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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美的

社会文明及其比校

排爪大三郎

相1果i必20世紀是美国的世紀，那仏 21世紀将是中国的世

記 J

201立記初 .美国妊上井E超辻 了英国.成方世界第一的経

済大国心但是美図的地位和実力.真正得到美国国内和世界各国

的承i人却益辻了一定的吋向。 自b人欧洲被第一次世界大賊捲鍛

后.美国的存在斐子成方不可功揺的。

美国成方|世界第一的強固.不断地缶敗了各政国的挑践。首

先 ò~肱丁的特徳国 fn 日本 。 其次是1号、取，経迂九乎半世主己的持銭

冷 I~~ 的諮果.亦耳民会冬子!語版了 .美国成方了惟一的翁根因 。

再看中国 .J火 1980年代汗始.迅速的経済友展持婆不停，

其を;斉規模己妊上手Ili也辻日本。而E按照i玄祥的'IJ:.展. 2020年

前中国特超辺美国《所以 21世紀. :1守成方中国和美国労紬組劫

作和前近的世界ε

美図利中国 ..f写1m.1二日本i主三十国家基本占了世界 GDP的

一半 p 所1)，如何]予j;~IJ 如何没汁迭三国的美系.美系到能否拘思

21世紀的世界 t

述祥一来 .if.i!T1fiJ掌握以上三国的特征井加以比較就成方了非

常重要的i果題c 本文就是対国阪社会前景和将来的預iWト一郎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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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世界史的必然。如果在地球以外的星球上迩存在着智慧和生

命.~Il 果那里j主有九十大陥存在的i舌.可以想像的是， )A旧大陪

到新大階的没展愉段.一定会出現文明的特移.而E一定会芹生

美国i主祥的国家。

美図的富有 .是由子具各能戸生文明的技;;j亡、社会基硝的人

flJ .移住到了資源卒富 .人口密度低的大陥 ，1.さ是此越子旧大陪

的1京151.旧大陪，主主辻古代和中世紀.余多的人口.森林大多被

采f1i;.平原都巳成フヲ耕・地勾而新大陪却有tt大1".ill~文明的余地。

対美国法祥的国家的思考和行方方式.如果b人其文明史的角度来

看宇It不 ~n 理解了 ぞ

美国対国防社会的1.i5度.可以M.作方新大陪国家的性廃来解

f手、

美国在交方強国以前是持独立主5t..0度的。迭是方 T~最 i盤以

旧大陥来的各科干沙手口:不被巻人旧大陪的斗争中 e

|日大防(特別是西部欧日Hl以前拘有超迂美国的人口和資源

~í 升始了戸~~文明 。 欧洲各国列強都奇力釈蓄資本和財富以迭到

争縞目的苦而E当sg元i合nUjI↑列強国家都強辺美国，但是美国与

旧大防之|河有海相隔さ成方一↑重要条件能使美国受到保炉，

男一十条件就是列強之向的枚力平衡的争斗守

hUt視点出'友 .清教徒主5t..一一真正起到的作用.可以l故出

新的W fr~ さ

建立美国的移民flJ.大多数是基督教徒，基督教与夫主教不

同.不崇手平歪司 I司利並 。 所以以圭母~利.ill!. 5句偶像的大家族主5t..

井没有帯i五美国来。i主些基督教徒移民flJ，逃脱了血縁和侍統的

共同体束縛.以信fi"pjg生命的核家庭 ，j.票洋i:1海，建立了以教堂

方核心的地域社会。 j玄祥集合起来的毎小人.毎小家庭，都像分

子ー祥{下方途十社会的組成単位。然后 .他ff]笠近同意井以契約

的形式.組成了人方的中|司祖夕、 (association)0 更i主一歩.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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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美的社会文明及其tじ絞

