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在亚洲的实现与日本的角色
―立足于缘起史观的思考―

村石恵照

(摘要)
本文是为希望在一切变动不居的现代世界状况之下，在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处于极为

复杂的日、中、美三国之间建立和平、特别是为促进日中两国人民更好的相互理解而写的。
传统的日本文化，是在享受中国文明的余荫之下而成立的。中国文明是承继秦始皇以来的文
明而形成的多民族的文明。现代日本，在反复经历了功与罪的历史教训，与此同时，在一直
走在西方文明前沿的移民国家美国的巨大影响下，实现了产业与经济的发展。与中美两大国
具有密切的历史关系的日本，今后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日本特异的历史立场，有没有能够
承担建立日、中、美三国和平的中间人或推手？这一可能性的理念乃是不追求霸权的
“和”(wa，为日语词语，至于内涵，请参阅本稿第Ⅳ章。)本文排除既成的「主义」和「教
条」，设定一种历史所产生的缘起史观，在大的脉络下把握历史，对立足于「和」的理念的
日本所应有的姿态进行论述。
（本论文初次发表于国际亚洲共同体学会第4届国内大会（统一主题为：「政治经济都寒冷
之下的东亚地域统合的现况和今后」），时间为2012年12月9日，于筑波大学大冢校区。原
文为日语。）

Ⅰ.什么是世界史的政治情念？
    「“和”在亚洲的实现以及日本的角色」乃指，迈向22世纪的、以国民为主题的日本的
国家展望。不过，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笔者首先想要把这个极其复杂的世界史上
的政治状况视为一股庞大的人类情念的奔流，从文学的观点来加以概观。这里笔者所参
照的是，T.S.艾略特(T.S.Elliot,1888-1965)。他是一位诗人、批评家，出生于美国，留英
读书之后归化改过，能够直接地感受到欧洲知性风土的本质。

    他在1922年发表了一套总共有433行的长诗叫《荒原》(The Waste Land,1922)咏叹了欧
洲人在一战以后的精神荒废。而该作品的最后一段乃是引自《奥义书》(Upaniṣad)这本印

度教吠陀圣典核心部份的（被视为公元前６世纪左右成立？）他向来拥有西欧文学的广
泛知识和对印度思想的深厚兴趣。那么，他这么一个知识分子要在这部大作中，使用恒
河的沉没和伦敦桥的墬下这两个形象来象征性地表现的到底是什么呢？我认为那暗示着
西欧历史性集体情念这个本身继承古代继承“亚利安人”原初性情念的意念正在处于劣化
或者衰退，不是吗？
    “亚利安”来自梵文“ārya” 而在其英译  “Aryan” 所示的定义乃是  ，“ of or relating to a 

hypothetical  ethnic  type  illustrated  by  or  descended  from early  speaker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 /—used in Nazism to designate a supposed master race of nonJewish Caucasians 
usually having Nordic features / of or relating to Indo-Iranian or its speakers”(参阅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m-w.com)  而在英文文献中，  “Aryan”初次出现的年代是1839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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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梵文辞典中，这个词语被定义为：“a  respectable  or  honourable  or  faithful  man”  (参阅 

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 English Dictionay, 1899 )而该词语的动词语根是 √ṛi ，
它意味着“to go, move, advance towards a foe, attack, invade” ，很忠实地反映“亚利安人”在
历史上的迁移过程。  古代语言所内包的“亚利安”在历史实体上的原义乃是――假设动词
词根部份含有其原义的话――“进行行动的民族、进行侵攻的民族、进行侵略的民族”。
而这个原义经过演变之后，近代的词典把新的意义描写为  “a respectable or honourable or 

faithful man”。

    当我们概观西欧政治情念历史的时候，我们敢用上述“亚利安”当做一个象征性词语，
认为它代表从古时候贯通到现代的支配性情念。而“亚利安”这个情念在古代的意义上把

民族性概念和印欧语族合体起来，表示出来三个原始的男性情念，这些是上述《奥义

书》所示的具有父性的神“世主”(Prajāpat i )的三个儿子[分别为：人类、提婆（deva；
神)・阿修罗(asura;古代波斯文：ahura）]  的性格象征地表示出来的。而这些性格是个超
越民族的差别而普遍于人性的，不过，（被象征为诸神的人类的）放纵性／想象力、
（人类的）占有欲、（被象征为阿修罗的人类的）斗争欲。 　

    根据对于佛教所谓的烦恼（生命欲）的前人们相关洞察，我们就知道占有欲、放纵性
／想象力、斗争欲这三种情念根据于作为人类根源性生命欲的发露的食欲和性欲而有所
发动，而在这三者中，兼有其他两者而成为人类欲望之最的乃是根据于斗争欲这个情念
的权力欲和支配欲。 

　
    那么，志向支配整个世界的独裁权力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喬治․歐威爾 

(G.Orwell,1903-1950)撰写一本政治文学著作叫《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 o u r , 1 9 4 9），对于西歐的政治情念所具有的病理加以剖析。而奥韦尔在该书乃说： 

“Power is not a means, it is an end.”（权力不是手段而它本身是个目的。 ）而在上述《奥
义书》，代表父性的神“世主”(Prajāpati)把“Da!”这么一个一样的信息发给其三个儿子(分
别为人类、提婆（deva；神)・阿修罗，他们代表人里根源性的情念)，来考他们对这个信
息的理解到底多深。 　
    针对这个问题，“世主”的提婆儿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它的意思是 “ dāmyata”(自
制吧！)  。」而身为父亲，“世主”乃说：「你们都懂它。」接着，身为父亲，“世主”给人

类的儿子们问：  “Da!”  而人类儿子乃答：「那是“datta”(布施吧！)”的意思。」身为父
亲，“世主”乃说：「你们都懂它。」最后，“世主”给人类的儿子们问：  “Da!”。而那些阿
修罗儿子们就回答：「那是  “dayadhvam!  ”(怀有怜悯吧！)的意思。」身为父亲，“世主”

