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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今::t C'、中固語訣仿ftv 、也仍在選心宅、週 l之一度研究室l己來℃屯色。τ、 每回二

時間低~＇＇ f之bt已qτ、彼女仿訊 L,, f;三也仿左本文左。 2:合扣甘τ、 日 本語仿意味、

古時仿歷史背景之t~＂在調心吞吐、彼女仿理解在確認L、奄仿場七、中固語訊社古

老書吉直L元。今回、紀要比載吐杏花防止全面的位訣文在見直L、本文主突2:

合;b-ttτ言其訣ft 古老訂正 Lt~。

一、西方的道理與東方的道理

我演講的內容是中國民族運動的動向，但這個問題太大，僅用三個小時不可

能全部講清楚。因此，我將重點講一下代表近代中國民族運動發展的階段，即孫

文思想發展的現階段狀況。
關於中國建設的對策，我去年 0942 年）秋天抱有這麼一個想法，就是想

讓日本能協助中國建設一個有中國特色的鄉土社會4 。 我從華北到華中巡迴考察

了大約三個月。而且盡可能地找機會與當地各社會階層的中國人交換意見。沒想

到大家對日本援助建設鄉士社會這一提議都很理解，很多人對此提議表示贊成。

然而，我向日本政府和民間的人講同樣的內容，也把中國人的態度告訴了他們，

卻發現日本政府和民間的人都不以為然。這個暫且不提。三個月的旅行後我回到

日本，在東京及其周邊，包括鄉下，與農民、 學生們以及老前輩們見面時盡可能

抓住各種機會講了我在中國旅行的經過。非常遺憾，日本所謂的知識界人士並不

理解、並不關心中國國民。我面對這種狀況，感到吃驚和憤慨。

181 



那麼，他們對此為什麼不理解呢？我想可能是因為，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

人這七十年間的生活方式，尤其是教育已經西化， 換吉之考慮問題的方式或者一

般常識性的東西，其西化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若直接對東方的鄉土社

會進行階級分析，也就是說應用西方理論，他們很可能會否定我的觀點，或產生

懷疑。所以我這麼說：以前，大家理解事物時會有一個共同的認識，這個理解就

叫常識。然而，事情的道理絕不只有一個，而是有多個。現在若採用一些常用的

西方考慮問題的方式來看待事情的道理，那麼社會主義者這一團體根據其階級不

同，所認同的事情的道理也不同。 資本家有資本家的道理，無產者有無產者的道

理。至於考慮問題的方法，也是資本家運用形式邏輯。的方法， 無產者運用唯物
辯證法。誠然這也是一種極端的分析方式，然而並非全無根據。如果說西方社會

是以階級對立為基本結構的，則階級不同，對事情的看法也不同。 這是理所當然

的。就算階級不同，他們還是住在同一屋釐下，生活在同一個社會里。不過， 東

方與西方社會在地理方面、人種方面，社會本身就截然不同。這樣極為不同的生

活方式，加之自有史以前這兩個社會分別孤立地存在，因此這兩個社會當然生活

方式不同，考慮事情的方式不同，也就是誰一定會導致道理不同。 因此，東方之

事未必可以完全用西方的常識或道理來解決。堅於此，關於孫、文思想的研究，希

望諸位事先理解我的立場後，能對我講的內容寬容一些。

二、正統的孫文思想走向何處

進入正題，日本國民對於中國莫不關心，幸好今年（ 1943 年）一月南京國
民政府宣佈參加大東亞戰爭，這一狀況將會有極大改善。換吉之，日本政府就中

國和平政權一一所謂的和平政權是南京國民政府、北京的華北政務委員會的總稱

一一的國家建設工作， 表示在尊重其自主性的原則下提供全面協助。這是自日中

戰爭六年以來的一巨大變革。對此，不須贅言。不過，確認中國政權的自主性，

意味著在中國建設過程中孫文思想的指導性得到了日本的公認。雖然日本一直以

隔岸觀火的態度對待孫文思想，但最近它引起了日本知識界的注意。 因此， 今天

的演講我想講的是孫文思想原本是什麼，以及孫文去世將近二十年， 正統的孫文

思想是怎樣傳至今天的。所謂其正統性，我的解釋為，至少以今年一月中國正式
宣佈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為契機，確實和南京政權， 即汪精衛綱領有關聯。雖說

有關聯，但汪精衛政權 南京政權繼承正統的孫文思想僅僅是打下了東洋史的基

礎。要想實現，還甫要中國及其同盟國日本盡最大的努力，且要經歷極大的困難

才能完成。以上就是我所說的主要問題。

我後面也會講到，孫文思想有很強的發展性和收縮性。孫文思想不僅在孫文

生前具有這個特點，在他去世後這個特點仍然存在並有所發展。 換言之，它將一

直發展， 一直具有收縮性， 一直指導著時代。孫、文思想具有這樣的優點，然而另

一方面我們承認它具有很大的缺點。這個缺點就是，在孫文生前， 他的弟于們的

觀點就已經尖銳對立了。在孫文去世後，即陷入更為混亂的狀態。現在，關於誰

繼承著正統的孫文思想，以及其內容是什麼，大家各執己見，沒有統一的說法。

我之前也說過，我想盡量簡單易懂地解釋一下，區分出到底誰繼承著正統的孫文

思想，或者誰沒有繼承， 甚至誰背離了孫文思想。

首先來看孫文思想的發展，即中國國民黨這一政治團體。自其成立，到一九

二四年改組，再到改組的第二年國民黨領袖孫文去世，近八年， 這是孫文一于領

導的時期。之後直到日中戰爭爆發的近十年，大體而言是蔣介石領導的時期。 再

往後， 一九三九年八月迎來了汪精衛時期， 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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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黨進行了第二吹改組。經過這吹改組，直到今年一月，中國正式宣佈對英美處