絞社会学的会武。

首先対美国!故有美分析。

美国本民用一句i針統括.是新大陥。

美国是十移民国家， )A大航海吋代起 .彼多移民移住到美

国，然后他1fJ取得了独立故争的腔幸1]，建立了新的国家。

美国井不佼仮是新大陪，但是美国是新大陪最成功的戸l::lt国

家，他将新大陪本身具有的条件更加完善，繁策. JA而成方具有

翁枚的大国。

新大陪与旧大陥被海隔子干，移民fiJ都是以旧大陥径迂千辛万

苦来到新大陪的。所以我1iJ先来思考新大陪勾!日大階的美系。

旧大陪是文明的友祥地。各民族自古以来在各自的1寺筑文 化

和肪史背景下住在那里。JA利用大河流域的夜耕汗始. 繁業了古

代文明，笠泣中世紀，迎来了近代的1"lt文明 ョ

文明井不是偶然以旧大陪戸生的.而是戸生文明的大陥 n~ 旧

大階。

在旧大陪的周圏.隔着海‘迩有其他的大陪存在。但是古代

文明却只能在旧大陥内i参透侍播.而不能超越海洋侍到其他的大

陪。到了1"lt文明的吋代.旧大陪的文明オ能自豪地i1.乏伶播到

包括新大陪在内的全世界。

f'lt文明使古代和中世紀文明的精隼部分継承友展成方可

能， J.主是以旧大陪的ー魚(欧iJl-I西部)芥始的.所以在那十日す

期，相当数量的移民以旧大陥移住到新大陥。j主些移民将大陪文

明的精粋和培育出 f'~~文明的社会制度帯遊了新大陪ョ而E他 flJ
逸寓旧大階的負的遺1"(各科美系的干渉)的東鱒。在主日此絶妙

的Bt同和空間距寓的条件下.美国成方了一小独立自主的社会和

国家。

現実的美国是以各科各祥的所史径銘中戸生的っ但是 ， ~n f吏
美園高ヲ干了那些具体的経第，美国作方一小国家的出現，可以i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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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E出上組成了政府(政府包括市 、 ~H 、 朕邦，由多展机拘組成) 。
牟美国人与 旧大陥人作比絞的活. 美国人更壇 té 子建立中間 ~ll.
~JL~ 正像 100 多年前的 A . 托克錐忽 (Alexis de Tocuque¥'i¥lel在

{主国的民主政治》 中指出的 不被血縁、地引日{統的東鍔的

自由和信仰・貫穿子可以逃J手取~・ i主拝居住地的小人的自由，
可以組成以民主主5t..先原則的政府和中向組炉、的自由 。iき就是美

国的核心的ffi値一一自由的内容c

美国社会的安原，不可能是旧大陥的侍2先手口:文化.但是来自

各国的移民都帯着自己国家的伶筑文化来到美国。在美国. f也fiJ

就組成了各科民族集団.就f象銀河系中的島宇宙ー祥c 例如.意

大利系移民的民族集団 愛 信 系 移 民 的 民 族 集 図 5Je太系移民

的民族集団.徳園、法国、荷主、芳、政・・・移民的民族集聞 c 実

国是各科各祥的民族集図(民族，解体)的集合体，是世界的靖

国。如果美国自身是ー十世界的i舌.他対自身以外的世界的美心

是必要的ョ逮祥一来就強化了独立主文。而JHD使欧iJlI各国列強

友生了対立和故争.美図的民族集問先了不引起対立和抗争而11日

強注意。方途祥的目的玄些民族集団図結成ーl本.強i周真正的

美因。返事A是美国的{介値1児一一自由、英文和民主主主L，

美国文化也像中国主且鋲ー祥.人方的色彩仮強で例如孟

功。美国的這劫，不治是棒球，箆球・ i壬是足球.都是旧大陥恨

本没有的，寺門創作的。而旧大陪的返功項目.由子各国的文化

{寺筑的影H向.対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 ，要想平等地比奏和lJ孜賞是

不可能的。所以特別制作出全新的這功項目 。i主些規刻就i象美国

法律一祥，全都規定好。 i主就i史移民fiJ，不治是i住都能平等的対

立平日比奏さ就是美国的i孟iSiJ的来源。

迫斯尼尿因功画中的功物是主人公。不治明円、民族都能欣賞

和受感電力。正i象麦当労的双箆包・可口可5f;一祥、象征着美国人

的特性和JA零チF始的美国文化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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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弓日本的他者以i只