乃说：「你们都懂它。」于是，有个雷鸣，轰着  “Da,Da,Da！”，然后，“Shantih  shantih 

shantih！”这么一句祈祷，这样子，《奥义书》的这一章就结束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个

“shantih”  在佛教语言中具有跟“涅盘”这个着名词语一样的意思，即是“寂静”，而这是个
超乎历史上的意识世界的、在善恶的彼岸的领域才成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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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上述T.S.艾略特的《荒原》也全面引用这一段。不过，被放縦性／想象力、占有
欲、斗争欲这三大欲望玩弄过来的儿子们息子一直无心倾听其父亲“世主”所发的训诫信
息――“自制吧！布施吧！怀有怜悯吧！”这不外乎我们人类的历史，而西欧思想史的情

念的具体特征那是，父性胜过于母性，不但如此，母性原理是很希薄的。

    当我们概观历史，就可以在多种历史条件之下想象／假设到高加索地方好像是他们所
谓的“亚利安人”的发祥地点，而他们后来大方向上移动、扩散到东西双方，而他们的一
部份就有所东移，经过波斯之后，大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侵入如到印度亚大陆北部，
把原住民族隶属于自己，而自己成为婆罗門这个统治阶层。

  　此外，其他部份“亚利安人”席卷到整个欧洲，成为古代德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Anglo-

Saxon)，从公元350年左右起，他们再开始民族移动，侵入到不列颠岛，侵略那时候住在
今英格兰南东部的原住居民（即是来自中欧的凯尔特族(Celtic)），构成现在的英国主流
族群（English）。
    而很讽刺的是，印度亚大陆在16世纪被大英帝国这个“亚利安人”的（尤其是，其语言
上的）末裔侵略，又一次被“亚利安人”殖民地化了。
    
    在这些历史过程当中，所谓的西欧情念就建构出来了。这个情念的内涵是，在古代“亚

利安”原初情念的基础上，把来自古代希腊的理性和来自犹太教、基督教的宗教情念(这

是由于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在312年公认基督教为合法宗教而发生出来的)在历史上结
合起来，一边把原有的民间信仰予以压迫，一边席卷整个西欧，进化过来的。这个情念

从那时候起迄今一直支配着整个世界的政治史、技术史、文化史。而这里所谓的来自犹

太教、基督教的宗教情念同时也是介入世界历史的情念，即是个把神对历史的支配予以

合理化的思想。（“God  is  in  control  of  history.  ”参阅  The  Revelation  of  John;  The  New 

Testament in Modern English p.516,by J.B. Phillips,1983）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对于不列颠岛盎格鲁撒克逊这么一种  “父亲”的部份  “儿子们” 

在1620年坐了五月花号(Mayflower)而越洋到北美大陆，成为以“WASP”(White  Anglo-

Saxon Protestant)来被代表的典型 “美国人” 。他们在新大陆的侵略手段乃是「叫自由、平
等的软件、基督教和枪（指军事力量）」，而这些手段都延续存在到现在。 　

而尽管1776年7月4日所宣布的美国独立宣言声称“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

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 (中文主
旨为：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
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这里所谓的则  “平
等”并不包含黒人奴隶和美国原住民等族群，这乃是个众所周知的事实。

一个特定词语所指的概念在征服民族和被征服民族的关系中往往有所变动，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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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前者有利，有时候对后者不利，这诚如 “亚利安 ”这个词语所负的历史本身表达出来

的。值得一提的是，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这位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在其《论法
的精神》有这么说：「我们不能把黑人当人看，如果把他们视为人类的话，我们也不得
不认可自己不是基督徒。」   

尤其是，来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政治情念是个以“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为主的

支配精神，它在自由和平等的理念之下其实一直把对立的构造予以理论化，而把它放在

言外。而这种温存对立关系的思维模式长期以来通过他们的殖民统治而更加练成，深深

地浸透着今日美国统治阶层的每一个人的个性当中。关于这一点，  山缪․菲利普斯․杭亭
顿(S.P.Huntington,1927-2008) 在其著名论文《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1993)

也有所叙述。然而，对此眼光犀利地加以批评的人士也其实都根据着其“来自亚利安的情
念＋西欧精神”。 　

例如：吉安多梅尼柯・皮科(Giandomenico  Picco,1948-,为聯合國前副祕書長)在其
论文中指出：因为苏联崩坏，曾经存在的对抗轴心已经消灭了，所以，杭亭顿（不管他
自己的意图如何）正在设定其与新的敌人之间的对立图式。他就有说：

Professor Samuel Huntington published an article titled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prestigious U.S. magazine Foreign Affairs. In this piece, which quickly became famous, he tried 
to describe the dynamics of the new post-Cold War reality. The Soviet Union was no more; civil 
war had erupted in the Balkans, the Caucasus region and Africa. There was a need for a new 
enemy. His theory was the first of many to offer one.…
 (Giandomenico Picco：A dialogue of civilizations； Special to Japan Times ；10/10/1998). 　
主旨为：尽管杭亭顿教授努力描述冷战以后的世界动态，不过，他所谓的“诸文明之间的

冲突”本身其实不外乎形成出来一个准备下一次战争的思维模式。因为世界上一直有需要
准备下一次战争(例如：巴尔干、高加索、非洲等)，而他上述那个概念就该算是第一个。

在西欧的近代，自由和平等的相关理念就被培养出来了，不过，这些理念的形成过
程其实是，“亚利安”性占有欲、放纵性／想象性和斗争欲这三种情念经过来自古代希腊
的知性和来自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情念交织在一起而酿造出来之后，再经近代西欧思想
家们的洗炼。 　

上述乔治․奥韦尔还有一本文学著作叫《动物农庄》(Animal  Farm,1945)，是一本寓
言专門批评苏联共产主义体制。而根据这本大作，在作品里面的世界，  对“自由”设定英

