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暉：亞洲想像的政治（二） 

 

二、民粹主義與"亞洲"的雙重性 

在福澤諭吉發表他的《脫亞論》二十六年之後，中國辛亥革命爆發了。在中華民

國臨時政府成立之後不久，俄國革命的領袖列寧連續發表了《中國的民主主義和

民粹主義》（1912）、《亞洲的覺醒》和《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1913）等文，

歡呼"中國的政治生活沸騰起來了，社會運動和民主主義高潮正在洶湧澎湃地發

展"，[23]詛咒"技術十分發達、文化豐富、憲法完備的文明先進的歐洲"正在資產

階級的領導下"支持一切落後的、垂死的、中世紀的東西。"[24]列寧的判斷是他

的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按照他的觀點，隨著資本主義

進入帝國主義階段，世界各地的被壓迫民族的社會鬥爭就被組織到世界無產階級

革命的範疇之中了。這一將歐洲革命與亞洲革命相互聯繫起來進行觀察的方式可

以追溯到馬克思 1853 年為《紐約每日論壇報》撰寫的文章《中國革命與歐洲革

命》。列寧與福澤諭吉的相反的結論建立在一個基本的共識之上，即亞洲的近代

乃是歐洲近代的產物；無論亞洲的地位和命運如何，它的近代意義只是在與先進

的歐洲的關係中呈現出來的。列寧把俄國看作是一個亞洲國家，但這一定位不是

從地理學的角度、而是從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的方面、從俄羅斯歷史發展的進程

方面來加以界定的。在《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一文中，他說："俄國在許

多方面無疑是一個亞洲國家，而且是一個最野蠻、最中世紀式、最落後可恥的亞

洲國家"。 [25]儘管列寧對中國革命抱有熱烈的同情態度，但當問題從亞洲革命

轉向俄國社會的內部變革時，他的立場是"西歐派"。 19 至 20 世紀的俄國知識分

子將俄國精神視為東方與西方、亞洲和歐洲兩股力量的格鬥和碰撞。在上述引文

中，亞洲是和野蠻、中世紀、落後等概念聯繫在一起的範疇，然而恰恰由於這一

點，俄國革命本身帶有深刻的亞洲性質（即這一革命針對著俄國這一"亞洲國家"

所特有的"野蠻的"、"中世紀的"和"落後可恥的"社會關係）而同時具有全球性的

意義。 

 

亞洲在世界歷史修辭中的這種特殊地位決定了社會主義者對於亞洲近代革命的

任務和方向的理解。在閱讀了孫文的《中國革命的意義》一文後， 列寧對這位

中國革命者提出的超越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綱領進行了批評，他指出

孫文的綱領是空想的和民粹主義的。在他看來，"亞洲這個還能從事歷史上進步

事業的資產階級的主要代表或主要社會支柱是農民"，因而它必須先完成歐洲資

產階級的革命任務，而後才談得上社會主義問題。他嫻熟地運用歷史辯證法，一

方面斷言孫中山的土地革命綱領是一個"反革命"的綱領，因為它背離或超越了歷

史的階段，另一方面又指出由於中國社會的"亞洲"性質，這個"反革命的綱領"恰



恰完成了資本主義的任務："歷史的諷刺在於：民粹主義為了'反對'農業中的'資本

主義'，竟然實行能夠使農業中的資本主義得到最迅速發展的土地綱領。"[ 26] 

 

列寧對中國革命的認識產生於他對 1861 年俄羅斯改革、尤其是 1905 年革命失

敗所做的長期思考。 1861 年，在與英、法進行的、以爭奪巴爾乾地區和黑海控

制權為目的的克里米亞戰爭失敗後，亞歷山大二世推行了廢除奴隸制改革。如果

以最為簡略的方式勾勒這場改革的特點的話，那麼，我們不能忽略如下兩點：第

一，這場改革不是源自俄國社會內部，而是產生於外部壓力；第二，1861 年 2 月

19 日頒布的《解放法令》是在充分保證地主利益的前提下進行的，俄國農民卻為

了這個由上至下的俄國工業化過程而承擔了沉重的代價。列寧斷言 1861 年產生

了 1905 年，其原因即在此。 [27]從 1861 年改革到 1905 年革命，土地集中的現

象並未產生出資本主義的農業經濟，而是導致了公社農民要求沒收地主土地並將

它們重新歸還給他們的強烈要求。 [28]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列寧對 1905 年

