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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語境中「翻譯」竹內好── 

進出政治正確的中國論述 

孫 歌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摘 要 

選譯竹內好在大陸發行的近代的超克出版後，引起的解讀涉及到竹內好

與編譯者的政治正確問題。適巧戰後日本思想界閱讀竹內好時，也是在政治

正確與否的框架下進行。「從結局反觀過程」的思維定勢，一直是解讀歷史

的主導方式，特別在充滿危機的歷史時刻，歷史被高度地簡化和透明化，狀

況被高度地固定化和外在化，這種做法反倒容易獲得社會基礎。那個曾經由

竹內好提出的老問題，似乎並沒有得到解決：「社會責任」或者「黨派性」，

都無可厚非，不過在強調這些之前，需要先找回學術的尊嚴與學者的責任。

其實，在今天，重新審視認識論問題，並非為瞭解讀竹內好，甚至也不僅僅

是為了深度地解讀歷史，這與我們今天和未來的知識生產方式直接相關。 

關鍵詞：竹內好、亞洲主義、近代的超克、遠山茂樹、政治正確 

*    *    * 

壹、在大陸翻譯竹內好 

2005 年，日本思想家竹內好的論文集在中國大陸出版。這是從 17 卷本的竹內好

全集中遴選編輯而成的，也是第一本獲得版權授予的中文譯本。泝 

竹內好是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和中國文學研究會的創始人，因此，他一直被視為中

國文學研究者。但是，在他一生的著述中，其實中國文學與思想的研究本身並不是他

的真正工作目標，他以這一研究為媒介致力於日本的思想建設。因此，這本譯文集也

                                               

註 泝 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

1980年代初，大陸曾經翻譯出版過竹內好的魯迅，並對魯迅研究界產生了相當的影響，譯者為李心

峰。近代的超克不僅重新翻譯了這篇長文，更收錄了竹內好的10篇文章，包括：「大東亞戰爭與吾等

的決意」、「《中國文學》的廢刊與我」、「何謂近代─以日本與中國為例」、「屈辱的事件」、

「關於戰爭體驗的一般化」、「亞洲的進步與反動─參照日本的思想狀況」、「給年輕朋友的信─對

歷史學家的要求」、「國家的獨立與理想」、「我們的憲法感覺」、「近代的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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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一本中國文學研究的著作，它是一個頑強的思考者不斷自我否定和更新的心路

歷程，也是一個在現實探索中擔負社會責任的日本思想家的剪影。 

在中國大陸，一直存在一些根深蒂固的認識論誤區，使得人們很容易把思想視為

絕對不變的「正確」的觀念。特別是傳播媒體高度發達所導致的大眾社會追求通俗的

傾向，使得思想界和知識界也不免染上了簡化歷史認識和過度依賴既定概念模式的毛

病。這種情況極大地妨礙了知識界認識現實複雜性的可能，而當今又正是現實具有最

多的歧義，因此也暗含了多種可能性的時刻。當知識界致力於把複雜的現實回收到簡

明易懂的分析框架中去的時候，現實其實被遺漏在話語之外。沴 

竹內好正是在這樣的狀況中被翻譯介紹進來。在這個譯本中，收入了他政治最不

正確的文本「大東亞戰爭與吾等的決意」，這是他 1942 年 1 月發表的支持太平洋戰爭

的宣言沊；同時也收入了他最難理解的文本：「近代的超克」，這是他 1959 年為了推動

日本思想界在對自身的思想歷程反省中尋找可以轉化的要素而寫作的論文，與戰後簡

單地否定戰時所有知性的風潮不同，這篇長文致力於分析那些失敗的努力究竟失敗在

何處，同時也致力於在戰後被視為法西斯意識形態的戰時言論中尋找可以轉化為積極

思想能源的那些要素。由於篇幅限制，本書沒有收入竹內好另外兩方面的著述，這就

是他關於中國現代史和中國革命的分析與對日本明治時期開始萌發的「亞洲主義」的

分析。這兩個方面都是竹內好思想中重要的組成部分，而且如果在直觀意義上看，似

乎又是相互矛盾的：他一方面高度評價現代中國的主體性沝，一方面又並沒有因此而簡

單地否定日本明治初期的亞洲主義，儘管後者在 1890 年代之後呈現的是連帶與侵略難

以區別的複雜態勢，且最終淪為法西斯意識形態。沀 

正是由於竹內好有著如此複雜的面向，使得編者在遴選本書選篇時頗費躊躇。其

實，在大陸翻譯竹內好，基於一個非常學理化的考慮。自從 1980 年代思想解放運動以

來，大陸的思想界開始從文革期間的簡單化思維中掙脫出來，試圖建立主體的和歷史

的思考方式，藉以擺脫簡單化的意識形態思維。但是由於很難從簡單的二元對立認識

                                               

註 沴 在現代學術習慣中，「求解」是最普遍的思維定勢，它又與另一種習慣相輔相成，即認為事物是客觀

存在的相互區分的實體。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2005），頁66。當精緻的理論

被庸俗化而且被收編到傳統思維定勢中去，則一切的問題就到此為止了，因為所有的問題其實都是在

拒絕這樣的框架之後才展開的。 

註 沊 在日本侵華戰爭開始到珍珠港事變發生之際，竹內好對於日本的侵華戰爭一直是維持著低調的態度，

由於他對戰爭與解放東亞之間仍維繫著他某種複雜的期待，所以直到珍珠港事變爆發後，竹內好便寫

了這一篇情感澎湃的宣言，宣言表明了因為日本開始對象徵著西方近代的美國宣戰了，所以他支持戰

爭的態度，也就是這樣的態度，讓人誤讀了竹內好是支持軍國主義的。這個文本正是竹內好最不符合

「政治正確」的例子之一。 

註 沝 竹內好認為，中國的辛亥革命表面上雖然失敗了，但因為中國記取敗北的感覺，不僅勇於否定西方的

模式，也勇於否定自己的過去、傳統，在這樣雙重否定的過程中，保持了自身的主體性，相對於轉向

成性的日本文化，即使明治維新成功了，同時也失去主體性了。 

註 沀 竹內好之所以沒有因此簡單地否定日本明治初期的亞洲主義，是因為它表現了基於現實危機感的強烈

理念性。但當亞洲問題不再負載明治時代的民族危機感後，它就被置換為使日本充當東亞霸主合理化

的輿論工具。但竹內好也承認日本的亞洲主義與日本明治以來的對外膨脹幾乎無法區分。參照孫歌，

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頁41、4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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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框架中擺脫出來，加以 80 年代對於西方理論的抽象化引進方式，其實大陸思想界並