文文法所谓的比较级，有这么一句话：「所有的动物是平等的，不过，部份动物是更平

等的。（All animals are equall.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这句话的意思是，自由和
平等理念往往被独裁者／权力者很放肆地纂改解释，予以应用，这乃是历史也实证过的
事。 　

而今天，国民国家所具有的个性越来越稀薄化，在这个大环境之下，民主主义社会
里面的自由和平等的相关理念也就正在彻底地抽象化了、数字化。而在英文这么一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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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印欧语族中文法最简化的语言中，自由这个理念也免不了数字化，金融资本主义应该
是最巧妙地利用它，该主义之所以如此，是主要因为有计算机技术对数字化予以加速，
能够让自己呈现一个一切由数字来处理的支配系统的面貌。 　

如果我们把上述放纵性／想象力、  占有欲、斗争欲／支配欲这三种情念跟食欲和性
欲一样地完全予以否定的话，我们从经济活动到文化活动的任何一种生活和相关社会组
织都无法成立，不但如此，连生存本身也无法成立。 　

我们生存于此岸世界的一切人类该解决的课题是，一边接受上述世主所说的那些训
诫，一边把那些情念予以善用，把它们应用到现实。 　

上来，笔者参照艾略特的直感，首先把历史细节予以抽象，然后给西欧复杂无穷的
情念一个概括。虽然如此，包括衣食住在内的一切几乎都是由所谓的西欧孜孜无倦地制
造过来的。在这一点，正在用计算机来撰写本稿的笔者只好认可围绕自己的几乎所有的
生活用品比比皆是，这些都是方便而舒适的工业制品。 　

另外，与来自犹太、基督教的宗教情念有所融合的“亚利安”情念在哲学上是个立脚
于存在论的绝对性肯定自己的思想，而为了维持它，就有个忏悔、自我批判的传统，与
此同时，有个历史把各种盖写修辞技巧――操作信息――培养出来，以很巧妙地自己的
负面行为，这些一切都是众所周知的。

看来，根据亚利安男性原理的西欧情念好像一直实践「值得敬佩的男人！　我很熟
悉他，这个人首先殴打自己的妻子，然后帮她梳理头发」这么一则歌德格言，实践到其
文明规模的极限。 　

西欧的政治情念还有一个特性，通过诺贝尔奖、世遗、吉尼斯世界纪录、各种评鉴
机构等，率先计划、实践当代世界经济和文化的价值基准以及相关法律系统的整备――
在其过程当中，把正义感绝、好意、伪善、支配欲望交织在一起――而它所进行的本身
是个人生的游戏化。 　

当我们考察英国人这么一种比较语言学上属于印欧语族的、作为所谓“亚利安人”末
裔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时候，笔者就不由己地想起来这么一句笑话：    「许多欧洲大
陆人把人生视为游戏，而英国人把板球视为游戏。（Many  Continentals  think  life  is  a 

game; the English think cricket is a game.）」
这是出生于匈牙利的英国作家乔治․麦克斯( George Mikes,1912 - 1987) 对英国人的犀

利评论。“game”（游戏）这个词语也意味着捕获动物的过程和其所得的猎物本身。 　

    在西欧发展过来的game/sports是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看不到的，它是个把斗争
本能予以文化升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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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日本传统历史的特殊性
    笔者上来针对于正在席卷整个当代世界历史的西欧的情念，一边参照《奥义书》和艾
略特的诗句，一边加以概观性的解释。笔者要把上述的内容放在念头之后，为了确认我
们日本人在世界上的自我认知，尤其是，为了论述日中两国之间的关系，首先指出日本
历史上所见的一些特异性，来当做自我确认。

1.中国文明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关系： 　
    日本是个「文化国家」而不是「文明国家」(「文明国家」的涵义是，在古代历史上，
发明文字和金属器，也把灌漑农耕和官僚制予以发达，而日本不属于这个类型。)从明治
维新以来，日本在亚洲诸国中成为一个世界级经济大国能够巧妙地吸收西欧文化，不
过，之余能够拥有这种成就的我们日本人的资质早在明治维新以前一直有个传统积极累
积人力和技术这两个方面的资产，如笔者后面叙述，这其实都不外乎来自印度的佛教和
中国文明所带来给我们的余庆。 　
    那么，这些拥有传统的人力资产和技术资产到底如何建构且累积过来呢？ 　

    只要我们概观日本的古代历史就知道我们日本人生活在一个四季的变迁多姿多采的、
富有海洋资源的森林列岛，因此，自然地拥有《古事记》所示的很素朴的生命感觉，在
这个自然环境之下，我们的祖先除外革命思想、宦官、缠足、科举制度等之后才从中国
文明那边摄取了一些该文明对日本有益的良质部份。这种辨别的智慧乃是我们从奈良时
代起培养过来的、来自佛教的余庆。 　

    只要我们概观日中两国之间的交流历史，我们就知道古代日本的政权中枢其实比现在
的还有国际色彩。这里概观主要的历史实例吧。

    圣德太子(574-621)把来自高句丽的慧慈和来自百济的慧聪这两位法师为自己的亲信，
以资自己一边远望中华帝国和朝鲜半岛的动静，一边进行统治国内。后来，到了圣武天
皇，有一座东大寺就兴建起来，当做日本作为佛教国家的纪念碑，但这座金字塔其实也
是包括行基（属于百济系的法师）为首的、归化日本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美好成果。至于
神社，一般人动不动就把它视为属于神道这个非外来性宗教的宗教设施，不过，被视为
全国稻荷神社的总祠的伏见稻荷其实是秦氏这个渡海来住日本的氏族所建立的，值得一
提的是，他们秦氏也建立了以半跏思惟型弥勒菩萨倚像闻名的广隆寺。 　