革命的總結和思考與如何解決俄國土地問題密切地聯繫在一起。 1907 年，列寧

撰寫了《社會民主黨在 1905 年--1907 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一文，

[29]以俄國土地問題為中心，提出了農業資本主義的兩種模式即"普魯士道路"和

"美國道路"，所謂"普魯士道路"即通過國家與地主階級的聯合，以暴力方式剝奪

農民，摧毀村社及其土地佔有製，最終將農奴主-地主經濟改造為容克-資產階級

經濟，而"美國式道路"則是"可能有利於農民群眾而不是有利於一小撮地主"的土

地方案， "就是土地國有化，廢除土地私有製，將全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就是

要完全擺脫農村中的農奴制度，正是這種經濟上的必要性使俄國農民群眾成了土

地國有化的擁護者。"通過對俄國土地改革和 1905 年革命為什麼會失敗的總結，

列寧得出的基本結論是：在俄國社會條件下，"土地國有化不僅是徹底消滅農業

中的中世紀制度的唯一方式，而且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可能有的最好的土地制度

"。 [30] 

 

列寧認為，俄國民粹派的土地綱領勢必引導俄國重新回到村社份地化的小農經濟

制度，而這種經濟制度無法提供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他贊同"美國道路"，一是

因為只有通過土地的國有化，擺脫中世紀的土地關係，才能提供發展農業資本主

義的可能性，二是因為俄國存在著大量的未開墾土地，從而存在著走美國道路而

不是其他歐洲國家道路的條件。發展資本主義的農業必然包含了對舊有的社會關

係的強制性的改造，"在英國，這種改造是通過革命的方式、暴力的方式來進行

的，但是這種暴力有利於地主，暴力手段的對像是農民群眾"；"在美國，這種改

造是通過對南部各州奴隸主農莊施行暴力的方式來進行的。在那裡，暴力是用來

對付農奴主-地主的。他們的土地被分掉了，封建的大地產變成資產階級的小地



產。對於美國許多'空閒'土地來說，為新生產方式（即為資本主義）創造新的土

地關係這一使命，是由'美國土地平分運動' ，由 40 年代的抗租運動（Anti-Rent-

Bewegung），由宅地法等等來完成的。"[31]"民粹主義者以為否定土地私有製就是

否定資本主義。這是不對的。對土地私有製的否定表達了最徹底地發展資本主義

的要求。"[32] 正是從這一視野出發，列寧看到了孫文的革命綱領中所具有的真

正的革命潛能，他驚嘆這位完全不了解俄國的"先進的中國民主主義者"簡直像一

個俄國人那樣發表議論，提出的是"純粹俄國的問題"："土地國有能夠消滅絕對地

租，只保留級差地租。按照馬克思的學說，土地國有就是：盡量剷除農業中的中

世紀壟斷和中世紀關係，使土地買賣有最大的自由，使農業有最大的可能適應市

場。"[33] 與此相對照，"我國的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在批評'土地平分' 、'土地社會

化'、'平等的土地權'的時候，卻局限於推翻這種學說，從而暴露了他們蠢笨的學

理主義觀點，他們不能透過僵死的民粹主義理論看到活生生的農民革命的現實。

"通過把孫文的革命綱領放置在俄國特定的歷史背景中考察，列寧得出了"俄國革

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勝利，而土地革命不實現國有化是不能全部完

成其歷史使命的" [34]這一結論。如果說"美國道路"區別於"普魯士道路"和"英國

道路"的特徵是它的國有化方案，那麼，"中國道路"卻代表著一個自下而上的"農

民土地革命"。 

 

俄羅斯的改革是在克里米亞戰爭、1905 年日俄戰爭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背景下

展開的，列寧對於俄國改革道路的思考因此也不能不與歐洲帝國主義所創造的國

際關係聯繫在一起。如果俄國的土地問題必須通過"國有化"的方式來解決，那麼，

怎樣的"國家"才能擔當這個改革的重任？列寧說："民族國家是資本主義的通例

和'常態'，而民族複雜的國家是一種落後狀態或者是例外情形。......這當然不是說，

這種國家在資產階級關係基礎上能夠排除民族剝削和民族壓迫。這只是說，馬克

思主義者不能忽視那些產生建立民族國家取向的強大的經濟因素。這就是說，從

歷史的和經濟的觀點看來，馬克思主義者的綱領上所談的'民族自決'，除了政治

自決，即國家獨立、建立民族國家以外，不能有什麼別的意義。"因此，當列寧談

論"亞洲的覺醒"的時候，他關心的不是社會主義問題，而是如何才能為資本主義

的發展創造政治前提的問題，亦即民族自決的問題。在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

第一，"民族-國家"與"民族狀況復雜的國家"（亦即"帝國"）構成了對比，前者是

資本主義的"常態"，而後者則構成了民族-國家的對立面。第二，民族自決是"政

治自決"，在俄國和中國的條件下，以一種社會主義的方式形成發展資本主義經

濟的政治條件--亦即政治民族或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是"政治自決"的必然形式。 