於戰爭狀態為止是混亂無序的時期，或者叫重慶﹒延安﹒南京三派鼎立的時期。 最

後，汪精衛領導的南京政權以中國參戰為契機繼承了正統的孫文思想，至少確立

了其正統性的基礎。我所主張的汪精衛的正統性，當然不是我的主觀判斷，是基

於創造東洋社會這一世界史歷程重大事實的基礎上，我相信這是難以撼動的客觀

事實。
正如我前面講的， 國民黨的歷史可劃分為三個或四個階段，不過其中第二個

階段一一蔣介石時期，尤其是在其末期，關於是否忠實地繼承了正統的孫文思想
這一問題遺留有很多疑問。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寫過一篇名為《批判中國共產黨》

的論文，去年二月刊登在《中央公論》 ，可能有人已經讀過了。那篇論文論證了：

蔣介石政權背離了孫文的主張，因此不能承認其正統性。這一論證的主旨在於，

當時 （特別是日中戰爭前一年6）的國民黨政權是所謂的軍事法西斯與買辦資本

的結合。 由於這兩者是主體，所以不得不以民族解放的手段全力開展軍事建設。

但是軍事建設本身經由買辦資本，在資本及技術方面仰賴於盎格魯撒克遜7人，

它加深了半殖民地的性質，與民族解放相背離。 弄清了這一點， 即可看清蔣介石

政權的性質。在這稟沒有時間做更深入的探討。蔣宋霸權階段一一軍事法西斯的

領頭人無疑是蔣介石，與軍事法西斯相結合的買辦資本領頭人則是蔣介石的大舅

子宋子文 也叫蔣宋政權，僅從其稱呼上就可以清楚地知道它的性質。蔣宋政

權無視孫文大亞洲主義8的主張，結果成為摩根9財閥的傀儡，民族主義本身也陷
入危機。 作為與這個時期相對應的意識形態，有個叫陳立夫的人編了一套名為

“唯生論”，帶有哲學意味的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成為蔣宋政權階段中國法

西斯的理論基礎。 而孫文原來提出的民權主義是有民主主義性質的。 孫文的這一

思想實際上也吸收了林肯的思想派系，這是孫文過度西化的一個例子。總之，陳

立夫等所謂的民生史觀完全背叛了孫文民權主義。如果這個反民主性質的意識形

態具有東洋性質，或者有利于中國民族解放，那麼它應該是對孫、文過度西化的一

種修正。然而事實絕非如此。正如前面講過的那樣，它與買辦資本互為表裹，是

軍事法西斯。別說這個思想其有東洋性質了，就說它是東洋的叛徒也不為過。尤

其自日中戰爭以來，很多人都看清了這一點。

那麼孫、文的民生主義思想後來怎麼樣呢？蔣宋政權下的專制性的、買辦性的

原始野蠻性的經濟建設不但給勞動人民、工薪階層生活帶來了沉重的壓力，而且

死板的中央集權還壓榨鄉土社會，剝削人民生活的根基，它必然會導致經濟疲軟。

因此，不得不承認蔣介石領導下的國民黨實質上已經失去了正統性。

那麼現在講一下中國共產黨。 共產黨曾在孫文去世後，利用孫文主義把它作

為與國民黨階級鬥爭的工具。國民黨無法忍受，其後國共分裂。諸位都知道， 在
分裂時期，因為國民黨反對蘇維埃社會建設，所以與共產黨發生了正面衝突暴亂

1 0。衝突之嚴重， 造成成千上萬人的11流血犧牲。其結果一九四零年一月，首領毛

澤東做《新民主主義論》講演12，開始大轉向，宣佈完全放棄共產主義政策，全

面尊奉孫文主義。 實際上我在上述 《批判中國共產黨》 論文中說到，對於共產黨

的轉向宣吉，我們不能掉以輕心，並指出其危險性以及這一主張的不合理性。 然

而那個階段，中國共產黨的政策實質上是最接近孫文思想的運動，從這個意義講，

它可以取代蔣宋政權，主張自身的正統性。實際上也呈現出共產黨主張正統的孫

文思想的這一奇觀。 然而看看我的共產黨批判就會明白，如果說毛澤東的主張是

發展性適應性較強的孫文思想，那麼就僅限於一九二四年的國共合作及聯俄容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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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這是第一次聯俄容共 第一吹聯俄容共時期。 因此共產黨無視孫文思想