    公元663年，朝鲜半岛有一场战斗，日本和百济的联合水军跟唐、新罗联合水军打仗得
很激烈，结果，百济贵族和官员等总共4,000-5,000位以上的人士流亡到日本。他们又不
是在现在语言所谓的难民，绝不会是我们想象中那种贫民、缺少教养的民众，而却是离
那些难民形象太远的、具有高度教养和技术的族群。所以，不不多说，由于他们同化到
日本社会而给整个日本社会带来其在文化、技术上的许多发展。换言之，从中国大陆那
边有好几多套优秀的软件技能和硬件相关技术流传到日本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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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新撰姓氏录》这套日本古代氏族族谱(成立于810-824)，那个年代居住京畿地区
的氏族总共1 , 0 6 5家族中，归化日本的氏族总共有3 2 6氏，占了百分之三十左右。这个
呢，如果用现在人易懂的譬喻来说明的话，上班到东京“霞が关”的官员的三成乃是来自
中国大陆那边的渡来人的末裔。 

    到了宋代，日中之间没有正式的邦交，不过，出家人的往来还是很隆盛的，因此，多
位日本僧侣渡海到中国，光是南宋（1127-1279），我们查明到至少120位以上的僧侣去
中国了。不必多说，从大陆那边也有几位高僧，例如：鎌仓圆觉寺开山祖师无学祖元禅
师(1226-1286)渡海到日本，立脚于一个超乎自己祖国的、普世佛教人的立场来担任跟自
己同事的日本政府的精神导师。 

    换言之，明治维新以前的、属于传统社会的日本，所谓的日本文化不管在软件或者在

硬件，几乎都是来自亚洲大陆的。而今天，我们日本人自己享受而且被许多外国民众予

以赏赞的各种日本文化――俳句、茶道、动画、潇洒而不忽视细节的审美观，以及大震
灾那段时期看到的互助精神等――其实都可以溯源到江户时代以前已经建构起来的传统
文化，也是跟古代和中世的日本有所集成的基本文化遗产之间进行缘起性运动而结果起
来的。 　

    我们日本人之所以对自己(“日本人”)的来源继续怀有过度的兴趣，主要是因为关于古代
史上的天皇家的历史起源从来是被模糊的。虽然我们大可不必否定这个模糊，不过，有
一批日本人对日本文化生成出来的历史过程缺少理解，对于天皇家的起源放肆地怀有很
不自然的期待，认为它能够拥有其纯粋性才是。这些人通过藐视亚洲人(这个行为其实是

跟对西欧怀有自卑感成为表里的)而产生出来一个狭窄的爱国主义，来进行自我肯定。这
种狭窄的思想倾向乃是从江户时代的某个阶段起顕现出来的，而它不但阻碍我们日本人
的国际理解，也否定日本文化的基本情念，然而，上述那些部份人士根本没理解这一
点。

    如果在英国，对绝大多数的民众来说，「盎格鲁撒克逊是个古代德国的部族，而他们
侵入不列颠岛之后所建立的国家乃是英格兰」是个常识吧。现任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Elizabeth  II,1926-）有一位高祖母叫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  ,1819-1910)，然而，虽然
维多利亚本身是在英国出生的，不过，她的母亲和夫婿都是德国人。而当她结婚的时
候，姓氏还是使用“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Gotha)这么一个充满着德国色彩的姓

氏。  直到乔治五世(King George V ,1865-1936)才把这个原来的姓氏(surname)改为现用的
“温莎”(Windsor)。

  　「在古代，天皇家跟朝鲜半岛的民众之间拥有深厚的关系」这件事其实是理所当然
的，因为古时候，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的关系比现在还接近的。部份人士连对这种小事
也表达敏感敏表示出来那些人们的  “历史认知”在其根柢开始发生出来偏差，却导致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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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身为日本人的自立思考。 　

    所谓的日本文化的软件乃是由于来自印度精神文明（佛教＋印度神话）和来自中国流
传过来的汉字、法制、诸思想（儒教、道教）等有所融合而成立起来的，这是个明确的
历史事实。　　　　　　　　　　 　

    没有鉴真(688-763)的话，日本佛教就无法确立教团，因此，当然也没有佛教以后的发
展。建立日本天台宗的开山祖师乃是最澄（766-822），而他的祖先其实是一位叫登万贵
王的归化人士，此人为后汉（刘氏）孝献帝的末孙，在应神天皇御世的时候，渡海到日
本。而如果没有最澄这么一位在中国传承天台宗的高僧回国之后就开立日本天台宗的
话，法然(1133-1212)、亲鸾(1173-1262)、道元(1200-1253)、日莲(1222-1282)和荣西(1141-

1215)等形成日本人传统性格的佛教名人们不会出现，不但如此，《源氏物语》、能、茶
道、歌舞伎、俳句等日本文化许多成果也当然不会存在。

    日本文化的本质是，根据来自佛教的知性以选别、相对化中国文明许多有价值的素
材，然后根据来自神道教的感性以洗炼，由于缘起而生成起来的(这个来自神道教的感性

呢，跟后来所参杂的排他性和意识形态性有所不同，是单纯以保全日本的社稷为本来的

使命。） 

2.日本人是个世界上稀有同类的缺少战争体验的国民： 　
    虽然著名的关ケ原之战（1600年）是一场决定性的战斗，不过，它毕竟不过是一场只
在同一国民之间的而且在基本上限于武士之间的战斗。然而，在世界常识中，所谓的战
争的意思是，在自己的国土里面，有大批将外国化的、信仰不同宗教的外国军队侵入把
民众卷入到战斗。如果描写一个浅显的描写来当作譬喻的话，有一天好几辆外国战车部
队入侵东京银座这个闹区，枪杀许多都民，炮攻多座建筑物，甚至于放肆强暴女性，这
才是从古迄今的绝大多数的战场的真实状况。 

