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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吉田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

唐 利 国

内容提要 吉田松阴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一直受到学界较高评价，但其思想中非

近代性的保守一面，也不应忽视。他强烈认同封建身份制度，未能形成近代国民意识; 其政

治论仍然受制于道德主义的思考方式，未能认识到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 他也

没有真正思考过个人解放的问题，而是希望通过强制民众承担义务来进行社会动员。吉田

松阴通过旧思想的极端化而将自身行动正当化，成为一个典型的“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作

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其思想中浓厚的非近代性一面，对明治以后的日本同样有着强烈的

影响。吉田松阴的思想发展，预示了近代日本发展道路的两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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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日本走过的近代化道路，在世界历史上有着积极与消极两方面的重大意义，既开创了亚非拉国

家近代化转型的先河，又给邻国以及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二战结束至今，学者们在反省批

判日本昭和前期( 1926—1945 年) 历史方面虽然取得了较大成绩，对之前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反省和

批判却仍显不足。日本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经写道:“我一直尝试研究日本社会的阴暗之处。

虽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发生的事情，使之变得更加一目了然，但在日本从封建社会到世界

产业大国‘令人惊异的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此阴暗面其实一直都是日本统治者不可剥离的特质。有

人把 1930 年以后发生的一系列悲惨事件，单纯看作是起因于外部的国际环境，或者只是针对严峻的

国内问题的临时措施，总之，主张这段历史是偏离了日本政治发展的‘正常’方向的偶然的、偶发的脱

轨。以此来解释历史，并将其轻易忘却。这种倾向在日本自战败投降以来一直存在，在朝鲜战争爆

发之后尤为显著。我旨在与之对抗。”①然而，与日本进步学者的努力相对，日本社会主流观念至今

依然对明治时代的日本昧于反省而乐于推崇。2015 年日本申报世界遗产获准的“明治日本的产业

革命遗产”，曾因强制劳工问题而受到邻国反对。日本报业巨头《读卖新闻》2015 年 5 月 8 日社论竟

然声称此种反对“极为异常”，是“反日宣传的一环”。由此可见当今日本人历史认识的主流观念之

一斑。

*

①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思想战研究( 1931—1945) ”( 项目编号: 12CSS005) 部分成果。
丸山真男:《从后卫的位置出发———〈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追补》，未来社 1995 年版，第 10—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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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思想史的层面推进对明治日本近代化道路问题的思考，本文拟选择吉田松阴( 1830—
1859) 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吉田松阴是日本倒幕维新运动的先驱，广为学界所重视。① 但现有研究

往往侧重于高度评价其近代性的一面，却相对缺乏对其思想中保守性一面的深入分析。② 在战后日

本广为流传的是吉田松阴作为近代化先驱的英雄形象。安倍晋三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之后，便在日

本战败投降纪念日的前夕，于 2013 年 8 月 13 日参拜山口县的松阴神社。吉田松阴执教过的松下村

塾近来亦被决定编入“明治日本的产业革命遗产”。目前虽有少数日本学者不满安倍晋三的举措，激

烈批判吉田松阴是恐怖主义者和侵略主义者，③但对松阴思想中非近代性方面的学术性研究依然有

待进一步展开。唯有充分揭示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一面，才能够全面把握松阴作为日本近代化先驱

的思想特质，从而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日本近代化道路的历史意味。④

对松阴思想近代性的讨论，普遍存在一种倾向，即在观念上将传统与近代看作完全对立的，认为

只要是有助于近代社会成立的思想，就是近代性的思想。吉田松阴推进了日本的近代化转型，所以

其思想具有近代性，这种直线式的论证随处可见。但是，曾经促进近代社会成立的，一定是真正近代

的要素吗? 与主流观点不同，日本近代思想史名家鹿野政直所著《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一书，认为

松阴对封建武士伦理的贯彻，产生了超越其主观意图的历史影响: “吉田松阴的伦理是武士的，即封

建的，却反而承担了反封建的命运。”⑤鹿野对这一历史悖论的揭示极具启发性: 必须严格地区别思

想者的初衷和思想的历史意义。促进近代化的，未必便是近代的。松阴虽然是日本近代化的先驱，

也不宜轻易断言其某些思想便是近代性的。

同样富于启发性的是丸山真男于二战期间所作关于吉田松阴“一君万民”思想的反封建性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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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边美好编:《人物书志大系( 34) 》吉田松阴，日外联想( Nichigai Associates) 1996 年版; 田中彰: 《吉田松阴———变动的人物

形象》，中央公论新社 2001 年版。
自明治维新以后到日本在二战中失败之前，日本学者主导下的松阴论主要是基于不同立场来肯定吉田松阴作为日本近代

化先驱的历史意义。当日本在二战中失败投降以后，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学术界主流是反思批判战前日本的封建残

余，在此氛围之下，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似乎不证自明。如鹿野政直当年所言:“自然，松阴的反现状的精神，只能表现为神

秘主义的形态，对此，指出其时代的或者阶级的局限性，是非常容易的工作。但是，在这里重要的是他具备了如此激烈的反

现状的精神。”( 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新评论社 1956 年初版，边境社 1976 年再版，第 27 页) 然而，随着在 20
世纪 60 年代日本经济复兴和近代化论兴起，对于 17 世纪以后日本的近代性发展，日本学界有着越来越高的评价。以此为

背景，松阴研究再次出现了高度评价其近代性侧面的倾向。总之，其研究潮流虽然几经变化，对松阴思想之非近代性侧面

的全面考察却因为种种原因而被长期搁置。中国学界亦同样缺乏对此问题的全面分析，仅有本文作者在内的少数研究者

在论文中触及吉田松阴思想局限性的某些具体表现，如: 杜永宽《吉田松阴对孟子君臣观及人性论的诠释》( 《日本问题研

究》，2014 年第 6 期) 等。另请参考唐利国《论日本近代时期吉田松阴像的编成———以井上哲次郎和关根悦郎为中心》，《湖

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 年第 6 期; 唐利国:《日本社会科学中的“近代”———吉田松阴研究史回顾》，见杨

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13 年卷)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纐纈厚:《成为世界遗产的“松下村塾”与亚洲侵略: 吉田松阴是“伟人”吗》，《金曜日》，2015 年 7 月 31 日，总第 1069 期。其