的歷史發展性，僅僅局限于聯俄容共這一政策上， 這是其一﹔另外，在共產主義

者向孫文主義轉向過程中，他們雖然最初確實是全面尊奉孫文主義， 但是他們又

將孫文主義貶低為也不過是為了到達社會主義的一個過渡手段。因此，說共產黨

主張正統的改文思想，是根本不成立的。如此一來， 重慶、延安都不能稱其為繼

承了正統的改文思想 眾所周知延安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

剩下的只有和平國民黨即南京政權了。至少今年一月以來我認為它是名副其

實地繼承了正統的孫文主義。其理由大致和前面講過的一樣，即它是擺脫西方的

控橋，建設完完全全的東洋社會。同屬東洋的各民族將共同承擔這一大事業，把

中國國民統合起來，需要東洋各民族的指導者 日本的協助。依我看，和平國

民黨自身有著這樣的自覺，一月以後已付諸於行動了。 不過，行動倒是行動了，

力量還很弱小。這一行動將成為繼承正統的孫文思想之基礎，而要實現其正統性，

前面也略微提到了 ， 需要日本的協助，並付出很多辛勞。要怎樣辛勞，應在哪個
方向去做，這是我接下來想講的內容。

三、孫、文綱領的東洋性質

如果將上述部分當做序言，那麼接下來我講這次演講的核心部分，也就是講

解孫文綱領。以下先說明一下， 講解中我參考的文獻，是第一公論社出版的《孫

文全集》七卷，它是由日本外交部翻譯的，想必這也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文獻中

最重要的內容首先是三民主義演講，它收錄在孫文全集的第一卷。其次是國民黨

第一坎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收錄在第四卷。第三是國民黨政治綱領，第四是國民

政府建國大綱，都收錄在第六卷。第五是大亞洲主義演講，它收錄在第三卷。我
將根據上述的文獻來講解孫文綱領。在此之前，我還想做幾點說明。 第一，孫文

思想現在作為中國建國的指導精神，為大部分國民所承認。南京，甚至重慶、共

產黨的延安政權，如上所述，也是如此。在承認這一事實的基礎上，我想說明的

第二點是，日本人一一好像西方人也是這樣一一有不少人厭惡孫文思想。人各有

所好，也是個人的自由，但日本政府自今年一月中國正式宣佈對英美處於戰爭狀

態以來也承認了孫文思想的指導性，儘管是間接的。 既然我們都是日本國民，也

不得不承認這一事實。第三，孫文思想順應環境的變化，有極大的發展性和收縮

性。
第四， 這是特別重要的一點，孫、文思想與眾人所知的不盡相同，頗具東洋性

質。孫文思想中內含的東洋性質， 實際上可能孫文本人也未必認識到這一點。這

是自我標榜了，眾所周知我精通中國，而且從日俄戰爭11時期孫文在東京建立同

盟會那個時候起我就很關注欣賞孫、文，所以對孫文思想下過一番工夫。 即使如此，

我對於自己是否真正完全領會了孫文思想，仍有所懷疑。它畢竟太難。孫文本人

也有很多未曾注意到的，因此其他人尤其是外國人更加難以理解。 所以還請諸位

多多諒解。
還有關於汪精衛綱領，他在繼承孫文思想的傳統之時，客觀形勢及其困難，

而他必須將孫文思想具體化，因此在汪精衛綱領中希望具有孫文（思想）那種發

展性和收縮性。從我們的立場而盲，之所以強調這個發展性和收縮性， 是因為我

們想對此進行足夠的批判並保持協助的態度。今天終於有機會來講汪精衛綱領的

問題，其中我將直率地表示自己的批評意見，並對在場的中國人事先也聲明一下 。
首先簡單地說一下孫文綱領。眾所周知，孫文思想大體上體現在孫文的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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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里。其中第一點是民族主義。想必諸位當中有人已經熟讀了 。 假定諸位大體
上都讀過，那麼諸位應該都知道大體上的概要，下面我就對此進行批判。

民族主義
對於孫文的民族主義，我最欽佩的就是，孫文對中國民族結構的理解不是西

方式的，而是東方式的，即保存東方傳統狀態，以這種形式把握中國民族的社會

結構：

赫 l~l 民族
這與西方性質的社會結構有很大的不同。眾所周知，西方社會以個人為單位，

然而中國不以個人為單位，而是以家族為單位。家族通過血緣關係聚集起來構成

宗族。宗族就是所謂的氏族，原則上宗族聚集起來構成部落團體即鄉土社會。 根

據孫、文在他的民族主義演講中所盲，比起地緣性的鄉土社會，孫文更重視血緣性

的宗族。換吉之，在南方（孫文是廣東人）宗族組織的結構非常龐大。 甚至有幾

萬人之多。因此，事實上宗族既是血緣團體，同時也是地緣團體。或可說它是在

地緣團體之上，這在華南，尤其是廣東地區特別突出 。 不過，從中部到北方情況

有很大的變化，部落原則上是地緣團體。 一個部落由一個或數個氏族組成。 一個

氏族包括數個同姓家族，以此組成村落。也就是說，華中及華北與南方不同，宗

族團體反而成為地緣社會的組成部分。 孫文作為廣東人，他認為家族團結起來組

成宗族或鄉黨，並將二者相比較認為前者更重要。然而那是華南地區的風俗，就

中國整體而言，基本結構為家族 （宗族）一部落 0郎黨）一民族。這樣的共同社

會聚集組成的民族，在我看來當然是共同社會。不過在這里， 為了避兔混同於勝

尼斯15所說的共同體社會1時，我把它叫做東洋式共岡體社會。如果是西方社會，情

況會截然不同，它當然是以個人為單位，家族關係為橫向聯繫1 7，它是作為生活

手段的小集團，明顯是為了達成某種目的建立形成的社會，是利益社會l九因此

其性質與東洋的家族大不相同。同樣為進行區分，我把它稱為家庭。 另外，在此
基礎上由個人直接組建的各種功能社會1 9、階級、 職業等，其中包含以維護政治、

經濟或文化方面的各種利益為目的的組織機構。我認為這種功能社會都是典型的

利益社會。其單位是個人，這一個人單位的利益社會集聚形成的國家或民族當然

一定是利益社會。在我看來，孫文認為西方的民族、國家以及東洋的民族或國家

其結構、性質存在明顯的極大差異。
然而， 孫文的弟子們竟認為孫文強調宗族、鄉黨這一部分的內容令人困惑費

解。 這怎麼可以， 顯然不對。應該說這是孫文的民族主義思想特別優秀的部分。

為什麼這磨說呢？諸位當中有很多人都曾出征過中國吧，想必有在農村駐摯的經

歷吧。 眾所周知，他們被煽動起來，開展勇敢的遊擊戰。我們一旦大意，遊擊戰
就會有很大的威力，如雪崩一般襲來。這樣的現象，在二十年前的國民革命軍北

伐時期， 在北洋軍閥駐室主湖南及江西地區的 泌的周間，遊擊戰比現在還要普遍，

且很有效果。因此，在中國歷史上這種現象絕不少見。 為什麼遊擊戰能得以實行

呢？這就是鄉土自衛以及他們的鄉黨意識，很有傳統。 他們極力強調說： “你們

要愛鄉黨。 因為鄉黨消亡你們的生命也會滅亡。 再進一步考慮一下，處於當今的

國際關係下，沒有民族國家的確立，是無法維持鄉黨家族的。現今就如同鄉土崩

壞則自己的家庭及身體也不復存在一樣， 若沒有民族國家的確立大家的鄉黨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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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亡。 ”張文時期，便有這樣的理論或宣傳。最近在戰事的洗禮下，他們也體會

到了。如此一來，不說知識界了，連汪精衛也熱衷主張所謂的民族主義，所以，

現在中國民眾的“民族意識”變得非常強烈。 如同孫文主張的那樣，這完全是按

照家族一鄉黨一民族這一東洋社會結構脈絡展開的，因此說孫文思想百分之百是

西方性質的，實在太冤枉。我認為這就是張文實實在在身為純粹東洋人的證據。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張文在民族主義演講中講完鄉黨的重要性後就對其置之不