   在这一点(除外1274年和1281年两次所谓的元寇（别称：蒙古袭来）以及1945年冲绳的
地上战斗），我们日本人很幸运地从来没有经验在自己的领土里面遇到战都。更幸运的
是，我们经过整个江户时代260多年一直拥有了世界历史上几乎没有例子的升平，所以，
笔者认为这段漫长的时间一定会让我们日本人这个战争体验向来稀薄的民族对军事怀有
一个跟世界上许多其他国民完全不同的历史意识。许多先进国家的首都大概有军事博物
馆，不过，我们日本人对于设置这种博物馆一定会表示拒绝反应吧。 

    在那段“大东亚战争”(也叫“太平洋战争”)，美国给东京一次大空袭（死亡： 8万3793人; 

受伤者：4万918人;  受灾者：100万8005人），也给广岛一次核弹攻击  （该时间的人口42

万人，死者和失踪人员总共12万2338人；使用铀-235），又给长崎一次核弹攻击（该时
间的人口24万人，死者和失踪人员总共7万3884人；使用钸-239）。然而，(除外直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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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者)，一般日本人的意识里，对于美国人本身的强烈地敌忾心和受害意识却是好像几乎
都被消灭的。笔者认为这种现况之所以被导致，是因为除了美国对日本的讯息操作之
外，也有「自己的国土上从来没发生过地上战斗」这么一个因素。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日本人的 “历史认知”向来缺少该有的体验性理解能够体认历史不
外乎自己国家里面显现战场的历史，所以，对于跟战争有关的受害意识和加害意识这双
方都缺少该有的理解，结果，当我们跟外国朋友论述历史认知的时候总是发生不少瑕
疵，不是吗？ 

3. 日本人对民族、言语和宗教向来缺少一个具有实体性的认知： 
在我们的历史上，尤其是，在近代历史上，自国的领土没有变成战场，这是个很大

的幸运(这是跟上述1.和2这两小节有关的)。不过，这个幸运却导致一个问题让日本为政
人士和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言语问题和宗教问题缺少该有的具有实感性的认知。 　

在日本历史上，从来连一次也没有像西欧曾经有的那种源自宗教的苛烈的大屠杀
――十字军、异端审问、猎杀女巫、新旧两派基督宗教之间的杀戮等――而在历史上，
跟这些根据神学和军事的、有组织性的动员比起来，我们日本的僧兵不过是个单纯的集
团性暴举而已。 　

  以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日本政治家，以及研究日本思想或者翻译、介绍西欧思想的在
野和在大学任教的知识分子对于犹太问题和基督宗教向来缺少来自实际生活的体验和具
有实感的知识，尤其是，在社会科学的领域，迄今还是一边信奉马克思․韦伯(1864-1920)

等先人的论文，一边翻译、解释西欧学者的论文，只在小圈子里面根据观念来进行讨论
而已。凡是讨论国家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同时讨论战争，而在世界史上，战争和宗教之
间一直有密切的关系，然而，因为我们日本的知识分子有上述那样的缺陷，所以，总是
回避讨论宗教思想的本质。既然如此，他们就无法进行一个能够立脚历史脉络的自立思
维。结果，他们针对于宗教所具有的象征性的语言内涵一直缺少该有的现实性的感性，
至于政治人物，有的人竟然在公开的场所很大意地批评一神教，在自招国际性的误会。 　

    被叫做「征夷大将军」的我国传统为政者们从圣德太子德时代起对于宗教向来怀有一
极其犀利的感觉，很细腻地面对宗教所含有的政治性。但是，因为明治元年(1868)有一
则〈神佛分离令〉颁布，之后的大约8年之间有一段激烈的废佛毁释运动，各地佛教寺院
和佛像陆续地被破坏了。结果，曾经有10万座以上的全国寺院中，一半就被破坏拆除，
多量文化资产就失去了，例如；奈良兴福寺的五层佛塔曾经在那段时间以仅仅25日圆的
廉价（为当年的价格，还是相当的金额，千万不要用现在的感觉来看！）售出去了，尽
管这个宝贵的建筑物最后在一些因缘配合之下，还是能够逃过一劫。笔者认为这个所谓
的神佛分离、废佛毁释让我们日本人的民情得到分裂，留下不少负面影响，而它的阴霾
到现在也应该在我们的潜意识当中今日。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眼看这场“日版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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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得到莫大的冲击，为了保护日本传统美术而站起来了的人士乃是芬诺洛萨 ( E r n e s 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这么一个美国人。他（那时候才27歳）在1880年把其学生
冈仓天心(1862-1913)当作助理，在京都和奈良的古美术品开始进行调查，对于我国文化
资产的保护做出来又多又大的贡献。 　

    根据某一种说法，目前，住在日本的穆斯林（伊斯兰教徒）已经总共大约10万人以
上，而今后如果日本国内的国际化更有进展的话，我们的为政者和国民都有多次考验必
须要适当地面对渊源自民族和宗教的许多问题。 　

    在一个国家里面，民族、语言和宗教这三者之间有个密切的关联性，然而，我们日本
人很遗憾对这一点连起码的理解也往往缺乏，这个状况看来确实地反映到我们国家又非
生产性又缺少稳定性的外国语教育，尤其是，英文教育，不是吗？值得一提的是，在今
天的世界里面很有活跃也得到美好评价的多位名人们(尤其是，音乐家和艺术家等）跟他
们英文水平之间（除外一些英文水平直接地关连到工作的部份人士）其实都没有任何关
系。

４.缺乏国界观念： 
    「当我经过一道超越国界的隧道之后，就看到有一望雪国。」这是川端康成(1899-

1 9 7 2 )的小说《雪国》最前面的名句，不过，在绝大多数的日本人的意识中就没有「国
界」这么一个概念。笔者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里所谓的「国界」其实不过是县界，
在近代以前的日本，用「国」这个字眼来取代「县」而已。　