沒有真正奠定足以擺脫簡單化思維的認識論基礎。而 20 多年來同時代史的巨大變動，

使得很多知識份子開始變得急躁和焦慮，把思想討論等同於現實、把觀念等同於歷史

過程，這種認識論誤區使得學術界和思想界追求政治正確觀念（而且是相當簡化的政

治正確觀念）的本能變得空前膨脹。在大理論與大政治的前提下，不加任何轉換地讓

現實「對號入座」，使得學術喪失了自我發展的機遇。正是基於這樣的認識，竹內好被

作為一個媒介翻譯過來，編者的意圖在於通過這個人物非觀念性的歷史思考與非後見

之明的思想實踐，戳破大陸知識界缺少歷史感覺的知識格局中的某些盲點，從而尋找

自身建設新的可能性。由於竹內好本人在重大的歷史事件面前並不採取潔身自好的態

度，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建立日本人的主體性而又不重複當年的法西斯化老

路，這使得他對日本部分左派知識份子簡單明瞭地否定侵略歷史的做法產生了懷疑：

在他看來，這種政治正確的做法過於外在，過於脫離民眾，因此無法有效地介入歷

史。竹內好並沒有能力給出一個完整的思想方案，他僅僅是在嘗試著用切近多數日本

人的思路建立日本社會的主體性；他一直堅持的一個觀點是：一個沒有主體性的社會

最容易被危險的政治家所利用，因而對於國際社會來說，是最具有威脅性的。為此，

他試圖開掘在戰爭時期利用了戰爭條件的知識份子中那些有可能形成主體性的要素，

堅持「火中取栗」。這自然使得竹內好遠離了政治正確，也遠離了先知先覺的可能。泞 

貳、灰色的歷史 

近代的超克出版之後，似乎引起了不小的回響。閱讀這本書的讀者主要是中文系

與歷史系的學者和研究生，不少人開始引用它。但是，這些回響其實僅僅是表面性

的，而在引用當中很難觀察到具有生產性的創造性想像。與此相對，晚些時候出現了

一些「竹內好批判」，抓住了竹內好思想實踐中最具有冒險性格的部分，把竹內好渲染

成了日本法西斯分子。泀在被批判的文本中，不僅有他支持日本向美國宣戰的《大東亞

                                               

註 泞 知識生產本身與生活的聯繫，恰恰體現為它的非觀念性性格，這種非觀念性性格不是取消觀念操作，

而是取消觀念的實體化和絕對化。換言之，與生活建立互動關係的觀念，才具有知識生產的能動性。

參照竹內好，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孫歌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05），序頁5。這種簡單的政治判斷其實往往會使知識份子處在歷史進程之外，而不是在它之中。在

這種情況下，知識份子的行動與現實的脫節，體現為他們對於信任自己的「正確理想」，而較少思考

這一理想在變動的現實中是否應該調整，更少思考正確的理念要經過何種轉換才能與現實連接，也就

是大政治與日常政治的課題是以什麼樣的型態發生連接的。對於竹內好來說，挑戰政治正確並不是他

關心的課題，他關心的是如何真正進入歷史。在這個意義上，付出了政治不正確這一代價的竹內好，

以他的思想實踐示範了進入歷史的艱難，也示範了思想在狀況中的存在方式。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

論（北京：北京大學，2005），頁91~92。 

註 泀 荒正人在雜誌近代文學上連載長篇論文「近代的超克」，共6篇。他在第4篇中，把在「大東亞戰爭與

吾等的決意」以及「『中國文學』的廢刊與我」中的竹內好，描述成一個贊同侵略戰爭的法西斯知識

份子。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2005），頁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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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吾等的決意》，洰有他分析戰爭中與法西斯意識形態同調的座談會的近代的超

克，甚至還有他的名篇魯迅。與批判的內容相比，其實最值得關注的是批判的形式：

應該說，這些批判基本上體現了對於觀念正確性的關注，而判斷一個觀念是否正確，

標準是它是否合乎後來的歷史結局。 

在一個事件有了結局之後，再回過頭來審視整個過程，特別是審視那些與結局不

相一致的要素，我們可以很容易辨認各種層面上的「錯誤」。歷史解讀中最常見的所謂

「因果解釋」，就是依照這個邏輯。因果解釋，表面上看是從原因一路追蹤到結果，其

實在思路上，如果不從結果反過來上溯到原因，是根本無法操作的。但是，如果身處

事件進展的過程中，情況卻完全不同：因果解釋在這個過程中是無效的。在一個複雜

事件的過程中，做出正確的判斷是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因為在資訊不充分甚至也不

能保證準確的情況下，任何判斷都必將具有「賭一把」的性質。既然是具有冒險性的

決斷，那麼，正確與錯誤的可能就各占一半，根本無法根據結果來判斷「原因」何

在。更何況，在正確與錯誤之間，還存在著更多的「灰色地帶」，每一個點都具有多重

可能性。泍 

關於歷史和歷史學，已經有眾多學派和眾多定義，以至於我們無法簡單地斷言

「什麼是歷史、什麼不是歷史」。但是即使如此，也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基本的環節，可

以討論關於歷史的閱讀和談論方式。首先，歷史有自身的限度。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

不可能脫離它的時代狀況。用當下的標準要求歷史和裁斷歷史，是反歷史的態度。換

句話說，歷史的態度在於慎重地處理過去與現在的差異，而不能把現在的標準強加在

過去之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無條件地認可歷史的限度，不意味著「存在就是合理

的」。從今天的角度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限度進行分析，是歷史學的任務之一，只是，

這種分析必須尊重歷史的規則，不可以隨意為之，這正是歷史學需要想像力和高度技

巧的地方。其次，歷史學儘管可以有各種方式，比如可以研究人也可以不研究人，可

以研究長時段也可以只面對短時段，可以以事件為物件也可以不處理事件；但是，無

論是哪種情況，歷史學如果要處理有品質的問題，都不可以似是而非地泛泛而論。第

三，歷史解釋是一種超驗的行為，它不能依靠「常識」進行。正如任何個體都不能測

控天氣以控制飛行一樣，歷史過程由於是多重力量之間抗衡的產物，依靠個體的直觀

經驗根本無法把握。一個社會的歷史解釋是否發達，因而標示著這個社會的「頭腦」

是否具有超越直觀經驗的想像力和創造性。可以說，解讀歷史的深度，取決於整個社

會睿智的累積程度，反過來說，史學的品質也將對於社會的睿智有著直接的影響。那

麼，深度的解讀歷史是否應該有標準？在關於歷史學的討論眾說紛紜的今天，恐怕很

難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不過，至少可以說，深度的解讀歷史與套用既定的觀念以及意