美国的内容.是己超出抱着旧大階的侍統文化尾巴的民族集

団和地域社会.而是対人方的公共世界 .人方的政府的忠i成心。

在名7')美利壁的迭挟新大陥，正如《歪径》中的“約定之地"一

祥.毎小人都以一政白紙的状恋来汗始建筑自己的社会和国家。

迭祥的新大陪.旧大防是不可能的 .而肩負建没理想、的美国的使

命.正是美国人的自豪。美国迭小国家.既使是真実的世界，但

迩是充満宗教色彩的献身的対象。一旦迭到一定程度的強国一一

美国.要在国外尋求前銭。

令美国人~ f言不疑的是.要将美図的 ffr値1見{寺播す展到全地
球而成方普通真理。

美国的{介{宣現{尤越子旧大陪的侍読文化.当然美国人的行方

祥式和社会制度.大部分的碗是以旧大陪継承来的。但是美国却

対実現十人自由迭到最大限度， 而且対子以旧大陪継承来的祥式

和制度加以改造。所以美国具有的，与先進欧洲西部各国相比 ，

至少是相等的 .甚至子超近他(11。当然不用説f北越子其他的旧大

陥各国、因方那些旧大陥各国 . 不{文没能友展f'~文明.反而成
方欧洲西部各国的殖民地。

同祥的理由. 美国文此越子新大階中的其他各国。美国盆泣

独立故争 .保存T和'J;t展了美国自身的伶値。与此相比，新大階的

其他各国.有的甘子萄民地状恋，有的一旦独立后，元沿在経済

上述是文化上述是停留在原来的影H向下。i主些国家不具各美国的

1介{直視.紋乏使命感.与美国人形成鮮明対照。

移民到美国京海岸的移民(11.逐i析地向西lt大他111的前銭，

接着到iさ了太平洋合再往前走就是隔着i毎的l日大陪和*iIE.i'川各

国。以遠列一始美園 、中国 、日本之|司交往汗始了。

美国対中圏実行了“子干放n戸"的政策。因方中国太「大

了.元18明一列強国家都不能独 自占領。iさ祥，俄園、英国、法

国及徳国 .部来日垂i延瓜分中因。作方允許的条件.美国也要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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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朝成立初期 .官僚数少 .人民要交納的税也{氏.随着社

会的定安.人口 的増1m.城市繁栄向上. 貿易也随之笈展 .文化

昌E5.接着官僚的数量増加.人民要付的税越来越高，ネ士会就変

得不安定了.衣民会起来造反推翻現有的王朝。接着是社会出現

大混乱.人口激減。然后，在成乱中取性的領専者変成了新的皇

帝.新的王朝1就誕生了 。防史忌是迭祥的重夏循杯。i立去 ，哲学

家黒裕~1'曽指出辻 iさ紳防史現象。現代学者金現i寿、刻青山量定父

方 ‘・ 中国社会的超安定系統.，(金規i寿、刻青峰. 1983)。

i玄科中国特有的{き銃社会形式.与欧洲西部及日本都是不同

日~ 行

欧州西部設辻中世紀和封建制度的険段。封建制是以土地所

有 (jo方媒介的社会美系 c 地主一方面支配一定祖国的衣民，同吋

又与更大的地主定有交t内的契約。迭就是以土地方媒介而F生的

「大詰国内的安定的筑治枚力。 日本的封建制.与此十分相似。

但是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校.没有以上i井的那仏安定。在王朝

末期的混乱中.大量的衣民流寓失所，地主被拾 .致使土地所有

美系崩演。対中国人来悦.土地所有枚井不是絶対的。逮与有史

以来明碗而以来阿断的土地所有校存在的日本形成了鮮明的対

照。在迭里.中国人平吋重視血縁美系 .到禁要失うた可以{衣裳来

成都目力さ是与1需教的家庭道徳一致的。

土地被継承 .井具有集中到校勢者手中的傾向。 迭祥.不i合

是旧大陥多z.古老的文明 .世ー斐「大土地的貴族必然登場出現。

中国也不例外.到惰唐吋代前.以土地所有労基拙的貴族，具有

相当的勢力。

官僚与貴族是故対的。官僚是受儒教洲築井i平f介方具有此能

力的行政官民 守与此相反 .貴族是掌世姿而得到的地位;儒教却

重視教育.主~IE元i合是i使只要受此教育都可作方行政官民 。 不{又

如此.儒教迩反対貴族.井不重視土地所有。i需教原則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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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部分，因方対美国来悦最重要的是勾各国列強之向取得平

