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近代”、“亚洲出发思考”与“作为方法的中国”
——沟口雄三与日本的中国学研究
葛兆光

【沟口雄三教授（Mizoguchi Kozo，みぞぐち こぅぞぅ，1932-2010）对日本和中国，
尤其是对日本和中国的亚洲历史研究，有很深刻和广泛的影响，他是一个具有领袖气质的学
者，也是一个亲切友善的朋友。我与他 1995 年在东京相识，此后，我一直关注他的研究，
特别是关心他对日本中国学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论述。他于今年 7 月去世，失去了一位可敬的
前辈学者，我感到非常难过。这些年来，我曾经写过和他商榷的书评，也在中国的清华大学
和复旦大学，与年轻博士生们一道讨论他的著作，虽然我和他在学术上有一些不同看法，但
是我一直是把他当作最可尊敬的学术对话者，通过对他学术论著的阅读，我了解了日本中国
学的变化和趋向，也让我了解到他个人的关怀和思考。
这篇评论其实是我的讲课记录稿，我做了较大的修订。我想用一些不同于他的学术意
见，作为对他的深切纪念，可惜的是，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的回应了。——葛兆光，2010
年 7 月 25 日于上海】

沟口雄三一生学术涉及面很宽，他的著作也很多，这里要讨论的只是三种。一是他的
《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
（日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二是他和其他一些学者
共同主编的《从亚洲出发思考》七册本（东京大学出版会），三是《作为方法的中国》
（日文，
东京大学出版会，1989）
。在这些著作和其他一些论文里，呈现了他的一些理念，首先是以
所谓“前近代”为历史时段，分析上联古代中国，下连现代中国的明清思想，表现了一种所
谓“反欧洲中心”的历史观念；其次是以“亚洲”为历史空间，构造出一种新的历史视野和
文化共同体，试图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作为“他者”，来认识东亚文明；再次是提出“作
为方法的中国”
，反省日本中国学的立场和方法。
这些论著，无论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领域还是日本的日本学研究领域，都产生了很大
的冲击1。因此，下面我们就讨论这三个观念，“前近代”、“亚洲”和“作为方法的中国”。
一，
“前近代”：重新命名的意义何在？
日本过去研究中国明清思想史，如山井涌和岛田虔次，都坚持从“古代”到“近代”
或者“传统”到“现代”的历史脉络，而这个古代和近代的分野，就是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
的历史那里来的（这和丸山真男、梁启超相似，因为这样的条理清晰而立场清楚的研究，即
所谓背靠西欧历史、坚持以民主、自由和科学为现代的基本价值，认为人类将普遍趋向进步
1

除了他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屈折与展开》
（索介然、龚颍中译本，中华书局，
1997）之外，沟口雄三有相当多的论文已经译成中文，建议阅读的较重要论文，如（1）
《论
明末清初时期在思想史上演变的意义》，载辛冠洁等编《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
1986；
（2）
《明夷待访录的历史地位》，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中华书
局，1993；
（3）
《明清时期的人性论》，同上；
（4）
《中国民权思想的特色》，中研院近史所编
《中国现代化论文集》
，台北，1991；
（5）
《日本与韩国儒学研究的共同课题》，
《学人》第八
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6）
《礼教与革命中国》
，《学人》第十辑，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6；
（7）
《日本人为何研究中国》
，
《新史学》一卷二期，台北，1990。