理，之後解釋民權主義或民生主義時，對於如此重要的鄉黨應該具體怎麼運營，

如何發展鄉黨意識， 孫文並沒有提及，似是把這些都忘了。

另外，在他的民族主義思想中應注意的第二點是，實現這一民族主義的原動

力是什麼。由於時間不多，無法詳細論述，不過如果諸位方便還是去閱讀一下 《孫

文全集》，下面我還想論幾點：第四卷收錄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盲，在這一

宣吉中民族主義部分的第八十二頁講到受黨員中新秀知識界指導的勞動者，或在

第一百五十頁講到國民黨指導下的農民，由此可看出孫文是信賴這樣的勞動者及

農民的。孫文認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原動力。評價孫文為左傾， 我想主要就是出

白這一點吧。因此，至少現階段我認為這是錯誤的。 正因為這是錯誤的，孫文去

世後共產主義者立刻抓住這一可乘之機並加以利用。換吉之，孫、文曾組織起來的

勞動者運動機構一一工會，還有農民運動的團體一一農民協會，這些最終被共產

主義者所利用，成功地被利用為階級鬥爭的工具， 使中國至少有七年陷入地獄底
層。這一點後面還會講到。

四、孫文綱領分論

民權主義
以上是對民族主義做的一些補充，接下來談民權主義。孫文關於民權主義的

闡釋中需要注意的是，所謂自治權與政權的區別。孫文將統治的功能大略分為兩

部分：一是政權，一是自治權。政權是指人民治理人民，是一種政治功能，具體

而吉它屬於國民黨的權能。自治權列於政權之下，對人民自治這一功能提供技術

上的幫助，是一種行政功能，具體而言是國民政府的權能。大體上是這樣區分的。

對於孫文的民權主義，社會上有很多種解讀，也有很多人指責，但實際上這個政

權本身就是民權。而這個民權或政權是概括在國民黨內的。孫、文非常討厭一黨獨

裁。他意識到要儘量避兔獨裁。就像剛剛所說的， 他注意到，運用民權時盡量使

之不陷入獨裁。必須要承擔可能出現的後果。
公然違反這一規則的，正如之前所說，是蔣介石及其喉舌陳立夫。關於民權

主義的解讀，汪精衛做出了較合理的解釋。這個將在之後講到。

關於孫、文的民權主義， 還有一點令我感到不滿。那就是剛才所說到的，孫文

說民權是政權，且由國民黨掌控。因此將社會整體的民權具體化了 。 而社會整體

是由孫文在民族主義中提及的鄉黨這一部分社會組成的。鄉黨的統治、管理當然

要有政權和自治權。我們是這樣認為的。對此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 就是說， 縣

之下由前、村以及最低一級的部落這三級組成。 要注意的是，中國的縣相當於日

本的郡。 在這些地方實行自治。 自治的許可權及範圍都是非常大的。 即使理解這

一點，還是有人認為這個許可權及範圖有些過大，理論上這也有很大的問題。 關

於這一點我沒有時間詳細說明，希望諸位閱讀一下上面提到的國民黨政綱及國民

黨政府建國大綱， 大致就能明白。 很遺憾，這並不是鄉土社會的統治方式。 就像

他自己得意地說道，西方的地方自治民主最為發達，他坦誠地說，他們採用的是

186 



瑞士、 美國最好且最新的地方。如此一來，雖然張文指出民族結構方面具有共岡
體社會性質，但是在統治時卻拿出瑞士和美國的西式方法。這一點有失嚴謹。這

絕不是統治東方共同體社會的方法。

北宋時代，有宋末朱熹，以及後來明朝的王陽明，在這些人的指導下，全國
範圍內開展過有名的鄉約運動21。我想以此為參考。 鄉約意為鄉村的公約，是朱

熹、王陽明設想的，一種極具道德性的運用於地方自治共同體社會的方式。

很遺憾由於沒有時間，不能深入說明鄉約內容，不過我最近計畫去中國試著

實踐一下，希望今後通過各種機會向諸位彙報。這一點不僅是我有自信，而且前

段時間我去中國時，與中國的領袖們談到我的想法時，他們也表示總體上贊成，

並認為是可以實施。

關於鄉約運動，民國年間梁漱淇曾在山東省大力推行。梁漱淇認為照搬舊制

度是不夠的，他沒有採用社倉弋 而是採納了近代的共同合作23這一新方法。然而

用這種消極的方法沒有多少推動力。必須要大力引進更加積極進步的方法，在這

里就不做更多的說明了，我之前在其他場合發表過《中國建設過程中共同合作運

動的意義》（昭和十八年六月《東亞共同合作叢書》 第八輯）希望諸位瞭解一下。

民生主義
第三是民生主義。 即人民的生活與生存。關於這一點，如果方便希望諸位讀

一下下列幾本小冊子： 第一是戴天仇別的《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 。 他是孫文的
弟子，是國民黨里最瞭解日本的人，著有《日本論》。生活社曾翻譯過這本書。

