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晖：亚洲想象的政治（二） 

 

二、民粹主义与"亚洲"的双重性 

在福泽谕吉发表他的《脱亚论》二十六年之后，中国辛亥革命爆发了。在中华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不久，俄国革命的领袖列宁连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

义和民粹主义》（1912）、《亚洲的觉醒》和《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

（1913）等文，欢呼"中国的政治生活沸腾起来了，社会运动和民主主义高潮正

在汹涌澎湃地发展"，[23]诅咒"技术十分发达、文化丰富、宪法完备的文明先进

的欧洲"正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

"[24]列宁的判断是他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按照他

的观点，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各地的被压迫民族的社会斗争

就被组织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范畴之中了。这一将欧洲革命与亚洲革命相互

联系起来进行观察的方式可以追溯到马克思 1853 年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

写的文章《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列宁与福泽谕吉的相反的结论建立在一个

基本的共识之上，即亚洲的近代乃是欧洲近代的产物；无论亚洲的地位和命运

如何，它的近代意义只是在与先进的欧洲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列宁把俄国看

作是一个亚洲国家，但这一定位不是从地理学的角度、而是从资本主义发展的

程度的方面、从俄罗斯历史发展的进程方面来加以界定的。在《中国的民主主

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他说："俄国在许多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

一个最野蛮、最中世纪式、最落后可耻的亚洲国家"。[25]尽管列宁对中国革命

抱有热烈的同情态度，但当问题从亚洲革命转向俄国社会的内部变革时，他的

立场是"西欧派"。19 至 20 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将俄国精神视为东方与西方、

亚洲和欧洲两股力量的格斗和碰撞。在上述引文中，亚洲是和野蛮、中世纪、

落后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范畴，然而恰恰由于这一点，俄国革命本身带有深刻

的亚洲性质（即这一革命针对着俄国这一"亚洲国家"所特有的"野蛮的"、"中世

纪的"和"落后可耻的"社会关系）而同时具有全球性的意义。 

 

亚洲在世界历史修辞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者对于亚洲近代革命的

任务和方向的理解。在阅读了孙文的《中国革命的意义》一文后， 列宁对这位

中国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纲领进行了批评，他指

出孙文的纲领是空想的和民粹主义的。在他看来，"亚洲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

步事业的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因而它必须先完成欧洲

资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而后才谈得上社会主义问题。他娴熟地运用历史辩证

法，一方面断言孙中山的土地革命纲领是一个"反革命"的纲领，因为它背离或

超越了历史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中国社会的"亚洲"性质，这个"反革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NDEyNDQ4OQ==&mid=2657431985&idx=1&sn=f2136935a9f4f7d380e687e16679ccdd&scene=21#wechat_redirect


的纲领"恰恰完成了资本主义的任务："历史的讽刺在于：民粹主义为了'反对'农

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能够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发展的土地纲

领。"[26] 

 

列宁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于他对 1861 年俄罗斯改革、尤其是 1905 年革命失

败所做的长期思考。1861 年，在与英、法进行的、以争夺巴尔干地区和黑海控

制权为目的的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亚历山大二世推行了废除奴隶制改革。如

果以最为简略的方式勾勒这场改革的特点的话，那么，我们不能忽略如下两

点：第一，这场改革不是源自俄国社会内部，而是产生于外部压力；第二，

1861 年 2 月 19 日颁布的《解放法令》是在充分保证地主利益的前提下进行

的，俄国农民却为了这个由上至下的俄国工业化过程而承担了沉重的代价。列

宁断言 1861 年产生了 1905 年，其原因即在此。[27]从 1861 年改革到 1905 年

革命，土地集中的现象并未产生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济，而是导致了公社农民

要求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它们重新归还给他们的强烈要求。[28]正是在这样的背

景之下，列宁对 1905 年革命的总结和思考与如何解决俄国土地问题密切地联

系在一起。1907 年，列宁撰写了《社会民主党在 1905 年--1907 年俄国第一次

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29]以俄国土地问题为中心，提出了农业资本主义

的两种模式即"普鲁士道路"和"美国道路"，所谓"普鲁士道路"即通过国家与地主

阶级的联合，以暴力方式剥夺农民，摧毁村社及其土地占有制，最终将农奴主-

地主经济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经济，而"美国式道路"则是"可能有利于农民群众

而不是有利于一小撮地主"的土地方案， "就是土地国有化，废除土地私有制，

将全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就是要完全摆脱农村中的农奴制度，正是这种经济

上的必要性使俄国农民群众成了土地国有化的拥护者。"通过对俄国土地改革和

1905 年革命为什么会失败的总结，列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在俄国社会条件

下，"土地国有化不仅是彻底消灭农业中的中世纪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30] 