实，吉田松阴的侵略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的保守性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不揭示这一点便难以真正把握其侵略思想的历

史本质，对于这一问题，笔者将于别稿论之。
本文无意否定，在幕末日本思想展开的大背景下，吉田松阴具有的相对进步性。丸山真男早在 1944 年的论文中便指出，与

会泽正志斋、藤田东湖等所代表的水户学的尊王攘夷论相比，吉田松阴的思想位于更高的发展阶段，“最早在思想上代表，

并在行动中实践了‘激进派’尊攘论的，是吉田松阴”( 丸山真男: 《国民主义的“前期性的”形成》，见《丸山真男集( 第二

卷) 》，岩波书店 1996 年版，第 259 页) 。本文在赞同这一判断的基础上，致力于全面论述丸山真男所未及展开的，关于吉田

松阴思想的非近代性方面的分析，以求真正把握松阴思想的“两面性”。
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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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① 战后，丸山反省自己当年关于“德川中期以后出现的所谓一君万民型绝对主义思想的评价”，

“不免过于乐观”:“一君万民的思想虽然不是没有局限性，但姑且承认其本质上的反封建要素，并加

以肯定性评价，这是我当时内心的想法。”②遗憾的是丸山没有在自我反省的基础上，构建新的松阴

论。而他在战争期间的松阴论，却在不断被误解、被极端化的同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定论。③

在充分考察鹿野政直、丸山真男等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致力于对吉田松阴思想的非近

代性方面作深入分析。松阴面对其所处的时代，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旧思想的束缚? 又在多大程度

上被旧思想所束缚? 这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却是全面把握松阴思想的关键。作为探索日本近世

思想中近代性因素的拓荒者，丸山真男曾经提出关于思想近代化程度的三个衡量标准，可将其简单

归纳为封建身份制的克服、政治制度的变革以及个人精神的解放。④ 丸山真男的某些具体结论虽然

经常被人质疑，但他关于衡量思想近代化发展程度的判断基准却被学界广泛接受。以下将参照这三

个标准对松阴的思想进行细致分析，希冀补充现有研究之不足。

二、身份制意识

政治意识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对于国民整体性的自觉，其前提是对封建身份制度的克服，

人人平等观念的确立。以下将细致考察集中体现了松阴身份制意识的道德论。
1. 性善论

作为道德论的哲学基础的人性观，松阴坚持性善论的立场。有学者认为松阴由此而发展出了平

等的观念。⑤ 但仔细分析可以发现，松阴的性善论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第一，反对思辨。如松阴所论:“其说( 指关于性善论的各种观点———引用者注，以下未做说明者

同此) 愈备而其实愈疏。故读孟子之书者，留心于斯而不涉议论，只学事实。先笃信己性真善，发现

良心，扩充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或起物欲邪念，则速寻来良心，求其所自安自快，使无悔吝。于

人之教导，亦然。然则性善之外，不复借气质之说。”( 《讲孟余话》，第 149—150 页⑥) 松阴主张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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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 1952 年版，第三章第三节; 丸山真男: 《丸山真男讲义录( 第二册) ( 日

本政治思想史 1949)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9 年版，第一章第三节。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 8、9 页。丸山强调:“为了从更加正确的观点出发来推进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必须思

考以下历史过程的思想意义: 德川封建制的政治构造绝非贯彻了典型的采恩制，而是被韦伯所谓的家产官僚制的契机所深

深渗透，其结果是，绝对主义化的道路一方面向着近世初期的欧洲型绝对主义( 所谓官僚化的后期家产制) 的方向发展，另

一方面也和通往亚洲式专制的方向重叠发展。”(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 9 页) 这意味着，作为德川时代绝对

主义思想发展顶点的吉田松阴的一君万民论，不仅有着被学术界所高度肯定的近代性的侧面，同时也有着不应忽视的专制

保守的侧面。
丸山真男其实曾经指出包括吉田松阴的末期思想在内，幕末的富国强兵论和尊王攘夷论等，“在国民渗透的契机上自不待

言，即使在集权政治的确立上，也同样不得不止步于封建结构的最后铁壁之前”( 丸山真男: 《国民主义的“前期性的”形

成》，见《丸山真男集》第二卷，第 267 页) 。但是丸山真男并未就此展开论述。日后随着日本社会科学界知识氛围的变化，

日本学者对松阴思想的近代性逐渐给出了远比丸山真男更高的评价( 唐利国: 《日本社会科学中的“近代”———吉田松阴研

究史回顾》，见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3 年卷〉》) 。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 第一册) ( 日本政治思想史 1948) 》，东京大学出版会 1998 年版，第 43—52 页。
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四章; 田中彰: 《吉田松阴———变动的人物形象》，第

150 页。
“《讲孟余话》，第149—150 页”，意指“吉田松阴著，广濑丰校订:《讲孟余话》，岩波书店1936 年版，第149—150 页”，后文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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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辨，直接坚信自己本性为善。他只是把孟子的学说不加反省地作为自己的逻辑出发点，强调具体

的道德实践，而不曾论及性善论在哲学层面上所蕴含的人人平等的潜在意味。

第二，松阴的性善论和人有等差的观念非但并不冲突，反而相辅相成。孟子关于恒产恒心的议

论，本来便意味着士对民的道德优越性。即便强调以知识、志向或者道德来判断是否配称为“士”，在

教育资源的分配本来就不平等的身份制社会，这样的判断基准，不但未必意味着平等，反而可能成为

对身份不平等的正当化。性善论和道德的阶层区分，本不存在必然的矛盾。性善论是理想教化的逻

辑，道德的身份制区分是现实政治的逻辑。松阴在坚持性善论的同时，也坚持认为人是有等差的:

人有三等。下等之人，不合于义，不信不果之徒，是妄人也。中等之人，必信必果，未必合于义

之徒，是游侠之类也。上等之人即本文所谓大人，不必信，不必果，惟从义之所在而行之人也。若泛

论人品，中等之人亦非易得，勿轻之。然至于为学者，舍上等何所学乎(《讲孟余话》，第 108—109 页)。

显然，松阴不但没有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为了推行教化，提高教育的标准，格外强调人

品差别的存在。松阴虽然鼓励所有人都要努力提高道德修养，却并不是对人们的道德认识能力，毫

无差别地一视同仁:“余因细阅小人之情态，凡有三等。先有愚夫云者……是实不可喻者，甚可悯

也。”( 《讲孟余话》，第 255 页)