它從儒教方面解釋孫文主義。雖論是儒教，不過是一般的朱子學之類的，也就是

我所說的那種地方鄉紳儒教。另一篇是周作人街寫的一篇短論文，題為〈中國思想

問題〉，我記得是刊登在《改造》四月號（昭和十八年）。希望諸位儘量讀一下。

本來民生主義就有從經濟或哲學等方面進行的各種解釋。其中最著名的是周佛海

26的“三民主義理論體系”，還有陳立夫 “唯生論”的解釋。 周佛海站在所謂的

資本主義立場上進行的解讀，最具常理。前面我也說過，陳立夫的解讀不過是墨

素裹尼n之亞流。戴天仇尚有些東詳式的解釋，但遺憾的是生澀難，置。孫文本人

對民生主義的說明更難懂。西方的社會主義者能講大道理，但很快被人嘲笑推翻，

而且被年輕人拋棄。這里我們再看周作人， 這位著名的日本通，也是日本文學研

究的大家，他在〈中國思想問題〉中說的民生一一就是人民生存、 是人的生命一一

這種中國人的傳統意識，具有一種古老民族悠然不迫的風格。令人不禁拈花微笑。

不過，周作人並不是國民黨黨員，他的上述小論文不講什麼大道理，而是切實地

描述中國式的思維方式以及生活態度。其中微微帶有辛酸的趣味， 令人難以忘懷。

所以周作人的解釋比孫文的弟子們都更勝一籌。我從中窺見東洋人那種獨特的難
以言說的風格。

平均地權論
關於孫、文的民生主義，我還想再補充一點。作為民生主義的方法孫文主張平

均地權、節制資本鈞。在此，那些眾所周知的東西我就不花時間講了。 特別是節

制資本屬於常識性問題，完全可看作是所謂的改良主義的。 其吹是平均地權， 這

是有些問題的。 孫文在民生主義演講等眾多相闊論文中， 發表了很多關於平均地

權或農民運動的意見。 縱觀這些論文，再深入考察孫、文如何把握平均地權，就會

發現孫、文的疏忽之處。
我要補充這一點，並對孫文的平均地權這一思想加以解釋。孫文本身認為地

權僅僅是土地的所有權。至少他在民權主義、 民生主義的演講中是這樣表述的 。

而且，他的目的在於地主的權利， 換言之，他將重點放在持有耕地的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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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因此，與其抑制地價或一般士地使用費，孫文想盡量抑制個租3日 。 顯然孫文

完全忽視了地權襄所包括的重要的耕作權即勞動者的權利。我想就這一點補充訂

正一下，我認為孫文所謂的平均地權裹的地權，除了他反復提及的地主的土地所
有權之外，還必須考慮農民的土地耕作權。以此分類，接文晚年提出了一句著名

的口號。耕者有其田 。 這一口號是在一九二四年夏天（大正十三年國民黨第一次

全國代表大會、第一吹國共合作時期）為農民提出的，有人說這是跟共產黨學的，

然而絕不是這樣。實際上，不過是因為他上述論述的不嚴謹而導致的結果。平均

地權論，如上所說，自是有其理論依據的。

至此對於孫文三民主義的概要，我的意見就講完了 ， 最後我講一下孫文的大
亞洲主義之論。

大亞洲主義
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思想遭到冷遇，不管它是故意或善意。但日本人和汪精衛

政權給予過高評價並將其繼承下來。而觀其由來便可知，孫文為了實現大亞洲主

義，將民族主義作為具體方法，寄予極大期待。其證據一，日俄戰爭時他在東京

成立了國民黨的前身 中國革命同盟會，在它的機關刊物 《民報》 上刊登了同

盟會的六大綱領。六大綱領的第五項主張“中日兩國國民聯合”。當然綱領中強

調的不是政府，而是國民的聯合。而《民報》第三號上又刊登孫文的一位弟于胡

漢民31對這一綱領的注釋。在我看來，胡漢民的注釋很有政策性，用現在的話講，

即頗有策略性。 而我認為孫文並不是這樣。這麼說是因為，孫文在其自傳以及民

族主義演講、其他各種場合反復論明過，而我可以說對此銘記在心。 其中他反復

稱讚過日俄戰爭對亞洲各弱小民族的激勵作用 。胡漢民認為，孫、文為了推翻清朝，

利用 日本政客對清朝沒有好感這一點，而孫文並無那種小人之見。畢竟師傅比其

弟子要偉大。孫文公開率宜地承認日本之先進，他認為如果跟隨日本，像日本那

樣，亞洲各民族就得以解放，要以日本為中心團結起來。其態度光明正大、 率直

勇敢。這在孫文自己說的話里完全可以證明。

證據二，民國六年也就是一九一七年，那個袁世凱簽的二十一條條約引發猛
烈的排日運動。自那坎談判以來，這兩年，中國的排日思想、排日感情達到最高

潮。那時孫文發表了一篇名為《中國存亡問題》（ 《孫文全集》第四卷）的長論

文。其中講到， 中國要想自救應與日本及美國聯合，在排日勢頭如此高漲之峙，

他毫無顧慮，並第一吹提出“亞洲主義”。論是日美聯合， 實際上是以日本為主，

附加美國。

第三，孫文去世那年也就是一九二五年， 他做了大亞洲主義演講。其內容諸
位都知道，是日本及蘇聯與中國三位一體的大亞洲主義。其中與之前有巨大變化

的便是聯俄容共。而我們認為不能與蘇聯結盟，我們要形成以東洋為中樞的，即

團結岡屬傳統東洋民族的印度， 為了日 、 華、印東洋各民族的解放，我們要相互

團結。
總之，孫文的大亞洲主義構想太抽象，未超出想象以及預測的範圍。若真的

與蘇聯聯合起來， 後果將不堪設想。到了汪精衛時期 “東亞聯盟”成為現實。

五、正統的汪精衛綱領

東亞聯盟中國同志會成立於一九四零年，主張政治獨立、 經濟合作、 軍事同

盟、文化溝通四項內容。 因沒有什麼人氣，去年汪精衛又重新組織所謂新國民運

動。這個新國民運動包括內政問題以及上述東亞聯盟的四項內容。然而由於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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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該運動也未見有什麼起色。 至此，我們對汪精衛政權及他們組織的各種

運動並未抱太多的希望。不過今年（昭和十八年） 一月九日中國的政策轉變為積

極協助日本，正式宣佈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因此日本不能隔岸觀火，置之不理。

在這種時候日本應該想辦法爭取日本國民的熱情支持，開展協助汪精衛政權的大

亞洲主義、即建設東亞的工作。首先現在必須要弄清汪精衛綱領是在講什麼， 然

後懇切客觀地加以判斷，並予以協助。
為了弄清汪精衛綱領，應以已出版的權威文獻為依據。南京政府紀念還都32一

周年時，國民黨出版了《和平建國文獻》 一書。其上卷收錄了國民黨及政府的重
要宣吉以及汪兆銘主席的重要講話。 這本書繃得很好，使用便利。其中之一是國

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宣吉，二是修正國民黨政綱， 三是對東亞聯盟中國同志

會的指示，這些都收錄在建國文獻中。 上述三篇是有關國民黨的文獻， 此外，汪

精衛自己的演講也收錄在上述建國文獻中，其中有兩篇價值極高。第一篇是 《三

民主義之理論與實際》 ，其內容為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即一九三九年，汪精衛
詳細地向日軍宣傳部幕僚團說明國民黨及三民主義意義概略， 有極大的參考價