    现在，针对于尖阁(中文名字；钓鱼台)和竹岛(韩文名字：独岛)，日中两国之间和日韩
两国之间都有争执，虽然如此，一般来说，我们日本人在历史上一直缺少对国界的真实
感觉。这一件事对日本人来说是个幸运的历史事实，同时也带来我们一个严重的负面因
素，因为我们既然没有亲身的经验在自己的领土内体验过多次战争，所以当我们跟其他
拥有这种体验的外国朋友讨论历史相关问题的时候，缺少这种共同平台的我们日本人在
“历史认知”上势必难以对他们的苦恼感同身受。
    例如：(1)笔者曾经坐火车走到一座从希腊到土耳其的陆桥，而在那里看到下面就发现
拿着枪的兵士们的影子。(2)在印度和巴基思但的国界，一直有两国兵士们紧张地对峙。
然而，我们日本人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几乎都没有相关体验。既然如此，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让自己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参观到板門店这个两韩国界之上的重要地点，来对于国界
这个分隔每个国家的存在一来得到拥有真实的感觉，二来对于世界对国界这个食物向来
共有的“历史认知”好好深化该有的基础素养。

５.被「文化」化的宗教： 　
    佛教流传到日本之后，(1)首先在奈良时代，有学问的僧侣们构成出来所谓的教学佛
教；(2 )然后在平安时代，有实践修行的僧侣们构成出来所谓的修道佛教；(3 )在鎌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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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不管城市或者农村，都经过所谓的大众化佛教，佛教很广泛地普及到整个国民。尽
管基督教圈的中世欧州，来自教会的权力对政治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过，鎌仓时代的
佛教指导者基本上毫无意图支配政治，不但如此，没参与实际上的组织活动。 　
    日本佛教向来被叫祖师佛教，而在鎌仓期产生出来的多位祖师们――法然、亲鸾、道
元、日莲等――基本上被官方允许其对全国的布道，在他们和信众之间的信任关系之
下，根据佛教的平等思想就予以普及下去了。这件事呢，假使把国土和民族构成的不同
考虑在内，跟中国的一般性状况比起来就有完全不同的侧面。
    在日本，信仰基本上是跟个人有关的，而宗教组织所举行的活动早已有「文化」化，
都被视为「没有宗教性的民俗活动(matsuri,マツリ)」结果，连圣诞节这个原属于基督宗
教的活动也早已变成这种「沒有宗教性的民俗活動」「沒有宗教性的民俗活動(matsuri,マ
ツリ)」，即是，「文化」化了。那么，可以说：日本的宗教情念的特性是，把宗教所内
含的政治性予以退色。而这件事呢，跟笔者下面所述的「和」的理念颇有关联性。 　　　　　　　　　

III. 迈向以日本为中心的和的理念的实现――日本的自我同一性 　
    在国际关系论中，日本所提倡的「和」的实现并不是一个限于日本国内自我充足的理
念。因为缘起里面，一切正在具有着相关性，有所连动，所以，「和」这个理念也必须
在对外的关系中才有空间进行议论。于是，我们日本因为自己本身在历史上向来拥有可
能性能够实现「和」国，所以首先她必须要把其国家的真实面貌和本质对外表达为一个
「和」的理念。 　
    笔者在上面已经论述西欧“亚利安”的政治情念，而笔者认为在东方诸国，人类的基本
性情念今后也应该没有变动吧。  至于整个世界的政治情念，虽然志向和平，不过，拥有
军事产业的先进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之下还是依旧要容许战斗也以它为前提，那么，在这
个意义上，我们还是不得不认为那些国家在基本上属于所谓的霸权国家。
　 　
    那麼，我們到底如何把日本這麼一個國家在全球許多霸權國家中予以自我認同才好
呢？。 

    中文所用的「國」这个汉字原来意味着「在一定的城墙里面具备各种武器」，而在日
文，「クニ ( k u n i，漢字使用「国」 )」只指一定的地域，至于「サト ( s a t o ,漢字使用
「里」)」也只是意味着一定的生活空间而已。我们早已都无意图地把以前使用的「國」
改用「国」这个日式简体字体，这虽然是我们的汉字简化的结果，不过，还是个我们日
本人智慧的所现。于是，我们要自我认知的是，我们的国家有史以来在历史传统上一直
是个非霸权性的国民国家，最适合于使用上述「クニ(kuni，漢字使用「国」)来表示。 　

    这里所谓的「国民」的内涵绝不该是根据于偏狭的纯血主义的。我们日本因为处于中

国和美国这两大国之间的、地政学上所谓的干涉地带，所以，绝对不要采取敌视任何一

个外国的政治体制。而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们今后必要把一个比宪法或者安全保障条

约还高次元的理念当做其国是（国家展望）而进行国家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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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笔者要对我们日本的国是有所说明，这则国是根据圣德太子在其《宪法十七条》

表示的「和」和「まこと」(makoto,  漢字使用「誠」)这两个理念，迈向22世纪的世界。
当笔者说明它的时候，同时也要把下述三个事项――(1)席卷整个世界的西欧以扩大为性
的政治情念；(2)中国这么一个超过两千有余年历史的、富有帝国性的特殊国家和我们日
本之间的传统关系；(3)属于日本人本身的、富有特异性的历史体验。

    现代的先进国家都维持其军队，具有军备，也拥有军需产业，不但如此，把自己做出

来的武器出口到国外，不但准备战时体制，也有时候不辞设定以所谓的假想敌国的存在

前提的国家体制。不过，我们日本从过去的整个世界的历史来看，日本是一个能够以非

霸权为国是的、富有侥幸的国家。 　
    既然如此，我们最好要以迈向非霸权国的「和」国之姿，努力当一个在世界文明中拥
有特异而贵重的「文化」国家，为了明确这则国是，我们最好再一次向世界这则「和」
国国是，同时也要统合国论，融合民情。而这个理念的祖型乃是圣德太子也曾经在其
《宪法十七条》所倡导的「和」的精神。