衡。

対新大陪国家美国来悦，如果旧大陥各国団主吉成一体筒宣就

是璽多ー祥可伯。美国与芳:朕全力対抗，也是因方亦耳主将要合弁

全体旧大階。晃一↑童書安是.旧大陪各固ま至近鼓天性的故争，迎

来世界破局。美国最希望看到的是以上丙者都不是.而保持旧大

陥各国的平衡.美回忌是主占在各列強対立之外 .必要吋対違反国

際利益的国家!故出制裁， );人而得到利益。

迭祥的美国与中国対比 .可以説正中目反。也可以悦ヰド常相

{以。方了説明美中美系的現在和将来 .我 (iJ首先対中国倣有美分

析。

中国是旧大陪的文明之一.間千多年前，秦始皇筑ー了中

国。b人那日す起.儒教即成方中国人行方和社会拘造的基1i:tl，

f需教是由家庭道徳(孝)和政治道徳(父 、忠)迭双重道徳

組成。因方儒家思想比其他各科思想(渚子百家)更加符合現安

中国的実情，而成方了正統思想。

儒教重視家庭道徳，原因是衣止~社会。 衣~是以家庭先単位

而遊行的。家庭内的秩序(-K幼之分)是社会安定的基硝 コ要E!l.

~/q好家庭的阿箔，崇奔祖先成方最重要的=

儒教重視政治道徳的目的是統一f大的中国 3 中国的平原大

f大了， ~~常容易地成立地方独立政校井不是不可能的。つり了建

立強大的中央政校，筑-Hr値現和社会制度.和2旦建iさ到筑i台目

的的官僚机拘是必要的。

儒教以其家庭道徳和正灯台道徳作方教育人民的工具， .J).而建

立安定的中国社会拘造。所以儒教与中図的{を統文化是不可分割

的。然而，現代中国人的思縫与行方也是不可能完全脱寓儒教思

想的影H向。

中国的厨史是王朝交替的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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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既然土地所有枚不是絶対的，那z.由此方基fl:tl的封建制度是

不会ヂ生的。

因此，中国的文明井不存在中世紀愉段 ，而是保持着古代

(秦1又)和近世(明清)大致相同的社会主吉拘。

官僚的経辻与以土地所有方基百出的貴族的長期斗争.さき子在

来代取股。那日す必須主至近科挙(対i需教内容的国家筑一考i式)合

格オ能晋升つり行政官員 e 此科挙制度‘在同吋代成方最合理 、科

学的制度.ー宣持祭到i青代末期。

那小吋代出現了新的儒教一一 朱子学。

朱子学的特征是強i周天的現念。以天来的会主与理作方媒介而

形成了五大元素和整十世界. )主事ie是朱子学的形而上学。

天主日果被絶対化了 .歪人和孔子、孟子就都成労相対的了竺

不it歪人也好，孔子、孟子也好.都被自平T手先夫理的出現勺天理

出現的i合点 .与立志1故官的i支ニ何人(士大夫)要i実1需教的古典.

