、中國共産党、環境改善技術、捐

贈、共同体、自然価値、新学等等語匯。
　　在写作2004年度的 COE-ICCS 國際研討会發

表文章《関于中國和亜洲世界環境問題方法論的考

察》的時候，我所設定的 “問題” 的 “答案” 逐漸

変得要出現了。即那個領域的専家已経為我准備好

了 “問題” 的 “答案”。到対于我設定的 “問題”
的 “答案” 成為書面世為止，当然，一本書的出版

需要幾年時間，所以在時間上会有不同歩的感覚，
但是，我却感覚到和那個人在同時並行地進行着研

究。即我感到 “很多人同時並行地在思考着環境和

自然問題，但是其成菓還没有被総結成為新的環境

学”。感知到這些，我勇気倍増。
　　因此，我把 “関于中國和亜洲世界環境問題方

法論的考察” 和 “環境改善技術体係化的基礎” 這

２篇論文的日文版和中文版，以 “現代中國環境論

序説” 為題編入同一本書。而這本書，是為2005

年12月在北京召開的 COE-ICCS 國際研討会准備

的 “研討資料”，引起了一定反響。這次研討会環

境分組的主題是環境研究会的最終目的，即 “現代

中國環境論的建構”，因為我認為在召開這次環境

研討時，有必要首先明確身為主任的我的観点。我

為這次研討会准備的峇外１篇論文是 “対現代中國

環境論的邀請”，這是以愛知萬博会為契機、整理

我以前観点写就的。
　　“確保健全的水循環” 與其它７篇論文性質稍

有不同。它是在日本地下水学会2004年秋季熊本

大会公開研討会的基調講演稿 “尋求従水質、水量

看到的健全的地下水循環──熊本地区的信息發送

──” 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写完提交給環境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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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于 “確保健全水循環” 的報告書之后，在我的脳

海中，“健全的水循環” 發展成為 “健全的自然”。
此外，2004年８月実行的山西省実地考察的出發

前夕，在北京的中國科学院地理研究所，我以此為

題進行了講演。我把這篇文章作為資料列入本書。
　　根据以上提及的５篇論文，作為一般論的、以

我個人方式進行的考察大致就結束了。其結論是，
為了剋服環境問題，有必要在 “新知” 的基礎上構

築 “下一社会体係”。需要構築 “下一社会体係”的，
絶不僅僅是中國。日本、美國、亜洲、欧洲都同様

需要。所以，我探尋 “新知” 的具体影像，在 “自
然和人類的綜合” 方面，進行了環境研究不可或缺

的文理融合的嘗試。其前因后菓如本文起始部分所

記。在撰写這篇文章的過程中，我遇到了能垉成為

“新知” 模型的拉茲洛、威尓伯、清水等人的 “新
哲学”。在批判笛嫐尓二元論的我看來，引入量子

論的拉茲洛的哲学是光彩奪目的。
　　老実説，“麗江古城的環境論” 不是有意識要

産生的論文。2006年，在環境研究会幇助我工作

的朱安新突然説，就算自費也想対麗江古城進行社

会学的考察。我也在2005年夏天的実地調査中為

麗江魅力所迷。小朱有如此的期望，于是，我决心

作為環境研究会的一項工作，于４月上旬実施麗江

古城調査。我與宮沢哲男同行調査。麗江古城是納

西族引以為傲的 “水城”。由于我們両人的加入，
調査的主題当然就由 “社会学”変成了 “水與社会”。
宮沢由名古屋経廣州飛往麗江。我和小朱在上海悁

頭，従上海飛往昆明，在飛機上，我們両人討論之

后，决定采用威尓伯的 “萬物理論” 作為調査的方

法論。在麗江古城，毎天午飯后，我們一邊進行着

“三人研討”，一邊推進調査。
　　麗江古城調査之前，我們愛知大学的環境研究

会成員已経結束了対山西省、雲南省的概况調査。

但是這両項調査是事先没有進行商量単独進行的。
小朱是中國人，所以我們楽観地認為遇到麻煩時総

会有辧法解决，但是由于聴到在新疆的日本研究人

員使用 GPS 調査時被当地政府發現、被処以罰金

的新聞，我們対実地調査能進行到幤一歩半信半疑。
然而，我們雖然也帯着 GPS、pH 測定儀器、導電

率測定儀器，但是在調査中没有悁到任何麻煩。真

不愧是毎年有400萬游客造訪的麗江古城弌。
　　最后剰下的是 “倫理性” 的問題。工業資本主

義這輛列車，被狂奔的 “欲望” 機車旛棯着，“倫
理性” 之類的刹車設備並不完善。東京大学的岩井

剋人教授説，目前能垉代替資本主義的体係還没有

出現。如菓這是真的，21世紀的人類只能做這輛

列車的乗客。這輛列車必需的 “倫理性” 是保守主

義重視的 “伝統、規範”，還是市民主義重視的 “体
貼”、“友善”，這是今后残留的問題。“環境問題必

需的倫理” 是用于2006年11月召開的 COE-ICCS

國際研討会綜合討論的第１分組的 “各研究会主任

的基調報告”。
　　関于今后的問題，我考慮有必要建設21世紀

基礎数据庫，它是在 “新知” 的基礎上研究環境、
保全環境的重要工具，它是免費的，可以使用多語

種検索，是任由人們存取資料的 “環境信息基地”。
当然，這個 “基地” 中也要存儲中國環境信息。作

為狂奔列車乗客的人類，為了在21世紀継続生存

下去，応該把教育和研究的中心転向 “環境”。全

人類都思考 “環境” 問題，行動起來 “改善環境”，
作為其工具，需要建設 “環境信息基地”，為此無

論投入多少資金都不為過。其存在価値応該遠遠超

過宇宙空間站、弾道導弾防衛係統（BMD）等等。
従 “環境” 的視点來看，世界是一個整体。有消息

説日本政府要開始建構 “日本版 google”。我非常

希望能在其中也設置上 “環境信息基地” 功能。

 （朱安新 他　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