                                               

註 洰 同註泝；中文譯本收錄在近代的超克，頁65~168。 

註 泍 由於始終保持「在狀況之中」的思想立場，竹內好一生的工作，始終處在「0和100之間」的狀態。由

於他拒絕停留在0和100這兩個相對飽和的點上，他反倒賦予了這兩極以狀況中的流動性，因此，0和

100之間的豐富性，開放了0和100這兩極的固定性，於是，相對主義不再是語詞遊戲，它轉化為進入歷

史的途徑。參照竹內好著，李冬木、趙京華、孫歌譯，近代的超克，孫歌序（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三聯書店，2005），序頁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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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形態思路的做法在根本上是對立的。它要求解讀歷史者能夠在已有的框架或者結論

之外有新的發現。 

那麼，什麼叫做「發現」、如何才能「發現」？ 

在事件進行過程中，其實每一個選擇的功能都不能同步評價，它是對是錯，需要

等到有了結局方能瞭解；那麼，這就意味著冒險進行的選擇必將同時伴有至少是兩個

性質：對事件的結果而言，它是對的，或者是錯的。假如我們僅僅抓住事情的結果，

那麼我們只能反過來從結果來推論事件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判斷其到底是對是錯；

而在通向結果的過程當中進行選擇的每一個瞬間，就會被固定化：似乎一切都按照結

局的規定，只能有一個選擇。這樣，主體在變動著的狀況中進行選擇這樣一個具有高

度緊張感的行為，由於被結局反過來所規定，就被簡化成了或對或錯一目了然的手

段。 

歷史的過程，正如變化莫測的天氣，在這個任何個體都無法左右的過程當中，主

體能夠進行的，只有對自己而言具有很大冒險性格、卻又極其有限的「選擇」。充其

量，他可以選擇的僅僅是退票或者不退，以及承擔因為退票或者不退所帶來的後果。

與這種有限選擇相對立的，是為了保險而不進入狀況的立場，它避免了冒險，卻使得

主體無法進入歷史。每一個時代結束之後，都會有一些根據歷史事件的結局回溯整個

過程並進行判斷的「事後諸葛亮」式的態度出現，它最大的特徵在於無視事件過程的

不確定性，把歷史似是而非地表述為一個確定的過程。如果歷史過程被確定化了，主

體具有冒險性的選擇本身就不具有意義，而只有與結局一致的選擇才是有價值的。泇 

其實，這本是歷史學裡面由來已久的問題，但是，這問題卻老而彌新，因為它並

沒有被解決掉，它還是一個問題。在歷史哲學的層面上，似乎已經沒有人願意把歷史

表述為確定的單線進化過程，但是這並不妨礙人們在進行歷史判斷的時候充當事後諸

葛亮：試想，假如你對一段歷史進行裁斷，那是否意味著你自以為自己比那段歷史裡

的人物更高明、更「進化」？更重要的是，事後諸葛亮式的讀史，完全忽略歷史過程

的不確定特徵，把歷史過程置換為一個確定的物件。於是，從結果出發反過來判斷歷

史行為的正確與否，就變成了解讀歷史的中心課題。這種「政治正確」的解讀歷史方

式，有一個最大的弊端，就是很難有屬於解讀歷史的發現。有一種說法，認為在歷史

事件和歷史人物那裡尋找到錯誤，是為了避免在今天再犯同樣的錯誤，這是相當表面

的認識。因為即使歷史可以重複兩次，那也是把悲劇變成喜劇的重複方式，你如何能

在這不同性質的戲劇當中避免「同樣的錯誤」？無論是審判前人，還是效仿前人，對

於解讀歷史而言，都是非歷史性的。因為它的前提都在於確定歷史結局的絕對性，否

                                               

註 泇 歷史只有借助於現在的主體才能夠存在，而且它只有當現在的主體具有了高度緊張的危機意識的時

候，才能在瞬間展現並使得主體進入歷史。竹內好強調，歷史不是客觀存在的延續性的實體。竹內好

想告訴我們的是，歷史正在被實體化，被作為可以利用知識不斷接近的客觀實在物而凝固化，在這個

凝固的思維之上，就會沒有自我的緊張和為形成自我所做的拚搏，那麼就會喪失歷史。在主體為了自

我形成而拚搏的那一個個瞬間，歷史產生了，對於竹內好來說，這樣的歷史便意味著主體為了成為自

己而甘冒失去自己的風險，亦即建立自我更新的流動狀態。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

2005），頁5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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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歷史過程的流動性。沰 

叁、不只是美化中國 

那麼，如何在讀史的過程中找到「發現」的契機呢？ 

應該說，閱讀竹內好是一個非常好的訓練。 

在竹內好一生的著述中，始終沒有把歷史看作確定不變的實體，同時，他也沒有

直觀地認為知識份子的言論可以直接左右社會現實；在這樣的前提下，竹內好拒絕

「事後諸葛亮」式的讀史態度，拒絕為了安全而避免冒險的策略，一生中討論了很多

今天看來仍然是「問題」的問題，包括那些進步知識份子不願意處理的政治不正確的

問題。在日本，竹內好激勵過至少兩代人：戰後成長起來的一代和戰後出生的一代，

後者亦是 68 年學生運動的主力；今天與這些人交流，他們仍然會說：竹內好構成了他

們對於中國與中國革命想像的起點。 

然而閱讀竹內好的著述會發現，他的真知灼見並不表現為指點同時代史「應該如

何」，不表現為給他的時代開藥方，而是表現為對於歷史流動性的高度敏感。泹竹內好

試圖給日本現代史勾勒一個充滿了不確定性因而充滿轉化契機的輪廓，並且力求確認

那些有可能使日本同時代史更具有理性的轉化要素，與同時代那些受到西方現代性理

論訓練因而習慣於把西方理論作為本土經驗參照系的工作方式相比，竹內好的工作方

式更具有冒險性。這使得我們獲得了一些得以觀察那段歷史複雜性的歷史文獻，而與

竹內好從同一個時代走過來的日本人，則見證著那個已然逝去的時代與他的論述之間

的真實關聯。泏 

竹內好對於中國的想像的確有「美化」之嫌。這種美化，與同時代某些日本進步

知識份子對於西方的「美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它們都是在特定歷史階段中試圖對

本土文化進行重新設計時採取的策略：假如竹內好的中國想像中缺少對於中國歷史流

動性的把握，那麼，他很難把自己區別於普通的「日中友好人士」。事實上，在 50 年

代與 60 年代之交，也的確有些中傷他的謠言說他「領著中共的津貼」。而後來對竹內

好缺少細讀的學者，也片面強調了他中國想像中的理想化成分，忽視了他的「歷史

觀」本身。但是，竹內好的歷史觀，卻不像他的各種正確或者錯誤的結論那麼「現

成」，就是說，他並沒有給出關於自己歷史觀的固定說法，我們只能通過對他文本的細

                                               