感庄天理是相同的。 j玄就 7句解蒋儒教的古典升制了新~~ c 

信奉朱子学的官僚(i1，不{又将夫絶対化T.:¥'J相{吉夫是絶対

的自身也絶対化了。所以中国的官僚.不同子欧iHI西部和日 本的

官僚，他(iJ集校カ 、財力和文化校威子一体。ヱサ与当吋政校有美

朕的知i只分子治子充分的2士宮校.而不姶其他的知i只分子友吉

校。一神教的預言者的侍筑(即対当校長(11只分子的校力批判}在

中国是不存在的。

在{寺筑的中国，掬有強大的官僚机拘.相反中間組主只却不友

述。在衣村，血縁集団(宗族)的作用#常大。宗教組主只常受到

政府的警戒甚至鎮圧s 当王朝末期的混乱中出現的新314宗教団

体，到社会再度安定吋.都消失得元影元践 。 城市的工商~~者中

盈有同~公会形式的固体，但却以来真正掌握城市的自治枚令 iさ

正与美国相反.美国喜.1.}i.iき拝，而吋灰官僚仇拘っ如果元i合如何

都要建立官僚机拘的活，都要在毎次逃f手日守換干部 .根本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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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室長集問。而宗教団体却常受到政府的保炉.其他各科中向m奴

i皇及社会各企l:c

中国共f'''''党革命的成功.其原因之ー是，共P党的官僚制度

深人中国人民心中.革命后的中国.f=生了“単位"制度(:全部

中間短玖要在共戸党的領専下的制度).美国却有正相反的作法。

中国的侍筑思銑方式就是中坐思想。

中国最(北秀的中国式的1介直現庄i亥是全世界通用的. l主就是

中竿思想むj主与美回忌是要強加子見IJ国的美国式的併値現(自由

手11民主主文)， h人表現形式上来看非常相似。但商者的内容却根

本不問。

中国占旧大陥的一魚.中国文明以未F智子干辻其笈祥地。各民

政集合.以i又字和儒教作グョ共通文化，而形成了波民族。没有被

中国文明完全同化的周迎的其他民族.被も人方是{氏子?又民核.是

野蛮民族主利T朴素的自我民族中心主5!'"存在子世界中任何民

放中。Rn使現代中国人也{乃然存留迭祥的現念。

再看美国.是!火各民族来的移民国家，根本不存在“美国民

族¥所以美図式的{介値規.要遥合所有移民而戸生的共通模式。

迭祥的{介値現.xfE道迩不是全世界通用的問?新大陪美国既然是

世界的靖図.那久美図的伶値1児就可以照原祥放大而推f到全世

界.迭就是美国的理i念。

元i色郷小民族都iえ自己是第一的.都↑不有朴素的自我民族中

心主文?対此.美国j主↑移民国，是放奔了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

人if1的集合守 iさ些人的“美国是最好的"信念，就井不単純是自

我民族主文了。而是ー科 “超水准"的主政，是美国人的自豪，

i人方像美国法祥按照理想建立的国家，全世界是独一元二的。

中修思想呪つ伏先周囲有野蛮民族存在是当然的，井不需要

去寺f1教化他ff1。対此.美国却i人方世界上有不理解美国的理想

的人存在是不庄i亥的.要尽力i上対方理解美国的行「値刻。美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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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5日本的他者以f只

起.長~~武士在全部領地内 ~t大行使了其行政校、 警察枚和裁判

校.即"一元化支配¥i主祥的武士(大名)之向方了寛争翁枚 .

ia!*了百年的政国同代。

16世紀中!lJl.九日11有船只侍来的鉄泡c 鉄よ包技71吋良快tt展

王IJ 全国 .改 変了 li~ オミ. f足j企了武力銃一。在i主期間，有力的大名

訳同信長、半臣秀吉.筑ー了 全因。随后 .徳川 家康就任将*.