值。第二篇是《和平運動之前途》，就像前面講的那樣，汪精衛極為自信地強有

力地說明，中國的民族意識在政治方面及經濟方面經歷了極大困難逐漸高漲起

來，建國工作應以此為基礎。這些文章值得諸位找機會精讀一下。

時間緊迫，我簡單說明一下汪精衛綱領。首先， 第一是有關民族主義的內容。

我前面講到，孫文的中國民族社會結構具有東洋特點。 汪精衛的 《和平運動之前

途》的演講，主要是講中國民族的現代特性，我認為這篇演講與孫文毫不遜色。

汪精衛為回答抗戰主義者的非難提出以下主張：抗戰主義者自以為是， 他們所犯

的錯誤導致東洋陷入混亂。其次中國多年來為民族解放積損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

量皆被耗盡。汪精衛反擊說，這一切並非歸罪於爭取和平，而應歸罪於使全民陷
入抗戰狀態。抗戰主義者還說，在如今戰敗的情況下與日本握手吉和並不是和平，

而是屈服投降。顯然他們無視日本在近衛聲明33發表以後態度有所轉變的事實。

其坎是自欺欺人。汪精衛指出，所謂自欺欺人，是因抗戰主義者絲毫認識不到近

年來空前高漲的民族意識以及它包含的巨大潛力。在他看來，最近日本對中國的

理解有顯著的提高。日本必須注意到中國國民高漲的民族意識，並為滿足這一民

族意識予以協助。 他是如此進行推論的。我想引用一段話供諸位參考。 “日本會

赤裸裸地剝削中國，讓中國國民全部淪為苦力嗎？這是不可能的。它一定會遭到

中國民族意識的激烈反抗，而民族意識不可能用槍炮擊潰，必將以徒勞告終。 因

此日本絕無其他選擇，它只有按照近衛聲明中所說，即平等互惠，開展經濟合

作。”汪主席這篇演講於一九四零年元旦播放。從那時起到今年一月整整三年，

日本呼應中國的宣戰，對華態度發生了巨大轉變。由此看來，汪主席的預測是正

確的。

其次關於民權主義，汪精衛認為孫文略微過於強調個人的權利並對此進行了

修正，他在與日本參謀將校們的談話中說到，民權主義的目的在於樹立全民政治

例。 然而全民政治這個詞似尚有不明確之處。即在全民之中，要抓住幾個要點，

給予具體提示，方能激勵他們活躍起來。在這一方面，孫文動員了國民黨， 具體

而吉是在國民黨知識界人士指導下動員農民及勞動者。孫文晚年雖採用了上述方

法，不過就像我多吹指出的那樣，確實有些極端。對此汪精衛提出了全民主義弋
但他沒有明確這一口號應如何具體解釋。接下來我想對此做一些補充。 我簡單地

稍微說一下。詳細內容以後再講，今天只講大綱。前面也說過，孫文有國民黨運

動的背景，所以他企圖在知識界的指導下動員勞動人民，其結果卻陷入了階級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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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以在實踐汪精衛綱領時，必須以傳統的鄉黨社會為基礎，實現全民政治。

具體說，必須從把知識界以及傳統社會的鄉紳和民族資本的代表人物收入國民黨

開始。這是我現階段的民權主義方法論。

第三關於民生主義，汪精衛對孫文實施的抑制資本進行了各種修正，另外他
在國民黨新政綱中也有論述教育方面的，其思想值得關注，今天暫不詳述。

最後是大亞洲主義，即汪精衛提出的東亞聯盟思想。其要點大體上和前面講

的一樣。那麼汪精衛發動大亞洲主義運動或推動東亞聯盟，以及率領國民協助日

本的大東亞建設工作時，是用什麼理論和方法激發中國國民的熱情呢？是怎麼鼓

舞激勵國民的呢？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僅憑口號是不行的。如果沒有實利，國民

是不會跟隨的。而首先必須確立一個理論或思想來統一所謂的政策，否則即便施

以實惠，其效果也不顯著，難以達到目的。所以最重要的問題並非是實利，而是

明確的思想。我發現汪精衛的和平陣營理論，特別是他自身的吉論、思想，也就

是前面介紹的《和平運動之前途》里有值得關注的主張。那就是， 他最近對於中

國國民懷有的高漲、積極的民族意識抱有很大的期待。汪精衛想培養民族意識，

然後靠它開展國家建設，或進一步大力推動與日本的合作。汪精衛認為，由於抗

戰主義者的失敗，經濟力量及軍事力量被擊潰，可謂體無完膚，但是它留給我們

一個高漲的民族意識，這是唯一的，任何東西都無法代替的。汪精衛主張要以民

族意識為背景，與日本相互合作。他認為只要能做到這個，中國一定會作為一個

可靠的合作對象受到尊敬。汪精衛的這一主張當然是正確的。不過，同時需要注

意這也容易引起誤解。 這是因為，汪精衛所說的高漲的民族意識事實上一直以來

是以日本為敵的。這十幾年來，中國的一部分領袖將日本作為靶子來煽動國民的

敵對情緒。這是我們日本人絕不能忘記的事實。其代價是中國做出了犧牲，換吉

之極大消耗了他們十年間臥薪嚐膽積蓄下來的軍事力量及經濟力量。然而按照汪
精衛的方法則與上述完全相反。 將會通過引導國民為大東亞建設與日本合作，以

此完善民族意識。 也就是民族解放， 換吉之完成政治獨立。這一巨大的收穫將在

與日本“同生共死”的建設工作中取得，形成新的民族意識。 因此我認為，南京

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高層以及南京政府人員都應從這個意義上培養中國國民

的民族意識，為民族意識的高漲而努力。

所以中國必須做的準備就是培養高漲的民族意識。具體說，民族意識里要加

入鄉黨意識，這是新中國的國民必須加以重視的。這一點需要注意。換吉之，國

民黨政權今後應誠心誠意極力進行鄉黨建設。通過推動鄉黨意識提高國民的民族

意識，這是最好的方法。

第二，全民主義這一模糊、難以把握的詞語，又如何將它具體化呢？其方法

是，必須將代表各級鄉士社會的元老們以及民族、地方的資本家們收入國民黨內 。

應堅定地對國民黨進行全面改造。希望政府也下決心接收他們來進行改造。 如果

各地方的元老及民族資本家的精英們自覺地擔負起和平政權的主要責任，那再好

不過了。現在好像還無法實現。不過在一點上我們可以提供很多幫助。

第三，以上述方法讓地方元老成為實質意義上的國民領袖， 激發他們關心國
家建設及責任感，使他們熱心協助東亞聯盟運動以及日本建設大東亞的事業。 我

希望國民黨政權在宣戰之後一定要專門搞這些工作。

六、結論一一日本的協助

那麼日本應持怎樣的立場呢？ 第一， 首先要全力表示我們對和平政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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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這將成為中國國民自身信賴和平政權的基礎。 中國國民至今都認為，日本並