松阴在面对学生时，会强调无论是谁，只要接受教育，就能够取得进步。“人性皆善，圣人亦与我

同类者也。( 《讲孟余话》，第 150 页) ”此类励志话语，足以为“志士”的自我主张，却并不意味着对社

会不平等的批判。如果松阴真的认为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贤，应该不会认为还有“不可喻者”。在身

份制社会中出生、成长的吉田松阴，实际上已经习惯了人有等差的观念。又如，他如此称赞僧人默霖

之讲法:“狱舍奴卒，往往赴听，为之感奋，思致身报国。狱奴至贱至愚，尤能如斯，况上焉士大夫，颇

有知识者乎。”( 《与清狂书》，安政〈1855〉2 年 4 月 10 日，定本二，第 21 页①) 松阴很自然地把“狱奴”

与“士大夫”之间的等差的存在，作为事实而接受。

基于道德认识能力上的差别，松阴对武士和庶民，提出了不同的道德要求:“夫屋宅极尽美丽，居

间唯求便利，地板之置物、挂件、屏风、障子等……商买町人者不苦之。苟为居于武士之籍而行蒐集

之举，非诚为可耻之事乎?”(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13 页) 虽然武士和町人同样是人，但松阴

对其道德的要求却不相同。町人做了也无妨的事情，如果武士做，就是可耻的。松阴为庶民特别选

择的是比较简单的教育内容。他如此论述孟子所谓“世俗所谓不孝者五”: “此五条简明确实，特于

民庶最切也。苟能真心教谕此五条，当有良益于淳民俗。”( 《讲孟余话》，第 118—119 页) 松阴对庶

民修养道德的能力存有疑问，所以认为简单的东西才适合庶民。这种对庶民的宽容，正是一种道德

歧视。如“淳民俗”一语所表明的，与庶民内在的道德性相比，松阴更关心的是外在的对秩序的服从。

松阴的性善论，最终也没有超出封建教化的范畴。
2. 教育论

立足于性善论的松阴，经常强调应该以“志”之有无来作为界定武士的标准，而且他教育学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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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定本二，第 21 页”意指“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 全十卷) 》( 定本版) ，岩波书店 1938—1940 年版，第二卷，第 21
页”，后文同此。又，本文引用 1868 年之前的史料所用月日均为阴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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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泥于身份的高低贵贱，这一点也经常被学者解释为对等级身份制的否定。① 但是，值得进一步思考

的是，松阴所谓的“志”，究竟是在怎样的逻辑前提下展开? 有着怎样的政治意义? 其教育活动，有着

怎样的社会功能?

松阴曾论:“夫道有污隆，时有否泰，位有尊卑，德有大小，大德居尊位，小德居卑位，则时泰而道

隆，否则否，是天地之长形，古今之通势。何足深怪焉。然人生两间，资性禀气，与万物异，则当以纲

常名分为己责，以天下后世为己任，自身达家，自国达天下，自身传子孙，传曾玄，传云仍，无所不达，

无所不传。达之广狭，视行之厚薄，传之久近，视志之浅深。立心于天地，立命于生民，继往圣而开万

世。”( 《复久坂玄瑞书》，安政〈1856〉3 年 7 月 18 日、定本三，第 39 页) 以德行高低来配上下尊卑的儒

家传统观念，一方面有为封建身份制度做意识形态辩护的功能，另一方面也有着激励统治者责任心

的积极意味。松阴批判那些身份高贵却没有道德学问的人，无外乎维护身份秩序存在的合理性。他

只是根据自己理想中的身份制道德，批判当时统治阶层中的具体个人，而非以道德之高低来否定等

级身份制。实际上，松阴坚信维护封建伦理秩序是天下治平的关键:

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此语天下之至论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天下

岂有不平哉。然则天下之不平者，在于君不君则臣不臣，臣不臣则君不君也，二者常相待而后天

下不平。( 《讲孟余话》，第 94—95 页)

无论道德多么高尚的臣下，也只能是为君主所用的臣下。在松阴看来，对身份秩序的积极维护，正是

道德要求的核心内容。以“志”为士的标准，有两层含义: 一是激励武士成为理想的武士; 二是要求庶

民中某些有意愿的人积极实践“士”所要求的道德规范，来为维护身份制社会秩序服务。无论哪一层

含义，都不意味着要求庶民和武士享有平等的权利。

而且，如丸山真男所曾论述的“身份制社会意识形态的渗透法则”: “身份制社会的稳定性由统

治阶层伦理向社会下层的渗透所支撑，反过来，当其无法向下渗透的时候，也就昭示了身份制社会崩

溃的征兆。”②鼓励某些庶民尝试实践武士的道德，不但不意味着身份制社会的分解，反而意味着对

身份制社会的强化。幕末日本经常有人感慨的“士风日下”即武士阶级道德水平的下降，正是统治阶

层伦理无法向社会下层渗透的标志。理想中的武士日益少见，武士不再被奉为身份制社会的人物典

型，这显示了封建社会解体的趋势。松阴也经常批判当时的“士风”，致力于恢复封建社会理想的武

士形象。其注重道德养成的教育活动，也是为了挽救趋于崩溃的封建制度。松阴对武士和庶民的教

育有着不同的意义: 教育武士意味着再造统治阶级的人物典型，教育庶民则意味着统治阶级伦理向

全社会的渗透。

为了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的社会秩序，松阴针对不同身份而提出相应的修身要求，其学问观也

反映着身份制社会秩序的理念。例如，他基于以学问划分人之等级的逻辑，鼓励他人研究学问: “学

问之道，要在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其所异者，无外乎五伦五常之得与失。失之则为庶民，勤而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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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第 125 页; 藤田省三:《书目选定理由: 关于松阴的精神史意义的一个考察》，见吉田常吉等

编:《日本思想大系( 54) 吉田松阴》，岩波书店 1978 年版。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 第一册) ( 日本政治思想史 1948) 》，第 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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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为君子，从容自存者为圣人。虽云众人，勤励则为君子，至其功熟，即圣人也。”( 《讲孟余话》，第

112 页) 松阴理解的学问，旨在维护五伦五常，而非创造平等社会的手段。其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培养