てE江戸(京京1正式建立了幕府。京都的天皇.成方只能任命将

軍的形式的君主 ν

将軍是大名的領-rfU.其筑帥数百的大名.大名的下属是余多

的武 ~Iて I強以形成的統治十凡拘. nq作幕藩制守幕藩制只具有規模扱

小lij中央政府.是分校系筑(校力下放)。

幕落ilJu是以“家"方基本単位.武士的“家地位和牧人

部是世袈(j~. Ivr以是政治姿済的単位。不治是大名迩是将*.都

有“家衣トJili是以1比奈衣耕地的“家"うり単位而拘成ョ除了

“家"以外纂司王不存在中阿祖訊.迭就是幕落制度下的日本社会

的特i正:人fl1音1;以自己所属的“家"的存在和継袋方至高元上司

必要吋甚至可以用生命保抄“家"。一定数量的“家"的成員集

合吋.例主日在:衣村.形成了一撲(脇吋組三只起来的誓釣集団)， 

iさ是全体一致送営的命這共同体ぞ

江戸的将軍命令武士川学3]1需教(特男IJ是朱子学).是図方

期待著武士ff1X'J正筑的筑治者一一自己的絶対服b人。朱子学也被

解降成日本式的と幕滞制度司対家庭和行政机拘元区別的都n4作

“家主祥一来.儒教的双重道徳(対家庭的“孝"和対行政机

拘的 h 忠1 的区別就消失 T.而芹生了同一性学説(忠孝一

知)子迭干l'日本式的儒教入方対君王的忠i成井不是相対子対父

匂lij孝i亘.而?見方絶対的。甚至迩有学派(山崎関青学派)主

~j;く .日本的正統筑治者井不是将軍而是天皇.因此対夫皇的定、 i成

~n見方絶対的 。 i玄祥的主派.不是中国的古典而是研究日本的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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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美的社会文明及箕此絞

逮科“強加子人"正是由子美国迭祥的人工国家造成的。

日本既不是自我民族中心主5/...又不是 “加張子人¥反而

却有絞強的引人外来文明的趨勢。

辻我fi1来筒単図版日本社会的形成c

日本与中国不同，不是父系社会。

古代的日本，人ff]以姓氏和大家族的形式生活在一起主勾

太平洋各島及沖縄相同.既不是母系又不是父系社会 .被i人労是

不明晩所属原理的集団。排除那些主派明1i踊原理所属的人.代替

接受那些決定所属集団人的是，随情況変化而制定集図的繍成方

法。 iさ就成方日本容易接受外来文化的社会背景。

以中国侍来衣~及制鉄技木后，日本逐 i祈f=生了 L午多小国家
(村、慎……).随之P生了統一的国家守在此以后，日本!放出巨

大努力模伐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仏中国和朝鮮来的移民也復

多。中国的官僚制度和行政系統(律令制).双字、 {常数 、建筑、

美71亡、医誌等，凡乎全部被日本接受。那吋中国是遊歩的先逃

国，日本是落后的国家主是{き筑日本人的常浜っ

但是日本弁不是元条件地全部接受外来文化的。奴君主制就i没

有被引人和接受.宣官制也没有接受，肉食耳慣没被接受。同吋

随着目す向的経i立.接受引i1!:的文化也被改変方日本式的会

中国的官僚制没有被i容人日本社会。j玄是因方，在中園、官

僚ff]排除土地所有制和貴族制。与此相反.在日本 .固有地変方

貴族的私有地(庄因).貴族掌援了整十的官僚f凡拘 3 最后.官

僚的地位也被世祭下来。地方的氏族和豪族.由子武装起来以而

変成了武士，逐i祈掠寺貴族的所有地.而成方領主。武士ffl.以

土地方媒介結成了主イト美系.建立了更大的武士図 .会芸子建立了

与貴族元美的武士独自的政校(幕府)。武士熱衷子子干笈表地利|

径奮衣J也.在武士政収的基耐上社会得到了彼大的友展。

中世紀.貴族的領地、寺庖的領地和武士的領地都混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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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美的社会文明及員tじ荻

典学派(国学)与神道結合起来了 。

由干潟片故争英国打敗了清朝.日本提高了対国防的失心 c

宣到 1853年美国写肌子干近日本，要求日本ヲ干放国日 ぅ1毎写元奈

主ヨ美国締結了条約.逮祥一来.全日本都反対将写錆諸条約而団

結在天皇的-f~!u .堅持将外国宰臥妊出国去的尊皇擦夷的這劫席

巻全国 e 随着這功的成功降宰将政校交迩姶了天皇.子F始了明

治維新。

尊皇擦夷也好 .明治維新也好 ，都可以仏方是近代民族主'X.

這功。如果没有迭祥的民族主'X.'J.児念 ，就不可能建立近代国家。

方什仏日本会例外地如此早期地成功培育出民族主文呪?