 

列宁认为，俄国民粹派的土地纲领势必引导俄国重新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小农经

济制度，而这种经济制度无法提供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他赞同"美国道路"，

一是因为只有通过土地的国有化，摆脱中世纪的土地关系，才能提供发展农业

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二是因为俄国存在着大量的未开垦土地，从而存在着走美

国道路而不是其他欧洲国家道路的条件。发展资本主义的农业必然包含了对旧

有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的改造，"在英国，这种改造是通过革命的方式、暴力的

方式来进行的，但是这种暴力有利于地主，暴力手段的对象是农民群众"；"在

美国，这种改造是通过对南部各州奴隶主农庄施行暴力的方式来进行的。在那



里，暴力是用来对付农奴主-地主的。他们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产变成

资产阶级的小地产。对于美国许多'空闲'土地来说，为新生产方式（即为资本主

义）创造新的土地关系这一使命，是由'美国土地平分运动'，由 40 年代的抗租

运动（Anti-Rent-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来完成的。"[31]"民粹主义者以为

否定土地私有制就是否定资本主义。这是不对的。对土地私有制的否定表达了

最彻底地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32] 正是从这一视野出发，列宁看到了孙文的

革命纲领中所具有的真正的革命潜能，他惊叹这位完全不了解俄国的"先进的中

国民主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提出的是"纯粹俄国的问题"："

土地国有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

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

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33] 与此相对照，"我国的庸俗马克思主

义者在批评'土地平分'、'土地社会化'、'平等的土地权'的时候，却局限于推翻这

种学说，从而暴露了他们蠢笨的学理主义观点，他们不能透过僵死的民粹主义

理论看到活生生的农民革命的现实。"通过把孙文的革命纲领放置在俄国特定的

历史背景中考察，列宁得出了"俄国革命只有作为农民土地革命才能获得胜利，

而土地革命不实现国有化是不能全部完成其历史使命的" [34]这一结论。 如果

说"美国道路"区别于"普鲁士道路"和"英国道路"的特征是它的国有化方案，那

么，"中国道路"却代表着一个自下而上的"农民土地革命"。 

 

俄罗斯的改革是在克里米亚战争、1905 年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

展开的，列宁对于俄国改革道路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与欧洲帝国主义所创造的

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如果俄国的土地问题必须通过"国有化"的方式来解决，

那么，怎样的"国家"才能担当这个改革的重任？列宁说："民族国家是资本主义

的通例和'常态'，而民族复杂的国家是一种落后状态或者是例外情形。......这当

然不是说，这种国家在资产阶级关系基础上能够排除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这

只是说，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取向的强大的经济因

素。这就是说，从历史的和经济的观点看来，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上所谈的'民

族自决'，除了政治自决，即国家独立、建立民族国家以外，不能有什么别的意

义。"因此，当列宁谈论"亚洲的觉醒"的时候，他关心的不是社会主义问题，而

是如何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政治前提的问题，亦即民族自决的问题。在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民族-国家"与"民族状况复杂的国家"（亦即"帝

国"）构成了对比，前者是资本主义的"常态"，而后者则构成了民族-国家的对立

面。第二，民族自决是"政治自决"，在俄国和中国的条件下，以一种社会主义

的方式形成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条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政治结

构--是"政治自决"的必然形式。"资本主义使亚洲觉醒过来了，在那里到处都激



起了民族运动，这些运动的趋势就是要在亚洲建立民族国家，也只有这样的国

家才能保证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最好的条件。"[35]在"亚洲"的特定条件下，只有

通过农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会主义的建国运动才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前

提，因此，必须拒绝一切与解放农民、均分土地相对立的改革方案。 

 

没有任何必要夸大第一次中国革命对于俄国革命的影响。事实上，我们不能确

定两者之间的任何直接的影响关系，相反，我们能够确定的是产生于欧洲战争

的直接背景之下的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和明确的影响。

列宁对于辛亥革命的重视是在他对于国家问题、社会主义运动和人民民主专政

的长期的思考脉络中展开的。[36]但是，人们很少注意如下两个事实：第一，

十月革命发生在辛亥革命之后，由此开创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视为对亚洲革命（中国的辛亥革命）的回应。1925 年，为悼念孙文逝

世，后来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的拉狄克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其中特别

提到如下事实："一九一六年的一天，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方殷，一些布尔什维

克在伯尔尼集会讨论民族自决问题。列宁在会上突然提议，布尔什维克将来应

和中国革命联合起来。这一提议当时似乎是一种痴人说梦！真想得出来，俄国

无产阶级会同亿万中国人并肩战斗。在与会的五六个布尔什维克当中有人想象

说，如果他们命长，也许会看到这个梦想实现。"[37]这个材料证明：中国革命

在列宁构想民族自决的思想和未来俄国革命的方向上有着持续的影响；苏联在

二十年代对孙文和国民党的支持及促成国共合作的努力与列宁对于第一次中国

革命的看法有着密切的关系。[38]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说，中国的第一次

现代革命也标志着如下事实，即在亚洲社会的条件下，反对资本主义与民族国

家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向民族自决运动的方向转变。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