圣人、君子等封建统治阶级的理想人物。但松阴其实并不信任庶民的道德认识能力，其对庶民的教

育重点在于要求他们遵守封建秩序。松阴的议论不但构不成对封建身份制的批判，反而发挥了使之

正当化的作用。

作为松阴超越身份制度的例证，经常有人会列举松阴对贱民身份的幸吉夫妻的义烈行为的高度

肯定。① 的确，松阴曾参与推动长州藩政府为幸吉夫妻树碑，并建议将其提高为良民身份。但松阴的

评价标准完全是按照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彼幸吉夫妻之所为者，于凝固天晴大和魂之士大夫亦无

愧之节操也。”( 《讨贼始末》，定本三，第 296 页) 此即前引丸山真男所谓统治阶层道德对社会下层的

渗透。道德之高低和身份之高低相互对应，这本来就是身份制社会的基本观念。实际上，松阴为幸

吉夫妻撰写碑文，本来便是受长州藩大津郡代周布公辅所托。由于没有先例，最终未能成功立碑，只

是把幸吉的妻子登波从贱民升格为良民。以幸吉夫妻的故事为例，来论证松阴思想的近代性，其实

是很困难的。松阴对幸吉夫妻的赞扬，仍属于封建教化的一环。

虽然有观点认为松阴的教育思想体现了平等主义，其实松阴自己清楚地表明了其教育活动对于

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目的: “圣人之道，盖云: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 《送吉田无逸

序》，定本三，第 222 页) 教育君子是为了培养善良的统治者，教育小人是为了培养顺从的被统治者。

无论如何，通过学“道”而从根本上消除小人和君子之间的差别，并非其目标。对松阴而言，学问的功

能并不在于创造人人平等的社会，而在于维持五伦五常的身份制道德。的确，松阴在松下村塾的教

育对象，不但有下级士族，甚至有庶民。但是，在高度评价其平等、解放等近代性意义之前，应该先考

察一下其教育的具体内容和根本目的究竟是什么。松阴的教育活动意在主动承担封建教化的功能，

同时体现了处于较低社会层级的武士的上升志向，却很难断言其指示了通往近代化的方向。在幕末

剧烈的政治变革过程中，松阴门下的确涌现出很多日本近代化的指导者，但是这一事实必须置于当

时的历史背景之下进行考察，不宜由此直接逆推松阴思想的近代性发展。
3. 职分论

松阴所秉持的是身份制的道德观，其道德观的社会前提是四民身份制的存在。农工商各有其职

分，而作为特权身份阶层的武士，不从事农工商那样的职业，为什么却是“三民之长”? 松阴引用《孟

子》而展开议论:“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

是。”(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99 页) 武士的职分是出仕于君，统治三民。这种职分论是松阴道

德论的核心依据。例如，他引用当时已经去世的继父吉田大助贤良的话，“君者国之干，民者国之本，

臣立于君民之间，使君仁民勤业，而美则归之于君与民，而收刺于己。朝典因此不乱，治教因此日明，

是人臣之所以奉上也”，论道:“寅( 吉田松阴自称) 虽不敏，远思先师( 指山鹿流兵学的开创者山鹿素

行) 之教，近仰先考之训，而安能为贼民( 指无益于社会之人) 哉?”(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00

页) 立于民之上、君之下，使君“仁”，使民“勤”，归根结底是“臣”对“君”的义务。武士作为臣而尽其

职分，是为了君，而不是为了民。

松阴出身于下级武士，过着半农半士的生活。这一点经常被认为是他能够超越身份制的原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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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田中彰:《松阴，女囚与明治维新》，日本放送出版协会 1991 年版，第 176—1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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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但也正因为松阴是“贱士”，反而特别执着于自己的武士身份。他深信武士在日本社会中是一种

特殊的存在:“所谓武士者，虽饥寒亦不失吾生来之心志。”( 《讲孟余话》，第 26 页) 他对于自己因脱藩而

被剥夺士籍，有着强烈的耻辱感，期待着建功立业以雪耻( 《复妻木士保》，安政〈1855〉2 年 3 月 27 日，定

本二，第 18 页) 。即使丧失了武士身份，松阴依然没有放弃身为武士的自觉，他在狱中对同囚讲道:

“虽吾徒原污此士籍，以不合士道，今黜辱为囚奴，至于不得复齿于士林……吾愿与诸君励

志，讲究士道，炼磨恒心，苟使其武道武义不负武门武士之名，虽灭死亦万万无所遗憾。”( 《讲孟

余话》，第 26—27 页) 通过道德上的修炼证明自己依然不负武士之名的强烈意愿，即松阴所特别

强调的“志”。他感慨在狱的处境:“生而为士者，修熟文武，心系治乱之奉公，固也。但吾辈已

为幽囚之身，语此等之事，亦近于空谈。”然后又强调:“我非为农工商之业以报国恩之身，亦唯不

忘读书讲道，研究忠孝之一端，以报他日也。”其理由在于:“唯食于人，而不劳心治人，则其何所

谓?”( 《讲孟余话》，第 69—70 页)

即使失去了武士身份，依然坚持“劳心治人”的理想，这是松阴行动力的能量之源。他如此自述

其身为治者的意识:“余平生以伊尹之任为志。如其言所谓:‘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

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 《讲孟余话》，第 240 页) 作为封建社会仁人志士的典型，松阴对“匹夫匹

妇”抱有同情心和责任心，却不曾设想“匹夫匹妇”的自立自治。以成为这种理想型武士为志，致力

于以武士阶级的伦理观念去规范社会，其实是与庶民阶层的成长和自立背道而驰的。立足于以职分

论为中心的社会秩序观，松阴无法摆脱对武士身份及其特权的执着，因此难以形成真正的近代国民

意识。松阴最大的贡献在于，为了抵抗西方的冲击，将身份制伦理中内在的积极要素，做了尽可能地

发挥。恢复或者实现传统秩序的理想状态的强烈愿望，为松阴及其同志们提供了行动的能量。

三、政治制度观

近代化包含两个方面: 政策决定的非人格化和制度创设的人格化。人的主体性不表现在具体的

政策决定过程中，而是体现在政治制度的创设之中。因此，取代道德论的机构论和法的制作主体观

的形成，是检验思想近代性的重要标准。① 而吉田松阴的政治论其实依然是围绕着道德论而展开，以

下就其受到高度评价的开国论、倒幕论以及草莽论等政治主张进行分析。
1. 开国论

“开国”是引发幕末日本政治动荡的关键。吉田松阴关于这一问题的见解，以一种悖论的方式体

现了其前近代性质的制度观。学界一般认为松阴是开国论者，突破了锁国制度的限制。② 的确，松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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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 第一册) ( 日本政治思想史 1948) 》，第 48 页。另外，吉田松阴关于主君或者天皇亲政的主张，

