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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丸山真男對「現代性」有獨自的見解，他用「近代」與「現代」倆個
概念來表述之，前者是指市民革命和工業革命時期，後者是指法西斯主義
時期，「現代性」包括了這倆個不同時期的特性。而且他沒有把前者與後
者完全割裂開來，反而認為後者正是從前者中孕育出來的，是前者走向頹
廢的型態。但同時又認為，「近代」形成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可以成為對抗
法西斯主義的力量。所以，他的課題是通過發揚「近代」的理念來克服
「現代」的頹廢。
丸山的思想史學最初採用了把儒教與近代理念對立起來的觀點，從而
對中國「現代性」作出了負面的評價。但後來改變了這種看法，那是因為
第一，孫文對國民意識改革的重視引起了丸山的共鳴；第二，竹內好關於
中國傳統的論述使他認識到傳統對近代化的重要性。通過比較研究和反
思，丸山深切認識到日本國民缺乏主體性，其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內在的信
念，外來思想的普世價值難以在日本「傳統化」。於是他把視點轉向貫穿
日本古今的文化結構性問題，關注如何在國民中樹立普世價值。因而也逐
漸擺脫「傳統與近代」「亞洲與西洋」的框架，對中國的評價有了新的視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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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ao Maruyama took an original view on modernity. He discussed it with
two concepts, i.e. modern times and contemporary times, and asserted that the
former referred to the period of people’s revolution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ile the latter denoted the period of fascism. Modernity includ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two different times.He did not completely separate the
former from the latter; instead, he held that the latter was a product of the former
but in a decayed form. In the meantime, he recognized that some ideas formed in
modern times such as freedom and democracy could be turned into power against
fascism. His agenda, therefore, was to overcome contemporary decadence by
promoting modern ideas.
Maruyama’s study on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early stage premised that
Confucianism and modern ideas were irreconcilable. This led to his negative
evaluation of Chinese modernity. He, however, modified this view later on. The
first reason for his change is that Maruyama resonated with Sun Yat-sen’s
emphasis on the reform of people’s consciousness. Second, Yoshimi Takeuchi’s
discourse pointed out how criticism and succession were intertwin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 This made Maruyama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rough his comparison and introspection, Maruyama came to a
strong conviction that Japanese people lacked an independent identity and he
attributed it to their absence of inner faith. As a result, the universal values of
foreign ideas were hard to be blended into the Japanese tradition. He then shifted
his focus to the structural problem of the Japanese culture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and became interested in establishing universal values in the
Japanese mind. Consequently, he freed himself from the framework of tradition
versus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Asia versus the West and embraced new
viewpoints to evaluat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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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言
「現代性」用英文來說就是 Modernity。一般是指起源於歐洲文藝復
興，經歷了市民革命和工業革命的西方現代社會的性質，其特徵以工業
化、世俗化、理性化、民族（國民）國家及其相關體制為標誌。東亞的
「現代性」基本上也是參照了西方「現代性」的模式，具有與西方共通的
指標，但也保留了一些儒家的傳統。關於一般所說的「現代性」，丸山真
男（1914-1996）有獨自的見解。他用了「近代」與「現代」兩個概念來表
述，前者是指市民革命和工業革命時期，後者是指法西斯主義時期，「現
代性」包括了這倆個不同時期的特性。而且他沒有把前者與後者完全割裂
開來，反而認為後者正是從前者中孕育出來的，是前者走向頹廢的型態。1
這裡顯然包含著對「近代」的批判視點。但他同時又認為，「近代」形成
的自由民主、法律至上、合理主義等觀念──即「近代思維」已得到高度
的提煉並滲透於社會，可以成為對抗法西斯主義的力量。所以他的現代課
題，是致力於「近代」的揚棄，也就是通過發揚「近代思維」來克服「現
代」的頹廢。
在戰爭時期，丸山主要致力於發掘日本的「近代思維」，其分析採用
了儒教與「近代思維」相對立的圖式看問題，從而對中國「現代性」作出
了負面的評價。2到了戰後，丸山在追究法西斯主義的問題時，注意到「現
代」的頹廢正以「大眾社會化」的形態繼續延伸，並認識到日本還未充分
實現「近代」的課題，就迅速步入「大眾社會」。特別是一九五○年代中
期以後他痛感到，國民的主體性和自律精神的成長不僅沒有跟上戰後的民
主制度，而且與民主主義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在一九六○年日美學者討論
「近代化」的箱根會議上，丸山提出了自己的近代化觀，認為「近代化」
丸山真男：〈政治学に於ける国家の概念〉，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1 卷（東京：岩
波書店，1996 年），頁 31。
2 丸山作出這種負面評價，除了受黑格爾的影響之外，也受了五四新文化運動期批判儒教
的中國學者的影響，從這個視角來判斷中國的「停滯性」。丸山真男：〈あとがき〉，
收入氏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52 年），頁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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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資本主義、產業化和高科技，還應包括精神方面的國民主體性的形
成。從這個觀點來批判日本的近代化偏重於產業和技術，壓抑了獨立自主
的人格的成長。3他還將革命分為三個層面來把握，一是社會革命，二是政
治革命，三是文化革命或精神革命。4認為日本雖實現了政治革命和社會革
命（仍有未完成之處），但在精神革命方面明顯滯後。5以此跟剛成立的新
中國相對照，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己過去對中國的負面評價。
六○年代以後，丸山集中追究日本精神革命滯後的問題，並從中認識
到傳統對「近代」的揚棄具有重大意義，因而其關心點也逐步擺脫「傳統
與近代」「日本與西洋」「亞洲與西洋」的對立框架，轉為探討如何使橫
貫人類縱貫古今的普世價值在日本思想中紮根。隨著他的現代課題在內容
結構上發生的這些變化，他對中國的正面評價也增加了。6

貳、 發掘日本自身的「近代思維」
丸山真男早在他的學問生涯之初，就開始批判近代的問題了。他的人
生僅僅在少年時代感受過大正民主主義的氣氛，而從十七歲高中一年級
起，就已經歷從滿洲事變到侵華戰爭的狂亂時代，目睹了大量知識分子
「轉向」法西斯主義，大量民眾自發地協助國家權力去壓制反「國體」的
言論，敢於抵抗法西斯潮流的教授接連地受到右翼的攻擊和權力的鎮壓。
這些時代體驗使丸山對近代產生了批判的視點，他在大學三年級寫的懸賞