的理论（1914）、关于帝国主义时代落后国家的革命的意义的解释，都产生于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后，并与他对中国革命的分析有着理论的联系。第二，俄国

革命对欧洲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和持久的影响，它可以视为将俄国与欧洲分割开

来的历史事件。列宁的革命的判断与斯密、黑格尔对于亚洲的描述没有根本的

差别：他们都把资本主义的历史表述为从古老东方向现代欧洲转变的历史进

程，从农耕、狩猎向商业和工业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必然发展。但在列宁这里，

这一世界历史框架开始包含双重的意义：一方面，世界资本主义和由它所激发

的 1905 年的俄国革命是唤醒亚洲－－这个长期完全停滞的、没有历史的国度--

的基本动力，[39]另一方面，中国革命代表了世界历史中最为先进的力量，从

而为社会主义者标出了突破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明确出口。俄国知识分子和革

命者中间曾经长期存在着斯拉夫派与西欧派的持久论战，[40]列宁作为"西欧派"

的一员通过对于"先进的亚洲"与"落后的欧洲"的辩证对比，构造了一种"脱欧



（帝国主义的欧洲）入亚（落后地区的革命先进性）"的新型逻辑（从寻求发展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的角度看，这个"脱欧入亚"路线也仍然内在于"脱亚"的逻

辑）。也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中国革命提供了一种将民族解放运动与社会主

义方式相结合的独特道路--这一独特道路为一种新型的革命主体的出现提供了

前提，我在这里指的是以中国农民为主体的工农联盟。 

 

三、社会革命视野中的"大亚洲主义" 

列宁的上述论断为我们理解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亚洲问题的关系提供了基本的

线索。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最初曾以"兴亚"、"振亚"为方向，

但很快就与扩张主义的"大陆政策"和帝国主义的"大东亚"构想纠缠在一起。在这

一阴影之下，中国、朝鲜或其他亚洲国家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不可能对产生于

近代日本的形形色色的"亚细亚主义"表示任何的兴趣。 

 

中国革命者章太炎、李大钊、孙文等人有关亚洲问题的几篇有限的文章都是在

与日本发生关联的语境中产生的。对于他们来说，亚洲的问题是和中国革命、

社会运动和民族自决直接相关的。1901 年底，在日本东邦协会的机关刊物《东

邦协会会报》上，孙文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论》。针对日本正在流行的"支那

保全论"和"支那分割论"，他明确提出"从国势上讲没有保全的理由，从民情上讲

没有分割的必要"--"没有保全的理由"，是因为从革命政治的角度说，清朝国家

政治与人民相互割裂；"没有分割的必要"，是因为从革命政治的角度说，革命

本身的目标之一正是实行民族自决。[41]1924 年，在他最后一次访问神户之

际，孙文再次应邀发表了有关亚洲问题的演讲，这就是著名的《大亚洲主

义》。[42]在演讲中，他含混地区分了两种亚洲：一个"没有一个完全独立的国

家"的、作为"最古文化的发祥地"的亚洲与一个即将复兴的亚洲。如果说前一个

亚洲概念与列宁所说的民族复杂的国家状况具有内在的联系，那么，亚洲的复

兴的起点或复兴的亚洲又是什么呢？孙文说，这个起点就是日本--日本在三十

年前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成为亚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换言之，这个起点

与其说是日本，不如说是民族-国家。孙文为日俄战争的爆发和日本的胜利而欢

呼："日本人战胜俄国人，是亚洲民族在最近几百年中头一次战胜欧洲人，......

亚洲全部的民族便惊天喜地，发生一个极大的希望。"这是什么希望？答案是：

"亚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欧洲，便发生独立的运动。......便生出亚洲民族独立的

大希望。"[43]在这里，孙中山提及了一个微妙的概念，这就是"全部的亚洲民族

"－－一个不单是最古文化的发祥地的亚洲，而且也是一个包含了各个独立民族

-国家的亚洲，不单是儒教文化圈的东亚，而且是多元文化的亚洲。"亚洲民族"