的历史，是很长一段时期内历史分析的强大典范）。而沟口雄三就是试图对这种典范进行批
判。沟口在理论上很有想象力，他一边批判那些把王阳明和李卓吾当作“近代”源头，因而
强调其个性主义和自由精神的说法，像山井涌和岛田虔次；一边批判那些把王学和李贽当作
“古代”的末端，因而强调其基本仍局限于传统内的说法，像岩间一雄和奥崎裕司。其中，
他特别是针对岛田虔次的说法进行辩驳，认为以上这些论述，实际上都没有脱出“西欧中心
主义”的价值观和时代分期论，是用欧洲模式来套中国历史。
其中，沟口雄三对岛田虔次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三点上——
第一点，岛田以朱子学的“天理”为封建的规范，以“人欲”为人类的自然，这种二
元对立的样式，是日本式的“近代”概念，和中国的实际不合。第二点，从王阳明以后肯定
并且包摄人欲的新“天理”观，从东林党、到戴震，在明清之际并没有断裂，而是思想界一
贯的新取向，在明清是连续不断的，所以，不能说是“挫折”而是“曲折”。在这一点上，
沟口对东林党有很高评价，这和岛田虔次认为东林党造成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结论相当不
同。三，从王阳明到李卓吾，并不在于岛田说的是对“自我”与“心灵”的确立，而是“理
观”的内在转变，换句话说就是“天理”本身富于包孕性和融摄性的变化。因此，明末思想
界，虽然“欲”和“私”的肯定，确实是最重要的变化，但是，“人欲”被放在正面肯定，
并不意味着把“理”放在反面，“私”被置于合理的位置，也不意味着“公”被贬为负面的
位置，而重新理解“欲”和“私”
，给“天理”观以重新解释是很重要的。到此，沟口的结
论是，明代王学以来的新动向，并不是在明末清初夭折了，而是在清代以后继续发展，一直
到清代末年形成“大同的公理观”
，因此，从王阳明到李卓吾到东林党到戴震是连续的思想
史过程，那些变化只是“屈折”与“展开”，而这个时代，就是“前近代”
，即近代之前的那
个时代。
他的批评有没有道理呢？应该说，还是有他的一些道理的，除了他提出的对西欧中心
主义历史观念需要警惕之外，主要可以提出的有三点，（一）把“理”的演变分析得更加细
致，更可以包含各种复杂的多面性，不至于把“天理”简单地理解为与“人欲”对立的、包
含自然、政治和伦理的、维护旧时代的秩序的规范；
（二）把视角转向“内在理路”，即考虑
到不仅中国社会和政治、经济的历史不是停滞的，而且思想本身也孕育着自我转化的资源和
可能，
“天理”这样的东西，其可开发的后果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的；
（三）重新构造了一
个连续性的思想史线索，不再强调断裂和中止，而是凸现了蔓延和伸展。
但是，我的问题是——
第一，虽然他批判了“近代”的分期是依据欧洲历史，但是，
“前近代”的时段划分是
否仍然落在“社会分期论”的窠臼里面？换句话说，就是你一方面主观上要跳出欧洲中心，
一方面在客观上又落入欧洲中心。因为如果没有“近代”
（这是欧洲的标准）
，又如何确立一
个所谓的“前近代”呢？
第二，使用“前近代”这个新的概念工具来重写明清历史，重要的是看它能否改变整
个历史图景，容纳更多的新资料，产生更多的新脉络。严格地说，沟口的论述和岛田的论述，
在使用的历史文献，处理的历史现象和事实、叙述的基本脉络上，几乎没有太大差异，只是
进行“头足倒置”
。那么，这是真的历史图景的改变吗？
第三，这种以“近代”或者“前近代”的时代划分，来讨论明代思想史的方法，是否
仍然只是依据阳明学为中心（加上稍前的陈白沙、湛若水，以及后面的东林党）来讨论的，
可是，这种以“心学”为主脉来讨论文化和思想，就能够叙述晚期中国复杂的社会、政治和
经济中的思想变化吗？我们是否可以用别的标准、别的线索、别的脉络来划分思想史的时代
呢？
所以，沟口雄三提出的所谓“前近代”的观念，似乎并没有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新历史。

