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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歧途

中国梦 北美造
1784 年 2 月 22 日，纽约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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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味的“亚洲主义”

文 / 梨梦舟

文 / 萧西之水

意，岸边的乔治堡则以加农炮回礼。

挥的
“
中国皇后”号，满载着皮革、棉

乾隆四十九年。 沉浸于
“康乾盛世”

石原莞尔外号叫“陆军异端

出了“
‘支那’革命万岁”的口号。

一角，一大群人聚集在岸边，向一艘
从港湾驶过的商船
“中国皇后”号发

此情此景，让“中国皇后”号船
长约翰·格林激动不已。就在 3 个月

花、胡椒、人参、毛衣等多种货物，代
表新生的美国， 第一次驶上了去往

幸福时光的帝国君臣们不会意识
到，他们即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卷

儿”，因为他身上总有着与别人不
同的奇思妙想。

身为一个日本人，还是个“
帝国军
人”，石原莞尔为什么会兴奋到这

出阵阵欢呼。商船上鸣枪 13 响（代表

前，他眼前的这座乔治堡，还飘扬着

神秘东方的茫茫旅程。

入了大洋彼岸万里之遥的另一块大

当时北美邦联十三个州） 向人群致

米字旗，此刻却换成了星条旗，他指

这一年， 正是东方大清帝国的

陆上的纷争。

热战变商战 洋参换茶叶
“中国皇后” 号命名为“独立
号”，也许更为恰当。
当它起航驶向中国的同一天，
一艘名为
“
爱德华”号的公务船，也开

中国茶叶换 1 磅西洋参， 让“哈里
特”号的远航到此为止。

当然，精明的希尔斯也没吃亏，
他本来也只是想让
“哈里特”号开到

开普敦即可， 因为那儿是西方对华
贸易一个活跃的中转站。

种程度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当时他的

身为见习教官的他不顾国家有
别，与部下一起额手相庆，甚至喊

上司叫做南次郎（1874~1955 年），
信奉亚洲主义。

谁信“亚洲主义”？
既然“亚细亚主义”主张要联合中国，为什么忠实信徒石原
莞尔，后来又一手策划“九一八”事变？

始了向伦敦的远航。但这艘船上没有
装载任何货物，乘客都是北美大陆会
议派遣的使团，他们带着送交英国政
府的和平协议定本。 同样巧合的是，
这一天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生
“
中国皇后”号驶
日。悬挂着星条旗的
向东方， 似乎在向前母国宣示主权，
北美 13 块殖民地，从此不再是前者
的海外附属，不再依赖其全球贸易体
系以及所提供的保护， 而是政治上、
经济上独立的国家实体。
最为英国所不乐见的是， 这个
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 极有可能成
为直接的商业竞争对手。在
“中国皇
后”号起航之前，即 1783 年 12 月，
波士顿商人希尔斯曾在“哈里特”号
商船上装满 5 吨西洋参， 宣称要运
往中国。 英属东印度公司嗅到风声
后，大为紧张，当该船途经非洲南部
的开普敦停靠时，施以利诱，用 2 磅

“
中国皇后”号不远万里到达广州港，承载着独立后的北美邦联最初的“中国梦”。

所谓亚洲主义，也叫“亚细

一名据说就是日本朋友起的，而

亚主义”，初衷是团结东亚的中、
日、朝三国，共同抵御西方白人

在此期间， 他也从一个排满主义
者变成了共和主义者。

强权的入侵。 这种思想，最早出

1905 年 8 月，孙中山在东京

现在 19 世纪 70 年代的日本。 当
时日本还备受“洋人”欺压，一些
活跃的思想家和政界人士，便希

将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整合
为同盟会，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前
身。 不少日本民间志士积极参与