的整体性建立在主权国家的独立性的基础之上。"全部的亚洲民族"是民族独立



运动的产物，但不是对于欧洲民族-国家的拙劣模仿。孙文坚持认为：亚洲具有

自己的文化和原理－－所谓区别于欧洲民族-国家的"霸道的文化"的"王道的文化

"。他的演讲题为"大亚洲主义"，部分地是由于他将亚洲的概念与"王道"的概念

结合起来。如果把他的演讲与帝国主义的亚洲观加以对比的话，那么，他的亚

洲概念虽然保存了与"王道"、"仁义道德"等儒教概念的联系，但并不是一个以同

质性的文化为核心的亚洲，而是一个由平等的民族国家组成的亚洲。按照这个

亚洲概念，亚洲的内在统一性不是儒教或者任何单一的文化，而是一种政治文

化，一种能够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和社会的政治文化。在这一政治文

化范畴内，他提及了中国、日本，谈到了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

其、不丹和尼泊尔，以及中华帝国的朝贡关系。文化的异质性是这一亚洲概念

的主要特点之一，而民族范畴为亚洲概念内含的异质性提供了载体。在孙文的

语境中，文化异质性提供了民族-国家的内部统一和拒绝外来干涉的历史根据。

[44] 

 

孙文在演讲中谈到了中国的朝贡模式，但这绝不是为了确认中国对于周边的霸

权或中心地位，而是为了论证"王道"的必要性。在"大亚洲主义"的语境中，作为

一种规范性的论述，孙文的"王道"概念是与殖民主义的"霸道"逻辑相对立的。孙

中山相信朝贡模式中包含了对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性的相互承认，从而现

代国家可以从中发现一些超越帝国主义政治的文化资源。他谈及尼泊尔对中国

的朝贡，不是为了重温大中华之旧梦，而是确信在这一关系中包含着相互承认

和相互尊重的平等关系。孙中山支持东南亚各国的民族解放和独立的运动，他

的亚洲观与民族独立的理念在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45]孙文期待的是

把帝国文化中的多元主义与民族-国家的新型关系结合起来，从而抵制帝国主义

的殖民政策和现代民族-国家的高度的文化同质化倾向。他为我们勾画的亚洲图

景是：东边是日本，西边是土耳其，内部则包含了以印度教、佛教、伊斯兰

教、儒教和其它文化为主体的民族-国家。"我们要讲大亚洲主义，恢复亚洲民

族的地位，只用仁义道德做基础，联合各部的民族，亚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势

力。"[46]这个"王道的文化"是"为被压迫的民族来打不平的""反叛霸道的文化，

是求一切民众和平等解放的文化。"[47]孙文清晰地看到了民族主义与种族观念

的关系，也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反抗逻辑包含着导向它的另一面的逻辑，即压迫

和强权的逻辑。因此，他在诉诸种族观念为民族独立提供合法性的同时，提出

了"大亚洲主义"的命题。 "大亚洲主义"或"泛亚洲主义"命题是日本近代的"大东

亚主义"的反论，它以一种文化多元主义的面貌对于高度同质化的"东洋"概念提

出了批判。[48]正由于此，"大亚洲主义"是一种通过民族自决来超越帝国主义的

构想，也是一种超越种族、文化、宗教和信仰的单一性的多元民族主义。 



 

"大亚洲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密切联系正是建立在这一逻辑之上的，

孙文一方面用种族观念定义亚洲，另一方面又通过将俄国的解放运动视为"大亚

洲主义"的同盟来超越种族的分界。他说： 

 

现在欧洲有一个新国家，这个国家是欧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欧洲人都视他为

毒蛇猛兽，不是人类，不敢和他相接近，我们亚洲也有许多人都是这一样的眼

光。这个国家是谁呢？就是俄国。俄国现在要和欧洲的白人分家，他为什么要

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主张王道，不主张霸道；他要讲仁义道德，不愿讲公理

强权；他极力主持公道，不赞成用少数压迫多数。象这个情形，俄国最近的新

文化便极合我们东方的旧文化，所以他便要来和东方携手，要和西方分家。

[49] 

 

在这里，黄种、白种不是绝对的尺度，十月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才是

真正的尺度--"大亚洲主义"就是一种与此相互呼应的被压迫民族的"民众解放的

运动"。如果我们把孙文的文本与 1919 年李大钊发表于《国民》杂志上的《大

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和《再论新亚细亚主义》相互参照，那么，他们

以俄国十月革命为杠杆、以日本对华"二十一条"为背景所展开的以民族自决和

国际主义为内核的亚洲观是一脉相承的。李大钊认为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是

以亚洲门罗主义的方式展开的"大日本主义"，其实质"不是和平主义，而是侵略

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而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不是亚细亚的民主