"資本主義使亞洲覺醒過來了，在那裡到處都激起了民族運動，這些運動的趨勢

就是要在亞洲建立民族國家，也只有這樣的國家才能保證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最好



的條件。"[ 35]在"亞洲"的特定條件下，只有通過農民土地革命的方式和社會主義

的建國運動才能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前提，因此，必須拒絕一切與解放農民、

均分土地相對立的改革方案。 

 

沒有任何必要誇大第一次中國革命對於俄國革命的影響。事實上，我們不能確定

兩者之間的任何直接的影響關係，相反，我們能夠確定的是產生於歐洲戰爭的直

接背景之下的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對中國革命產生了深刻的和明確的影響。列寧

對於辛亥革命的重視是在他對於國家問題、社會主義運動和人民民主專政的長期

的思考脈絡中展開的。 [36]但是，人們很少注意如下兩個事實：第一，十月革命

發生在辛亥革命之後，由此開創的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視

為對亞洲革命（中國的辛亥革命）的回應。 1925 年，為悼念孫文逝世，後來擔

任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的拉狄克在《真理報》發表文章，其中特別提到如下事實：

"一九一六年的一天，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方殷，一些布爾什維克在伯爾尼集會

討論民族自決問題。列寧在會上突然提議，布爾什維克將來應和中國革命聯合起

來。這一提議當時似乎是一種癡人說夢！真想得出來，俄國無產階級會同億萬中

國人並肩戰鬥。在與會的五六個布爾什維克當中有人想像說，如果他們命長，也

許會看到這個夢想實現。"[37]這個材料證明：中國革命在列寧構想民族自決的思

想和未來俄國革命的方向上有著持續的影響；蘇聯在二十年代對孫文和國民黨的

支持及促成國共合作的努力與列寧對於第一次中國革命的看法有著密切的關係。 

[38]從社會主義運動史的角度說，中國的第一次現代革命也標誌著如下事實，即

在亞洲社會的條件下，反對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歐洲社會主義運動開始向民族

自決運動的方向轉變。列寧關於民族自決權的理論（1914）、關於帝國主義時代

落後國家的革命的意義的解釋，都產生於 1911 年辛亥革命之後，並與他對中國

革命的分析有著理論的聯繫。第二，俄國革命對歐洲產生了巨大的震動和持久的

影響，它可以視為將俄國與歐洲分割開來的歷史事件。列寧的革命的判斷與斯密、

黑格爾對於亞洲的描述沒有根本的差別：他們都把資本主義的歷史表述為從古老

東方向現代歐洲轉變的歷史進程，從農耕、狩獵向商業和工業的生產方式轉變的

必然發展。但在列寧這裡，這一世界歷史框架開始包含雙重的意義：一方面，世

界資本主義和由它所激發的 1905 年的俄國革命是喚醒亞洲－－這個長期完全停

滯的、沒有歷史的國度--的基本動力，[39]另一方面，中國革命代表了世界歷史中

最為先進的力量，從而為社會主義者標出了突破帝國主義世界體系的明確出口。

俄國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中間曾經長期存在著斯拉夫派與西歐派的持久論戰，[40]

列寧作為"西歐派"的一員通過對於"先進的亞洲"與"落後的歐洲"的辯證對比，構

造了一種"脫歐（帝國主義的歐洲）入亞（落後地區的革命先進性）"的新型邏輯

（從尋求發展資本主義的現代化的角度看，這個"脫歐入亞"路線也仍然內在於"



脫亞"的邏輯）。也正是在這個邏輯之下，中國革命提供了一種將民族解放運動與

社會主義方式相結合的獨特道路--這一獨特道路為一種新型的革命主體的出現

提供了前提，我在這裡指的是以中國農民為主體的工農聯盟。 

 

三、社會革命視野中的"大亞洲主義" 

列寧的上述論斷為我們理解中國近代民族主義與亞洲問題的關係提供了基本的

線索。值得注意的是：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最初曾以"興亞"、"振亞"為方向，

但很快就與擴張主義的"大陸政策"和帝國主義的"大東亞"構想糾纏在一起。在這

一陰影之下，中國、朝鮮或其他亞洲國家的知識分子和革命者不可能對產生於近

代日本的形形色色的"亞細亞主義"表示任何的興趣。 

 