望相邻的几个同样水深火热的
兄弟国家加以联合。

辛亥革命，最出名的就是孙中山
的铁哥们——
—宫崎滔天。

正是这段时间里， 日本政坛
元老伊藤博文大力支持中国的戊

石原莞尔虽是日本军人，却
也是亚洲主义的信奉者。

戌变法， 变法失败被迫逃亡的梁
启超等维新志士， 得到了日方友
人的及时相助。 信奉“亚细亚主
义”的日本民间团体，也对中国革
命运动倍加同情。 流亡海外的孙

可是不对啊，既然“亚细亚
主义”主张要联合中国，为什么
忠实信徒石原莞尔，后来又一手
策划“九一八”事变，把所谓“满
蒙地区”从中国分裂出去呢？

中 山 ， 有 大 约 十 年（1897~1907
年）主要是在日本度过的，“中山”

因为他不仅信亚洲主义，还
信佛教。

谁打“最终战争”？

“走私犯”当家 黑白道通吃
“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的幕后
推手， 是当过北美邦联国家财政总
管的罗伯特·莫里斯，他同时还是大
陆会议代表。此君号称“
独立战争的
财政部长”， 有着非凡的经济头脑，

开始自己作主人，痛快是痛快了，但
连年战争导致的经济萧条、 商业停
顿及通货膨胀居高不下， 加上英帝
国撤销了以前给予殖民地的种种优
惠， 也让新生的美利坚“快乐并痛

早已与北美独立战争扯上关系。
1775 年的波士顿倾茶案，激进反英
分子从英属东印度公司船上扔下海
的，就是来自中国的茶叶。而独立战
争爆发前数十年，瓷器、丝绸、茶叶

在他的运筹帷幄下， 战时急需的大
量资金及物资源源不绝地供给大陆
军， 屡屡为战场上的华盛顿解决了
燃眉之急。

着”，面临无米下锅的窘境。 尤其是
英帝国实施贸易封锁， 切断了北美
邦联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一切经济
往来， 这几乎是致命打击——
—要知

以及称为“南京布”的棉织品，就在
英国商人和北美走私者的共同努力
下，与北美大众
“亲密接触”了。中国
的茶叶，就像在英国本土一样，很快

号
“走私犯”。 他们常常违背大英帝
国法令， 通过荷属西印度群岛走私
茶叶， 以至于北美各殖民地消费的
茶叶，高达九成都是走私进来的。莫
里斯既是“
独立战争的财政部长”，