丸山真男：〈個人析出のさまざまなパターン〉，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9 卷，頁
377-382。
4 在 1989 年跟中國留學生的聚會時，丸山談起了戰後日本出版的柯嵐‧布林頓（Crane
Brinton, 1898-1968）《革命的解剖》，並據此闡述革命的法則，其中談到了革命的三個
層面。丸山真男手帖の会（編）：《丸山眞男話文集 4》（東京：みすず書房，2009 年
），頁 302。
5 丸山認為日本的近代化是選擇性的，只著力於富國強兵＝即工業化和軍事化，而壓抑了
社會革命、特別是精神革命，結果導致了超進步的工業化和超反動的社會關係和國民意
識滯後。
6 丸山真男的本行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幾乎沒有專門論述中國的文章，只有一些關於
孫中山的論文和座談會上的發言，他對中國「現代性」的看法主要表現在他的日本論，
或日中比較論之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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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政治學中的國家概念〉中指出：「今日全體主義國家的觀念正風靡
世界，但究其核心，那正是它表面上痛擊的個人主義國家觀自身的極端發
展形態。」7這裡的「個人主義」是指「近代」的國家觀，「全體主義」是
指「現代」的國家觀，後者是前者本身孕育出來的頹廢形態。雖然他承認
「近代」的自由民主等理念已滲透於社會，但因為相信思想都帶有「被存
在拘束的性質」，所以對那些「近代思惟」的評價基本上是消極的。但當
上東京帝國大學法學部助手以後，他轉為發掘「近代」的理念來對抗「現
代」的法西斯主義，這就是丸山思想史學的開始。8
丸山思想史學在開創期的代表作是戰爭期間寫的兩篇徂徠學研究論
文，第一篇是〈日本近世儒學發展中徂徠學的特質及其同國學的關係〉
（昭和十五年，1940），第二篇是〈日本近世政治思想中的「自然」與
「製作」──作為制度觀的對立〉（昭和十六年，1941）。9兩篇論文都是
通過詮釋徂徠學，來尋求日本內部產生的「近代思惟」的萌芽，給人一種
強烈追求近代化的印象。這並不意味他放棄了對近代的批判，而是當時嚴
峻的歷史背景，促使他對近代形成的自由民主理念的評價從消極轉為積
極。
當時世界出現了一股反近代的思潮。在日本文化界表現為「近代超克
論」，認為英、美、法所代表的近代的優越性已經崩潰，歷史走到了要以
新文化取而代之的轉折點。「近代超克論」認為：打倒過時的自由主義的
各種意識形態，協助建設以德、意、日為軸心的世界新秩序，才是知識分
7
8

9

丸山真男：〈政治学に於ける国家の概念〉，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1 卷，頁 31。
審查人指出，同一個「近代」為什麼會產生出正面價值，又孕育出頹廢的形態？按筆者
對丸山的理解，思想理念與歷史現實並不是同一個層次的，思想不僅僅是現實的反映。
儘管他起初對思想的超越性認識不足，但他逐漸認識到，近代在市民革命中產生出來的
自由、平等、民主理念屬於思想層次，具有超越於歷史的普遍價值。而近代所誕生的社
會是一個以私有財產和分工為特質的商品生產的「欲望的體系」，這屬於現實層次。歷
史的現實隨著自由競爭走向壟斷和無產者階層的出現，這個「欲望的體系」便漸漸脫離
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走向法西斯全體主義，頹廢是由此孕育出來的。筆者認為大
概可以說，所有超越歷史的普世價值都是從歷史中產生出來的，而所有歷史中的現實都
有可能孕育出頹廢。
這兩篇論文收錄於《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書，1952 年由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1983
年東京大學出版會出版了此書的新裝版。2000 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了王中江翻譯的中
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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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使命。這種論調不僅表現了國際上軸心國與國際聯盟的對立，而且背
後有日本的「國體」意識形態──「皇國」優越觀和法西斯全體主義作支
柱。丸山認為這正是他所批判的那個近代走到頹廢階段的思想意識。當時
日本也有少數知識分子敢於以自由民主等理念來抵抗現實的潮流，這使他
重新評價近代思想的力量，並要通過擁護「作為理念的近代」來抵抗法西
斯主義。「近代超克論」思潮，把「近代」視為與日本無緣的東西，把之
作為給日本帶來一切社會弊端的「替罪羊」，同時又鼓吹和美化一種與
「近代」無緣的「東洋（日本）精神」。丸山那兩篇論文的動機，就是試
圖打破這兩種「近代」無緣論，並且闡明近代並不是西洋獨有的，德川時
代的思想內部也有產生近代萌芽的可能性。
當然丸山知道在德川時代的日本社會，近代因素非常貧乏，幾乎沒有
條件形成市民的抵抗思維，所以他只能著眼於政權意識形態的自我解體。
他認為德川政權的意識形態就是朱子學，因此想通過考察朱子學的自我解
體過程來追尋日本近代思維的萌芽。在德川時代的儒教裡，荻生徂徠
（1666-1728）是對朱子學進行解構的典型，丸山便把徂徠學看作是朱子學
體系走向崩潰的象徵。丸山對徂徠學的詮釋主要有兩個論點。第一，指出
朱子學中自然法（天理）與人倫道德屬於同一法理的思想體系使德川體制
被固定為不可改變的自然秩序。但隨著日本社會的發展，朱子學的適應性
漸漸喪失，所謂自然秩序就失去了平衡。於是荻生徂徠便對朱子學進行改
造，把屬於同一法理的自然法與社會秩序分離開來，這就使現實的封建制
度失去了自然法的永久保障，變成可以打破的。同時，徂徠還把倫理與政
治也分離開來，一方面使「聖人之道」完全政治化，政治脫離了天理的束
縛。另方面又使道德修養完全變成私人的事情，開拓了倫理自由的可能性。
這一點被日本的國學（儒教的敵對者）所繼承。第二，闡述了徂徠把朱子
學中來源於天理的「聖人之道」，轉換成由聖人「製作」之「道」，指出
其意義在於把人工的「製作」奠定為形成秩序的基礎，開拓了人的主體性
的立場。以此評價徂徠學是日本「近代思惟」的萌芽。10

10 徂徠學的革命性當然具有普遍的價值，但首先應在日本的歷史脈絡中理解。當初德川政
權需要利用儒教把戰國期的流動關係以身份制來凝固化，林羅山等儒者通過運用朱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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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態度上，丸山表明自己的研究抱有對抗法西斯歷史學的「超學
問的動機」，力圖通過對德川時代的實證來說明，「任何磐石般的體制其
內部都具有走向崩潰的必然性」，11他把這個研究看作是一場戰鬥。但結果
卻無意識地描繪了一個朱子學與近代思維完全對立的畫面，闡述了日本在
近代化方面比中國先進的觀點。南原繁（1889-1974）看了他的論稿之後
說：「朱子學應該有更好的方面」。丸山當時沒能對恩師作出有說服力的
回應。12這裡確實有很多問題，丸山在戰後作了多次反省。
其反省可歸納為如下幾點：（1）對「亞洲停滯論」的反省最早見於一
九五二年。他承認自己深受黑格爾（G. W. F. Hegel, 1770-1831）的影響，
描述了一個與「停滯」的中國相對照的，雖落後但並不停滯的日本，這一
點是「最明顯的缺陷」。13（2）無視了日本儒學與東亞各國儒學的相異。
大概於六○年代中期，他談到自己沒有把日本朱子學中的「日本特徵」考
慮進去，而把江戶時代前期的朱子學看成是「最純粹（從中國）直接輸入
的朱子學」，其實林羅山也好山崎闇斎學派也好都對朱子學作了明顯的修
改。14（3）對歷史進化思維的反省也在同一時期。他說自己在論文中預設
的前提是，江戶時代初期「朱子學思維方式」作為體制意識形態已普及於
社會，而其適應性從十七世紀後半起就漸漸崩潰了，遇到了古學派和徂徠
學的挑戰。但仔細考證可知，德川政權只是為了使戰國狀態安定化，利用