中國革命者章太炎、李大釗、孫文等人有關亞洲問題的幾篇有限的文章都是在與

日本發生關聯的語境中產生的。對於他們來說，亞洲的問題是和中國革命、社會

運動和民族自決直接相關的。 1901 年底，在日本東邦協會的機關刊物《東邦協

會會報》上，孫文發表《支那保全分割合論》。針對日本正在流行的"支那保全論

"和"支那分割論"，他明確提出"從國勢上講沒有保全的理由，從民情上講沒有分

割的必要"--"沒有保全的理由"，是因為從革命政治的角度說，清朝國家政治與人

民相互割裂；"沒有分割的必要"，是因為從革命政治的角度說，革命本身的目標

之一正是實行民族自決。 [41]1924 年，在他最後一次訪問神戶之際，孫文再次

應邀發表了有關亞洲問題的演講，這就是著名的《大亞洲主義》。 [42]在演講中，

他含混地區分了兩種亞洲：一個"沒有一個完全獨立的國家"的、作為"最古文化的

發祥地"的亞洲與一個即將復興的亞洲。如果說前一個亞洲概念與列寧所說的民

族複雜的國家狀況具有內在的聯繫，那麼，亞洲的複興的起點或複興的亞洲又是

什麼呢？孫文說，這個起點就是日本--日本在三十年前廢除了一些不平等條約，

成為亞洲第一個獨立的國家。換言之，這個起點與其說是日本，不如說是民族-國

家。孫文為日俄戰爭的爆發和日本的勝利而歡呼："日本人戰勝俄國人，是亞洲

民族在最近幾百年中頭一次戰勝歐洲人，......亞洲全部的民族便驚天喜地，發生

一個極大的希望。"這是什麼希望？答案是："亞洲全部民族便想打破歐洲，便發

生獨立的運動。......便生出亞洲民族獨立的大希望。"[43]在這裡，孫中山提及了

一個微妙的概念，這就是"全部的亞洲民族"－－一個不單是最古文化的發祥地的

亞洲，而且也是一個包含了各個獨立民族-國家的亞洲，不單是儒教文化圈的東

亞，而且是多元文化的亞洲。 "亞洲民族"的整體性建立在主權國家的獨立性的

基礎之上。 "全部的亞洲民族"是民族獨立運動的產物，但不是對於歐洲民族-國

家的拙劣模仿。孫文堅持認為：亞洲具有自己的文化和原理－－所謂區別於歐洲

民族-國家的"霸道的文化"的"王道的文化"。他的演講題為"大亞洲主義"，部分地



是由於他將亞洲的概念與"王道"的概念結合起來。如果把他的演講與帝國主義的

亞洲觀加以對比的話，那麼，他的亞洲概念雖然保存了與"王道"、"仁義道德"等

儒教概念的聯繫，但並不是一個以同質性的文化為核心的亞洲，而是一個由平等

的民族國家組成的亞洲。按照這個亞洲概念，亞洲的內在統一性不是儒教或者任

何單一的文化，而是一種政治文化，一種能夠包容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和社

會的政治文化。在這一政治文化範疇內，他提及了中國、日本，談到了印度、波

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不丹和尼泊爾，以及中華帝國的朝貢關係。文化

的異質性是這一亞洲概念的主要特點之一，而民族範疇為亞洲概念內含的異質性

提供了載體。在孫文的語境中，文化異質性提供了民族-國家的內部統一和拒絕

外來干涉的歷史根據。 [44] 

 