当家才知柴米贵。 莫里斯财长
很快就发现：北美 13 块殖民地经过

道，独立战争之前，此乃北美殖民地
的主要海外商业渠道。

改变了北美人的休闲习惯， 上层人
士皆以饮茶为荣。

借助茶叶走私为己方筹钱筹物自不
待言。从这个角度说，中国也曾有意

“八年抗战”，与英帝国划清了界限，

其实，万里之外的
“
中华上国”，

因此， 莫里斯打起了中国的主

对“中国皇后” 号此番远行，

大西洋， 在佛得角停靠后又路过非

样奉上自鸣钟等新奇玩意儿， 远在

响， 祝贺美国人的首次东方之旅圆

北美邦联政府可谓煞费苦心，大
陆会议专门给它提供了一个海上

洲南端， 再经印度洋，1784 年 7 月
中旬到达今天印度尼西亚附近的巽

北京的乾隆皇帝对远道来客还是颇
为慷慨，下旨回赠 2 头牛、8 袋面粉

满成功。
主管“
中国皇后”号商务活动的

通行证，用 词 相 当“高 大 上 ”：“致
所有亲见或聆听本文件的最最尊

他海峡。在这片海盗出没之地，美国
人有幸得到了友邦法国的两艘武装

和 7 坛酒。
同年 12 月 28 日， 在卖掉随船

高级大班山茂君向时任北美邦联外
交总管约翰·杰伊做了
“工作汇报”，

贵、最最强盛、崇高、杰 出 、 尊 贵 、
高贵、庄重、睿智、卓见的皇帝、国
王、共和、王子、公爵、伯爵、男爵、

商船
“
海王星”号和“
费比乌斯”号护
航及引导，8 月中旬时终于驶入广
东的珠江口。

而来的所有货物， 又装上 700 箱武
夷茶、100 箱熙春茶、2 万匹“南京
布”以及大量瓷器后，
“中国皇后”号

介绍了大清帝国实行的“广州体制”
一口通商规则， 认为中国是宜商之
地且有利可图， 建议今后应该加强

勋爵、市长、镇长和所有贵宝地的
法官、军官、摄政王，无论教会或

“
中国皇后”号的首航足足花了
半年时间，但无疑是物有所值的。此

船长约翰·格林下令返航。 据说，此
次航行的投资者最终获得了 30727

美中贸易。
杰伊则高度肯定了“中国皇后”

世俗。 ”这份内容稍显滑稽的通行
证， 反映了当时北美人对遥远的

前几乎毫不相干的中美两国， 自此
有了直接的商贸往来。 在法国人帮

美元的回报，在 18 世纪晚期，那可
是一笔巨款。

号此行的意义：“美国公民首次与中
国建立直接贸易大获成功， 主事者

东方既充满憧憬， 又因向无接触
而所知极少。
“中国皇后” 号的首度中国之
旅，比预想中还要顺利。它先是穿过

助下，广州建立起了美国商馆，邻近
赫赫有名的
“
十三行”。 尽管初来乍
到的美国人，不懂投东道主所好，像
大约十年后的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一

1785 年 5 月 11 日， 在历经 15
个月、 航行 32458 英里后，“中国皇
后”号平安回到纽约曼哈顿。岸边飘
扬着星条旗的乔治堡再次鸣炮 13

和参与者都与有荣焉， 国会议员对
此十分满意。 ”

意，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独立战争开打前， 莫里斯和他
的“同伙”维林，是英国人眼中的头

无意地“
资助”过独立战争呢。

行三万里路 赚三万美元

‘王道’与西洋‘霸道’
石原莞尔声称,“这场战争，将决定东洋
哪一方能够一统全球。 ”
1920 年，石原莞尔加入日本
新兴宗教团体国柱会。 这是日本
佛教日莲宗的一个派系，该派系

定会在很短时间爆发和终结，从
而决定世界大权的归属。
谁来打这场“最终战争”呢？

最重要的“贡献”，是抛出了日后

石原莞尔认为有四个可能：欧洲

臭名昭著的一个词：八 一宇。
日文所谓“八 一宇”，字面

联盟、苏联、南北美联盟与东亚
联盟。 但欧洲大国太多，很难统

意思就是
“八方一统”。 国柱会从
教义角度对此的解释是： 世界上
每一个人，无论人种如何、风俗如

合到一起； 苏联是强人政治，一
旦斯大林死后就会崩溃。 因此，
能够打最终战争的， 只有美国，

何， 最终都会接受一种普遍存在
的价值——
—修养内心；“八 ”的
思想，最终都会统一到“一宇”之
中。 换句话说，
“
八 一宇”，本意
接近于现在流行的“普世价值”，

还有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东亚
同盟。
“这场战争，将决定东洋‘王
道’与西洋‘霸道’哪一方能够一
统全球。 ”

并没有推行军国主义的含义。
那么，这个“普世价值”为何
最终会遭到世人唾骂呢？ 必须强
调，军人石原莞尔对此负有不可
推卸的责任。

这句话来自石原莞尔 1940
年出版的《世界最终战论》一书，
但其思想端倪，早在 1929 年石原
莞尔刚刚出任关东军作战参谋时
便已显露。1924 年，孙中山在神户

一宇”