註 沰 竹內好揭示的進入歷史的方式，實際上反襯著今天歷史學家們缺乏把握歷史瞬間能力的「非歷史

性」。轉引自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2001），頁94~95。 

註 泹 竹內好堅持「火中取栗」的態度，自然使得竹內好遠離了政治正確，也遠離了先知先覺的可能。 

註 泏 竹內好歷經了日本現代歷史上變動最為劇烈也是政治最不正確的一個時期，並且始終與這段歷史共

生，作為後來者，我們應該在那一代人的思想活動中尋找的，並不是他們如何裁決了過去和預言了未

來，而是他們如何在每一個有無數可能性因而難以抉擇的瞬間，或者相反，在每一個沒有抉擇餘地的

極限狀態下，做出艱難的選擇。竹內好選擇了魯迅，並以魯迅為途徑提出了日本在近代歷史語境中的

現實政治問題與思想問題，從而為世界思想界貢獻了在自我否定過程中使他者與自我真正相關的思想

程序。參照劉堃，「『文學者』魯迅─竹內好的兩讀法」，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北京），2006年

03期（2006年12月），頁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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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通過建立同時代史的脈絡，來謹慎地建構他的歷史觀。 

這個任務需要解讀歷史的功夫。而竹內好，也正是幫助我們進行解讀歷史訓練的

最好物件。 

在日本當代思想史中，很少有人像竹內好這樣受到「毀譽不一」的評價。在日本

乃至國際學界範圍內，從竹內好同時代至今，我們很難得到一個相對完整的關於竹內

好的意象。有些人把他看作親華派知識份子，有些人把他視為日本「大亞洲主義」的

現代鼓吹者；有些人把他看作「反現代性」的本土主義者，有些人則視他為另類的現

代主義者或者後現代主義者；有些人認為他是民族主義者，有些人認為他是深層意義

上的國際主義者；有些人認為他是日本建立戰後民主社會和反天皇制的精神領袖，有

些人認為他是天皇制軍國主義的辯護人……。 

之所以造成這種種對立的看法，是因為竹內好與他同時代的左、右派知識份子都

不同。他無法歸入這兩個政治性的類別，卻又不曾超然於現實政治問題之外。他敢於

處理那些只有被視為保守乃至右翼知識份子才處理的問題，比如「亞洲主義」的理念

（對竹內好而言，他的思想課題要處理的並不是「大東亞共榮圈」，而是在歷史上曾經

作為理念存在過但後來變質為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亞洲主義」）；他也願意從內部質

疑日本本土與天皇制意識形態有直接關聯的「日本浪漫派」思潮的邊界，試圖打造深

入到物件所由產生的根源之處，進行內在的批評泩的思想鬥爭方式，並強調說這是「打

倒敵人的唯一的方法」（竹內好這篇寫於 50 初期的「近代主義與民族的問題」在 50 年

代末期被橋川文三稱為推動了真正意義上日本浪漫派批判的契機。而橋川的「日本浪

漫派批判序說」，至今仍然是關於日本浪漫派研究的經典之作）；甚至對於東方知識份

子幾乎本能地接受了的關於「民主」的西方化想像，竹內好也試圖用相當大膽的方式

把它轉換為明治天皇的「五條禦誓文」。泑上述種種，當然給斷章取義的閱讀提供了不

少把柄，使得一些學人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相反，試圖從竹內好那裏尋找思想資源的

學人，則往往避開那些不利於竹內好的事實，使用「三七開」的模式討論他的主要貢

獻。可以說，無論在日本還是中國，我們的知識訓練還沒有提供有效處理竹內好的思

想手段：畢竟，假如一個人被同時分裂為幾組對立的要素，那麼，恐怕出了問題的不

是這個被割裂的物件，而是我們的認識論本身。 

正是出於這個基本的狀況，竹內好在今天仍然未能得到整體性的處理。對於他的

斷章取義的批判和膚淺的「三七開」式辯護，並不足以構成「竹內好研究」，問題並不

在於是否建立「竹內好研究」的學術視野，而在於我們是不是正在錯過一個認識論調

                                               

註 泩 竹內好，「近代主義與民族的問題」，竹內好全集，第七卷（東京：築摩書房，1980），頁28~37。 

註 泑 昭和天皇裕仁將「五條禦誓文」納入詔書之中，這種作法具有重要的政治意義：力圖說明明治維新以

後的大日本帝國的國家體制是「民主的」，換言之，通過建構一種歷史認識，將明治維新以來的近代

天皇制描述成「民主的」體制。參照小森陽一，陳多友譯，天皇的玉音放送（北京：生活．讀書．新

知，2004），頁145。竹內好在「我們的憲法感覺」中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新憲法如同換衣服一般被穿

在戰後被剝掉了舊憲法的、赤裸裸的日本身上，日本是否就因而民主化了呢？竹內好說：日本要獲得

屬於自己的民主主義憲法，需要的不是換一件新衣服，而是徹底地以主體的方式面對自己。參照竹內

好 著 ， 李 冬 木 、 趙 京 華 、 孫 歌 譯 ，近代的超克， 孫 歌序（北 京 ： 生 活．讀 書．新 知 三 聯 書 店 ，

2005），序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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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契機。在日本和中國的學界，近年來相繼出現的對於竹內好的關注，尚未發展為