二、亚洲：为什么要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单位？
其次，我在这里要讨论日本近代的亚洲观和沟口提倡的“从亚洲思考”。
“亚洲”是一个
竹内好（1910-1977）讨论过的老问题，简单地说，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开始于明治时代。
当时，西洋进入东亚，改变了这个本来就已经分崩离析的东方世界，也成了日本重新建构新
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竹内好的说法，在他编的《亚洲主义》卷首的论文里面可以
看到。简单地说，就是，（一）明治维新的成功，以及福泽谕吉“脱亚论”的出现，使日本
迅速崛起，成为东方的“欧洲”
，并和亚洲脱节。
（二）但是，作为亚洲区域国家的日本，在
真正“西方”的压迫下，逐渐又有了“另类”感受。
（三）1894 的中日甲午战争、1905 年日
俄战争十年间，日本开始膨胀，在自我膨胀以后，出现与西方抗衡，并回归亚洲的思潮。
我当然并不是说，沟口雄三在延续这种思潮，但是，他也用“亚洲”这个概念来建构
一个和“欧洲”相对应的文化、历史和知识空间，对于中国来说有些麻烦。因为中国并不习
惯这种“从亚洲思考”
，而是在日本才有这种思考基础。
为什么呢？简单地说，近代日本在观念史上有三个可以选择的“认同”
，第一个是象征
着近代化的西方，第二个是亚洲主义的东方，第三个是日本自身。这三个认同，和日本自德
川时代以来的东洋、西洋、日本（中华）的观念有关。可是，近代中国却只有两个认同，东
方（或中国）和西方，所以，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因此，所谓亚洲主义在很大程
度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
，而不是中国的“亚洲主义”，这一作为西方“他者”的“亚洲”，
往往是日本想象的，以日本为中心的共同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但是，近年来由于
一些复杂的原因，日本、韩国与中国学术界出于对“西方”即欧美话语的警惕，接受后殖民
主义理论如东方主义的影响，以及怀着摆脱以欧美为“普遍性历史”的希望，这种“亚洲”
论述越来越昌盛。
可是，
“亚洲主义”和“亚洲想象”在日本长期存在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把“亚洲”这
个空间作为中国、日方和朝鲜研究历史和文化的基础，觉得有一个叫做“亚洲”的文化、历
史和知识的共同体，恐怕是日本一厢情愿的想象。可是，沟口和日本、韩国很多学者，几乎
可以说是日本的主流学者，在书写历史、研究文化的时候，都喜欢用“亚洲”这个单位。从
明治以后，如桑原骘藏、宫崎市定，他们就讲“东洋史”或“ァジァ史”，这几乎是风靡一
时的学术风气。一直到 1990 年代出现了一个高峰和热潮，他们觉得，可以超越国家立场，
换得一个新视野和新背景。
当然，我也同意，在历史研究中间提倡“亚洲视野”有其意义。不过我们虽然承认它
的意义，但觉得它很容易忽略一些需要思考的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它想象了一个具有
共同性和同一性的亚洲，而忽略了亚洲（包括西亚、南亚和中亚）和东亚（包括日本、中国、
朝鲜）的内在差异。第二，它忽略了东亚的历史变化，比如，当我们想象一个亚洲同一性的
时候，你怎么解释在同一性文化中间的这三个国家——中国、朝鲜和日本，在进入所谓全球
性的近代的时候，它们的经历和路程是不一样的？
三，什么是“作为方法的中国”？
在老牌著名学术刊物《东方学》的 2000 年的第 100 期上，沟口雄三发表了一篇《中国
思想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视角》
，里面讲到二十世纪后半的研究视角，要从单纯的中国思想
史研究转向以亚洲为基础的研究，他觉得，现在是更新换代的时候了，他希望以后的年轻人
要有大变化，什么大变化？就是“以亚洲为视角的伊斯兰研究、印度研究，或东南亚研究”，
当然更包括他自己从事的专业即中国研究。
提倡亚洲为基础的研究，其实一开始是针对日本的。他说，日本研究中国的学者，第