主义，而是日本的军国主义；不是适应世界组织的组织，乃是破坏世界组织的

组织。"[50]他的"新亚细亚主义"包含了两个要点："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

义没有破坏之前，我们亚洲的弱小民族应该联合起来共同破坏这个大亚细亚主

义；另一个是在日本的大亚细亚主义既经破毁以后，亚洲全体民众联合起来加

入世界的组织--加入世界的组织那时可以成立。"[51]他们重视的不是国家间的

联合，而是"全体民众"的联合，从而区域或世界的组织必须是一种以社会革命

和社会运动为前提的"民众的大联合"。[52] 

 

列宁、孙文、李大钊对于"亚洲"的理解是和他们对于中国革命的任务和方向的

理解密切相关的。就列宁的亚洲观而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黑格尔的世界历史

观对于亚洲的特殊规定（一个中世纪的、野蛮的、没有历史的亚洲）与革命的

逻辑的综合。这个黑格尔+革命的亚洲概念不仅包含了古代（封建）、中世纪

（资本主义）、现代（无产阶级革命或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范式，而且突出

了"亚洲"（尤其是俄国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代的独特位置，



强调了在以农民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发展资本主义的独特道路。国家的问题是在

双重的意义上被论证的，即一方面在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中寻求民族自决，另

一方面必须让国家及其暴力朝着有利于农民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展开。这两

个方面共同构造了一种看待亚洲社会特性的革命视野，在这个视野里，构成亚

洲之为亚洲的不是从儒学或某种文明类型中抽绎出来的文化本质，而是亚洲国

家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中的特殊位置--这个特殊位置不是产生于对世界资本

主义的结构性的叙述，而是产生于有关亚洲社会内部的阶级构成和历史传统的

动态分析。 

 

正因为如此，社会革命的视野与近代历史中出现的各种文明论的、文化主义的

和国家主义的"亚洲"叙述有着极大的差异，它的焦点集中于对不同的社会力量

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社会革命的推动者追问的问题是：以土地关系为中心，

农民、士绅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军阀和城市工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正如毛

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论文中所展

示的那样，这种有关阶级构成的分析不是结构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从社会

革命和社会运动的视野出发的。这些革命运动的参与者并不是一般地追问特定

社会群体的财产占有比例，而是力图说明这些不同的群体对于社会革命和社会

运动的态度和潜在的力量。因此，与其将这样的"阶级分析"理解为阶级分析，

不如说成是一种在阶级分析构架下的动态的政治分析--政治分析的特点是重视

主体的能动性，忽略了这一点也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近代中国的阶级变动中上

层家庭的分子有可能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也不能理解为什么帝国主义国

家的知识分子有可能成为被压迫民族的坚定朋友和同志--对于能动的主体而

言，国际主义与其说产生于对于民族认同的拒绝或遗忘，毋宁说产生于一种将

自身民族的解放与其他民族的解放关联起来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自觉。如果将这

种社会革命的政治视野引入对于"亚洲"的分析之中，那种关于"亚洲"或"东洋"的

总体性规定或静态描述也必然不再有效，因为"政治分析"的视野要求的是对国

际关系和不同社会的内部关系的动态分析，即从社会革命的角度追问：在这个

历史运动中，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敌友问题既包含在国

内关系之中，也包含在国际关系之中。 

 

按照马基雅维利的古老说法，"政治"与一种能动的主体性或主体的能动性相

关。政治的视野既需要将认知者的主体置于这一视野内部，又需要从这个视野

中分辨出不同的能动的主体，进而寻找敌友，判断社会的运动方向。"政治视野

"永远是一种"内部的"视野，一种将自身放置在敌友关系的动态变化之中的视

野，一种能够把对亚洲、中国、日本、俄罗斯的认识与思想者或革命者的政治



行动密切关联起来的视野。这一视野的最为有力之处，就在于它能够超越国家

主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的框架，从不同的社会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

量；在这个视野之下，对立或联合的问题不是建立在国家关系或民族关系的固

定框架内，而是建立在对于各自社会的内部力量及其可能的动态关系之中。为

了说明这种政治视野或政治分析的特点，我们不妨将之与丸山真男在讨论福泽

谕吉时所使用的"国家理性"（也许也应该包括这一概念的对立面，即"国家非理

性"）这一概念加以对比。按照丸山真男的看法，福泽谕吉在思想史上的贡献之

一是阐发了适应时代需要的"国家理性"，从这种"国家理性"的角度看，日本现代

史上的那些排外或扩张主义均可视为缺乏或者背叛这一"国家理性"的结果。换

言之，在福泽谕吉那里，最大的政治莫过于建立真正的"国家理性"。卡尔·施密

特在他的那部如今常常为人引用的著作《政治的概念》的开头说："国家的概念

以政治的概念为前提。""无论如何，'政治的'一般而言是与'国家的'相互并列，或

者至少是与国家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是，"国家等于政治"的公式并不能代

表政治的永恒形态，"恰恰在国家与社会相互渗透之时，国家=政治这个共识就

变得谬误百出，充满欺骗性。"他提出这一点的目的是为了说明"在民主化组织

体制下必定出现这种情况。"[53]我在这里对国家与政治作出区分的目的，并不

是为了解释民主化组织体制的特点，而是为了理解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时代中的

政治实践。在社会革命的语境中，"政治"存在于不同能动的主体之间，存在于

阶级、阶层、政党的自觉意志的较量之中--这些力量力图影响、支配、塑造或

者控制国家的权力，但国家并没有绝对的能量将"政治"包裹在它的"结构-功能"