{象欧洲那祥的大陪.方了多民族ー起生存的目的.建立明所l

的界主主需要彼氏吋問。日本是孤立的島国，人人都主人労承主人界銭

的存在是自知之明。再加上与中国交流的j-.J程中.反而対中国文

化P生了反功力，作先日本人的自我意t只変得更張了 。由子日本

的地理条件加上以外国来的刺激日本在近代到来前.己培育出以

民族主父方前提的“国民一体感'¥天皇的存在也成方国民統一

的象征.再加上J)人各国列強来的外圧，民族主文就迭祥自然地形

成了。

中国的民族不{又最多，正当欧甘11列強都要瓜分中国肘，正是

在満族的王朝(清朝)統治下，皇帝不能象征国民的統一コ反而

如果不先打倒清朝皇帝.就不会P生民族主'X.o 中国没有以外国

引i畳1尤秀文化的規念.再加上中国社会的措拘使絶大多数衣民被

政府美在日夕ト，衣民的根本不美心政治和国隠形勢。所以中国的

民族主'X..ー宣到毛浮京領専的中国革命成功吋.笠迅了相当*

的吋向。

日本在 19世紀中期以后汗始了近代化，基本上順利地成功

了t'~化. 20世紀后期成方了経済大国っ中国在 J9世紀変成各

列強国的殖民地，也受到日本的侵略。さ冬子在 20世紀后期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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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美的社会文明及冥tじ絞

大陪的各国都会支持迭祥的規点。仏英国到美国的i読校移行.友

生了経済実力的交替和連功:但是中国的情況下是不会没生的.

対此中国当然会不満意。

所以.21世紀前期.美園、中園、日本迭三国之向!十仏伴

的力学起作用.会子生什~祥的相互美系 1児 つ

第一 .美国会友生変化。

美国与旧大陪之向有一定的距南 i入方新大陥的 fff値1児(自

由)是至高元上的。但是随着中国和Iop度子F始以及旧大陥各国都

透 i新形成1"~化‘致使新大陪的此勢i成弱。而且対旧大陪子干始更

深的影n向。在美国俳西班牙i吾的西班牙系人口的逐漸増加，就是

其中的一例。理解中国的1ft値現和行方方式的能力会迅速提高。

第二，中国也会出現旦著変化。

中国曽;合方殖民地，又被日本侵略.実現近代化的机会多次

被破杯。然后一歩lS~走，通近社会主 51-革命縞了近代化，毛i李京

的大妖i畳這功就是j玄祥的裳i式。由子改革奔放.1"生了大量的滅

市中芹険忽.逐i続出現了穏健的社会変革和与国際社会的|亦i問。

中国出現了越来越強的，以来有近的向外国学3j勾奔放的在、度包

中国一方面呈持有対美国的反感.但又憧慣美国的自由与民主主

文的紛値羽，返祥以中1"~fì叙方基百出.実現政治的民主化一定不

i丞了。

第三.日本会在中美之阿分裂出自我。

中国和美国.是治子日本影日内最大的雨令文明。日本曽是中

国文明的周迎部分，到了近代.日本提出了要脱寓iIEi)1I而逃人欧

洲.与停滞不前的E洲絶縁，但是日本的社会第拘与美国相差大

逸，以美国的仔「値1児i余改日本的本色是不可能的守与全球イ七相反

的反美浪i靭.其中包含着対侍統的日本来i見没什~錯 i美的情諸 。

一方面是対美国的憧慢和反感;男一方面.対中国的敬意和恐

倶。如果中美携手合作 ，或者相反的中美敵対.元治郎一利1状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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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弓日本的他者以i只

了真正的戸 ~I~ 化。勾fiXiHI文明接軌吋.日中雨国的感覚度是不同

的':." Jさ是悶;均日本是文明的周i立国.是孤立的小国;与此相反，

中国是文明的中心国.是il淘的大陪国家 ζ

中国文明在旧大陥中.是人口最多的c 中国如果真正地実現

T i''r. ~I: 化.在之主;斉力量上.能超辻占新大陪一角的美因 。 自}:À改

革汗 jj~ 以来.中国持主主地主歪済成長.威肋性的与美国抗衡.将要

}j比方男一十世界中心.