形式上可以认为是对制度变化的要求，但其论证的根本依据在于所谓天皇亲政的古代传统。松阴在精神上是向传统回归

的，他并未形成制度创设主体的意识，也没有摆脱“以对祖法和先例的追随为前提”［丸山真男:《丸山真男讲义录( 第一册)

( 日本政治思想史 1948) 》，第 49 页］的传统。
信夫清三郎:《象山与松阴———开国和攘夷的逻辑》，河出书房新社 1975 年版，第四章; 桐原健真: 《吉田松阴———发现日本

的思想家》，筑摩书房 2014 年版，第 95—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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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身犯禁，尝试偷渡海外，其关于航海雄略的议论，更是经常为人所引用:

欲振雄略驭四夷，非航海通市，何以为哉? 若乃封关锁国，坐以待敌，势屈力缩，不亡何待? 且

神后之平韩，定贡额，置官府，时乃有航海焉，有通市焉。德川氏任征夷，时固航海而通市矣。其后

天下已平，苟偷无事，宽永十三年，乃尽禁绝之。然则航海通市，固雄略之资，而祖宗之遗法。锁

国固苟偷之计，而末世之弊政也( 《对策一道》，安政〈1858〉5 年，定本四，第 107—108 页) 。

在此，松阴虽然批判了德川幕府锁国传统的退缩性，其根本思路却只是把“航海通市”视为“振雄略

驭四夷”的手段，并非真正的自由交往和自由贸易。而且，当时他实际是主张锁国的，所以他接着写

道:“虽然，言之有难焉。今之言航海通市者，非能资雄略，苟免战耳。其志固不如锁国者之不以战为

惮也。”( 《对策一道》，安政〈1858〉5 年，定本四，第 108 页) 他的设想是首先拒绝美国通商的要求，积

极发展日本国力，同时也强化与中国、朝鲜等的关系，期望能够“皆设馆置将士，以探听四方事。且征

互市利，此事不过三年略办矣”，然后再与美国“缔和亲之约”( 《对策一道》，安政〈1858〉5 年，定本

四，第 109 页) 。虽然经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开国进取”的态度，但在当时实际的国际形势下，基本

维持传统锁国体制，仅加强与中国、朝鲜的外交和通商，不可能真正实现发展。松阴对历史发展大势

的了解，还停留在传统知识领域之内。

而且，松阴对开国通商抱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如此论述美国设使通商的要求:“今墨夷( 指美

国) 欲置相纵市。盖置相，所以驭吾国也。纵市，所以诱吾民也。又欲立天主堂，除吾国妖禁，及建商

馆佣吾民而用之。其为驭国诱民也甚矣。”( 《对策一道》，安政〈1858〉5 年，定本四，第 108 页) 在这

样的心理状态下，很难设想他能够真正认识到开国的必要性。诚如鹿野政直所论: “在吉田松阴而

言，由开国而贸易是绝对的恶。”①更准确地说，松阴是把不为政府所支配的对外贸易看作绝对的恶。

如其所论:“通商争利，争利长乱，自然之势也。争利长乱之事，而不辖官府，其弊其有极乎?”( 《狂夫

之言》，安政〈1858〉5 年 1 月 6 日，定本四，第 14 页) 德川幕府锁国制度的核心原本便不是完全禁止

与国外的接触，而是要垄断对外贸易和海外情报。② 松阴虽然言辞激烈，却依然固守锁国的基本原

则。他尚未认识到日本加入近代国际关系体制的历史必然性，只是期待能够再现传说中日本古代圣皇

威服海外诸国的荣光( 《与治心气斋先生书》，嘉永〈1852〉5 年 8 月 26 日，定本四，第 536 页) 。松阴没有

意识到近代国际关系与古代国家关系的区别，是以无法真正理解幕末日本所面临的全新的时代状况。
2. 倒幕论

一般认为松阴是倒幕派的先驱，但松阴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在制度上否定幕府存在的必要性。

松阴的政治言论虽然经常给人留下非常激进的印象，但是他最终没有突破幕藩体制的基本框架。鹿

野政直认为松阴之所以无法迈出最后一步，根本原因在于其身为武士的忠诚伦理。③ 鹿野在此面临

着一个悖论: 既然松阴已经赋予朝廷以最高价值，为什么依然无法否定幕府? 鹿野给出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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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第 92 页。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 一)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1 － 23 页; 沈仁安:《德川时代史论》，河北人

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31 页。
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第 38—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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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贯彻武士的伦理而终于到达幕府讨灭论的吉田松阴，这时也正是因为武士伦理的贯

彻而不能将幕府讨灭论进行到底。武士的伦理是忠的伦理，所以不能认可对上的叛逆。”①

其实，松阴也曾尝试将藩主对幕府的义务从忠诚意识中区分出来。“幕府，我君之所敬事也。陈

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我与足下( 指赤川淡水) ，以是( 指尊皇) 事吾君，吾君以是谏幕

府。我以是事吾君，吾君不允，则死而后已，吾君允之，以是谏幕府，幕府不从，吾君不必死也，何也，

幕府恩义虽重，非吾君之君也，况上有天朝在焉，何得辄死乎? ( 《又读七则》，安政〈1856〉3 年 11 月

23 日，定本三，第 58 页) ”这段议论表明，松阴实际上已经能够以天皇的存在，将藩主对将军的忠诚

相对化了。因此，对将军的忠诚心，应该不是限制其发展出真正的倒幕思想的决定性因素。松阴之

所以最终亦未能形成真正的倒幕论，根本原因还应求之于其所秉持的道德主义的政治观。

近代性制度观的缺如，在松阴对倒幕论的批判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他曾如此批判主张讨伐幕府