孫文在演講中談到了中國的朝貢模式，但這絕不是為了確認中國對於周邊的霸權

或中心地位，而是為了論證"王道"的必要性。在"大亞洲主義"的語境中，作為一

種規範性的論述，孫文的"王道"概念是與殖民主義的"霸道"邏輯相對立的。孫中

山相信朝貢模式中包含了對文化、民族和宗教的多元性的相互承認，從而現代國

家可以從中發現一些超越帝國主義政治的文化資源。他談及尼泊爾對中國的朝貢，

不是為了重溫大中華之舊夢，而是確信在這一關係中包含著相互承認和相互尊重

的平等關係。孫中山支持東南亞各國的民族解放和獨立的運動，他的亞洲觀與民

族獨立的理念在這些地區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45]孫文期待的是把帝國文化中

的多元主義與民族-國家的新型關係結合起來，從而抵制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和

現代民族-國家的高度的文化同質化傾向。他為我們勾畫的亞洲圖景是：東邊是

日本，西邊是土耳其，內部則包含了以印度教、佛教、伊斯蘭教、儒教和其它文

化為主體的民族-國家。 "我們要講大亞洲主義，恢復亞洲民族的地位，只用仁義

道德做基礎，聯合各部的民族，亞洲全部民族便很有勢力。"[46]這個"王道的文

化"是"為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的""反叛霸道的文化，是求一切民眾和平等解放

的文化。"[47]孫文清晰地看到了民族主義與種族觀念的關係，也看到了民族主義

的反抗邏輯包含著導向它的另一面的邏輯，即壓迫和強權的邏輯。因此，他在訴

諸種族觀念為民族獨立提供合法性的同時，提出了"大亞洲主義"的命題。 "大亞

洲主義"或"汎亞洲主義"命題是日本近代的"大東亞主義"的反論，它以一種文化多

元主義的面貌對於高度同質化的"東洋"概念提出了批判。 [48]正由於此，"大亞

洲主義"是一種通過民族自決來超越帝國主義的構想，也是一種超越種族、文化、

宗教和信仰的單一性的多元民族主義。 

 

"大亞洲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的密切聯繫正是建立在這一邏輯之上的，孫

文一方面用種族觀念定義亞洲，另一方面又通過將俄國的解放運動視為"大亞洲



主義"的同盟來超越種族的分界。他說： 

 

現在歐洲有一個新國家，這個國家是歐洲全部白人所排斥的，歐洲人都視他為毒

蛇猛獸，不是人類，不敢和他相接近，我們亞洲也有許多人都是這一樣的眼光。

這個國家是誰呢？就是俄國。俄國現在要和歐洲的白人分家，他為什麼要這樣做

呢？就是因為他主張王道，不主張霸道；他要講仁義道德，不願講公理強權；他

極力主持公道，不贊成用少數壓迫多數。像這個情形，俄國最近的新文化便極合

我們東方的舊文化，所以他便要來和東方攜手，要和西方分家。 [49] 

 

在這裡，黃種、白種不是絕對的尺度，十月革命之後的社會主義"新文化"才是真

正的尺度--"大亞洲主義"就是一種與此相互呼應的被壓迫民族的"民眾解放的運

動"。如果我們把孫文的文本與 1919 年李大釗發表於《國民》雜誌上的《大亞細

亞主義與新亞細亞主義》和《再論新亞細亞主義》相互參照，那麼，他們以俄國

十月革命為槓桿、以日本對華"二十一條"為背景所展開的以民族自決和國際主義

為內核的亞洲觀是一脈相承的。李大釗認為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是以亞洲門羅

主義的方式展開的"大日本主義"，其實質"不是和平主義，而是侵略主義；不是民

族自決主義，而是吞併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不是亞細亞的民主主義，而是日本

的軍國主義；不是適應世界組織的組織，乃是破壞世界組織的組織。"[50]他的"

新亞細亞主義"包含了兩個要點："一個是在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沒有破壞之前，

我們亞洲的弱小民族應該聯合起來共同破壞這個大亞細亞主義；另一個是在日本

的大亞細亞主義既經破毀以後，亞洲全體民眾聯合起來加入世界的組織--加入世

界的組織那時可以成立。"[51]他們重視的不是國家間的聯合，而是"全體民眾"的

聯合，從而區域或世界的組織必須是一種以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為前提的"民眾

的大聯合"。 [52] 

 

列寧、孫文、李大釗對於"亞洲"的理解是和他們對於中國革命的任務和方向的理

解密切相關的。就列寧的亞洲觀而言，我們可以清晰地看黑格爾的世界歷史觀對

於亞洲的特殊規定（一個中世紀的、野蠻的、沒有歷史的亞洲）與革命的邏輯的

綜合。這個黑格爾+革命的亞洲概念不僅包含了古代（封建）、中世紀（資本主義）、

現代（無產階級革命或社會主義）的歷史發展範式，而且突出了"亞洲"（尤其是

俄國和中國）在世界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的獨特位置，強調了在以農民經濟

為主體的社會發展資本主義的獨特道路。國家的問題是在雙重的意義上被論證的，

即一方面在帝國主義的國際秩序中尋求民族自決，另一方面必須讓國家及其暴力

朝著有利於農民和資本主義發展的方向展開。這兩個方面共同構造了一種看待亞

洲社會特性的革命視野，在這個視野裡，構成亞洲之為亞洲的不是從儒學或某種



文明類型中抽繹出來的文化本質，而是亞洲國家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中的特殊

位置--這個特殊位置不是產生於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結構性的敘述，而是產生於有

關亞洲社會內部的階級構成和歷史傳統的動態分析。 

 