的运转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国家=政治的公式（亦即能动的主体已经转

化为国家权力学的"结构-功能"要素的状态）并不能被描述为一种常态，它毋宁

是一个（政治领域自身的）去政治化过程的产物。 

 

与"国家理性"的分析视野不同，社会革命时代的"政治认识"不是在一种规范性的

意义上谈论政治主体（如国家）的行动方式，而是从"能动的政治主体及其相互

运动"的视野展开历史运动的实态和方向。这种方法要求认识者将自身转化为一

个"能动的主体"，即将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利益关系置于政治分析的棋局之

中，进而产生出政治性的召唤。列宁在孙文的中国革命纲领中看到了中国革命

与"纯粹的俄国问题"之间的联系，他进而提出了民族自决的纲领，展开了革命

力量必须依靠谁、反对谁、建立怎样的国家才能在"亚洲"发展资本主义的思

考。社会主义与国家的结合这一政治选择正是这一政治分析的产物。与之相类

似，宫崎滔天、北一辉等日本知识分子基于中国的自立与解放是亚洲解放以致

人类解放的必要步骤的认识，以不同的方式或者参与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之中，

或者对中国社会的运动进行直接观察，并展现出相当深刻的政治分析和政治行



动能力。在辛亥革命之后，"北一辉看到的是日本的外交路线中极其悲惨的英国

追随主义。"他对日本的"支那保全论"的分析是真正政治性的：日本如果介入六

国借款团，"学欧洲各国之经济瓜分"，不就是"于保全的名义下，扮演走狗，行

瓜分之实"吗？如果要真正落实"保全主义"，就必须促成中国的自立和民族的觉

醒，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与亡国亡种的军阀划清界限，进而与中国的"革

命派新兴阶级"实行联合。那种在"保全支那"的名义下向军阀借款的方式毋宁证

明了日本的国家政治与财阀的扩张要求之间的联系。[54]北一辉支持并参与孙

文的革命，但对于孙文接受日本财阀的借款并过多依赖外援的做法提出了尖锐

批评，认为他分不清"战争与革命"的区别。[55]在他这里， "解放亚洲"的理想

（亦即他的"大亚细亚主义"）与"中国革命"、"改造日本"的问题产生了极为密切

的、无法分割的关系，在这一政治性的视野之中，不但"亚洲"这一概念的抽象

性彻底地消退了，而且中国和日本都不再是一个整体性的、不可分析的概念。 

 

我们还可以举出其他的例证：1919 年 6 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论》发表《切

勿谩骂北京学生团之行动》一文，他透过曹汝霖、章宗祥的"亲日派"形象与学

生运动的"排日之声"的表面现象，得出了"欲于支那根绝排日之不祥事，其策不

在援助曹章诸君以购民间之不平，而在于我国自身先知军阀财伐之对支政策

"[56]的结论--在我看来，这个视野是"政治的视野"；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南

京政府被迫迁往重庆，尾崎秀实从这一事件中看到了共产党影响的深入和浙江

财阀之影响力的衰落，进而得出了"此加速了支那近代历史赋予的民族解放的要

求，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作为国民政府的指导和国民政府势力所难以控制的力量

开始发展起来了"，[57]"支那的'赤化'，是由支那特殊的复杂性及其特殊的内容

决定的，我想不一定就非要将它考虑成是与苏联同类型的东西"[58]--在我看

来，这个解释是"政治性的解释"；卢沟桥事变之后，橘朴检讨自己的中国认识

时说："目光只注视在作为客体的中国方面，努力地科学地把握其诸条件，而对

至关重要的主体的诸条件却考虑得太浅了。这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条件下能

够设定这一关系吗？我不得不重新出发"[59]--在我看来，这种重新找回"主体的

诸条件"以认识中国的方式也是一种"政治性的认识方式"。 

 