未全力促成和平政權。今後日本應明確這一點。 這樣一來，無論如何有日本這一

強大勢力堅定地擁護南京政權，以對抗重慶、延安，自然會提高中國國民對於國

民政府的事大主義泌的信賴。

第二，日本支持和平政權，其具體內容如何？我去年冬天去南京、上海做形

勢調研時，我向駐室主在那里的日本領袖們追問了一個問題一一所謂支援中國，到

底是支援誰？結果他們都很驚訝地看著我，仿佛我問了一個奇怪的問題。 他們不

約而同地回答：當然是南京政府。我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上海的地方元老們

及民族主義者們，他們卻連連搖頭。他們說： “事己至此，南京政府若強大了，
我們國民還怎麼辦呢？ 我們當然會協助政府。通過協助政府，對日本也有益。 然

而我們的身份低微，要跟政府抗衡，我們必會失敗。 中國政府與國民的地位、 勢

力本就懸殊，加之日本要強化中國政府，那國民更無力抗衡。”我又問他們日本
應該做什麼，他們答道，希望日本支援的不是“政府”， 而是“政權”。所謂政

權，根據孫文的解釋，即相對于自治權的政權。不過在這里我想將其解釋地更為

廣義，一是包含政府在內的國民政權（即國民黨），二是政府。 二者的不同之處

在於，國民黨使各級鄉土社會的元老們以及民族、地方的資本家代表們擁有強有
力的發言權。對此日本也能理解的話，便有希望渡過眼下難關。

很多人對這一建設性提案充滿信心，也給我增加了勇氣。因此，為支持和平

政權，首先要支持國民黨。其二，對於前面提到的實質意義上的國民領柚 地

方元老們及民族資本家們，要表示信任及好感。 要洞察他們的傳統地位，利弊待

失以及感情所系，並在政治或經濟方面確切地體現出來。若僅僅機械地協助、強

化國民政府，將會倒行逆施， 屢屢違背國民的期望。

其三，不論在日本還是中國都經常說起“經濟發展階段論” 九 汪精衛自身

也多坎提出這一主張。 即在日本和中國的經濟合作中，日本處於重工業階段，而

中國是農業國，輕工業剛剛萌芽。 由於二者發展階段存在差距，二者間的摩擦會

得到緩解。原則上、 理論上是這樣的。 然而中國還被所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巨大

陰影籠罩著，加之非法交易猖薇。想要控制它並非易事。此外，日本的資本結構

正如汪精衛所言，確實進入了重工業資本階段，不過輕工業資本及其背後的巨額

貿易資本依然存留著極強的統制力，並不容易調節。 現在日本追尋德國的先例，

拔本塞源地進行企業整頓，希望能夠像明治維新時期的廢藩置縣，或是天智天皇

（即中大兄皇子）推行大化改新時那樣。 即通過廢除豪族的領地及私民， 把經濟

作為大化改新的突破口。人們希望日本當下推行的整頓企業措施也能與其媲美。

這樣，就可處理掉日本在資本結構中殘留的隱患部分，即使一次解決不了，也可

逐漸完善。

如此一來，日中的經濟，即日中資本家之間的交流會不斷加深。 然而， 就當

今情況來看，即使中國的強項 流通經濟及輕工業生產方面，日本也早在二戰

前已憑藉巨大的貿易資本，闊步前進，占領了國際市場。與日本強大的陣容相比，

中國根本無力抗衡。名義上提倡對等，兩國機會均等，但實際上中國顯然是受日

本制約的。 想來，建設中國經濟， 增強製造行業等工作，其範閻極廣汎且豐富，

可參照兩國具備的各種條件進行合理分工， 這應該比較容易。 不過，這需要建立

兩國間切實有效且公平的協調關係，在此基礎上做出判斷。 而這個政治機制，日

本是以內閣為中心， 基本己具備，中國自宣戰以來也取得了長足的進步。我看，
除此，日本方面須要有節制和聆旋，並滲透到中國國民政治內部的地方元老及民

族資本勢力，使汪精衛綱領具有國民基礎，相信有了這個基礎上便可迅速結成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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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關﹛系。鑒於國際形勢景迫，巧遲不如拙速弋 即使這樣也會遇到很多困難。 日

本的對華政策乃是一個緊急課題，加強南京政權的最好方法並非是運用策略，而

是沿著大道奮勇向前。所謂大道即為：

讓汪精衛綱領在理論及實踐方面均繼承正統的改文思想。

二、讓南京政府具有民族性根基。

三、讓南京政權成為大東亞建設的忠誠夥伴。

【本稿是橘樸於昭和十八年上半年所做的演講，刊登在大陸新報社昭和十九年五

月刊行的 《支那建設論》上】

1 孫文（ 1866 1925 ）孫文綱領，本文中m孫文提卅的氏族主義、 l(;f.產主義、 l已生主義、 大~洲主義等坦念反思想。
2 南京政權，拍成立於 1940 年 3 月 30 u 的河兆銘政權，稱之為南京關l已政)fef,

3 橘朴（ 1881-1945 ) ' u本新聞記肩，汗i~家， 在學問十余年， 長年研究中間伺趣。 本文是橘朴于昭和十八年（ 1943 年）所做
演例， 于Otl 1：日十九年（ 1944 年）五丹刊笠在大所招ifli社刊行的 《支那建投i~》。