11
12
13
14

中的自然法與人倫道德貫通的思想體系，來把德川體制上下等級森嚴的身份制解釋為先
天固定的自然秩序，這就使「天理」下降為等級制度的層次，在此已將中國朱子學「天
理」中超越的規範性甩掉了。徂徠把社會秩序與「天理」分離開來，實際上是擺脫了使
德川秩序固定化的自然秩序，他提出聖人「製作」的理論，帶來了人為的改革秩序的可
能性。所以，對於日本的朱子學來說，徂徠學具有革命性。但是，對於中國的朱子學來
說，聖人的「製作」並不是新鮮學說，「禮」和「道」本身就是聖人、或人格完美的統
治者「製作」的。問題在於是否依據「天理」。中國朱子學的聖人「製作」是依據「天
理」的，而徂徠雖然把秩序與「天理」分離，也保留了「仁政安民」的規範，但接續到
國學則演變為「人欲即天理」，這意味著現實不需要超越的規範來制約。現實脫離規範
的制約，正是戰後丸山所追究的日本思想的致命問題。到了 60 年代，丸山對朱子學所
具有的超越的規範性是正面評價的。
丸山真男：〈あとがき〉，收入氏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8。
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眞男回顧談（上）》（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
），頁 228。
丸山真男：〈あとがき〉，收入氏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7。
丸山真男：〈英語版への著者の序文〉，收入氏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1983 年新裝版），頁 40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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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朱子學而已。實際上，儒學直到十七世紀後半以後才開始滲透於社會，
而且儒學的核心範疇直到幕末都沒有崩潰。丸山承認自己因套用了進化論
的公式，沒能正確反映具體事實。15（4）對歷史主義的反思始於五○年代
中期。歷史主義把思想觀念只看作受存在拘束的歷史的一個場面、或某個
歷史發展階段的反映。他說自己當時受歷史主義的發展立場束縛，對朱子
學的價值本身不能作出超越的判斷。

參、 對儒教的內在理解和對國民意識的注重
據松澤弘陽（1930-）的證言，丸山說他的朋友永山正昭（1913-1994）
曾批評他過去的論文（應是指徂徠學論文） 缺少了對思想的內在理解。所
以，從福澤諭吉（1835-1901）研究起就開始注意「內在的理解」。 16一九
四二年他寫了第一篇福澤研究論文，題為〈福澤諭吉的儒教批判〉。開篇
就指出，滲透於日本人精神內面的儒教，並不是儒教的思想體系，而只是
一些與封建身份相關的概念，比如諸侯、大夫、庶民等表達上下貴賤的範
疇。這些範疇被套用於日本的世襲身份制，作為把握社會關係的「思維範
型」（Denkmodelle），已變成日本人的一種「生理上」的習慣，所以封建
制度消滅以後還頑固地繼續存在。17丸山的這一認識，為他後來把作為日本
人「思維範型」的儒教與作為思想體系的儒教區別開來埋下了伏筆。
而且，丸山在闡述福澤為倡導西學和打破封建意識而堅決跟儒教作鬥
爭時，雖然引用了最激烈的語言來說明福澤要「一掃腐儒的腐說」，徹底
顛覆「古來的學說」，但他是把福澤的儒教批判分為「掃除破壞」和「經
營建置」倆個時期來把握的。關於「掃除破壞」時期，指出其批判特徵主
要採取「揭露意識形態」的手法，對儒教不是從其思想的邏輯性，而是從
其機能性來批判的。而關於「經營建置」時期，他承認福澤的儒教批判是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401-402。
東京女子大學丸山真男文庫（編）：〈解説〉，《丸山真男集 別集》，第 1 卷（東京
：岩波書店，2014 年），頁 409。
17 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收入《丸山真男集》，第 2 卷（東京：岩波書店
，1996 年），頁 140-141。
15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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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歇性」的，基本上只限於政府利用儒教來壓制西學教育和排外思潮上
升之時。18還引用了福澤的如下一段話：
我輩一味排斥儒教主義的原因，絕不是因為認為其主義有害，周
公孔子之教提倡忠孝仁義之道，不僅沒有一點可非難，而且作為
社會人道的標準是應該敬重的。19

之所以排斥之，是因為現在的儒教已「改變了原來的本性，達到了腐敗的
極點。」20
丸山還指出，福澤在批判儒教的同時，承認了儒教在歷史上的「妥當
性」。21可見，丸山透過福澤的視線，開始意識到日本對儒教的接受方式中
存在問題。這為後來把日本的儒教與中國的儒教區別開來，並注意內在地
理解中國儒教，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另外，丸山曾在徂徠學論文中，評價徂徠把作為自然秩序的「聖人之
道」轉換成聖人「製作」之「道」是近代性，但在徂徠學的秩序觀裡只有
聖人和君王的「製作」，並沒有人民「製作」的思想。儘管如此，丸山按
照西歐的模式，認為近代化一般都經歷從自然秩序到人為秩序的過程，而
人為秩序必然會從絕對王權走向人民主權，表現了一種直線進化論的樂
觀。但經過研究福澤諭吉，他獲得了另一種觀點，就是注目於民眾。當時
日本已對中國展開了全面侵略，大多數日本民眾缺乏獨立主見，糊塗地追
隨以天皇為頂點的「國體」去參加侵略戰爭。丸山是在這種背景下讀到福
澤對日本社會的批判的。特別是，早在明治時代福澤就已指出「日本傳統
的國民意識中最缺乏的是自主人格的精神」，並提倡「獨立自尊」的精神

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頁 142-143、151。渡邊浩認為，福澤不是批判
儒教本身，而是批判日本政府對儒教的利用和曲解。渡邊浩：〈儒教と福澤諭吉〉，
《福澤諭吉年鑑》，第 39 號（2012 年 12 月），頁 105。
19 福澤諭吉：〈儒教主義の害は其腐敗にあり〉，收入《福澤諭吉全集》，第 16 卷（東
京：岩波書店，1971 年），頁 276-277。
20 福澤諭吉：〈儒教主義の害は其腐敗にあり〉，頁 276-277。
21 丸山真男：〈福沢諭吉の儒教批判〉，頁 155-156。當然，承認儒教在歷史上的「妥當
性」也只不過是一種歷史主義的評價。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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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22丸山感到共鳴和震憾，因為相距丸山生活的時代，明治維新已過了
七十多年，但日本民眾在自主人格方面依然沒有成長。這使他意識到人民
「製作」並不是自然進化就可達到的，「近代思維」的問題沒有那麼簡
單。所以，他的思路轉為注重國民意識的改革。
後來丸山考察日本近代國家的形成狀況時，顯然運用了福澤注重國民
自主精神的觀點。一九四四年他發表的論文〈國民主義理論的形成〉採用
了「國民主義」來解釋 Nationalism，是由於他認為 Nationalism 到了一定階
段就需要跟個人的自主性緊密結合。23但日本的這種結合充滿挫折。此論文
原本是想通過考察明治以後的民族主義的發展，來追究國民主義理論是怎
樣變成了國家主義理論的。24他預定要寫的內容大體是，從明治初期的啟蒙
運動到自由民權運動，其間出現過人民參與秩序的「製作」，比如誕生了
不少私擬憲法，但隨著帝國憲法的成立，人民「製作」的邏輯就被消滅
了，指出那是國民主義被壓制和消失的過程。但遺憾的是，他剛寫完作為
國民主義「前奏期」的德川末期，就被徵兵了。儘管沒能寫到明治時期，
但他已得出一個結論，那就是幕末的變動並沒有帶來早期國民主義的發
展。冷峻的歷史實證，讓他痛感到日本國民的政治主體性難以成長，這個
問題意識延續為他戰後最重要的課題。

肆、 國民的自主精神與中日近代化
在思考日本的問題時，丸山也很關注同時代的中國，特別是從國民意
識改革的視點去看中國的情況。一九四四年他被徵兵後，很快就因病被解
除了兵役。同年年底便開始研究孫文和梁啟超等近代中國文獻，並為高橋
勇治的著作《孫文》寫了書評。他在書評中說，我們需要「內在地」理解

