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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复盘

日本的
“
富国强兵”后遗症

“亚洲中心”与亚洲历史
——
—读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

文 / 宫崎市定 译 / 谢辰

他不认为编纂一部亚洲史，就

以首倡“
全球史观”著称的英国

如水一旦分解成它的化学成分，便
不再成其为水，而成了氢和氧。 ”

洲史”概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
宫崎看来，亚洲的
“对自身历史有记
录的民族或国家通过交通这一纽

明治初年， 日本所 倡 导 的

是把中国史、 印度史等亚洲各国
的 国 别 史 累 加 在 一 起 的 “合 订

历 史 学 家 杰 弗 里·巴 勒 克 拉 夫
（1908~1984 年）曾说过：“世界史不

巴勒克拉夫对“
世界史” 的定
义， 与同时代的日本历史学家宫崎

带，已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在
相互启发、相互竞争、相互援助的过

本”，而首次出版于 1947 年的《亚
洲史概说》 就是阐释这个观点的

“文明开化”带有强烈的与过去
诀别的意味。 那么既然抛弃了
以往的旧弊， 就必须明确接下

仅仅是世界各地区史的总和， 若将

市定（1901~1995 年）心目中的“亚

程中发展至今”。

重要著作。

文 / 佘涛

其分割再分割，就会改变其性质，正

日本的回答是“富国强兵”。
这个词今天听起来或许有些令

走大道 通南北
宫崎市定是公认的“东洋史”
（日本学界对“中国史”的传统称呼）
史学大师，京都学派（以京都大学学

来要迎接什么样的文明这样一
个问题。

人生厌，但在当年却是极为自然
的发展趋势。 因为那个年代日本
周边的列强全都高举着“富国强

洞见。
宫崎市定将串联亚洲史的重要
交通要道，分为海陆两大部分：陆路

兵”的大旗，其一贯做法就是窥
伺对手的疏漏，待对方大意时就
举兵而至，以捕猎食物。 而对于

者为主的东洋史研究流派， 与以东

称为“北大道”，经中国、中亚、波斯

京大学学者为主的东京学派分庭抗

通往西方， 几乎与著名的陆上丝绸

礼）第二代代表人物，对中国史的诸
多方面均有深入研究及独到见解，

之路重合；海路称为“南大道”，经中
国东海、南海及印度洋到达西方，跟

其著作文风平易， 在日本乃至中国
史学界都享有相当高的声誉。

海上丝绸之路大体一致。 在东方的
中国， 这两条大道由贯通南北的大

“交通史观”是宫崎市定一个重
要的学术创见。 在《亚洲史概说》一

运河连结成一个闭合的“循环交
通”，运河的挖掘也使沿线的城市得

“交通”而
书中，他强调，亚洲文明因
连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而是否
靠近人类文明的交通圈， 在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世界不同区块文明发展
程度的高低。

以迅速繁盛起来，如北端的幽州（北
京）、 运河与黄河交汇地区的汴州
（开封）等。
而交通线的变动转移， 也会导
致原本发达的文明衰落下去， 典型

比如他认为，生活在欧亚大陆
北部的西伯利亚、非洲大陆南部以

的例子之一就是西南亚地区。 在中
世时期（日本所称的“中世时期”通

新航路之后， 情况发生了巨大的改

按宫崎市定的说法， 一度占据

的国家， 对于这一点似乎是无法

变。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殖民者和商

世界中心、 扼守东西方交通要道的

及澳大利亚的原住民，在“智识”上
的落后，“一方面是遗传的禀赋所

常始于 12 世纪末的镰仓幕府，到 16
世纪室町幕府灭亡为止），西南亚是

人，或沿西非海岸线南下，绕过好望
角往东航行抵达印度， 或从美洲出

奥斯曼帝国（自 14 世纪初起，它继
阿拉伯帝国之后， 以亚洲西南部的

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被排除在世
界交通圈之外，缺少文化的刺激”。

南北两大道的西端汇合点， 是远东
和欧洲贸易的中转站， 虽时常有战

发，横跨太平洋，通过
“大帆船贸易”
跟中国及东南亚各地做生意。 在北

小亚细亚为中心， 成为称雄欧亚非
的大帝国），却因此变成了“被世界

理解的。
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确立了
近代化的国策， 在其取得一定程
度的发展之际，作为近邻的中国、
朝鲜却依然处于低迷的旧态。 面