的默霖:“至于请天子讨幕府之事，殆不可矣。……古之人，视人之罪恶，犹在其身，可谏则谏之，可规则

规之，其深切如此。我藩近年来，举大义以规谏幕府者，不为不至，然比之成汤文王，能无少愧哉? ……

上人视吾藩之力之德之义，能足合天下之诸侯耶? 能足匡征夷之罪邪? 二者或未足，则圣天子未遽

允其请必矣。昔晋刘弘诛以纵横说进者，世真有忧世忠国者，吾恐上人不得保其首领也。”( 《与浮屠

清狂书》，安政〈1855〉2 年 3 月 9 日，定本二，第 17—18 页) 松阴关于倒幕问题的讨论，首先立足于道

德考量，而且他也并未对幕府制度本身有丝毫质疑。

松阴把政治问题作为道德问题来把握的思维倾向，妨碍了制度变革意识的形成。例如，关于鸦

片战争，他认为英国人只是依仗武力，追求利益，“唯其利之争，故无义无勇也”，只要清朝皇帝能够任

用像广东抗英民众那样的“义勇之士”，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 “今夷之所恃，船坚而炮便已，船与炮

器械也，恃器械则幸生也可知，号义勇则必死也可知，以必死敌幸生，无不胜也。”( 《读粤东义勇檄

文》，嘉永〈1848〉元年，定本一，第 337—338 页) 松阴后来又写道: “余观满清鸦片之乱，大患在汉奸

自内勾引，盖由邻里乡党之制废，而伴助扶持之教荒耳矣。吾邦宗门之制，伍法精明，不特足防邪教

之染，万一变故，亦可无内奸勾引之虑……余观鸦片之乱，有知宗门之制固不可苟，而井田之法亦有

可行矣。”( 《随笔》，嘉永〈1850〉3 年，定本一，第 357—358 页) 在此，他不但肯定德川幕府一直奉行

的禁止基督教政策( 宗门之制) ，甚至认为井田制也有现实可行之处，可见其制度论的保守性。

作为兵学者的松阴，虽然不会完全无视武器的力量，却坚信道德勇气才是克敌制胜的关键: “有

独力以支天下驭百蛮之志，则炮不可不铸也，舰不可不造也。若今未也，练志以代炮，养气以代舰，是

为急矣。”( 《狱舍问答》，安政〈1855〉2 年，定本二，第 100 页) 作为危机对策，松阴尤其重视君主的道

德。他早年曾作《异贼防御策》，先是提出问题: “方今远西猖獗，我有何所恃，而后待之?”然后提了

种种建议，最后总结道:“然推其本，人才能弁而已，人才即弁，则六者( 指武备边防等) 亦举焉。又推

其本，君心仁义而已。孟子曰: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余深信之。”( 《异贼防御策》，弘化 3〈1846〉

年 5 月 17 日，定本一，第 249、252—253 页) 十年之后，松阴依然坚持这一观点:“可忧者，人君无效死

弗去之志，臣民无亲上死长之心焉耳。大抵策士之所忧，末也，君子之所忧，本也。( 《狱舍问答》，安

政〈1855〉2 年，定本二，第 99 页) ”因此，松阴反对中村道太郎关于学政改革的主张，强调:“学政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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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界 历 史 2016 年第 4 期

改。唯有硕学钜师，文不得不兴，有材士良兵，武不得不隆，余策如斯，改政二字，万万可忘。”( 《狱舍

问答》，定本二，第 100 页)

未能形成作为制度制作主体的自觉意识的松阴，其制度观无法突破传统的限制。在关于长州藩

的政治状况的评论中，他也反复强调对所谓“祖法”的尊重:“且以本藩之事言之。烈祖三灵之建置，

实可谓千百世之重典。……故守成之君所贵者，在务尊祖宗之遗训，率邦家之旧章，杜纷更变乱之

渐。学者于茲亦应注意。”( 《讲孟余话》，第 65 页) 这一认识在根本上还是把政治问题道德化的传统

思路:“安石、孝儒皆谓，政之要在法之善恶，故务欲法度之纷更变易。是大非也。虽云道有污隆，德

有厚薄，大凡创业垂统之主，必有传百世之制度者也。故为守成之臣子者，务须讲究祖宗之法制，且

欲求不徒为法者，惟在修德而已。”( 《讲孟余话》，第 86 页) 松阴重视创业之君的传统，警告守成之君

要重视道德修养，而不要乱事更张。
松阴其生命的最后一年写道:“今文恬武嬉，国家之纲纪，亦少弛矣。其在上者，果皆贤才乎。其

在下者，果皆愚鲁乎。”( 定本九，第 304 页) 他依然只能是依据旧秩序的理想观念来批判现状，其矛头

所向依然是当权者的个人资质，而非制度本身的问题。策划暗杀幕府高官，是松阴生前反对幕府的

政治行动的极限，对幕藩制度的真正否定，还有待于其死后的历史发展。
3. 草莽论

吉田松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提出了利用“草莽”的力量来推动政治进程的设想，此即被视为松

阴思想发展顶点的所谓“草莽论”。这在幕末日本的确是非常大胆的建议。但是，松阴所谓的草莽，

指的是有政治热情却没有官职的武士，不是庶民。松阴所关心的是民众治理，而不是民众启蒙。在

松阴讨论太平天国运动的《清国咸丰乱记》中，充分显示了他对“愚民”掀起内乱的担忧( 安政〈1855〉
2 年，定本二，第 52—82 页) 。

松阴曾作《护民策一道》( 嘉永〈1848〉元年 5 月 6 日，定本一，第 364—365 页) ，认为在战争爆发

时，为了防止民众的混乱，必要时可斩杀惊慌逃窜者以儆效尤:“夫愚钝无虑者，莫甚于细民。必也上

有法，下有教，处置得宜，然后庶几补十分之七八。”关于战争，此文的基本观点是:“何事于细民?”在

松阴眼中，庶民和武士是不同的两类人，他延续了身份制度下武士歧视庶民的传统，尚未形成国民或

者日本人的意识。他虽然希望日本国内各封建势力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并没有意识到，近代