正因為如此，社會革命的視野與近代歷史中出現的各種文明論的、文化主義的和

國家主義的"亞洲"敘述有著極大的差異，它的焦點集中於對不同的社會力量及其

相互關係的研究。社會革命的推動者追問的問題是：以土地關係為中心，農民、

士紳階級、新興資產階級、軍閥和城市工人之間是怎樣的關係？正如毛澤東在《湖

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和《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等論文中所展示的那樣，這

種有關階級構成的分析不是結構性的，而是政治性的，是從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

的視野出發的。這些革命運動的參與者並不是一般地追問特定社會群體的財產佔

有比例，而是力圖說明這些不同的群體對於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態度和潛在的

力量。因此，與其將這樣的"階級分析"理解為階級分析，不如說成是一種在階級

分析構架下的動態的政治分析--政治分析的特點是重視主體的能動性，忽略了這

一點也就不能理解為什麼在近代中國的階級變動中上層家庭的分子有可能成為

革命運動的骨幹力量；也不能理解為什麼帝國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有可能成為被

壓迫民族的堅定朋友和同志--對於能動的主體而言，國際主義與其說產生於對於

民族認同的拒絕或遺忘，毋寧說產生於一種將自身民族的解放與其他民族的解放

關聯起來的政治意識或政治自覺。如果將這種社會革命的政治視野引入對於"亞

洲"的分析之中，那種關於"亞洲"或"東洋"的總體性規定或靜態描述也必然不再有

效，因為"政治分析"的視野要求的是對國際關係和不同社會的內部關係的動態分

析，即從社會革命的角度追問：在這個歷史運動中，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

的朋友？ --這個敵友問題既包含在國內關係之中，也包含在國際關係之中。 

 

按照馬基雅維利的古老說法，"政治"與一種能動的主體性或主體的能動性相關。

政治的視野既需要將認知者的主體置於這一視野內部，又需要從這個視野中分辨

出不同的能動的主體，進而尋找敵友，判斷社會的運動方向。 "政治視野"永遠是

一種"內部的"視野，一種將自身放置在敵友關係的動態變化之中的視野，一種能

夠把對亞洲、中國、日本、俄羅斯的認識與思想者或革命者的政治行動密切關聯

起來的視野。這一視野的最為有力之處，就在於它能夠超越國家主義和民族-國

家之間的國際關係的框架，從不同的社會中分解出不同的政治力量；在這個視野

之下，對立或聯合的問題不是建立在國家關係或民族關係的固定框架內，而是建

立在對於各自社會的內部力量及其可能的動態關係之中。為了說明這種政治視野

或政治分析的特點，我們不妨將之與丸山真男在討論福澤諭吉時所使用的"國家

理性"（也許也應該包括這一概念的對立面，即"國家非理性"）這一概念加以對比。



按照丸山真男的看法，福澤諭吉在思想史上的貢獻之一是闡發了適應時代需要的

"國家理性"，從這種"國家理性"的角度看，日本現代史上的那些排外或擴張主義

均可視為缺乏或者背叛這一"國家理性"的結果。換言之，在福澤諭吉那裡，最大

的政治莫過於建立真正的"國家理性"。卡爾·施密特在他的那部如今常常為人引

用的著作《政治的概念》的開頭說："國家的概念以政治的概念為前提。""無論如

何，'政治的'一般而言是與'國家的'相互並列，或者至少是與國家之間存在著某種

關係。"但是，"國家等於政治"的公式並不能代表政治的永恆形態，"恰恰在國家

與社會相互滲透之時，國家=政治這個共識就變得謬誤百出，充滿欺騙性。"他提

出這一點的目的是為了說明"在民主化組織體制下必定出現這種情況。"[53]我在

這裡對國家與政治作出區分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解釋民主化組織體制的特點，而

是為了理解俄國和中國的革命時代中的政治實踐。在社會革命的語境中，"政治"

存在於不同能動的主體之間，存在於階級、階層、政黨的自覺意志的較量之中--

這些力量力圖影響、支配、塑造或者控制國家的權力，但國家並沒有絕對的能量

將"政治"包裹在它的"結構-功能"的運轉之中。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國家=政治

的公式（亦即能動的主體已經轉化為國家權力學的"結構-功能"要素的狀態）並不

能被描述為一種常態，它毋寧是一個（政治領域自身的）去政治化過程的產物。 

 