前半句话放在今天毫无疑问是“政
治不正确” 且有种族歧视之嫌，而

乱干扰，但商业的繁盛从未停止过，
横跨欧亚非大陆的阿拉伯帝国，即

亚的陆地上， 不断东扩的俄罗斯人
对极北迂回路线的开发， 让中国商

交通体系及其发展进步所抛弃的孤
岛……在世界的竞争局势中逐渐落

后半句不能不说确实是学术上的

是那个时代该地区的头号强权。

人可以与商路另一端的欧洲人发生

伍，并迅速地衰落”。

日本来说，还有一个格外沉重的
负担，即日本人乃是亚洲人这一
事实。
即便到了今日， 种族偏见也
仍然存在， 但如今的年轻人已出

位于新疆吐鲁番以东的柏孜克里千佛洞的壁画，描绘了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唐代商人。 在宫崎
市定的亚洲史叙述中，这条陆上丝绸之路称为“北大道”，与海路的“南大道”及中国的大运河一
起，共同连结形成亚洲文明的“
交通圈”。

但自从 15 世纪末欧洲人开辟

联系。

亚欧“
中心”之争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不
断在全球范围内扩张，“欧洲中心

“基 督 教 信 仰 原 本 是 形 成 于 西 亚
的，传入欧洲后，逐渐失去了其

中世性的反动，成为后世之人用以
怀旧的谈资 。 ”

然自视为新兴强权， 怎么会甘心服
从于“欧洲中心论”的陈词滥调呢？

论”随之大行其道。 而在写作《亚洲
史概说》一书时，宫崎市定明显带有
“亚洲中心”的视角，可以看作是他
对上述思潮的反击。
比 如 宫 崎 市 定 说 ，“欧 洲 文
化在最初不过是亚洲文化的一

原有的亚洲色彩，慢慢欧化甚至
退化”。
为了强调亚洲在世界历史上
的重要性，在谈到近代欧洲崛起的
最大动力来源“工业革命”时，宫崎
还略带讥讽地说：“如果当时不存

此类对欧洲人的傲慢忿忿不平
的立场，早在 20 世纪之初（那时候
宫崎本人还是个孩童） 的日本就相
当常见。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之
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区区一个东
方小国， 居然击败了欧洲人自己都

于是强调亚洲的重要性， 也就顺理
成章了。
但这种欲以日本为主导力量的
“亚洲中心”思潮，经一些充满野心
的政客和军人操弄，逐渐发酵演变，
一步步走向极端， 酿成了波及大半

个分支，希腊诸城邦的文化在发
展到当时的世界领先水平之前，

在能够为各种机器提供能源和原
料以及这些产品所需的市场（即亚

得退让三分的庞然大物俄罗斯，这
极大地引爆了日本人的民族自信

个亚洲的惨烈战争灾难， 最终日本
也不得不咽下自造的苦果， 并为此

其 动 力 几 乎 都 是 亚 洲 提 供 的 ”，

洲）， 那么这些新发明都将被视为

心。地理上身处东亚一隅的日本，既

赔上了国运。

生在不必为肤色所苦的幸福境遇
之中。 然而，上个世纪（指 19 世
纪）中叶的情况还并非如此。当时
的日本人对世界上的不合理风
潮， 是赌上了性命与之拼死一战
的。 那些没有与欧美发生过战争

对这一现实， 日本人采取的是怎
样的态度呢？ 似乎日本也会像欧
美诸国一样， 趁邻国暴露弱点之
机而采取侵略的政策， 但事实果
真如此吗？
最初，日本人认为近邻都是
亚洲人， 故抱有同为亚洲人的
同类意识， 因此希望各国共同
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然而日本
最终转而走上了独自发展的道
路。 这一过程中最大的转折点
就是中日甲午战争， 其次就是
日俄战争。
如果对两次战争进行比较，
对于日本来说，最危险的赌博行
为是甲午战争， 而非日俄战争。

在《亚洲史概说》一书初次出版
四十周年（1987 年）时，宫崎市定的

刚完成第二稿时，已经是 1944 年了。
第二年，日本战败投降，
“
大东亚共荣

编》）不仅在战后的日本得以公开出
版，并且此后四十年间，仍能不止一

觉地流露出来的一丝优越感。
正如中国国家图书馆青年学者

毕竟甲午战争前，日本在外交上
处于孤立状态，连一个友国都没
有。 然而，中日开战后，清朝实力
之弱令日本人颇感震惊。 日本人
从此意识到，亚洲对于日本毫无
益处，并对近代化有了更强的信