一是把中国思想不加思索地看成是自己的传统和思想，第二，把中国看成是外国，把儒家中
国当作他者，第三，他提出要从亚洲出发思考，确立一个和欧洲不一样的，甚至可以作为欧
洲的“他者”
，可以作为和欧洲对比单位的亚洲。其实，这个看法在 1990 年出版的《作为方
法的中国》里面，就已经形成了。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日本的中国学史。早在明治时期，受到西洋学术方法和观念的影响，
日本传统的汉学就开始转型为现在意义上的“中国学”或“东洋学”，其特征是一方面扩大
中国学的周边研究，一方面引入历史文献和语言学的新方法，同时关注原来非主流的历史与
文化现象，思考与联系现实中国的各种问题——这是确立日本中国学的现代转型。接下来，
逐渐成熟的日本中国学出现不同取向，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的中国学风有不同。前者关注四
裔（满蒙朝越及中亚）
，引入西方哲学和语言学观念方法，对于日本自身问题意识相当浓厚；
后者沿袭清代学术中课题与考据方法，把中国学文献化与历史化，偏重古代中国和经典中国
的研究。这产生了两种中国认识，并形成两种中国学流派。经历了二战，日本中国学由于政
治力介入，普遍失去独立和自由。因此，战后日本对于中国学的反省，首先是批判中国学家
与侵略战争之共谋，其次是以中国为例提出，另一种近代主义的新途径和新典范是中国，再
次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追求新的进步的中国学。这是经过二战失败，出现了第一波的
反省，他们追问，中国学家与侵略战争共谋，是否是因为日本中国学界蔑视现实中国和想象
古代中国的结果？这是否是因为日本中国学界以欧洲式的进步来衡量日本与中国的近代化
所造成的？这是否和日本近代的“亚洲连带论”或“亚洲主义”有关？这种思考到了六十年
代又发生变化，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加上日本类似“全共斗”这样的风波，打破了
一些中国学家对于现实中国的迷思（myth），有人把它形容成为“新梦的幻灭”，他们在心
里开始对热爱与想象社会主义中国进行反省，他们开始反思对于社会主义大民主的想象、对
于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的称颂。
特别是，由于当时日本越来越发达，和中国渐行渐远，与美国却越来越近，因此“中
国研究”逐渐边缘化，在思想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上越来越小，这个领域变得冷清起来，中国
学渐渐脱离政治成为专业的学院派学术。因此，近年来的日本东洋学或者中国学，好像越来
越衰落了。所以，我觉得，沟口的焦虑实际上是，日本的中国学如何定位，日本中国学是否
可以给日本提供新经验和新刺激，日本中国学怎样重新回到日本思想界的主流中来，这样一
些思考上面。
《作为方法的中国》的问题意识，其实就是针对这样的背景而产生的。他把解
决这个问题的思考分成几步：
第一，
“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即“把中国古典化”。第二，另一种“没有中国的中国学”
，
即努力在中国寻找“中国的近代”
。这也是割断了历史的，自己想象的中国。第三，他提出，
重建中国学的关键，是把中国作为方法。所谓“作为方法”大概的意思应当是，把研究对象
放回当时的语境里面去，抛开层层积累的后设的概念和思路，重新思考它在当时的历史。第
四，如果仅仅是这样，中国学就和日本无关，应当在边缘，但是沟口的高明处在于，他提出
了建立“亚洲”论述的说法，这给日本中国学回到日本主流和进入关注视野提供了契机。我
觉得，沟口对日本的中国学的巨大贡献，就是把逐渐边缘的日本中国学，渐渐拉回到日本视
野的中心。
日本中国学界近年来的一些变化，就是这种努力的积极后果，第一，中国学由于有了
这些与日本真正相关的问题意识，正是在将中国学成为“外国学”的时候，恰恰使中国学成
了与日本有关联的学问。第二，它使一些本来是研究日本的学者，也开始关注中国和朝鲜的
话题；第三，它使日本、朝鲜和中国学都有了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背景和历史背景。第四，和
日本有关系但又有区别的“近代”成了日本中国学界关心的重点，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古
典”作为汉学的中心，并被不加区分地和日本古代混在一起。因此，中国学就和具有主流和
笼罩地位的近代日本历史文化思想研究一道，成了日本学术界讨论的话题。

结语：他山之石，终究是他山的
我这里借了沟口的思想和方法来讨论，主要想要强调的，就是沟口先生是“他山之石”，
因为——
（一）沟口是针对日本学术界的状况特别是日本汉学状况发言的，他的问题意识来自
日本，而我们的问题意识在哪里呢？
（二）日本汉学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区别“自身本有的古典文化”和“作为外来文化的
中国古典”
，区别和确立“他者”是为了确立“自我”
，即日本自己的位置。而在中国，如果
是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的学问，却没有“区别”的问题，重要的却是把“中国”放在“世界”
背景中理解。
（三）中国学在中国大陆是主流，并没有边缘的焦虑，而日本的中国学却在日本学界
是边缘，不意识到这一点，就不能理解沟口先生的立场和思路。
（4）由于日本的中国学逐渐处于边缘，当它要让自己重回主流，并且有意使自己讨论
的问题和当下发生关联的时候，他们常常会把讨论背景放在“亚洲”，因为只有当“亚洲”
被作为讨论背景的时候，中国历史、韩国历史才会和日本历史一样，与现在的日本有深刻的
关联，使日本人对这一领域产生关注。
但是，我需要再次强烈指出的是，沟口雄三的问题意识、论述基础、预期理想都是为
日本中国学的，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理解，所以我说，沟口的理论确实是“他山之石”，但
是他山之石“终究是他山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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