美図的 f1t勢是.分裂 旧 大陥.作方整体的1"~化井没有i韮

ti7三立日果 r~1:化 ìtr歩.包括旧大陪在内的世界都実行1"~1:化了.

美国就被埋没在其中了.美国就不能再f寺祭現在的富有和翁校。

所以目前是美図的最高 l峰吋代。

日本在短吋期内取得了対中国的此勢主是因方日本的社会

誌拘比中国具柔軟性.更遥合1"~化 3 中国如果子干始了真正的近

代化.主要泊色的位置当然被中国取代む対中国来悦.除了近代

以外.所史上大部分吋代都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中国只不泣是回

到了自己原来的地位『

中国如1果趨辻了美国.成方世界第一的空済大国.也会掌握

満十I?nLi') llt i人方 iさ是岡端的.旧大陪的各国都会反対中国，印

度、 fit国、fft員fr主都会反対中国 e 旧大陪的各国.不治以応史上

述是文化上.互十rJ美系弁不好.中国一下子成方世界的領袖是不

会被経易手、t人的 月

中国述是美国.逃 ~ijF>小国家作盟主.大多数国家会迭拝美

国.中国是旧大町Ij的固有文明的国家:美国是新大陪的普i皇文明

II~ 国家♂美図的行劫.是透明的而可以預i則.可以理解的。目

前. x;J美図的単独行功主文不満的i舌.如果中国像美国一祥地介

入国l不社会的i舌.対中国的不満会更高。

所以美国anf吏在経済実力よ劣子中国.作方世界量百枚国的地

位在相当 l~同期内是不会交的。因;句欧世11共同体和日本及其他的

8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北京)2004.3月発行

中国号日本的他者f人i只

アメリカは、新大陸に生まれたキリスト教的な人造国家。

旧大陸の伝統文明に縛られない 、自由と民主主義を至上の価値

とする 。独立後、産業国家として発展するにつれ、旧大陸の干

渉を避けようとする孤立主義から、旧大陸の紛争に介入を辞さ

ない大国に脱皮して行った。

中国は、旧大陸の一角を占める伝統社会内キリスト教とは

対極的な文化をも っている。 産業文明の生まれたヨ ーロ ツパか

らいちばん遠かったためもあり、近代化に時間がかかったが、

あと数十年のうちにアメリカを上回る超大国となろう。また日

本は、独特な歴史をたどったの中国文明の周辺にあったことか

ら、ヨーロツパの産業文明を受け入れるのが容易で、すみやか

に近代をとげたe

世界がL、っそう緊密に結びつ くグローパル化の時代、アメ

リカは旧大陸の影響を受けて変質するだろう 。中国も 、伝統文

化の組み換えを迫られる の日本は 、互いに矛盾する要素を含む

アメリカと中国の 、両者を仲介する役割を果たすことができる

のではないか p

if念文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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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弓日本的他者f人i只

出現.日本都会感到元限困惑。

ユl世紀前期司中美美系是世界史上的ヌ先制性的大事。迭問

利根本不同系i普的文明.但同吋又有相似相通的部分さ就是扱

強的↑人主文一一強烈的自我主味。行使武力和吉治的政治主

火、迭問紳文明.互相理解 .互相影日向井包癒着宮球的美系，会

J寺銭:凡十年。

でEj主里日本要起的作用是.好像美国与欧i川共同体之向的英

国.印度教勾l弄斯主教之I司的錫克教一祥.作方仲介的i周停的魚

色 。 作~己主圭近代化的国家.対美国的1ft値羽深人地理解;同吋

i下方iIEi:fll儒教与i又字圏内的国家，充分理解中国的自尊与慮望。

更近-$.阻止和委沖中美両国不必要的i中突。日本如果持明晩

的防史意i只.保持文明治的展望.要述到以上世界厨史舞台上的

魚色.是可能的。

最后.随着全人美綜准化的進歩， 旧大陪与新大陪融合的一

夫会到来。在此近程中，成方一科媒体，不正是日本庄起的作

用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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