22 丸山真男：〈福沢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2 卷，頁 220-221。
23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324。
24 丸山真男：〈あとがき〉，收入氏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9。這篇論文因為
只寫到德川末期，所以後來改題為〈「早期」國民主義的形成〉（〈国民主義の「前期
的」形成〉），收入於《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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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義，所謂內在的理解就是要「把握孫文自身的問題意識」。25
一九四六年四月，丸山在東洋文化研究所作了題為〈孫文與政治教
育〉的公開講演，在講演中指出日本人對三民主義的誤解主要是因為缺乏
內在的理解。他認為孫文（1866-1925）貫穿一生的問題意識，就是力圖把
一盤散沙的人民改變為具有政治意識的國民：
孫文的第一課題，是要讓只享有非政治的自由、只意識到自己是
被統治者的國民大眾，理解到自己是承擔國家大事的主體，產生
出一種把國家和政治視為己任、並主體地去承擔的精神。26

其政治教育的目標，就是要「將只有被統治者意識的個人培養成政治的國
民，即把政治作為自身之事而參與的國民」。「換句話說，就是使全體人
民政治化，即讓政治變成人民的東西，同時讓政治人民化，讓政治與人民
的全部生活結合起來」。通過對三民主義的內在把握，他理解到孫文是把
「民眾意識的改造」作為中國革命的核心課題的。27這一點正是他敬佩孫文
之處。丸山也曾在一九四三年關於福澤的論文中說過，日本民眾的最大問
題是，「國民的大多數僅僅是作為政治統治的客體而順從於被給予的秩
序」。所以日本最重要的課題，是培養每個國民的政治主體意識，使民眾
「由單純被動地接受外在給予之秩序的人，轉變為能動地參與秩序創造的
人」。28因此他對孫文的政治教育很有共感，認為這對日本戰後改革是一個
重要的啟發。他在一九四六年五月發表的論文〈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
理〉，就是重啟「國民精神的真正變革」29的宣言。
丸山在回顧自己的民族主義研究時說，他從孫文那裡「學到了民族主
義與民主主義的結合」。30這一點成了他把握亞洲民族主義的指標。一九五

25

丸山真男：〈高橋勇治『孫文』〉，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2 卷，頁 271。

26 丸山真男：〈孫文と政治教育〉，收入《丸山眞男集 別集》，第 1 卷，頁 88。
27
28
29
30

丸山真男：〈孫文と政治教育〉，頁 90、93-94。
丸山真男：〈福沢に於ける秩序と人間〉，頁 220。
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3 卷，頁 18。
松澤弘陽、植手通有（編）：《丸山眞男回顧談（下）》（東京：岩波書店，2006 年
），頁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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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丸山在分析日本民族主義時指出：「日本的民族主義，受其社會構
成、政治構成乃至文化構成的影響，一方面不同於西歐的古典民族主義，
具有與亞洲型民族主義共通的因素，另方面又具有與中國、印度、東南亞
諸國的民族主義截然不同的特性，這一特性可以看作是歐洲民族主義的一
個變種型態」。31這裡所說的「西歐的古典民族主義」，是指跟人民主權相
結合的「近代」民族主義。而所謂「變種型態」，是指日本沒有經過「近
代」民族主義就早熟地步入「現代」帝國主義。
丸山認為，日本的民族主義不僅沒有跟社會革命內在地結合，而且對
社會革命及其潛在因素都加以壓制，早早就放棄了人民解放的課題，國民
主義迅速轉向國家主義乃至超國家主義，這是嚴重關乎國民精神結構的問
題。32與之相對照，他指出「亞洲型」的民族主義具有另一種共同的歷史特
質。亞洲諸國本來都是比較封閉的社會，因受到外來的武力打擊或威嚇而
被強制編入國際社會。面對這種衝擊，先是表現出一種「早期的」民族主
義，即統治階層為維護既有的特權和舊體制而採取守舊排外的防衛性政
策，其結果是蒙受帝國主義列強的集中蠶食，甚至淪為殖民地。但這個悲
慘命運反而使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主義運動與改變舊體制的革命運動
結合起來了。「民族主義與社會革命的一貫的內在結合，在今日中國表現
得最典型。」33通過中日兩國在社會革命和民眾意識改造方面的差異，丸山
看到了民族解放運動時期中國具有比日本更強的「近代」性。
在中日近代化的比較方面，丸山突顯出以民眾為主體的價值判斷標
準。這首先是他對日本近代化的批判視點。他認為，近代日本以帝國憲法
和教育敕語為轉折點，「國體」成了日本的軸心，只吸收能服務於「國
體」的外來文化，而排除一切不利於「國體」的意識形態或制度，這是明
治二○年代以後的近代日本的特色：
大體可以說，對近代化進行了區分使用，在意識形態方面實行鎖
國，在技術方面實行開國，是近代日本的特徵。最極端的表現
31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5 卷，頁 58。
32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頁 66。
33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ナショナリズム〉，頁 61-62、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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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便在一九三○年以後的軍國主義時代，技術上也是開國
的。34

丸山把這種形態稱作「帶括號的近代」。一九五二年他在反省早期的徂徠
学論文時說，把經歷了「帶括號的近代」的日本，跟「帶括號的近代」方
面沒有成功的中國相比，如果從民眾基礎的觀點來看近代化的成敗，今日
確實顯示出了相反的對照。「為何日本在東洋第一個成功地建立了近代國
家？」這種設問有必要進行反思。35因為他看到中國在五四運動以後，不僅
知識界和工商界的精英，而且各領域的民眾都廣泛而踴躍地參加打倒封建
軍閥和抵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戰鬥。相比之下，日本大多數民眾則是糊塗地
擁護「國體」而參加對中國以及亞洲諸國的侵略戰爭。
在〈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論文中，丸山揭露的根本問題是「作
為近代人格前提的道德的內面化」在國民中沒能得到推進，反而「日本國
家作為倫理的實體，成了價值內容的獨佔的決定者」。36所以丸山在觀察中
國時，尤其注目這方面的問題。除了評價孫文的民眾意識改革之外，最重
視的就是五四運動（指廣義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他說辛亥革命打倒了君
主專制的傳統，具有畫時代的意義，但缺乏廣度。而五四運動打破了文化
與大眾的隔絕，使辛亥革命開啟的民眾意識改革擴展到整個社會和文化領
域。如果沒有五四運動，就不可能有四九年革命的成功。不過新中國以
後，那些思想成果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出現了斷絕。他堅持一個基本觀
點，革命除了制度的變革之外，還需要有一種精神變革或文化變革，這種
變革不僅要在知識分子的層面，而且要在大眾的層面推進。這一點日本並
沒有做好，本來明治維新初期的啟蒙思想和自由民權運動都曾是謀求在大
眾範圍確立自由和民主的。今日的中國再以五四運動為原點，重啟國民規
模的文化變革，也絕不是歷史的倒退。37