弟子砺波护写过一篇“解说”，介绍
本书著述的缘起。

圈”土崩瓦解，《大东亚史概说》的撰
写自然就不了了之。 日本战败后，社

次地再版。
今天的中国读者在阅读这部七

王广生在一篇研究宫崎市定“世界
史观”的文章中所评价的：

心。 此后，日本便开始加速推进
“富国强兵”之策。 随着近代化的

原来早在 1942 年 7 月前后，日
本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正在僵持

会上出现了对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的
风潮，文部省暗示要对有关
“
大东亚”

十年前的“老书”的中译本时，如果
能够明了上述特殊的时代背景，或

“宫崎市定认为， 近代日本作
为汲取了东洋和西洋两大文化精

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忘了自身是
一个亚洲国家，而开始希望获得

不下之际， 日本文部省的教学局计
划编纂一本《大东亚史概说》。 所谓

许能对宫崎市定关于亚洲历史的认
识和主张，有一个更全面的理解。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第七章
“亚洲历史上的日本”是全书

华的后起之秀， 在近代史上的意
义， 就在于成为打破这一世界体
系的 （虽败犹荣的）
‘英雄’（第一
号准白人）。 他在日本‘战败’三十

与白人国家一样的待遇。 在后来
的日俄战争中，这一倾向得到了

“大东亚史”，指的就是所谓“大东亚
共荣圈”的历史，日本当局的目标是

的资料进行销毁， 而宫崎决定抗命，
坚持将写好的第二稿藏了起来，到
1947 年才辗转得以出版。
根据砺波护的解释，
“尽管作者

在该书完成后， 立即将其翻译成东
亚各国的语言， 使各国民众都阅读
此书。东京大学、京都大学的数名历
史学者受命执笔， 宫崎市定便是其
中之一。

（指宫崎市定）执笔《大东亚史概说》
时正值言论统制极为严厉的战时，
其写作受到政府和文部省的直接监
督， 但其作品仍没有采用那种迷信
皇国史观的叙述方式”。 因此，他的

唯一单列成章的国别史。虽然宫崎市
定一贯强调， 亚洲是一个彼此联系
的、整体的亚洲，但这样的篇章安排，
多少流露出某种仿佛置身事外的视
角。 而这种视角的背后，不能不说潜

余年后， 仍然以亚洲代言人的身
份提及此事，意味深长。 ”

谁来“
代言”亚洲？

当宫崎市定负责编写的部分刚

老师这本书 （包括后来增写的 《续

藏着日本人在面对
“
亚洲”时，仍不自

本文作者为后浪出版社科历史图
书编辑。 宫崎市定《亚洲史概说》中文
版，由后浪出版策划统筹，民主与建设
出版社 2017 年 11 月出版。

进一步的滋长。
日俄战争基本上是在经过精
打细算之后展开的，且在外交上，
日本拥有英日同盟这个依靠，美
国也对日本抱有同情。 但即便如
此，战争开始之后，日本仍然饱受
高额的军费之苦， 只能靠各国的
借款来解决军费问题。 为日本提

供资金的英美等国不会眼睁睁地
看着日本战败而收不回利息，但
是与此同时， 它们也并不希望日
本变得过于强大。 所以对日本当
局来说，在何种时机与俄国讲和，
是最需要动脑筋的地方。
或许有些人会认为， 日俄战
争自始至终都处于英国人的指挥
之下， 且完全是为英国的利益服
务。事实上，英国在中国是最大的
权益拥有者，通过这次日俄战争，
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变得愈发稳
固。对于清朝来说，俄国的南下才
是最大的威胁。所以，无论日俄战
争的胜败如何， 清朝都有可能在
关键时刻请求英国援助， 借以对
抗俄国。
英日同盟可以说就像主人与
仆从之间的同盟， 但仆从在捡拾
其作为仆从的利益的同时， 也逐
渐不再满足于这些既得的利益，
并开设考虑独立， 而事情也因此
变得麻烦起来。日俄战争之后，日
本一脚踢开了美国试图经营南满
铁路的提案， 日美关系也因此迅
速转冷。 日本在对美国心怀戒备
的同时， 与俄国一同将中国东北
地区分为南、北两部分，互相承认
对方的势力范围，以实现和平。
日本以往出于战争目的而整
顿军备时，主要从英国购买军舰，
所以日本海军的胜利同时也意味
着英国造舰技术的胜利。不过，随
着日本建立了一定程度的重工
业，政府开始使用国产军舰，而不
再向英国购买军舰， 此举最终激
怒了英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
本向德国宣战，并占领了胶州湾，
然而英国却对此横插一脚。 因为
在英国看来， 日本一旦由此变得
强势， 英国的利益就不得不相应
地分给日本。结果，日本只得到了
位于赤道以北的太平洋上几乎毫
无用处的小岛， 有价值的部分都
为英国所独占。而且，由于战争局
势的意外延长， 英国还要求日本
海军到欧洲海域协助英军作战，
甚至进一步要求日本陆军参与英
军的东部战线， 尽管这一要求并
没有实现。
追求富国强兵乃是新兴民族
都必然会经历的阶段， 也是民族
主义的一种表现。在日本，富国强
兵的目标在明治、 大正年间
（1868~1926 年） 基本得以实现，
但同时也随之出现了非常危险的
后遗症。从世界角度来看，这是取
得战争胜利的国家在战后必然会
发生的现象， 即军人崇拜和军事
优先， 以及对本国常胜不败的普
遍信仰。
这种难缠的信仰一旦确立，
便会一直持续到实际战败的那
一天。
本文节选自宫崎市定《亚洲史概
说》中文版第八章“现代亚洲史”，译
者为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在读
博士。 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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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复兴”百年回响
“
在苦难中复兴！ ”
“中华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对日抗战那个特定时代里，国人需要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强烈体现。