對於已有認識論的調整，毋寧說，在很大程度上，竹內好正在被回收到已有的知識論

框架中去。這個框架，其實是一個進化論的框架，它使得當今學人誤認為自己處於歷

史的最高點，可以居高臨下地審視和評點前人的一切，而不必考慮前人在歷史進程中

的各種選擇和決斷。這個框架的缺陷，其實還不僅在於導致了歷史認識的概念化與意

識形態化，更重要的是，它恰恰導致了現實認識的觀念性。同時代史也是歷史，對於

竹內好的閱讀方式與思考同時代史的方式互為表裡的。在竹內好那裡尋找貢獻或者錯

誤的思維方式，在現實社會分析中也同樣只能面對那些固定的「結論」。甚至在有些情

況下，由於缺乏對於流動狀況的準確把握，這種僅僅關注於結果的思維方式會使人忽

略問題的真正所在，而直觀地把責任強加到與問題無關的那些人或事上。 

肆、揭露了讀者政治正確 

在日本現代思想史上，進化論史觀一直潛在地居於主導位置，部分馬克思主義歷

史學者也有這個傾向。炔其中，特別是專攻日本史的學者，他們自覺地把日本式馬克思

主義政治分析模式應用於歷史分析，也應用於對於時代課題的分析。在戰敗後的日本

思想界特有的精神風土中，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力滲透到了學院學術的廣泛領域，

使得在現實社會運作中並未成為主導力量的日本共產黨勢力在學院學術裡面獲得了相

當的主導權；在此意義上，觀察作為在野黨的日本共產黨在學術思想領域內的作為，

其實是一個非常需要分寸感的思想課題。本文無法正面展開相關討論，只限於指出一

個基本的事實：在戰後日本學術領域內，日本共產黨（當然，作為政治派別的日本共

產黨不斷經受了內部的分裂與調整，並不是鐵板一塊）背景下的馬克思主義學術立

場，曾經吸引了大批優秀的知識份子，他們中間產生了相當出色的學術成果。而且，

由於這一類知識份子需要面對「政黨政治」特有的意識形態要求，他們在處理學術問

題的時候面臨更多的困境，就是黨派之爭的現實政治判斷與學術生產所要求的精神創

造自由之間的矛盾。為此，那些最優秀的學者嘗試著以「科學性」統一兩者之間的矛

盾，並且確實也有些優秀的學者可以在進行精神生產的時候擺脫現實政治意識形態的

約束，比如石母田正與遠山茂樹，炘而這樣的史學家都表現出了對於馬克思主義在日本

學界的概念化缺陷的反思；但是，畢竟這種高難度的操作所要求的邊界意識並非人人

都可以模仿，因此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者中很多人滿足於使用無限上綱的方式進行學

                                               

註 炔 馬克思主義進入日本，不僅造成了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衝擊，而且造成了一種空前的「理論熱」，因

而它並非只吸引了左翼知識份子，由於在實感信仰根深蒂固的日本精神風土中反倒最容易將理論實體

化的理論信仰。馬克思主義帶來了迄今為止日本傳統所不具備的方法─他們稱之為「科學方法」，這

樣「科學」的型態，馬克思主義對於歷史現實的宏觀把握方式被抽掉了它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

語境，變成了無限涵蓋現實的「現實的代用品」。參照丸山真男，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

孫歌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序頁22~25。 

註 炘 兩人各自代表作之一，分別例見於：石母田正，日本の古代國家（東京：岩波書店，1971）；遠山茂

樹，歷史學 歷史教育（東京：岩波書店，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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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生產；而即使在最優秀的史學家那裡，當遇到日本史中最為敏感的政治話題時，有

時也會採取「政治正確」的簡化立場，使得有些本該延展的問題被擱淺。 

竹內好在戰後與若干種類的知識份子進行過論戰，與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論戰是

其中之一。這中間，他面對了幾種批評與反批評，顯然，由於馬克思主義陣營中比較

常見的意識形態化學術生產方式，使得竹內好不得不面對一些非學術性的「大批判」，

這些違反學術常識卻因為某種特定的政治氛圍而在社會上流行一時的「誤讀」（準確地

說，這一類「誤讀」其實是「不讀」。批判者未盡責任閱讀自己批判對象的文字，只是

斷章取義地找出一些說法然後捏造罪名加以撻伐而已）乃至攻擊顯然激怒了他，這激

怒影響了他反駁文章的學術深度，是一件非常遺憾的事情。在竹內好留下的論戰文字

裡，最有代表性的當屬發表於 1966 年的《關於學者的責任》炅。這篇文章本來是為了

回應遠山茂樹的質疑而作，可惜因為其他人的低水準「大批判」文章過於牽扯了他的

注意，他沒有把與遠山的對話作為文章的主要部分，影響了文章的完成度。但是即使

如此，把該文與遠山的文章配合起來閱讀仍然可以得到一些重要的討論線索。 

在 60 年代初期，竹內好曾經有過紀念明治維新百年並對其進行重新探討的設想，

他認為明治民族主義是一種「有國家無民族」的失敗形態，這與其後的軍國主義有密

切關係炓，因此，試圖通過對於明治維新的重新探討，開掘日本現代思想傳統中可以轉

化從而通向未來的那部分思想，從被高度簡化為「軍國主義」的歷史中搶救出可以對

抗軍國主義的要素；但是，他的設想並沒有得到理解，相反，文壇中占上風的是全面

肯定明治維新的風潮，以至於變成了朝野合作的「明治維新百年祭」，竹內好只好宣佈

取消這個設想並退出。1965 年，馬克思主義史學家遠山茂樹撰文，以「明治維新百年

紀念」為背景，發表了「明治維新研究的社會責任」一文，該文以明治維新研究作為

基本線索，提示了關於學術規則、學者的社會責任和學者間合作的問題。他富有洞察

力地這樣為竹內好關於明治維新紀念的提議定位：「竹內好預先估計到了將要到來的

1968 年裡，政府和右翼都要大肆舉辦紀念維新百年的活動，所以提倡由我們來爭奪話

語權，對明治維新進行再評價。」炆作為一個優秀的史學家，遠山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

部需要兩面作戰：一方面，他自覺於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成果的貧乏，以及戰後馬克

思主義史學在論壇中地位的迅速下降，主動從非馬克思主義史學家和知識份子（也包

括竹內好）那裡吸收學術營養，同時對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內部的強烈排他性和任意

的貼標籤做法進行了委婉的批評，另一方面，他也要把學術與思想的政治功能和社會

責任歸結為「黨派性」（他強調黨派性是一種現實中的政治選擇，而不是結黨營私的小

                                               