战争的本质是国民的战争，只有打破身份制度，才能够真正进行广泛的国民动员。

随着幕末日本所处国际形势的恶化，松阴逐渐认识到有必要突破“贵贱之别”，但其试图打破的

是武士身份阶层内部的等级差别。他在给木户孝允的信中写道: “忧国之心不应因身份之贵贱而有

所区分”( 《与桂小五郎书》，安政〈1857〉4 年 10 月 29 日，定本三，第 233 页) 这里的“贵”，指的是能

够参与幕府政治的人，而“贱”则是指不得参政的松阴自己及其同志。松阴主张任用人才不拘身份贵

贱，不是主张庶民的权利，而是强调屈居于贱位的自己和同志们的参政权。这对封建门阀制度的确

构成了一定的冲击，但远非主张打破身份等级制度本身。

作为支撑其论证的依据，松阴依然求助于传统的儒学。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抑天下之本，

在国与家。足下左右臣僚，与邑中民庶，教以文武，示以勇方，皆可以成德达才，以供天下之用矣。天

生之才，无择于贵贱，士之发志，无拘于少长，苟有才有志，其寂寞而已哉。古之道，盖云: 君子思不出

其位。故位卑而言高，罪也。当今当路之计，未见其甚得。然使足下傲睨采邑，可否一世，则君子之

思，其出其位矣。使仆俯仰囚室，咄咄称怪，则位卑而言高，是其罪矣。二者皆非道也。然则何如，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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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从之，孝悌忠信，是孟子所谓不素餐也。”( 《复口羽德祐书》，安政〈1857〉4 年 10 月 28 日，定本三，第

232—233 页) 松阴强调有必要修正旧的道德要求以对应时代状况的变化，这的确有着不可低估的积

极意义。但所谓“不素餐”，是揭示“士”的存在意义的逻辑，并非人人平等的伦理设定。松阴所谓的

“志”，依然是武士独占之物。
主要向传统学问寻求资源，限制了松阴思想发展的更多可能。对于当时在日本已经得到一定程

度传播的西洋学问，松阴主要还是以技术视之，并如此批判那些批判儒学的人: “近世修西洋究理学

者，以孔子不知日食诽圣人，以天动地静之说议周易，至于有学儒者亦以是等之事为圣人之耻。其诽

其耻皆琐事小节，其于道无所轻重者同也。”( 《讲孟余话》，第 236 页) 而且松阴虽然也曾一度有志于

学习洋学，最终由于各种原因而未能实现( 《送古助游学江户序》，安政〈1855〉2 年 8 月 22 日，定本

二，第 35 页) 。松阴主要从传统学问中寻求思想资源，也与其最终放弃西学有关。他虽在临死之前，

呼吁“草莽崛起”，却只是想对草莽的力量加以利用而已。如其所言:“非草莽崛起，何以取快。然有

圣天子，有贤诸侯，草莽士何遽自取。况吾藩之士，亲知吾公之明者，最不可草莽是从也固矣。唯其

假草莽之力，除小人，去邪人，使正人君子得其所焉。是为善报神州，是为善酬吾藩也。”( 《要驾策主

意上》，安政〈1859〉6 年 2 月 7 日，定本四，第 345 页)

本节以松阴的开国论、倒幕论以及草莽论为例，讨论了其对内、对外两方面的认识。松阴制度变

革理念的不成熟性，反映了其政治思想的历史局限。其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妨碍了其制度变革意

识的形成。他至死仍是为了恢复被破坏的传统秩序而积极采取行动的。

四、个人精神的解放

丸山真男曾论:“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中，一方面是政治精神的集中，另一方面是纯粹个

人精神的解放，确定这两方面的进程，是衡量其近代化水平的一个指标。”①近代国家在主权集中的

同时，对纯粹的私人领域原则上采取放任不管的立场。但是，松阴却坚持政教合一的传统理念，表达

了对私人领域进行彻底控制的强烈意愿。下面将以此为焦点，考察在个人精神解放问题上，松阴思

想的历史局限性。
松阴从安政三年( 1856 年) 8 月 22 日到 10 月 6 日，以亲戚子弟为对象，讲解山鹿素行的《武教全

书》中的《武教小学》，讲义整理编定为《武教全书讲录》，亦称《武教小学讲录》。此书比较系统地体

现了松阴的伦理观念，以下主要就此展开讨论。
山鹿素行是维护幕藩制意识形态的典型思想家，不承认私人领域的独立性，认为所有私的活动

都与普遍政治价值的实现相关。《武教小学》的第一篇“夙起夜寐”，详细论述了从早上起床到晚上

睡觉，武士所应该做的各种事情。松阴如此总结此篇主旨: “为士者，自朝早起，至夜迟寝，不可有片

时闲暇。”(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03 页) 松阴与出席讲义的弟子等约定，都要按血指印，写日

记，详细记录每天之行事，见面时互相出示，互相激励。松阴的日记后来被命名为《丙辰日记》。松阴

继承并进一步强化了山鹿素行控制日常生活的主张。例如，关于饮食男女之类纯粹的私人生活，山

鹿素行在“饮食色欲”篇中写道: “饮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也。饮食者，为养身体行礼节也。色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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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嗣子孙，止情欲也。”①这是典型的封建伦理观念，松阴亦与此同调: “反复吟味此篇，可悟武士

道。即自饮食至男女情欲，片时不忘武士之家业。”(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16 页)

经常被学者高度评价的松阴的女子教育论，②也显示了同样的思想倾向。《武教全书讲录》的

“子孙教戒”篇如此论述了应该重视女子教育的理由: “今世往往闻淫泆之妇，而至于贞烈之妇则寥

寥乎绝响。然则礼仪虽聊存其旧，其义已泯没。余常窃过忧之，以为乱亡之先兆。”( 《武教全书讲

录》，定本三，第 128 页) 对松阴来说，女性道德不是一个私人问题，女性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

的政治目标。而且松阴所提倡的道德要求完全是传统的封建道德，不但距离个人解放甚远，甚至有

以理杀人之偏。他主张，如果女子出嫁之后在丈夫家待不下去而私自回到娘家，其父兄应责令她自

杀(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28 页) 。
为了保证女子教育的效果，松阴建议设立女子学校(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28—129

页) 。有学者据此论述松阴对女子教育的热忱，但不可忽视的是松阴所自述的推行女子教育的目的:

“凡禀生于天地间者，无论贵贱，无论男女，不可使一人逸居，不可使一人无教，然后始可谓合于古

道。”(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29 页) 松阴对当时被忽视的女子教育的重视，依据在于不允许