1939 年初，《儿童世界》杂志上刊出的儿童冯
颖达书法“
中华民族不会亡”。

1931 年“九一八” 事变之后，
“中华民族复兴”论迅速达到高潮，
随即流行于整个 20 世纪三四十年
代。 除国民党之外，最热心于“中华
民族复兴”论的政党，莫过于中国
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了。 该党

独立和思想自由等政策， 在国共
之间、美苏之间、资本主义与社会
主义之间， 走出一条独特的中间
道路， 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
伟大使命。 客观地说，国社党的有
关论说， 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华

人渴望打败日本侵略者， 实现民族
独立、 解放和富强的奋斗意志与生
存信念。
因此， 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华
民族复兴”论的广泛流播，又可谓是
那个特定时代里，国人需要自尊、自

中进行的抗战思想动员，收到一定
成效，使得国军中也涌现出了众多
具备民族气节、勇于慷慨赴义的军
官和士兵。
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种传统的
“多难兴邦”论在知识分子和广大

诞生于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不久
的 1932 年，它刚一成立，就创办了
著名的《再生》杂志（该杂志英文刊
名直译意为“民族文艺复兴”），以

民族复兴思潮的高涨， 也体现了
这一思潮的思想高度、 精神强度
和时代品格。
显而易见，作为一种时代思潮，

信、 自强的民族心理和精神祈望的
强烈体现。
抗日战争时期， 中华民族复兴
理念更成为激扬士气、焕发军人民

民众中自觉复活， 并切实发挥着
社会效力。 这在全面抗战爆发不
久后流行的一首歌曲 《中华民族
的复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由

再造中华民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
为己任。
以早年的“东方文化派”骨干
张君劢为党魁的国社党， 在建国
思想上，有别于国共。 它希望通过
“修正的民主政治”，“国家计划的
经 济 ”， 铲 除 官 僚 资 本 ， 进 行 恰 当
的土地改革，实施普及教育、学术

“
中华民族复兴” 论的发生和演化，
与民国时期各政党诉求之间的彼此
互动，是长期存在的，也可以说它不
得不打上了民国政党话语政治的深
深印记。 但那时候的“中华民族复
兴”论，又有超越政党政治的重要面
向，特别是在抗战期间，它是那样的
众说纷纭、复杂多彩，凝聚着亿万国

族血性、勉励官兵焦土抗战的精神
支柱之一。 如爱国将领李宗仁 1938
年出版的 《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
一书， 在抗战军民中就影响极大，
甚至有某种象征意义。 在巨大的民
族危机面前，军人本身民族自觉的
主观意识勃发，加上蒋介石国民政
府以“中华民族复兴”理念在军队

当时著名海派作家曾今可所作的
歌词写道：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复兴 / 中华
民族在苦难中前进 / 那一个富强的
国家没有遭受过苦难 / 那一个伟大
的民族没有经过战争！
苦难使我们的国家进步 / 战争
使我们的民族年青 / 在我们的心中

充满着希望 / 在我们的眼前充满着
光明。
谁说这国家到了危亡的时候 /
谁说这民族到了衰老的年龄？！ / 看
吧， 伟大的中华民族已经在苦难中
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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