从思想史的角度说，上述人物的中国认识或亚洲观最终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

的程度上偏离了最初的航向，根本的原因在于：面对强有力的国家政治，他们

无法把上述分析方式贯彻到底，亦即在"国家"面前，作为政治视野的核心的"能

动的主体性"消失了--这一思想者和行动者的悲剧让我想到一位欧洲历史学家的

论断的重量：如果要为 19 世纪以降的世界历史确定一个最为中心的主题，这

个主题就是民族国家。在阅读野村浩一教授关于宫崎滔天的思想与行动的研究



时，我注意到他的分析是从"宫崎的双重悔恨"开始的："1、自己为什么作为日

本人而没有作为中国人参加这场革命呢？······2、在将全身心奉献给'支那革命'

以前，为什么没有致力于'日本的改善'呢？"他接着对此发表了极具洞见的分

析："身处中国革命之中，'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两者之间的问题，还有，'

改造日本'与中国革命之间的问题，这包含在滔天悔恨中的两大问题，可以说受

到了明治以来至大正年间的政治形势的很深的影响。对于全力倾注于中国革命

的滔天来说，因两国之间的关系而给他带来的'被撕裂'般的悲剧心理，正是他产

生这种悔恨的最基本的要因。"[60]在引用了晚年滔天对于天皇和日本国体的赞

誉之词之后，野村评论说："滔天作为一个明治时代的人，他也终于没有能够逃

脱天皇制国家这一咒语的束缚。"[61]比滔天走得远得多的是北一辉，他一方面

将日本国内的革命性改造作为解放亚洲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声称"支那、印度七

亿同胞实际上如果没有我们的维护与扶持是无法独立的······当欧美革命论的权

威们都站在这种肤浅的哲学立场上，不能领会'剑的福音'时，高瞻远瞩的亚细亚

文明中的希腊，率先构筑了自身的精神。······忌讳武装国家之人，其智见宛如

幼童。"[62]在这里，北一辉没有将他关于"改造日本"的政治思考贯穿到帝国主

义时代的中日关系之中，却不加分析地将日本作为亚洲的武力解放者。正如他

在 1903 年将日俄战争视为"黄白人种的决战"一样，[63]国家和人种等概念阻断

了他对自己社会的政治分析，以致今天的人们能够轻易地发现他的"理想中的日

本作为'无产者'、'革命国家'的形象与现实中的日本'殖民主义者一员'的形象出入

甚大。"[64]当三十年代后期的尾崎秀实在日本对亚洲入侵的背景下鼓吹"东亚协

同体"论的时候，或者，当橘朴在"九一八"事变后将他对中国社会机体的分析置

入他对满洲国的"分权性自治国家"的设想之中时，我们从他们的分析方式中看

到的是"国家等于政治"的公式，看到的是与他们曾经长期坚持的那种政治分析

方式的背离--政治分析在"日本帝国"的门口以不同的方式停止了。从社会革命的

视野来看，这正是"政治的国家化"--在这个时刻或瞬间，思想者与他们曾经作为

改造对象的"日本帝国"的阴影重叠在一起了。 

 

在孙文和列宁的构想中，民族自决的命题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综合，即它

一方面要求建立作为发展资本主义的先决条件的民族国家，另一方面强调这个

建国过程同时是以社会革命的形式改造传统帝国关系的过程。社会主义者认为

弱小民族的自决要求总是包含着一定程度的民主要求，从而他们对于民族独立

运动的支持总是与对民主力量的支持相关的。在这个国际主义与民族自决的综

合思考中，其实并没有给"亚洲"这样的范畴留下多少空间－－亚洲仅仅是资本

主义体系中的一个边缘区域，一个通过民族革命才能加入到世界资本主义体

系、因而也加入到反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中的地理区域。如果要讨论社



会主义思想与大亚细亚主义的关联，那么，在近代语境中，它们均与不同形式

的民族主义有着历史的关联。社会主义的民族-自决权思想建立在欧洲近代思想

中的那种"帝国-国家"二元论中，而那些在"大亚细亚主义"的口号下推动建立满

洲国或其他形式的"殖民主义的自治政府"的努力也同样如此，他们以主权、独

立、自治的概念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包括在进步论的头饰之下。上文涉

及的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革命抱有真诚同情、对中国社会运动具有深刻洞察，

但为什么连北一辉这样具有深刻洞见的人也最终皈依了曾经加以批判的国家体

制、甚至倒向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呢？我在这里无法进行详尽的探讨，但下述两

个要素也许可能提供某些解释的可能性：第一，现代日本并不存在社会革命的

条件，从而这些敏锐的知识分子无法将他们通过中国革命的观察而获得的政治

视野贯彻到日本社会内部；第二，在缺乏上述社会条件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思

想无法形成超越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动力。 

 

伴随着中国革命和亚洲民族解放浪潮的终结，那种社会革命和社会运动的政治

视野、那种能够将俄国、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社会运动关联起来的政

治分析方式也终于式微了。七十年代末期以降，随着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衰落

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告一段落，我们处于一个"去政治化"的时期--一个国家机制逐