34
35
36
37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12 卷，頁 116。
丸山真男：〈あとがき〉，收入氏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7-8。
丸山真男：〈超国家主義の論理と心理〉，頁 20-21。
1989 年跟中國留學生的座談，參見丸山眞男手帖の会（編）：《丸山眞男話文集 4》
，頁 290、292-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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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認為如果從政治革命、社會革命、文化革命三個層面來看，人們
對中國的一九四九年革命在社會革命層面的評價是過高的。因為四九年革
命主要是在政治層面實現了國民的統一和國家的獨立。而孫文三民主義的
民生主義則屬於社會革命，主張耕者有其田，並從那時已開始社會變革，
後來的中國革命也繼承了孫文的這個課題，但制度變革和社會革命的困難
在於「制度中的精神」難以改變。四九年革命主要完成了民族主義課題，
但社會層面未解決的問題堆積如山，作為社會革命是未完成的。38再從「制
度中的精神」來看，在文化層面五四運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提倡掃除文
盲、國民皆受教育，並已開始推進初步的義務教育，打破了知識與專制的
結合，「民主與科學」是畫時代的。但後來其成果未能得到很好的繼承。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種哲人政治，認為必須由最先進的人──先鋒隊黨
以鐵的紀律來領導無產階級大眾，唯有作為先鋒隊的黨才知道真裡，所以
只能由這個黨來給人民灌輸真理。在中國，柏拉圖（429-347 BCE）的哲人
政治和堯、舜以來傳統的聖人政治粘合在一起，便容易接受先鋒隊黨領導
一切的思維。39對於打破哲人政治的思維，五四運動的「民主與科學」具有
重大意義。
丸山的這種看法到了一九九○年代以後也基本上沒有變化。一方面，
他承認即便四九年革命以後中國共產黨所做的一切全都是錯的（他說這是
不可能的），也不能用虛無主義的態度來看近代中國。以孫文為代表的中
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就是要抵抗帝國主義、謀求中國的獨立，毛澤東也是
繼承這條路線的。他們把分裂成一團亂麻的中國統一了，並把中國從帝國
主義的桎梏下解放出來，取得了國家獨立。在這個過程中，因國民黨的腐
敗，民族主義革命轉為由中國共產黨主導，從這個意義上說，由毛澤東所
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實現了中國的統一和獨立是不可否定的事實。即便否定
大躍進、文革、下放等毛澤東所做的一切，那個使中國脫離殖民地化，達
成統一和獨立的革命成果也依然是存在的。但另一方面他認為，新中國成
立後，近代以來的文化成果經歷了不少挫折。問題在於馬克思主義取得權

38
39

丸山眞男手帖の会（編）：《丸山眞男話文集 4》，頁 302-303、308-309。
丸山眞男手帖の会（編）：《丸山眞男話文集 4》，頁 31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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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後就「國體化」了，先鋒隊黨成了一切真理的代表。40所以，丸山感到
中國需要重新確認五四運動的原點，由那裡重啟國民規模的文化變革。

伍、 傳統對於近代化的重要價值
丸山真男的視線轉為關注「傳統」，與竹內好的影響有重要關係。丸
山在四○年代末認識了竹內好（1910-1977），他們相互熟知對方的作品，
並有很多直接的交流與合作。一九四九年，丸山發表了〈近代日本思想中
的國家理性問題〉這篇論文，承認「在日本，朱子學中的自然法觀念成了
接受國家平等規範的媒介」。由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翻譯成漢文的《萬國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傳
入日本後，其自然法思想與宋學那種把正道的根據一方面設定在宇宙「天
理」中，另一方面設定在人的「本然之性」中的思想遙相呼應。「國際
法、國際道德的意義正因為借助了德川時代教養的共同財產──儒教的範
疇做媒介，才得以順利地被一般知識階層接受。」但同時指出，「以儒教
觀念為媒介來把握近代國際關係的方法，並沒有首先產生於儒教的祖國
──中國」。41竹內好對此評論說，丸山從意識形態的內部法則來追究中國
近代化落後於日本的原因，比那些直接把意識形態問題還原於物質的解釋
要妥當，但丸山沒有看到近代化的時間差異包含著質量的差異，並指出，
「連丸山這樣的學者也無意識地帶有日本人一向對中國的蔑視觀，從而妨
礙了他的正確理解。」42竹內的批評隱喻出丸山對中國的傳統缺乏內在的理
解（也包括無意識地把對日本儒教的理解投影於對中國的認識）。
竹內好給予丸山的影響是衝擊性的。通過學習竹內的中國論和中日近
代比較論，丸山不僅對中國有了新的理解，而且對傳統的重要性有了痛切

1991 年關於「現代中国と日本」的座談，丸山眞男手帖の会（編）：《丸山眞男話文
集 続 2》（東京：みすず書房，2014 年），頁 340、344。
41 丸山真男：〈近代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国家理性の問題〉，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4
卷，頁 11、13-14。
42 竹內好：〈日本人の中国観（1949 年）〉，收入氏著：《現代中国論》（東京：勁草
書房，1964 年），頁 18-1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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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識。在五○年代初，日本出現了談傳統的思潮，特別是一些左翼文化
團體熱烈主張發揚民族傳統。竹內好則認為日本人雖然大談傳統，但沒有
認識到自己本來就缺乏思想的傳統。關於傳統與近代化的互動問題，竹內
把日本和中國分成兩種類型。指出日本文化是缺乏主體性的奴性文化。比
如，「新」就是日本人的價值標準，「新」等於「正確」，這是日本人下
意識的心理傾向。總之要不斷追求「新」的，如果「新」的變成了「舊」
的，就得換成別的「新」的。那是不斷追趕先進者的「優等生」文化，在
那裡總是優等感和劣等感並存。從近代的轉折點開始，日本就對西洋抱有
決定性的劣等感，要做模仿和追趕西洋的「優等生」。「轉向」現象就是
日本這種特殊性格的產物，比如明治維新時的攘夷論者瞬間就轉向開國
論，昭和時代共產主義轉向法西斯主義，戰後又由法西斯轉向民主主義。
問題在於，每個「轉向」都沒有經過思想交鋒來作媒介，在「轉向」過程
中沒有任何失敗的感覺和反省的痛苦。43這裡指出的傾向顯示出日本近代化
缺少了跟思想傳統的抵抗互動。
與之相對照，竹內指出中國型的重要特徵是：「對過去傳統的否定，
在每個階段都產生出傳統的復甦，成為了生命力的新發展。」44那裡貫穿著
傳統的批判與繼承的辯證關係。還介紹了曾住在中國三年並親眼見證了五
四運動的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的中國觀。杜威承認五四運動具
有新精神的萌芽，並承認「那些新精神是從中國固有的傳統中自己形成
的，因而具有堅固的基礎。外來思想的影響只是引出自己內在的本質因素
的道具，並沒有損傷中國文化的獨自性。」杜威把日本與中國的近代作了
比較，認為「日本因為傳統的壓力太小，所以在汲取西歐文化方面容易成
功，但根底里的舊東西反而保存下來了。而中國因為傳統的抵抗激烈，近
代化的時期晚了，但其變革反而能進行得徹底，能立足於國民心理的革新
這種根源性基礎上。」與丸山之前的中國觀相反，杜威認為「中國近代化
在時間上的遲緩帶來了質量上的優勢」。杜威雖然是反共產主義的，但對