曾发表题为《大亚细亚主义》的演

不仅意味着思想一统，在佛教预
言中，政治也会通过最考验人类

石原莞尔声称，“八

讲，称：“东方的文化是王道，西方
的文化是霸道， 讲王道是主张仁

合力的形式——
—战争，达成统一
体。 他继续推演说，随着战斗队

义道德， 讲霸道是主张功利强
权。 ”石原莞尔的主张，表面上借

形发展与战争形式进步，飞机与
核子武器将会越来越重要，一场
涉及人类命运的“最终战争”一

用了这一话语体系， 但夹带了以
一场“最终战争”定高下的私货，
“
亚细亚主义”焉能不变味？

作者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
与公共事务学院特邀研究员

民国治房

灰色打更人

1911 年，石原莞尔 22 岁。 就
在这一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

谁的“王道乐土”？
石原莞尔号称是当时“日本陆军唯一的战略家”，但他也以
自己笃信的偷梁换柱的“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大肆侵略中
国及亚洲各国，铺垫了理论之路。

文 / 李开周

1926 年 12 月 31 日，鲁迅给他
的出版人李小峰写信， 末尾提到这
么几句：

声，说明值日打更的执事僧人开始
工作了。 他走一步敲一下，从大雄
宝殿一路向南到弥勒殿，再从西南

巡察巡察，可以防患于未然。而世俗
生活中就不需要打更了， 因为我们
有智能钟表报时，有小区保安巡夜，

同的更夫每月只有“京钱一千八百
文”，乍一听比保姆和门房工资高，实
则不然：成都保姆月薪 500 文到 800

石原莞尔公开叫嚷：“在我
国的支持下， 领有东北四省和
蒙古。 ”

肉，逼着你合作。
石原莞尔号称是当时“日本
陆军唯一的战略家”， 但他也以

睡了一觉醒来，听到柝声，已经
是五更了。 这是学校的新政，上月添
设，更夫也不止一人。 我听着，才知道
各人的打法是不同的，声调最分明地
可以区别的有两种——
—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 托。
打更的声调也有派别，这是我先
前所不知道的，并以奉告，当作一件
新闻。
写这封信的时候， 鲁迅正在厦
门大学教书， 学校里刚刚雇了几个

角的偏殿转过来， 辗转敲到藏经
阁， 梆子声也如此这般绕寺一周，
之后万籁俱寂。
晚上十点钟左右， 脚步声和梆
子声再次响起，这回梆子的节奏不再
是托、托、托、托了，而是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连敲两下为一个音节，表
示已经是二更天。 到了十二点，梆子
声又改成了托托托、托托托、托托托，
连敲三下为一个音节，表示到了三更
天。前文鲁迅书信记的梆子声是连续
五下，正是五更时分，只不过厦门大

而且大多数人喜欢晚睡晚起， 不想
被梆子声打乱生物钟。
早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钟表
尚未普及，绝大多数居民社区里也
没有规范的物业管理， 所以北京、
天津、成都、开封、西安、兰州等内
陆城市， 打更人依然必不可少，差
不多每条街道都要雇几个更夫巡
夜。 他们有些是政府雇的，有些是
店铺和街坊们自己出钱雇的，工钱
普遍都很低。
以成都为例： 家庭保姆月薪

文，门房月薪 800 文到 1000 文，那是
制钱，一文能顶一文用；而北京更夫
领的是
“
京钱”，那是一种虚拟的廉价
货币，1800 文京钱只相当于 90 枚
“当十铜钱”（面值 10 文， 俗称大子
儿），而 90 枚“当十铜钱”拿到钱铺
里，只能兑换到 270 文制钱！
工钱这么低， 非但不够养家糊
口，养活自己都困难，打更人靠什么
生活呢？答案是靠贪污。当时北京缺
少电灯， 打更守夜需要点蜡烛或者
煤油灯，这些燃料由居民提供，平均

他设想，3 倍于日本国土的
“满洲”（即中国东北） 是一块难
得的沃土，也是最终战争爆发前
的重要准备。 为了获得日、苏之
间的缓冲地带，也为了提高日本
的生产力，必须要将“满洲”从中
国分离出去。
石原主张， 新建的“满洲
国”， 形式上不必完全由日本控
制，反而可以打起“五族共和”的
旗号，吸引汉、满、蒙、朝、日五个
不同族群的人民移居，以便将延