與"國家理性"的分析視野不同，社會革命時代的"政治認識"不是在一種規範性的

意義上談論政治主體（如國家）的行動方式，而是從"能動的政治主體及其相互

運動"的視野展開歷史運動的實態和方向。這種方法要求認識者將自身轉化為一

個"能動的主體"，即將自身或自身所代表的利益關係置於政治分析的棋局之中，

進而產生出政治性的召喚。列寧在孫文的中國革命綱領中看到了中國革命與"純

粹的俄國問題"之間的聯繫，他進而提出了民族自決的綱領，展開了革命力量必

須依靠誰、反對誰、建立怎樣的國家才能在"亞洲"發展資本主義的思考。社會主

義與國家的結合這一政治選擇正是這一政治分析的產物。與之相類似，宮崎滔天、

北一輝等日本知識分子基於中國的自立與解放是亞洲解放以致人類解放的必要

步驟的認識，以不同的方式或者參與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之中，或者對中國社會的

運動進行直接觀察，並展現出相當深刻的政治分析和政治行動能力。在辛亥革命

之後，"北一輝看到的是日本的外交路線中極其悲慘的英國追隨主義。"他對日本

的"支那保全論"的分析是真正政治性的：日本如果介入六國借款團，"學歐洲各國

之經濟瓜分"，不就是"於保全的名義下，扮演走狗，行瓜分之實"嗎？如果要真正

落實"保全主義"，就必須促成中國的自立和民族的覺醒，而要達到這一目的，就

必須與亡國亡種的軍閥劃清界限，進而與中國的"革命派新興階級"實行聯合。那

種在"保全支那"的名義下向軍閥借款的方式毋寧證明了日本的國家政治與財閥

的擴張要求之間的聯繫。 [54]北一輝支持並參與孫文的革命，但對於孫文接受日



本財閥的借款並過多依賴外援的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認為他分不清"戰爭與革

命"的區別。 [55]在他這裡， "解放亞洲"的理想（亦即他的"大亞細亞主義"）與

"中國革命"、"改造日本"的問題產生了極為密切的、無法分割的關係，在這一政

治性的視野之中，不但"亞洲"這一概念的抽象性徹底地消退了，而且中國和日本

都不再是一個整體性的、不可分析的概念。 

 

我們還可以舉出其他的例證：1919 年 6 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論》發表《切勿

謾罵北京學生團之行動》一文，他透過曹汝霖、章宗祥的"親日派"形象與學生運

動的"排日之聲"的表面現象，得出了"欲於支那根絕排日之不祥事，其策不在援助

曹章諸君以購民間之不平，而在於我國自身先知軍閥財伐之對支政策"[56]的結論

--在我看來，這個視野是"政治的視野"；抗日戰爭爆發的第二年，南京政府被迫

遷往重慶，尾崎秀實從這一事件中看到了共產黨影響的深入和浙江財閥之影響力

的衰落，進而得出了"此加速了支那近代歷史賦予的民族解放的要求，民族解放

運動已經作為國民政府的指導和國民政府勢力所難以控制的力量開始發展起來

了"，[57]"支那的'赤化'，是由支那特殊的複雜性及其特殊的內容決定的，我想不

一定就非要將它考慮成是與蘇聯同類型的東西"[58 ]--在我看來，這個解釋是"政

治性的解釋"；盧溝橋事變之後，橘樸檢討自己的中國認識時說："目光只注視在

作為客體的中國方面，努力地科學地把握其諸條件，而對至關重要的主體的諸條

件卻考慮得太淺了。這是怎麼回事，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夠設定這一關係嗎？我不

得不重新出發"[59]--在我看來，這種重新找回"主體的諸條件"以認識中國的方式

也是一種"政治性的認識方式"。 

 