4 巾血緣、地緣、業緣等社會關係組成的社會。

5 撇開事實或經驗的內容，僅!f)t思維的形式研究其真偽的一種思綠規律。

6 1936 年。
7 指盎格魯和撒克遜兩個l已族結合的川i炭。

8 孫文於L(; I喇 13 年（ 1924 年） 11 丹 28 U fill.i遨向 U本神戶師等女于學校演講了“大半洲主義”。
9 約翰 ﹒ 皮爾龐特 ﹒ 摩根（John Pie rpont Morgan 缸， 1837 年 4 丹 17 叫 1913 年 3 片 31 u ） ， 美︱到銀行家。

lO 1927 年 4 丹 12 叫的“同一一政變”。

11 根據資料， 應為放下人。
12 《新l已主主義論》是毛澤東一九阿零年一丹九U在做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 卡的講演， 原屋里為《新此主主義的政
治與調il（；主主義的文化》，載於一九閃零年－丹十五U延女卅版的《中︱到文化》創刊號。同年一丹 －十U在延女卅版的 《解放》

第九十）＼、九十九期合刊登載時，題目改為《溺i l（；主主義論》。

13 孫文吹年所推動的引入蘇聯政治訓練、軍事且是財務的外援以協助中剛剛“黨的政策。

14 是指 1904 年到 1905 年間， U本帝︱到與俄羅斯帝例為了爭奪中︱到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的作制權，而在中︱蚓東北的土地卡進行
的一場帝︱到主義列強之間戰爭。

15 斐迪南 ﹒勝尼斯（ Ferdinand T&ouml;nni凹， 1855 1936 ） 社會學形成時期的著名社會學家，德闋的現代社會學的締造古之一。
他的社會學著作，尤其是成名作《共同體與社會》對社會學界產生了淤遠的影響。

16 德譜法b Gemei nschaft , 

17 包合同輩之間的件種聯紫，如）：.：妻關係、兄弟姐妹關係、姑娘關係以及郎劈連襟關係等等。

18 勝尼斯捷卅的社會類型之一。德譜法t Gesellsc haft ， 給人類為了達成某種目的建立形成的集團。
19 個社會可以給予其個體成員以社會地位和功能， 1ru且這個社會的決定性權力赴合法的權力， 這樣的社會被稍為功能性的社會。

20 L(; I明軍閥勢力之一，巾哀世凱掌權後的」的羊新軍主要將領約成。袁世凱死後， 無人具有足夠能力統領事些個北洋軍隊且是政權，
仟領導人以有f割據導致分裂，以軍隊為主要力星在符衛建立勢力範圈。

21 “鄉約” 是鄰早鄉人且相勸勉共同道守，以才日主協助救濟為目的的一種制度。 通旭鄉L已受約、 向約和主約來保障鄉土社會成
員的共同生活和共同進步。

22 古代為防咒年而在鄉干士設置的糧倉。始於陷代。 其管i旦發放等體制歷代小一。

23 原文是“協間組合，’ 。

24 戴季陶（ 1891 1949 ）， 初名良啊，後名傳賢， 宇季陶，筆名天仇。 中華l已例和中闖闖 l亡黨元老， 中附近代史卡重要的思想
家、理論家和政治人物。中華l已闕政治家、中剛剛氏為元老之一。

25 周作人（ 1885～1967）原名抱壽（後改為全緩），：生：星和」， 又名敏明、 敵軍、 起在，筆名遐菁、 仲省、最明， 號知，帝、 集4月夫、
獨fil1J等。是魯迅〔周樹人〉之弟，周建人之兄。 中 ︱到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 詩人、 翻譯家、思想家，中︱調L已

俗學開拓人， 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

26 周佛海（ 1897-1948），早年留學U本，是放U代表。周佛海於 1946 年 11 月被閹此為南京師等法院以“過諜敵閥、圖謀反
抗本例” 罪判處死刑， 次年絡將介呵！問其抗戰中期有功簽辛辛特赦， ~＆芋lj無期徒刑， 1948 年 2 丹 28 u閑心臟病死於獄中。

27 貝尼托 ﹒ 阿米爾卡雷 ﹒ 安德烈坐 ﹒ 旦旦宗裊尼（ Benito Ami lea re Andrea Mussolin i ， 凹的－1945 ），義大利叫家法西斯黨黨魁、法
西斯獨裁右，第一弋15'﹔世界大戰的元兇之一，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

28 “節制資本”的慕本內容是發達︱刻家資本和當ii制私人資本，把“不能委諸個人必有獨估性質”的企業收歸︱刻家終于奇，對私人
資本則採耿既﹛抗議、 鼓勵又加以限制的政策， 防止其操縱︱喇音︱川生。

29 改良主義是一種試圖以非革命手段解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思潮。 il1種思潮宣揚階級合作，主張在保
存資本主義制度的前提扎實行局部的微小的社會改良， 反對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通過法令和立法途徑實行社會改革，

變資本主義為“普遍福利”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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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1 11戶交納給地主的地租。

31 胡漢民（ 1879-1936）， 幼名胡衍鶴， 後改名胡衍i疇， 宇晨堂， 晚號不區室主， 漢民是他在《民報》 l:J是表文章時所用的筆
名 。 巾國近代民主革命家，巾國國民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巾囡囡民黨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32 1940 午 3 月 30 日証偽國民政府在卅一，<jc\成寸，收在兩~＜￥舉行了所謂“國民政府” 還者15儀式。

33 抗日戰爭初期日本以近衛內闊的名義發表的關於侵華政策的三次聲明。

34 其實質赴宣拔民榷。
35 全體人民士在團家和社會的當然1廿人。

36 基於強弱力量對比情況之下小國特率大國以保存臼身的策略。

37 主張各國的經濟擔展將經歷相同的歷史階段之學說。

38 抽i車 雖然笨拙但行動迅速。 巧遲： mff然巧妙1.b!行動遲緩。

（間小妹 信州大學全學教育機構教授）

（姚怡然北京工業大學與信州大學交換留學生）

2019 年 2 月 25 日受理 2019 年 3 月 5 日採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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