註 炅 竹內好，「關於學者的責任」，竹內好全集，第八卷（東京：築摩書房，1980），頁245~273。 

註 炓 意指日本缺少能夠對抗超國家主義的社會力量。在經歷了明治以來以進入西方列強行列為指標的社會

上層的努力之後，日本民族主義問題基本以一種潛在形態曲折地存在著，一直不能與社會革命的趨向

結合。所以，日本民族主義以二戰時期為頂點，只有在與天皇制國家主義意識形態結合的情況下，才

能浮現在思想的表層，而這時它只能以極右的面孔出現。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

學，2005），頁68。正當的民族認同心理就會在右翼的推動下變形，由肯定民族主義出發，進而肯定

日本的法西斯主義。 

註 炆 竹內好，「明治維新研究的社會責任」，展望（東京），1965年12月號（1965年12月），頁14。 



78     中國大陸研究 第 50 卷 第 1 期 民國 96 年 3 月 

 

集團主義，為此，他特別把黨派性與派系之爭做了區別）並堅守這「黨派性」。炄正因

為如此，遠山成為竹內好所尊敬的少數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之一。當竹內好撰文回應遠

山的時候，有別於他對於其他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激烈批判態度，他顯示了極大的「同

情之理解」的誠意。 

竹內好對於遠山的「同情之理解」，源於他和遠山一致的現實危機感。這就是「感

覺到在歷史學裡，廣而言之是整個學界存在著荒廢的趨勢，由此而考慮學者的責任

（我倒是認為不必說它是社會責任）問題」。炑竹內好不僅把「學者的責任」與「社會

責任」作為兩個不同的範疇提出來，而且把問題指向了「學界的荒廢」，這使得他與遠

山的立場有了微妙的區別。在遠山那裡，儘管有著對於馬克思主義史學貼標籤式的工

作方式的反省和批判，但是卻避開了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現實政治的黨派性是否

可以直接應用於學術生產。反過來說，強調文化政治的功能，是否意味著它與現實政

治的關係是直接的和對等的。在馬克思主義陣營內部一直存在著的貼標籤式的知識生

產模式，其實在後來已經越出了馬克思主義陣營，成為世界範圍內學院左派學術生產

的徵候，這也就是今天語焉不詳地被作為負面現象的所謂「政治正確」問題；與當年

馬克思主義學者遇到的困境一樣，「政治正確」同樣起源於認識論的誤區，它把學術行

為簡化為現實政治行為，把精神生產的複雜面向依靠現實鬥爭的「結果」簡化為非此

即彼的單純問題。儘管遠山是一個充分關注歷史過程的不確定性和複雜性的優秀學

者，但是，當他把學者的責任直接等同於社會責任時，卻是在強化一個直觀的二元對

立思維模式：要麼為了履行社會責任而直觀地把現實問題變成學術問題，要麼脫離現

實躲進「象牙塔」。這使他在面對歷史過程中那些與「政治正確」相忤逆的問題時，會

本能地突然違背他的歷史學學養，做出簡單化的判斷。 

伍、向敵人學習的可能性 

對於竹內好而言，這樣的思維模式無法建立有效的思想鬥爭傳統，相反，它只會

導致「學界的荒廢」。當他面對同樣感覺到學界的荒廢並且試圖扭轉這一局面的遠山的

時候，他感覺到的無奈恐怕大於他的憤怒。這是因為，遠山在上述文章中涉及到了相

當重要的認識論問題，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提議，同時又以最典型的政治正確姿態消

解了這些問題。這是情有可原的。在這篇文章中，遠山試圖處理的是竹內好迫於問題

的變質而不得不取消的那個設想：明治維新百年紀念，並由此延伸為日本現代史上亞

洲主義的評價問題。在當時的狀況下，這些問題基本上由日本的保守派知識份子把

持，而竹內好那個「批判繼承」的想法基本上沒有市場。同時，由於竹內好在提出動

                                               

註 炄 這與竹內好所說的「黨派性」有某種相似的味道，都不是為了在知識界取得某種固定的位置和影響

力。而竹內好所說的「黨派性」意指，在充滿著矛盾的渾沌狀態中不斷尋求自我確立，通過不斷的自

我否定在環境中選擇自己，同時通過這樣的自我確認改造整個知識界。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

京：北京大學，2005），頁42。 

註 炑 竹內好，「關於學者的責任」，頁246。 



在大陸語境中「翻譯」竹內好──進出政治正確的中國論述     79 

 

議之後並沒有來得及充分發展他的整個設想（在 1965 年的「“明治熱”所感」炖一文

中，他談到自己在退出明治維新百年紀念的同時，通過寫作「近代的超克」、「日本與

亞洲」、「亞洲主義的展望」等，逐步地獨自勾畫這個設想的輪廓），更重要的是，在當

時的知識狀況中，竹內好的設想乃至他的工作方式缺少得到準確理解的基礎，因此，

當遠山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他不知道該如何對待竹內好。在「明治維新研究的社會

責任」一文中，他一方面承認竹內好的思想工作並非其他批判者所說的是「為日本帝

國主義辯護」，他甚至準確地指出，「特別是富有創造性的思想和研究，要想完全避免

誤解與惡意的利用是很困難的。」炂但是，對於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中的意識形態

批判進行了批評的遠山，同時又拒絕接受竹內好「火中取栗」的做法： 

「竹內好氏一貫性的論點是：日本在亞洲是唯一的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戰後也一

直走復活帝國主義的路線，這一狀況對於日本人而言造成了深刻的思想問題。日本人

作為日本的國民，主體性的責任感一直不強，因此，失去了從這種狀況中掙脫出來的

可能性。為了搞清楚這一宿弊的根源，他追溯歷史，用自己的工作探究日本何時、在

何種條件下選擇了帝國主義的路線，喪失了亞洲認識的能力。我是如此理解竹內氏的

問題意識的。不過從這個問題意識出發，把亞洲主義定義為『指向亞洲諸國的連帶

（不問是否以侵略作為手段）』，不免讓人對於它在當今時代的意義產生了疑問。」炚 

上述引文是遠山在同一文章中的看法，看上去有些自相矛盾。以遠山的歷史學功

力，本來不該產生如此誤讀。因為在竹內好的「日本的亞洲主義」炃中，對於日本亞洲

主義的定義絕非如此單純，更何況他是在歷史脈絡中而並非價值判斷的層面上談及亞

洲主義與連帶的關係；而且竹內好是在充分強調了日本亞洲主義到了後期的侵略擴張

意識形態功能之後，才對早期亞洲主義者的動機進行了細緻的甄別，試圖對其中潛在

的「連帶」指向進行發掘。牪顯然，竹內與遠山的區別，在於追溯歷史的時候是著眼於

那些應該批判的因素還是著眼於可以發掘的可能性。遠山之所以做出這樣的判斷，其

實出於他的認識論。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在批評馬克思主義史學陣營意識形態鬥爭的