自己笃信的偷梁换柱的“亚细亚
主义”， 为日本大肆侵略中国及
亚洲各国，铺垫了理论之路。
讽刺的是，尽管石原莞尔谋
划的“战略”一一实施，他本人却
没有随之飞黄腾达，反而因与执
掌日本陆军中枢的东条英机意
见不合， 逐步遭到疏远和冷落。
1941 年 12 月 珍 珠 港 事 件 爆 发
之前， 他甚至被降入陆军预备
役，等于彻底结束了政治和军事
生命。

打更人，每天晚上轮班巡逻，一边巡
逻， 一边很有节奏地用右手攥着的
短棒敲击左手横托的梆子， 以此向

学的打更人不太专业，敲击的节奏不
均匀，结果就成了
“
托，托，托，托托”、
“托，托，托托！ 托”。

500 文到 800 文，奶妈月薪 2000 文
到 3000 文，门房（又叫“看门头”，类
似传达室的老头） 月薪 800 文到

一晚上要供应五根洋蜡， 才能保证
更夫的小屋长夜通明。 OK，更夫的
“生财之道”有了：上头派人来检查

续数千年的中华优秀文明与日
本近现代文明全部融汇于此地，
让“满洲国”成为“东亚联盟”的

1945 年日本投降后，无论是
东条英机，还是当年与石原莞尔
“并肩作战”策动“九一八事变”

睡梦中的师生通报时间。
打更是一种古老的行当， 在现

最近这几年， 我隔三差五会去
寺庙里住住， 前年去了福建莆田广

1000 文， 而打更人每月却只有 500
文工钱。 保姆、奶妈、门房统统都是

的时候，他让灯亮着，等人一走，赶
紧吹灭， 这样一晚上用一根蜡烛就

肇始国，并且在未来的“最终战
争” 中担当与美国决战之重要

的板垣征四郎，都作为罪大恶极
的战犯上了盟国的绞刑架，而最

代世俗生活中消失已久， 不过我有

化寺，去年去了河南嵩山法王寺，到

管吃管住，薪水之外还有节令打赏，

够了，省下来的蜡烛可以卖掉，或者

幸在寺庙里见识过。
2011 年冬天，我去豫北大 山
太平兴国寺小住，每晚八点，也就
是僧侣们上床睡觉的时候，大雄宝
殿那边会传出一阵橐、橐、橐的脚
步声，紧接着就是托、托、托的梆子

了夜间，这些寺庙都有人打更。为啥
要打更呢？ 两个目的：一是报时，提
醒僧众早睡早起；二是消防，防止香
烛燃着大殿。寺庙建筑以木构居多，
四处又挂满经幡布幔， 是很容易失
火的， 晚上有一个打更人按时出来

打更人则一般住在街口或者胡同口
的“堆子”（供片儿警和更夫守夜时
居住的简易房）里，吃饭还要自己掏
钱买。
北京打更人的工资就更低了。
“
五四运动”那年，北京西城八道湾胡

拿到散酒店里换酒喝。
按照 1920 年春天北京城的物
价，一根洋蜡能卖制钱 7 文，每天卖
4 根，一个月就是 840 文，这笔“灰
色收入”可比他的工钱高多了。
作者为专栏作家

“国家”的角色。
身为关东军作战参谋的石
原莞尔构想中的“王道乐土”，其
源头是亚洲主义。 然而不难发
现，这里的亚洲主义，已经带有
强迫意味：如果你不愿意跟我合
作， 我就用刀枪划开你的一块

先打开了“潘多拉盒子”的“战略
家”石原，却未被起诉。 后来，他
居然有机会修改当初“最终战
争”狂妄论调，实现“在美国统治
下达成和平共处”的一百八十度
大转弯，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作者为新锐日史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