從思想史的角度說，上述人物的中國認識或亞洲觀最終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

程度上偏離了最初的航向，根本的原因在於：面對強有力的國家政治，他們無法

把上述分析方式貫徹到底，亦即在"國家"面前，作為政治視野的核心的"能動的主

體性"消失了--這一思想者和行動者的悲劇讓我想到一位歐洲歷史學家的論斷的

重量：如果要為 19 世紀以降的世界歷史確定一個最為中心的主題，這個主題就

是民族國家。在閱讀野村浩一教授關於宮崎滔天的思想與行動的研究時，我注意

到他的分析是從"宮崎的雙重悔恨"開始的："1、自己為什麼作為日本人而沒有作

為中國人參加這場革命呢？······2、在將全身心奉獻給'支那革命'以前，為什

麼沒有致力於'日本的改善'呢？"他接著對此發表了極具洞見的分析："身處中國

革命之中，'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兩者之間的問題，還有，'改造日本'與中國

革命之間的問題，這包含在滔天悔恨中的兩大問題，可以說受到了明治以來至大

正年間的政治形勢的很深的影響。對於全力傾注於中國革命的滔天來說，因兩國

之間的關係而給他帶來的'被撕裂'般的悲劇心理，正是他產生這種悔恨的最基本



的要因。"[60]在引用了晚年滔天對於天皇和日本國體的讚譽之詞之後，野村評論

說："滔天作為一個明治時代的人，他也終於沒有能夠逃脫天皇制國家這一咒語

的束縛。"[61]比滔天走得遠得多的是北一輝，他一方面將日本國內的革命性改造

作為解放亞洲的前提，另一方面又聲稱"支那、印度七億同胞實際上如果沒有我

們的維護與扶持是無法獨立的······當歐美革命論的權威們都站在這種膚淺的

哲學立場上，不能領會'劍的福音'時，高瞻遠矚的亞細亞文明中的希臘，率先構

築了自身的精神。······忌諱武裝國家之人，其智見宛如幼童。"[62]在這裡，北

一輝沒有將他關於"改造日本"的政治思考貫穿到帝國主義時代的中日關係之中，

卻不加分析地將日本作為亞洲的武力解放者。正如他在 1903 年將日俄戰爭視為

"黃白人種的決戰"一樣，[63]國家和人種等概念阻斷了他對自己社會的政治分析，

以致今天的人們能夠輕易地發現他的"理想中的日本作為'無產者'、'革命國家'的

形象與現實中的日本'殖民主義者一員'的形像出入甚大。"[64]當三十年代後期的

尾崎秀實在日本對亞洲入侵的背景下鼓吹"東亞協同體"論的時候，或者，當橘樸

在"九一八"事變後將他對中國社會機體的分析置入他對滿洲國的"分權性自治國

家"的設想之中時，我們從他們的分析方式中看到的是"國家等於政治"的公式，看

到的是與他們曾經長期堅持的那種政治分析方式的背離--政治分析在"日本帝國"

的門口以不同的方式停止了。從社會革命的視野來看，這正是"政治的國家化"--

在這個時刻或瞬間，思想者與他們曾經作為改造對象的"日本帝國"的陰影重疊在

一起了。 

 

在孫文和列寧的構想中，民族自決的命題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綜合，即它一

方面要求建立作為發展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的民族國家，另一方面強調這個建國

過程同時是以社會革命的形式改造傳統帝國關係的過程。社會主義者認為弱小民

族的自決要求總是包含著一定程度的民主要求，從而他們對於民族獨立運動的支

持總是與對民主力量的支持相關的。在這個國際主義與民族自決的綜合思考中，

其實並沒有給"亞洲"這樣的範疇留下多少空間－－亞洲僅僅是資本主義體系中

的一個邊緣區域，一個通過民族革命才能加入到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因而也加入

到反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鬥爭中的地理區域。如果要討論社會主義思想與大亞

細亞主義的關聯，那麼，在近代語境中，它們均與不同形式的民族主義有著歷史

的關聯。社會主義的民族-自決權思想建立在歐洲近代思想中的那種"帝國-國家"

二元論中，而那些在"大亞細亞主義"的口號下推動建立滿洲國或其他形式的"殖

民主義的自治政府"的努力也同樣如此，他們以主權、獨立、自治的概念將日本

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包括在進步論的頭飾之下。上文涉及的日本知識分子對中國

革命抱有真誠同情、對中國社會運動具有深刻洞察，但為什麼連北一輝這樣具有

深刻洞見的人也最終皈依了曾經加以批判的國家體制、甚至倒向帝國主義侵略政



策呢？我在這裡無法進行詳盡的探討，但下述兩個要素也許可能提供某些解釋的

可能性：第一，現代日本並不存在社會革命的條件，從而這些敏銳的知識分子無

法將他們通過中國革命的觀察而獲得的政治視野貫徹到日本社會內部；第二，在

缺乏上述社會條件的背景下，社會主義思想無法形成超越近代民族主義和國家主

義的動力。 

 

伴隨著中國革命和亞洲民族解放浪潮的終結，那種社會革命和社會運動的政治視

野、那種能夠將俄國、中國、日本和其他亞洲國家的社會運動關聯起來的政治分

析方式也終於式微了。七十年代末期以降，隨著六十年代社會運動的衰落和民族

解放運動的告一段落，我們處於一個"去政治化"的時期--一個國家機制逐漸將能

動的主體性或主體的能動性納入"國家理性"和全球市場的軌道之中的過程。當"

亞洲"問題再次成為許多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之時，我們幾乎找不到上個世紀的

那些革命者們所擅長的、通過將自身融入革命歷史而獲得的那種將不同社會關聯

在一起的政治分析方式。在這個時代裡，有關亞洲問題的討論與區域性市場、以

反恐為中心的區域同盟以及金融安全等為紐帶的區域主義產生了密切的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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