43 竹內好：〈中国の近代と日本の近代〉，收入氏著：《日本とアジア》（東京：筑摩書
房，1993 年），頁 26、32-34、43-44、47-48。（原題為〈近代とは何か――日本と中
国の場合〉，曾收錄於《現代中国論》）。
44 竹內好：〈日本人の中国観（1949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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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近代推進過程是肯定的。在分析為何中國近代化成功而日本近代化
失敗時，杜威把其原因歸結於「固有文化的有和無之差異」。45竹內提供的
啟示表明，有傳統性才能有近代性，對傳統的批判和繼承正是近代生命力
的源泉，丸山由此深受啟發。
竹內關於傳統的論述，對丸山認識日本的戰後問題也提供了重要的視
點。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以天皇為絕對權威的「國體」價值觀全面崩
潰，日本思想一下子陷入價值規範迷失的狀況。這在丸山看來，是日本重
新謀求精神革命的好機會，戰後初期他曾充滿希望地說，「那是一個孕育
著多樣而又混沌的可能性的、民主主義沸騰期」。 46 面對佔領軍主導的改
革，他最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把「被給予的自由」轉化為國民「內在的自
由」。47
在戰後初期的十多年裡，丸山主要是在思想方面領導戰後民主改革。
他寫了大量分析現代政治的論文和評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超國家主
義的邏輯與心理〉，著力於解剖日本民族主義的病理。48還撰寫了唯一的政
治學單行本《政治的世界》（昭和二十七年，1952），勾畫出現代社會的
政治權力橫向擴大和縱向滲透，走向「大眾社會化」的特徵。比如國民生
活從根本上受到政治動向左右，但國民卻對政治失去關心的自相矛盾現
象。隨著官僚制的強化和社會組織的「機械化」，人變成了零件，人的個
性和人格統一性被解體，造成了個人的「原子化」，即大眾缺乏公共精神
又不能相互聯合，呈現出對政治冷淡麻木的傾向，但又在媒體的誘導下走
向「齊一化」，反而容易被政治動員起來。面對這種「大眾社會」的問
題，丸山主張民眾需要自發組成橫向的聯繫，在日常生活中討論社會問
題，以此形成對「齊一化」的免疫力和克服靠「原子化」大眾來投票的現
代民主弊病。49

45 竹內好：〈日本人の中国観（1949 年）〉，頁 19-21。
46 丸山真男：《丸山眞男座談 6》（東京：岩波書店，1998 年），頁 7。
47 丸山真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 2 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9 年），頁 181。
48 這一系列論稿後來編入了《現代政治的思想與行動》一書，大陸有陳力衛翻譯的中譯本
，商務印書館 2018 年 3 月出版。
49 丸山真男：〈政治の世界〉，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5 卷，頁 127、181-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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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戰後期」結束的五○年代中期，丸山開始對戰後改革感到失
望。因為思想領域出現了一種動向，人們對導致三○到四○年代戰爭悲劇
的思想病理只當作「一時的出軌」而不再過問。50政治領域出現了改憲、重
新軍備等倒退動向。而在民眾的層面，民主社會所需要的人民的自主性和
道德水平總不見提高，大眾難以形成一種「規範意識」。丸山看到的是，
「大眾社會的發展與民主主義的發展之間出現巨大的落差」。51大眾的勃興
並不向民主主義接近，特別是大眾文化傾向於低俗和頹廢，不斷吞噬「規
範意識」，妨礙著民主精神的形成。他沒有預想到，日本戰後從民主主義
沸騰走到大眾的頹廢這個過程發展得那麼快。日本似乎特別缺乏對「大眾
社會」問題的免疫力，比如個人內面的獨立精神和民間共有的強韌的倫理
價值。
戰後改革的挫折引起了丸山對日本思想傳統的省察。他認為，日本近
代國家只是靠天皇制把民眾統合起來的，那不是「原理」的統合。國民沒
有通過思想內面的陶冶而獲得具有普遍價值的規範意識。國民在順從於帝
國的官僚和社會的過程中，甚至連傳統的「天」等超越的觀念都甩掉了。
以致於出現了「沒有任何被縛感的、自我的「物理性」爆發和肉體的亂
舞」。52而當一九四五年戰敗「國體」權威徹底崩潰時，釋放出來的也同樣
是這種缺乏自律性的空虛的解放感。再看前近代的情況，丸山曾在早期的
徂徠學論文中，高度評價徂徠把儒教的規範「外在化」和「政治化」。但
這時他從相反的觀點指出，「德川期的思想史用一句話來概括，也是儒教
規範從人的內面修養性逐漸變異為外在的他律拘束性的過程。」徂徠學使
儒教規範外化為純粹公的政治的東西，使私的內面性脫離了一切規範的拘
束。然後「作為一切儒教思惟的敵對者而登場的國學便喊出了「人欲即天
理」。」53可見，日本舊制度的規範意識的崩潰只帶來了「人欲」的解放。
50 津田左右吉就是一個典型，他認為丸山在〈超國家主義的邏輯與心理〉中揭露的天皇制
精神結構的病理「只不過是非常時期的狂亂狀態所引起的例外現象」。丸山真男：〈第
一部 追記および補注〉，收入氏著：《新裝版 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東京：未来
社，2006 年），頁 496。
51 丸山真男：〈現代政治の思想と行動 第一部追記および補注〉，收入《丸山眞男集》
，第 6 卷，頁 265。
52 丸山真男：〈忠誠と反逆〉，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8 卷，頁 272、276。
53 丸山真男：〈日本における自由意識の形成と特質〉，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3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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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反思使丸山痛感到日本沒有形成真正的傳統，或者說沒有像中國那樣
通過與傳統的交鋒而使傳統獲得新的傳承和發展。

陸、 傳統與人的內面信念
不論從丸山的思想史研究還是親身經歷來看，戰後呈露的日本民主精
神的脆弱性，其實在近代日本已是反覆呈露的現象。比如，明治初期的啟
蒙思想的影響力持續了大概二十年，但在大日本帝國憲法成立後就被甩掉
了。後來的大正民主主義時代也只持續了十年左右，就轉為昭和的反動時
代，出現了知識分子的集體「轉向」，人民也盲目地服從法西斯的「國
體」。這裡最令他憂慮的問題是，具有人類普遍價值的優秀思想在日本似
乎總是難以持久，不斷重複著迅速興起和迅速衰退的命運。日本究竟缺乏
什麼？
對於剛過去的那個戰爭時代，最引起丸山深思的是一九三○年代的
「轉向」潮流中知識分子的態度決定。面對法西斯化的滾滾潮流，大多數
知識分子選擇了順應，但有極少數知識分子卻堅持抵抗，這兩種人的精神
深處究竟有什麼不同？丸山特別回想起了面對雪崩似的「轉向」能屹立不
動、勇於抵抗的少數人的精神。他多次談起一九三三年德國納粹奪權後，
議會審議授予希特勒全權委任法的情景。當時德國的共產黨議員已全部被
逮捕，社會民主黨的議員也有一部分人被逮捕，國會周圍已被武裝突擊隊
包圍，旁聽席幾乎都是納粹黨員。面對納粹黨員的一片奚落和吼叫聲，社
會民主黨首奧特‧威爾斯（Otto Wels, 1878-1939）勇敢地站起來反對，他
說：「在這個歷史的時間裡，我宣告自己皈依於自由、和平、正義的理
念」，「任何授權法都不能破壞這個永遠不滅的理念」，「我要向全國受
到迫害的同志送去問候」。在丸山看來，所謂「歷史的時間」就是「周圍
的大勢」，威爾斯是以「永遠不滅的理念」來對抗「歷史的時間」。54

54

頁 156。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氏を囲んで〉，收入《丸山眞男座談 5》（東京：岩波書店，
1998 年），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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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通過威爾斯道出了「時間與永遠」55的關係。俗流的歷史主義只追
隨歷史的大勢，而內在的理念則具有超越歷史大勢的普世精神。丸山頭腦
裡縈迴著一個想法：「如果沒有對超越於歷史的某種理念的皈依，個人要
堅定地抵抗「周圍」的動向也許是很困難的」。56他還感悟出，人格內面需
要有一種「看不見的權威」，否則就不能堅定地指出時代的錯誤。他說：
如果心目中只有眼前經驗的實感世界，而失去了用超越於實感
的、看不見的權威――比如神或者理性或者「主義」等看不見的
權威來束縛自己的感覺，那麼結果就會簡單地追隨那種看得見的
權威――比如政治權力或者輿論或者評價。57