貼標籤做法時明確闡述了自己的認識論：「對於主觀的意圖與實現這一意圖的論證過

程，以及這一理論的社會反響這三者之間的關聯和錯位，必須切近主觀意圖，進入該

理論的內容，從內部進行分析和批判。如果不把這樣的努力進行到應有的程度，僅僅

是在理論和思想的外部對其貼上標籤，那麼，將在意識形態戰線上把本來該成為盟友

的思想推給了敵人，為敵人的惡意使用開路，並使其固定化，這才真的是在客觀上起

                                               

註 炖 竹內好，「“明治熱”所感」，竹內好全集，第八卷（東京：築摩書房，1980），頁239~244。 

註 炂 竹內好，「明治維新研究的社會責任」，頁15。 

註 炚 同前註，頁27~28。 

註 炃 竹內好，「日本的亞洲主義」，竹內好全集，第八卷（東京：築摩書房，1980），頁94~156。 

註 牪 在二戰前後，「如何回應歐洲列強」不再是首要問題，相反，當年被迫退居到次要位置的問題出現在

前台，這就是亞洲連帶感的真實性，日本侵略亞洲鄰國的事實，撕碎了日本知識份子的連帶幻覺，因

此，在日本，亞洲問題便揮之不去。而竹內好借助於亞細亞主義所體現出來的日本近代化所暗含著的

基本問題，就是侵略擴張與日本近代化的內在關聯。參照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

（台北：巨流，2001），頁42、4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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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作用。」狖但是同時，他也強調了另外的一個方面，那就是在進行分析的時候，比起

對象的主觀意圖來，對象所導致的客觀效果更為重要。由此，遠山不免面對了一個無

法自圓其說的困境，那就是他使用「客觀效果重於主觀意圖」的判斷時，他其實並不

能有效處理那些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錯位的歷史對象，這導致了他最終以成敗論英

雄。特別是對於那些歷史上被後來者否定了的人物，遠山其實並不打算貫徹他所說的

切近主觀意圖的「內在分析和批判」。 

對於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家來說，有一個基本的認識論立場在實際操作中（而不

是口頭上）是無法接受的，那就是「向敵人學習」。向敵人學習，意味著在進行價值判

斷之前先進行一視同仁的分析，無論對象是敵是友，這種一視同仁的分析將充分面對

歷史過程的不確定性，充分考慮物件的內在邏輯，並對其作出恰當的評價。在這個過

程中，「以成敗論英雄」的方式將大大簡化分析的厚度，因為它將使在歷史進程中那些

不確定的因素以及在狀況不透明的情況下進行決斷的行為變得無足輕重，而僅僅關注

那些對於結果而言具有正面價值的現象，不考慮就結局而言的負面現象中潛在的、有

可能發展的各種正面要素。這正是日本馬克思主義史學在認識論方面的底線。遠山也

不例外。儘管他沒有如同其他人那樣粗暴地無視基本文本，但是，他仍然不願意在不

同政治立場的歷史物件面前採用同樣的分析態度。 

陸、回到學者的責任 

竹內好在回應遠山的時候，顯然對這樣的認識論感到惱火和無奈。他說：「我到底

怎麼說，才能讓遠山氏明白呢？」他感覺到，必須設定一些共同的問題，才能讓討論

發生接觸。在《關於學者的責任》中，他提出了這樣一些基本觀點，以推進共同問題

的產生： 

「為了真理的探求，無論對象是魔鬼還是蛇蠍，該走的程式都要走，該看的東西

都要看，該聽的也必須聽。如果做不到這點，那麼，就不要靠學問立身處世。」狋「馬

克思主義史學的『社會責任』或者『黨派性』，都無可厚非，不過在強調這些之前，我

提議先找回學術的尊嚴與學者的責任。」狘 

竹內好談的是切實的感受。他在回擊某些學者無視他寫作的上下文隨便捏造罪名

的做法時，辛辣地諷刺說：「把文章打碎，再重新組裝，還真是能幹各種各樣的事情

呢」。面對種種曲解，竹內好只能強調引用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整理出對方主張的

主要著眼點。只要看一看引用，就可以知道引用者頭腦的程度。如果你遇到的是那種

離開整體脈絡，只為了配合自己的目的而斷章取義或者歪曲原意進行引用的人，那可

                                               

註 狖 竹內好，「明治維新研究的社會責任」，頁16。這種思考與現實之間的錯位，不能靠日本已有的民族

主義來救助，也不能靠否定民族主義或批判它的國家型態來解決問題，關鍵在於這種錯位本身必須被

作為問題加以揭露，從而使戰後日本思想界抓住自我形成的契機。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

北京大學，2005），頁67。 

註 狋 竹內好，「關於學者的責任」，頁266。 

註 狘 同前註，頁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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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場災難了。」狉 