    这套《宪法十七条》是一篇古代文献，毕竟是个在一定的历史状况之下才产生出来

的，所以，当然难免有些思想上和表现上的限制，不过，该文献所含有的国家观、和平

思维、宗教观、人类観等多种平等思想在现在也含有许多根据普世价值的有益性。而藏

身于「和」理念的背景的佛教教理体系乃是被视为圣德太子著作的《三经义疏》，它是

由《维摩经》（男性理念）、《胜鬘经》（女性理念）和《法华经》（综合理念）而构

成的。还有，现世的  「和」在彼岸就成为一个属于个人的、内面的的理念，那就是净土
佛教。 　

    这套《宪法十七条》特别细腻地解释经营国家的要谛，可算是一篇为了「公人」而存

在的指南文献。这里暂时不做详细的说明，笔者要特地指出的是，《宪法十七条》所暗

示的富有日本特色的独立国家不外乎一个以「和」和「まこと」(makoto,  漢字使用
「誠」)这两个理念为核心价值的文化国家。

    而这个「まこと」(makoto, 漢字使用「誠」)的理念乃是立脚于佛教的、以平等为前提
的人类观，也是个「こころ」(kokoro,  漢字使用「心」)能够超越民族之间和宗教之间的
各种相异，对于人类所具有的情念怀有深厚的自省精神，也尊重人和人之间的信赖。然
后，对于国家之间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必须要志向所谓的“win-win”(双赢)的关系。其
实，《宪法十七条》第六条就有这么一句话：「无匿人善，见恶必匡。」既然如此，我
们最好要靠着这颗精神，凡是怀有身为日本人矜持的人只要看到任何一种不公义或者悖
于正义的情形，假使对方是朋友或者友邦，必须要加以该有的批判，但是，眼看自己曾
经受惠过的国民或者个人遇到不幸或者混乱之际如果心怀暗喜的话，这绝不该是立脚于
「まこと」(makoto, 漢字使用「誠」)的「こころ」(kokoro, 漢字使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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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在这里以为前提的是，假使今后也在这个作为此岸世界的历史世界中，人类的
基本情念不会有变动，而每个国家不会放弃政治斗争，以及作为其利器的军备。根据这
个基础上，笔者还要再下面把一些重要的所见说出去，来当作一个理念。这些所见都是
笔者一边远望22世纪以后的日本的将来，一边希求实现、培育「和」的世界，根据日本
国独特的「和」的理念而思考出来的。

IV 「和」的理念
 ◎「和」的所谓的‘和训’(用日语非汉语系原有词语来解释的意思)乃是「やはらぐ
(yawaragu,意思是「柔软起来」)」，具体涵义是，不拘泥于宗教教理的 “柔软思维”，它
把宗教性的价值是为一个属于每个人内面的事情。「和」同时也在人际关系上是一个不
具有根据宗教的任何一种歧视意识的思维。这些来自宗教的区别其实都是历史性的缘起
所产生的，而意识形态化的宗教情念其实对「和」的理念来说是个最大的否定概念。这
是圣德太子之所以把其《宪法十七条》第一条所提倡的「和」放在第二条所重视的佛教
的更上面。 

◎「和」乃是一个原理能够把各种宗教和民族性意识形态予以扬弃，而在日本里面，达
成民族性的情念（与神道教有关的，是一颗根据对自然的畏敬心的、尊重社稷的精神）
和普遍教理（佛教）之间的共存。而圣德太子在历史上用象征性的手段来实现了日本原
有的神明们跟新来的仏菩萨们之间的宗教意义上的分居和共存。根据他的思想，各种宗
教必须要在这个「和」的理念之下有所共存。 

◎「和」在国家关系中是个平等观，不拘泥于以支配／被支配为前提的上下关系，即是
以非权威、非霸权为宗旨的主义。这意味着虽然我们可以研究、理解日本以外的国家的
各种战略，但身为一个以「和」为国是德国甲，我们必须要一直维持其与外国之间的友
好关系，也要从“战略”上的观点来回避参加世界的政治，包括邻国的政治在内。尤其要
提醒自己的是，假使是我们的 “友好国家”，毕竟还是外国，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不慎被
卷入到其战略上的失败的话，很可能把恒常性的祸根留给自国的安全。 　　　
    笔者认为国家之间的平等观根据于贯通《宪法十七条》每一条的人类的平等观，而
「和」的理念在个人是个该实现的德目，与此同时，它也是国家体制上的核心理念，在
世界政治史上自然成为能够永续的、具有理想的政治遗产。 　　 　

    笔者把上述这些「和」国的相关理念视为整个日本国民该共有的精神资产，而把它公
表给国际社会，来综合地推进笔者所谓的“善民”外交。凡是具有错误的任何打仗向来都
是在一群各界领导人们的判断和命令之下进行过来的，而那些政治人士都不例外地忠于
一些怀有政治、经济或者宗教意识型态的利害集团的意愿。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后千万
不要当个这么一种国民被上述那些各界领导人们予以工具化，同时也被充满着偏见的爱
国心予以动摇，却必须要跟海外许多期望国家和平与经济繁荣的“善民”之间促进更多的
互相交流。而这里所谓的“善民”的意思是，「怀有一颗坚定的批评精神能够自觉凡是狭
溢的爱国心总是导致民情的劣化，也造成出来国家之间的误会和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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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和」为国是的日本必须要怀有一个大局观能够俯瞰东西双方的文明，迈向22世纪
以后的未来，一边好好遏止排他性高的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渗透过来，一边继续促进日中
美三国之间的“善民互相交流”。

附记：什么是缘起史观？
    这里所谓的「缘起史观」乃指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立脚于它的世界观，而前者根据佛

教所说的缘起观而针对历史上的诸现象排除任何固定性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性的先入之见