丸山意識到需要用「看不見的權威」來束縛自己，這意味著他對個人的獨
立有了新的認識。也就是說，他認識到獨立的主體不能只順從於自己的自
發性，一方面要使價值從國家的獨佔中解放出來，另一方面個人要樹立內
面的信念。所謂「看不見的權威」就是內在於自己的、由超越的理念來規
範自己和審視現實的精神支柱。日本人之所以簡單地順從大勢──「時
間」，正因為缺乏內面的信念──「永遠」，這也是由於缺乏真正的傳
統。
出於對內面信念和傳統的重大性的認識，丸山開始嘗試導入超越時代
或歷史階段的視點，來把握長期持續的日本的思維方法。一方面要挖出阻
礙日本的「思想傳統化」的負面「傳統」，另一方面要探索如何創造真正
的傳統。從一九五六年起，他大幅度修改了東京大學法學部日本政治思想
史講義的構思，把過去從江戶時代講起，改為追溯到古代（《古事記》、
《日本書紀》的時代）。58
丸山所追求的傳統，並不是日本國學那種通過掃除外來文化而定義的
「時間與永遠」這對範疇是丸山從波多野精一（1877-1950）的哲學名著《時と永遠》
（1943）中獲得的。
56 丸山真男：〈歴史意識と文化のパターン〉，《丸山眞男座談 7》（東京：岩波書店，
1998 年），頁 257。
57 丸山真男：〈丸山眞男氏を囲んで〉，頁 315。
58 丸山真男：《丸山眞男集 別巻 新訂増補》，（東京：岩波書店，2015 年），頁 6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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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文化，而是竹內好的中國論提示的那種思想運動──「對過去傳統的
否定，在每個階段都產生出傳統的復甦，成為了生命力的新發展」。正如
他在〈日本的思想〉（昭和三十二年，1957）中所說：
即可以給各個時代的觀念和思想賦予相互關聯性，使所有的思想
立場在與其相關的關係中――即使是通過否定的相關關係中――
力圖定立自己的歷史位置的、那種核心性的、或相當於坐標軸的
思想傳統。59

換句話說，這個坐標軸就是，在各種思想（包括外來思想在內的各個時代
的思想）轉化為內在價值的過程中起核心作用的契機。作為這種傳統的具
體例，他常常引照西歐的基督教和中國的儒教來說明，特別是注目於那種
通過對傳統的反抗而使傳統以新的姿態傳承下去的特徵。60他認為日本沒有
形成這種傳統！〈日本的思想〉開篇就指出「日本缺乏思想的坐標軸」。
因為日本自身沒有像基督教或儒教那樣強韌的實體思想，所以，丸山尤其
注重如何使各種外來思想在日本「傳統化」的問題。
另外，在論文〈關於思想的狀態〉（1957 年）裡，他創造了一對用語
來區分文化的兩種型態：一是「竹刷子型」，一是「捕章魚的陶罐型」
（以下簡稱陶罐型）。「竹刷子型」是指一根竹子分叉成很多細條，就像
手掌那樣，從同一個根源中分出幾個指頭的那種型態。「陶罐型」是指各
自孤立的陶罐相互毫無聯繫地並列著。他說歐洲文化是「竹刷子型」的，
歐洲的學問儘管十九世紀後半就迅速專業化、分科獨立化，但各門科學都
具有共同的文化傳統作根基，相互之間有共通的知性來連接其內在的交
流。與之相對照，近代日本的學問和文化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幾乎都是「陶
罐型」的，各種思想文學或社會組織都處於各自孤立和封閉的狀態。 61 這

丸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收入氏著：《日本の思想》（東京：岩波書店，1961 年
），頁 5。
60 丸山真男：〈伝統と現代をめぐって〉，《丸山眞男座談 8》（東京：岩波書店，
1998 年），頁 291。
61 丸山真男：〈思想のあり方について〉，收入氏著：《日本の思想》，頁 129、13213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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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所說的「竹刷子型」也是他對真正傳統的一種表述。後來在一九六八年
的座談會上，他又用更通俗的語言來解釋真正的傳統，說那是指民間在生
活中形成的，橫向地覆蓋整個社會又縱向地超越時代變遷的共有價值，並
將之稱為「思想上的正統」（orthodoxy）。62 這表明他已超越歷史發展階
段論的框架，把普世價值視為文明進步的核心。
無論是解剖阻礙日本「思想傳統化」的負面「傳統」，還是發掘能使
「思想傳統化」的真正傳統，丸山都注目於日本對外來思想的受容方式。
在一九五○年代後半期，他主要注重西洋思想的受容。先是把幕末維新期
定義為第一次「開國」，重視其帶來的「視圈擴大」和世界觀的變化。然
後又把第一次「開國」上溯到十六世紀中期的基督教傳來，把幕末維新期
改為第二次，把戰後看作第三次，重視西洋文化的普世價值對日本的衝
擊，同時分析這些普世價值如何被修改和拋棄。但是，經過一九六一年十
月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到美英等地進行海外研究之後，63丸山認識到，在異文
化接觸中擦出火花的並不只是幕末維新，古代還有與隋唐帝國的文化接
觸。他說，「如果沒有與隋唐帝國的接觸，就不可能出現大化改新和律令
制的建立，大化改新和明治維新是日本的兩大變革。」64並強調指出：「七
世紀的大化改新到律令制的建設等一系列過程，可以說是與明治維新相並
列的，兩者是日本史上的兩大轉機。」65之前定義的三次「開國」都是來自
西洋文化的衝擊，並沒有包括亞洲大陸內部的「文化接觸」。而當他的視
野超越了特定地域和特定發展階段，意識到普世價值不限於西洋時，作為
外來文化衝擊的考察對象就包括儒教、佛教等亞洲文化了。
從這個時期開始，丸山特別意識到自己過去忽視了儒教中的普世價
值。在東京大學法學部一九六六年度的日本政治思想史講義中，他明確區

〈丸山真男教授をかこむ座談会の記録〉，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16 卷，頁 85、
88-89。
63 丸山真男 1961 年 10 月，應哈佛東亞研究所所長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的邀請，作為特別客座教授赴美訪問研究。1962 年 10 月又轉到牛津大學遠東中心訪
問研究。
64 丸山真男：〈日本思想史における「古層」の問題〉，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11 卷
，頁 180。
65 丸山真男：〈原型・古層・執拗低音〉，頁 124。
62