渐将能动的主体性或主体的能动性纳入"国家理性"和全球市场的轨道之中的过

程。当"亚洲"问题再次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关注的问题之时，我们几乎找不到上

个世纪的那些革命者们所擅长的、通过将自身融入革命历史而获得的那种将不

同社会关联在一起的政治分析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有关亚洲问题的讨论与区

域性市场、以反恐为中心的区域同盟以及金融安全等为纽带的区域主义产生了

密切的联系。 

 

注释： 

[23]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1973，页 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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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列宁：《社会民主党在 1905 年--1907 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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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第六十期《真理报》(2991 号：1925 年 3 月 14 日)，转引自：盛岳：《莫

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页 16。 

[38] 拉狄克在 1925 年回忆说："在一九一八年中国和俄国还被捷克人、社会革

命党人和高尔察克分割开来的时候，列宁有一次问到在那些移居俄国的中国劳动

者中，是否可以挑出革命人士同孙中山接触。现在我们已经同中国人民建立了联

系。今天我们赋予中国革命者的使命则是扩大我们与亿万人民的接触。"，同上，

页 16。 



[39]列宁：《亚洲的觉醒》，《列宁选集》第 2 卷，页 448，447。 

[40]俄国知识分子的欧洲观和亚洲观显然受到西欧近代政治发展和启蒙运动的

历史观的影响。在列宁的使用中，亚洲这一与专制主义概念密切相关的概念是从

近代欧洲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中发展而来的。关于斯拉夫主义与西欧主义的论战，

参见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第一、二章，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

联书店，1995，页 1-31，32-70。 

[41]见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页 65-67。 

[42]1924 年 11 月 28 日，孙中山出席神户商业会议所等五团体举行的欢迎会，

并作此演说，因此，此次演说又称《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见《孙

中山全集》十一卷，页 401－409。 

[43]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

402－403。 

[44]孙中山说： "'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为甚么中国不能统一？其中的

原动力，完全是由于外国人呢！这个原故，就是因为中国和外国有了不平等的条

约，每个外国人在中国总是利用那些条约来享特别权利。近来西洋人在中国，不

只利用不平等的条约来享特别权利，并且在那些特权之外妄用条约、滥用条

约。......"见《在神户与日本新闻记者的谈话》，《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 373-

374。 

[45]例如，他积极参与了 1898 至 1900 年的菲律宾革命，两次向菲律宾革命者输

送军火，并深信菲律宾革命也促进着中国革命的成功。印度尼西亚和其他东南亚

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事实上受到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和中国革命的影响，尽

管他们大多强调这一思想和革命的民族主义性质，而多少忽略其社会主义的特点。 

[46]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

408－409。 

[47]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

409。 

[48]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

409。 

[49]孙中山：《对神户商业会议所等团体的演说》，《孙中山全集》十一卷，页

409。 

[50] 李大钊：《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第 1 卷第２号，

1919 年 2 月 1 日。 

[51] 李大钊：《再论新亚细亚主义》，《国民》杂志，第 2 卷第 1 号，1919 年

11 月 1 日。 



[52]在这个意义上，孙文的"大亚洲主义"或李大钊的"新亚洲主义"与 1923 康德霍

夫-卡利吉在《泛欧》一书中提出的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前提的"泛欧"命题和更早时

期已经形成的泛美组织也许有着某种呼应的关系，即这种区域构想不是一个保护

性的区域组织，而是世界性的组织之下的地区组织。皮埃尔·热尔贝：《欧洲统一

的历史与现实》，页 28-29。 

[53] 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概念》，刘宗坤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页 128-130。 

[54]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张学锋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页 32-37。 

[55]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页 174-175。 

[56] 参见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 68-69。 

[57] 尾崎秀实：《蒋政权的衰退与新政权的前途》，《尾崎秀实著作集》，劲草

书房版，第 2 卷，页 323。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 176。 

[58] 尾崎秀实：《从国际关系看支那》，《尾崎秀实著作集》，第 1 卷，页 197。

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 184。 

[59] 田中武夫：《朴庵先生与〈满洲评论〉的历史》，《楠》（橘朴研究会机关

杂志）1977 年 1 月第 9 号，页 45-46。见《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 206。 

[60]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页 117。 

[61] 同上，页 165。 

[62] 《北一辉著作集》第２卷，みすず书房，页 292。 

[63] 同上，第 3 卷，页 78-96。 

[64]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页 171。（以上讨论中引述和转引的日

文资料均经日文译者核对原文。） 

 

 

本文转自人文与社会网站，原载于《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晖著，2008 年三联

书店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