這樣的災難多了，學術的尊嚴也就沒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竹內好一生遇到

這樣的「災難」還真不少，其中，來自進步派學者的曲解也不在少數。狜 

不過竹內好知道，遠山不在此列。正因為如此，竹內好顯然把遠山作為自己認真

對話的對手，而不像對其他人那樣嬉笑怒駡。可以說，竹內好在對遠山提出反批評的

時候，之所以得以把問題推進到比較深入的層面，是因為遠山也是尊重學術規範的學

者。也正因為如此，這一部分對話對於我們後來者而言，更具有啟發性。比如，針對

遠山提出的對日本現代史上的亞洲主義思潮使用連帶與侵略的二分法的建議，竹內好

的回答是：「我的情況相反，我是從質疑連帶與侵略二分法的問題出發的。」狒這種質

疑，導源於竹內好的歷史認識論。使用二分法區分歷史過程的不同質乃至對立的要

素，只有在立足於歷史結局的情況下才是有效的；相反，如果不把歷史的階段性結局

視為歷史認識的起點，那麼，二分法很難具有意義。因為在歷史過程中，不同質的要

素必然是混雜在一起的。對其進行甄別，只能採用歷史的方式，竹內好把這種方式表

述為：「我的問題設定是，考察連帶與侵略組合方式的不同類型。」狔 

竹內好批評說：「我感覺到，歷史家閱讀文獻的方式是偷工減料的。他們只是掠過

文字的表面。不敢要求他們力透紙背，至少眼光應該到達紙裡面吧。」掠過文字表

面、脫離文本的「紙張」制約仍然可以治學，需要借助於一些文本之外的現成東西。

例如借助於社會通行的意識形態，借助於一個時代的危機意識，借助於各個特定時期

的社會期待等等。這樣的工作方式，反過來又助長了對於文本的淺層次閱讀，甚至使

得斷章取義的做法通行無阻。比起惡意的曲解來，這種似是而非的閱讀雖然可能還不

構成「災難」，但是，至少它構成了使得災難「合法化」的知識生產土壤。 

不過，這批評對於遠山並不太合適。竹內好與他的分歧是認識論的分歧，而非閱

讀功力的差異。竹內好下面的補充才是切中的：「在遠山氏那裏，人的動機與手段是可

以明確區分、並且可以被他者整體上把握的透明實體，對我而言卻是流動的、狀況性

的，而且難以明確區分自我與他者的物件；而歷史，在遠山氏那裏是沉重的被給與之

物，在我這裡，是可塑的、可以分解的建構之物。我想，這是我與遠山氏的不同之

處。」狚 

是否進入歷史，對於讀史者而言，並不是一種語詞遊戲，它意味著讀史的視角與

                                               

註 狉 同前註，頁249。 

註 狜 在日本知識界根深蒂固的「以日本獨特性對抗西方」的圖式中，竹內好批判了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近

代化的態度，很容易被近代主義者視竹內好為反近代主義者。 

註 狒 同註狋，頁272。 

註 狔 同註狋，頁272。竹內好的態度是，既然亞細亞主義與日本明治以來的對外膨脹幾乎無法區分，那麼，

硬性規定何謂亞洲連帶感何謂對外侵略擴張是沒有意義的，相反，需要區分的倒是，思想是否具有能

夠生長的力量，它是否具有前後一貫性。參照孫歌，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

流，2001），頁46。 

註 狚 同註狋，頁273。由此可見，竹內好的歷史哲學所具有的批判鋒芒直指日本學院派中佔主導位置的實體

性思維，要對抗的是包括本土的西方中心論者和民族主義者在內的這種非理性的和非歷史的絕對主義

概念，他強調歷史的瞬間性，就是針對理性主義的歷史解釋，因為理性主義背後所存在的某種非理性

意志的壓力才是可怕的。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2005），頁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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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遵從完全不同的規範；對於同時代史的參與，也並非僅僅是一種主觀意志，它同

樣受制於認識論和客體對象的約束。竹內好所說的「流動的、狀況性的、而且難以區

分自我與他者」的對象，只有在明確了歷史過程的不透明性，因而注重主體每一個決

斷具有的歧義性這一前提下，才能得到理解；否則，這將僅僅是一個「說法」而已。狌

在歷史被視為沉重的「被給與之物」的時候，進步知識人只能採取「外在批判」的態

度，是在所難免的。狑「政治正確」所糾纏的，恰恰是如何對待這個「被給與之物」的

態度問題，而不是如何分解它並內在地改變它的問題。畢竟，歷史並不僅僅是過去，

它以非直線的方式連接到現在，並且通向未來。 

在上世紀 60 年代中期，身體狀況不如人意的竹內好沒有把他與遠山這樣優秀的馬

克思主義史學家的論戰推進到應有的層面，是一個非常大的遺憾。這當然與竹內好個

人學術方式的侷限相關，但是，更重要的是，這也與當時日本史學界（不僅僅是馬克

思主義史學）認識論自覺程度的限度有關。其實，同樣對日本史學家發生影響但是同

樣未能改變學術局面的還有上原專祿等優秀的史學家，意識形態化的解讀歷史方式也

並不僅限於馬克思主義者。「從結局反觀過程」的思維定勢，一直是解讀歷史的主導方

式，特別在充滿危機的歷史時刻，歷史被高度地簡化和透明化，狀況被高度地固定化

和外在化，這種做法反倒容易獲得社會基礎。那個曾經由竹內好提出的老問題，似乎

並沒有得到解決：「社會責任」或者「黨派性」，都無可厚非，不過在強調這些之前，

需要先找回學術的尊嚴與學者的責任。其實，在今天，重新審視認識論問題，並非為

瞭解讀竹內好，甚至也不僅僅是為了深度地解讀歷史，這與我們今天和未來的知識生

產方式直接相關。 

 

 

 

*       *       * 

 

 

 

（收件：95年10月30日，接受：95年12月5日） 

                                               

註 狌 如同魯迅中所展示的那樣，所有觀念內部都具有不可消解的張力，恰恰是這種張力構成了竹內好對於

人與歷史流動狀態的關注基礎。竹內好對於客體與主體關係的思考具有強烈的非實體性特徵，換言

之，客體與主體對他來說僅僅具有機能性的意義。而只有把思考基點建立在機能之上，竹內好的悖論

才獲得了方法以上的價值。參照孫歌，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北京大學，2005），頁66。 

註 狑 面對歷史對象，從外部對它進行批判是比較容易的，通常思想史的「啟蒙主義」採取的就是這種態

度，但是這種外部的態度很難深入到對象之中去，因而也不具有批判和瓦解其內在邏輯的功能；而與

此相對，所謂「歷史主義」的態度是深入到對象中去，力求理解對象的內在邏輯，它的難點在於很容

易被對象同化，因認同式的「理解」而喪失批判精神。參照丸山真男，王中江譯，日本政治思想史研

究，孫歌序（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序頁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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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uchi Yoshimi in the Chinese 

Narratives 

Sun Ge 

Abstract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collects and translates a 

few selected articles by Japanese writer Takeuchi Yoshimi to illustrate how 

possibilities of liberation can still be uncovered in the enemy or in those texts 

that violate political correct lines of the time. However, the responses that the 

book has so far drawn from the readers in China continue to frame 

Takeuchi’s style of irony against some political correct lines. Ironically, this 

pressure to show political correctness was what Takeuchi’s own readers used 

to impose on him. For Takeuchi, Asianism, for example, can still contain 

positive component despite its notorious association with imperialism under 

the Fascist regime of the 1930s and 1940s. To allow complicated yet 

potentially positive meanings to arise, this paper suggests the ultimate 

solution lies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move beyond political correctness. 

 

Keywords: Takeuchi Yoshimi; Asianism; Overcoming the Predicaments of 

Modernity; Yoyama Shigeki; political cor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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