xxiii

212

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16卷第1期（總第31期）

2019年6月

分作為學問與作為體制意識形態的儒學之不同，承認作為學問的朱子學具
有超越的理念規範的可能性。之後，在一九七四年《日本政治思想史研
究》英文版的序言中，他又反省自己早年沒有考慮日本朱子學中的「日本
特徵」，這是徂徠學研究的一個「致命的缺陷」。並指出，作為江戶儒學
出發點的林羅山（1583-1657）的學問已經對朱子學作了「修正主義」的解
釋，就連自命為繼承朱子學正統的山崎闇齋（1619-1682）及其學派，也典
型地表現了日本朱子學與中國朱子學的差異。66
也正是在海外研究之後，丸山就開始把日本對外來文化的修改方式
──甩掉普世價值的傾向 ──作為思想史的「古層」（最初稱為「原
型」）來把握。在一九六三年度的思想史講義中，他首先倡導對「普遍
者」的覺悟，主張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狀況中都要主體地判斷事物，而
不是盲目地隨大流，這就需要皈依於超越歷史的「普遍者」。「原型」
（古層）概念就是在與「普遍者的覺悟」相對抗的圖式中使用的。一九六
四到一九六七年度，丸山講授了一部以「原型」為核心概念的日本思想
史，並使用「永遠與時間」這對基本範疇來分析歷史觀，勾畫出日本的歷
史觀只有「時間」而缺乏「永遠」的傾向。
在講義中描述的是這樣一種過程，日本曾出現過否定「原型」的「普
遍者的覺悟」，但由於日本社會的封閉性重新強化，結果把「普遍者的覺
悟」壓制下去了。「原型」是阻礙「普遍者的覺悟」的契機，而「普遍者
的覺悟」則是對「原型」進行突破的契機。比如一九六四年的講義，通過
具體的歷史實證描述出「原型」與「普遍者」緊張接觸的各種型態。先用
日本最早的歷史記載作為素材，抽出了「原型」的思維方式。接著闡述了
以儒教為中心的中國思想中內在的「普遍者」――「天道」意識、「民本
主義」、「禪讓放伐思想」（湯武伐桀紂）等規範意識與「原型」緊張接
觸的狀況。67在這部思想史中，丸山解剖出「原型」阻礙「普遍者的覺悟」
的慣性，是為了引導日本國民去克服之，而把被壓制和消滅的「普遍者的
66
67

丸山真男：〈英語版への著者の序文〉，收入氏著：《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頁
402-403。
丸山真男：《丸山眞男講義録》，第 4 冊（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98 年），頁 6670、334-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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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悟」描寫出來，是為了尋找真正傳統的可能性。在此需要強調一點，他
所期待的真正的傳統，並不是指日本要回歸某種固有的思想，而是要以普
世價值為核心來選擇，在這個意義上，不僅西洋的還有亞洲的都是他要發
掘的思想資源。
作為發掘日本的真正傳統的可能性，丸山一生最重視的是福澤諭吉研
究。早在戰爭時期他就開始研究福澤思想，一九四七年又寫了兩篇著名的
福澤研究論文（1949 年獲石河幹明獎）。一九八六年又出版了《讀《文明
論之概略》》上中下三冊，晚年與筆者一起編輯了中文版《福澤諭吉與日
本近代化》一書，68並在健康欠佳的情況下親自寫序言和作補注。
由於學界一般認為福澤諭吉是敵視儒教的，所以人們難免會質疑丸山
對福澤的重視與對中國儒教的評價是否有矛盾。對此我們需要從丸山的思
想脈絡來看問題。首先他認為，日本非常需要像歐洲基督教或中國儒教那
樣的思想上的「正統」，而福澤以「獨立自尊」為核心的「文明精神」，
有可能提煉成相當於「坐標軸」的思想「正統」。 69 其實，正如渡邊浩所
說，福澤諭吉的「獨立自尊」思想充滿著朱子學的思維。70丸山承認福澤的
外交論是存在問題的，但他是想「最大限度地學習福澤的正面思想，以此
作為槓桿來批判日本的近代」。 71 他感到福澤對日本陋習的批判很切中要
害，福澤提倡的思想對日本走向「開放的社會」有關鍵性意義。另外丸山
還認識到，日本的政體歷來只有政治上的「正統」（legitimacy），而缺乏
思想上的「正統」（orthodoxy），這使戰後的日本國憲法處於脆弱狀態。
需要發掘福澤所倡導的人民作為主體參與秩序形成的精神，來給戰後的日
本國憲法植入思想的正統性，從而把佔領軍主導製作的憲法引入日本國民

丸山真男著《福澤諭吉諭日本近代化》，由區建英翻譯，第一版於 1992 年由上海學林
出版社出版，第二版於 1997 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第三版於 2018 年由北京師範大
學出版社出版。
69 據山邊春彥對丸山文庫手稿資料的考察，丸山曾在 60 年代「正統和異端」研究會的記
錄中寫道，要對福澤等倡導的「文明精神」進行詮釋，使之成為日本的 orthodoxy。見
氏著：〈近刊の丸山眞男著作三冊〉，《日本思想史學》，第 50 號（2018 年 9 月），
頁 79。
70 渡邊浩：〈儒教と福澤諭吉〉，頁 105-108。
71 丸山真男：〈好さんについての談話〉，收入《丸山眞男集》，第 9 卷，頁 339。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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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內面。72可見，若是從丸山把普世價值視為核心的觀點來看，評價福
澤與評價儒教是不矛盾的。

柒、 結語
丸山的思想史學最初雖然以日本近代化在亞洲的先進性為立論的前
提，但後來改變了對中國乃至東亞的看法，促進其轉變有三個重要契機。
第一是孫文對國民意識改革的重視，引起了丸山的共鳴，並成了丸山自身
在戰後全力投入的重大課題。第二是竹內好關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批判與繼
承關係的論述，使丸山悟出了傳統對近代化的重要性，並認識到這正是日
本所缺乏的。第三是在戰後改革的挫折引起的反思中，他發現日本國民缺
乏主體性的根本原因在於缺乏內在的信念，外來思想往往被甩掉其原理和
普世價值，不能在日本「傳統化」。這決不僅僅是從封建社會向近代社會
轉型的問題，而更是貫穿於古今的文化結構性問題。所以，他在「近代」
的揚棄中追求的核心課題，已不是歷史階段的進化，而是在人的內面樹立
超越的普世價值。在這種認識深化的過程中，他逐漸擺脫了「傳統與近
代」「亞洲與西洋」的框架，對中國的評價也有了新的視點。
丸山思想史學的方法到了戰後的完成期，既重視思想所產生的歷史脈
絡，又重視思想的超歷史價值，改變了那種只把歷史看成「一次性的過
去」的歷史主義觀點。比如就中國而言，五四的「民主與科學」跟春秋戰
國的諸子百家，作為歷史時間雖遠隔數千年，但作為思想價值不一定沒有
相通之處。丸山在一九八九年跟中國留學生的座談上說，革命是由人來推
進的，而人性是基本不變的，古今打倒舊制度和建立新制度都會有某些共
通性，否則，古典在今日就不可能具有生命力。柏拉圖、亞里士多德
（384-322 BCE）、希臘的民主，都是建立在奴隸制條件下的，但歐洲各國
在政治方面依然把柏拉圖的國家論、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作為古典來學

72

1968 年的座談會上，丸山也曾指出日本的政治秩序缺乏思想上的「正統」（orthodoxy
），明治天皇制只有「萬世一系」的血統。〈丸山眞男教授をかこむ座談会の記録〉，
頁 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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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在中國，儒教和諸子百家都是古典。古希臘、春秋戰國時代的歷史條
件與現代完全不同，歷史和社會條件完全不同的情況下，我們怎樣向古典
學習呢？將其普遍的價值從歷史條件中抽象出來，古典就活起來了。73正因
為普世價值已成為丸山現代課題的坐標軸，所以在評價「現代性」方面，
丸山已不再拘泥於「傳統與近代」「亞洲與西洋」或「日本與西洋」「中
國與西洋」的對立圖式，而能夠自如地穿越於兩者之間。♦

73 丸山眞男手帖の会（編）：《丸山眞男話文集 4》，頁 300。
♦ 責任編輯：郭雨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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