来综观历史的思维模式。这也是一种思维行为不断地把各式各样的历史解释和历史解释

本身予以相对化。只要我们立脚于这个统合性的世界观，就可以把自己所属的国家予以

相对化而能够让我们超越于把许多国际问题局限或者切割于政治、经济的领域来予以讨

论的偏见、断见

    缘起史观所根据的缘起观本身关联彼岸和此岸的整个面相。 值得一提的是，此岸（三

界＝欲界、色界、无色界）乃是由「我」认知的世界，宏观和微观这两种「我们」的认

知领域的极限。「我」乃是个行为的认知主体，在这里身体行为＋语言行为＋意思行为

都是同时协动的。「我」的想法由语言（音声、符号、文字、身体行为等）而表现出来，

而这个语言在政治上通过领导人的癖性、命令、各种法令、条约、操作信息、故意的误

报、阴谋文件、修辞等而动用人类组织，不但如此，建设或者破坏各种物质性的构造

物。从这个观点来说，我们可以判断能够在歴史上带动世界的主体乃是对人类的情念与

组织、物质之间当个中介的语言(信息)。 　

    根据佛教的智见，不管地球上的诸现象、太阳系宇宙、银河系宇宙、黑暗的物质世界，
这一切都是此岸 （三界）世界的认知领域。而作为一个世界观，缘起史观在于作为缘起
内容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行苦、涅盘寂静）之中，把涅盘寂静所具有
的宗教性（彼岸性）予以抽象，限于此岸、现世的相关认知。即是，从「诸行无常、诸
法无我、一切行苦」衍生而有所结果的缘起的诸性格就把缘起史观构成出来。值得一提
的是，一切行苦意味着「只有我们人类肯定我们从根源起都不过是个苦恼（无明）的存
在，才能够是人类。」
    笔者在此根据佛教学上的基本定义，用一般词语来把缘起史观的一些特征摘要如下：

1.是一种生成史观：
    这是根据「诸行无常」这个佛教的时间观。因为缘起观不是「存在论」而是 「生成
论」，所以，作为时间论，它是个能够含有从无限的过去起迈向到无限的未来的三世
观。反之，过去两千年以来的西欧史的四项特征，以要言之，是个广义的「存在论」的
历史，它在统合犹太、基督这两个宗教所仰的(God,唯一神)和希腊思想的基础上，还把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4)的神哲学思想合体起来的，也是个立脚于‘支
配与被支配’、‘有无’、‘善恶’、‘好恶’等各种原始性概念的，以二元论为主的对立性思
维模式。虽然这种思维从政治和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直把正负双面的影响带来给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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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但从缘起的观点来看，我们就可以肯定它同时也是个原动力能够带来我们今天所
享受的、近代以来很明显的发达过来的各种科学和工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一些词
语的概念（例如：自由、平等等）有所演变也是个属于当然的事，因为一切乃是诸行无
常。 　

    缘起史观对历史的认知是，因为它是个生成史观，所以，在任何意思上，历史不会重

演。生成史观的时间论不是像基督宗教所倡的那种从现在起到未来的单方向的、直线性

的时间观，也不是像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反对它而提倡的所谓的‘永恒轮
回’的时间观，还不是所谓的圆环性的时间论，更不是波动性的反复说。如果敢把它予以
具体形象来譬喻的话，那是个从无限的过去起迈向到无限未来的、带着螺旋之姿而延伸
下去的时间观。 

2.「一切」在连动：
    如果我们针对缘起用「诸行无常」来比拟它的时间侧面的话，也可以把「诸法无我」
来比拟为它的存在的侧面。换言之，关于一切「物、事」，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本身，
没有绝对的固定性。这里所谓的「一切」意味着以「我」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为元素
单位的、无数的「我们」所具有的关系的一切，而这乃是作为缘起史观的历史。在缘起
上，针对「来自支配与被支配、有无、善恶、好恶等的二元对立」，正在对立的双方全
面性或者部分性都有所连动。 

3.不做善恶相关的固定性的判断：

    这是对2的附加说明。佛教的缘起论是这么一个思维，把一切「物、事」分别为表层上

的意义（显意）和深层上的意义（密意），在这个基础上，认为各种对立概念互相是不

一不异的。佛教向来把这种思维方式叫「空观」。在缘起史观里面，历史性的场面的善

恶、正邪都在表层上的意义（顕意）上予以评估，而在深层上的意义(密意)上，善恶是

个相对性的「空」。 

4.被认知的世界时常在被演变； 

    作为「我」所客观的对象的世界(dharma/s；诸法）由于「我」的认知方法、被安置的

时间、被安置的状况而从多方面予以观察。这个模式就用「蚂蚁眼(微观)和鹰眼(宏观)」

或者「一水四见」等经典譬喻来予以说明。这在佛教被详述为「唯識觀」。 

5.物理性的事实和意思上的现实（佛教把这两者叫「事」和「理」）：
    事和理作为此岸世界的唯识性而在所谓的阿赖耶识（第八识, ālaya-vijñāna）中感应道
交。而在阿赖耶识这个舞台上，领导人各种心态（统率力、宗教性的感性、冷酷性、意
欲、怯懦、躁郁等）通过组织（国家）的法律体系和实际际上的间关系而深层上就把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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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耶识为中介而在表层上就把语言（信息手段）为中介，尤其是，一边刺激立脚于「我
们」的本能的「所有欲、想象性、支配欲」，一边通过组织系统来向其部属与幕僚组织
进行扩大地传播下去。这乃是一个国家的宰相的心态和为人之所以对其国民具有重大的
意义。

（天台教学和华严教学都是印度佛教在中国仏教历史上绽放出来的佛教哲学的精华。尤
其是，在华严教学 （重重无尽缘起）上，详细地叙述物理上的事实和意思上的现实一边
互相进入，一边无限地连动。而关于这个华严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尤其是对西欧的具体
贡献，已故铃木大拙博士(1870-1966)早有一些强调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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