任何一个人脱离秩序的“古道”。全面控制私人生活，才是松阴理想中的社会。
德川时代为了加强对武士团的控制，推行兵农分离制度，武士离开土地，在城市居住。但也因此

导致武士传统精神受到城市商品经济的侵蚀，出现新的问题。为了防止武士精神的崩溃，出现了提

倡武士回归土地的主张，即所谓武士土着论。松阴却对武士的独立性有警惕之心，主张将离开城市

的武士集中起来，严加管理。他建议在郊外修建房屋庭院，设立出入时限，将同志之士或修学之士集

中起来，进行管理和教化( 《武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14 页) 。他强调:“此事得一二有力有志之

人谋之，甚为易事。扩充之则可行土着之制也。凡行土着之制者，士人散在民间之时，必百弊丛生，

但以此制足救其弊。然此制若以官命俄然而行，亦不免生弊。只可有力有志之士相遇自成。”( 《武

教全书讲录》，定本三，第 114 页) 这可以说是一种集中居住的武士土着制度。当时日本的掌权者令

松阴失望，但他也并不完全信任武士阶层的自发性，他期望的是“有志之士”，采取积极行动，既能够

避免“官命”的弊端，又能够激发武士的行动力，并对其保持有效控制。
丸山真男在论述日本早期民族主义的发展时，曾指出幕末日本政治的现代性发展，存在着两个

契机: 政治的“集中化”和“扩大化”，即“政治权力向国家集中”和“政治权力向国民扩散”③。据此来

考察松阴的话，可以发现其政治立场非常复杂: 为了动员并利用武士的力量，同时追求“政治权力向

国家集中”和“政治权力向国民扩散”这两个发展方向。然而，他瞩目于武士却又不信任武士的自发

性，显示了其“政治权力向国民扩散”的局限; 不信任“官命”，则显示了其“政治权力向国家集中”的

局限性。找不到能够承担社会变革使命的现实政治势力，松阴将希望寄托于所谓“有志之士”。只要

不能突破这种思路的限制，既无法建设真正中央集权的近代国家，也无法真正实现对国民的广泛

动员。

松阴上述主张的背后，是其进谏的逻辑。进谏发自于臣下的立场。松阴无法摆脱臣下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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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佐伯有义等编:《武士道全书》( 第三卷) ，时代社 1942—1944 年版，第 46 页。
浅沼朝子:《关于吉田松阴的女子教育论的考察》，东京家政学院大学编: 《东京家政学院大学纪要( 人文、社会科学系) 》，

1999 年，总第 39 期。
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 3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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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也无法通过赋予国民平等权利以进行全民性的政治动员。他的思路是将臣下的封建义务推到

极端，以此谋求广泛动员:“吾退稽治乱之由，始信天下之事，一言可以断矣。孟子有言: ‘人人亲其

亲，长其长，天下平矣。’是故朝廷失权，罪在摄关将军，摄关专权，罪在其官属，将军攘权，罪在其臣

仆，何也? 臣属固失规谏之道，而有长逆之罪也。由是言之，今天下贵贱尊卑，智愚贤不肖，无一非失

道有罪之人也。诚使人人各守其道，而远其罪，则为君者，以诫其臣，为臣者，以谏其君，为长者，以饬

其属，为属者，以规其长，为父者，以训其子，为子者，以劝其父，智以喻愚，贤以导不肖，谋虑之长，积

累之渐，上自摄关将军，下至农工商贾，终当归焉。兴隆之机，恢复之势，沛然孰能御之?”( 《送浄土

真宗清狂师应征本山序》，定本三，第 41—42 页) 不难看出，无论松阴多么强调天皇的权威，他依然没

有认识到近代中央集权的必要性，依然相信阶层制的、多元化的封建身份伦理的力量。他恪守“朝

廷———将军———官属———臣仆”这一典型的封建等级身份序列，与近代“一君万民”( 天皇之下，万民

平等) 的绝对主义思想之间存在着本质的不同。

丸山真男曾以松阴的忠谏思想来解释其行为的动力来源，实为洞见。① 然而，尽管这一行动伦理

曾经有效地支撑起幕末志士的行动，其对私人领域全面侵蚀和控制的倾向却是不可忽视的重大缺

陷。近代日本那种压抑了民主化的政治动员，与作为日本近代化先驱的松阴的思想倾向之间有着清

晰的继承关系。

结 论

行文至此，通过对吉田松阴政治思想的考察，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松阴的思想仅仅是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武士内部的阶层意识，但由于他强烈认同于封建

身份制度，未能形成近代国民意识。其行动的能量，来自于传统武士伦理和儒家道德。

第二，松阴未能形成作为制度制作主体的自觉意识。他把当时的政治危机看作道德危机，试图

把加强传统教化作为解决危机的对策。其政治论仍然受制于道德主义的思考方式，未能认识到从根

本上进行制度变革的必要性，遑论“人”作为制度创设主体的近代性意识。

第三，松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了强化中央权力的必要性，却并未意识到建设基于国民政

治认同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必要性，相应地，他也完全没有把个人解放问题作为思考的对象。他个性

富于行动力，却并未形成真正的主体性人格。其设想的社会动员方式亦不承认国民权利，而是通过

强制人民承担义务来进行社会动员。

总之，在幕藩制度下出生、成长并死去的吉田松阴，并不是因为形成了“新”的思想而为之采取行

动。恰恰相反，他是通过“旧”思想的极端化而将自身行动正当化，是一个典型的“激进的保守主义

者”。所谓“激进”，指的是作为其思想表现形式的言行的激烈性质，而“保守”则是指其思想内容旨

在服务于维护传统社会的理想秩序。如果不对这种保守意识进行必要的近代性的转换，就无法诞生

新的社会政治思想。松阴的一生充满了行动性，却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具体的政治成果，这一事实也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其思想发展的历史局限性。

就松阴来考虑“近代性”与“前近代性”之间的关系时，有着非常显著的复杂性。近代性和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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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见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转型期日本的精神史的位相》，筑摩书房 1992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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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在本质上是相互冲突的，但在松阴这里，却同时又奇妙地地表现出一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关

系。尤其是，松阴思想的“前近代性”对其“近代性”的侧面的成长，有着非常吊诡的积极作用。为了

维护锁国制度的根本理念而尝试偷渡出海，为了重建幕藩制的理想秩序而阴谋刺杀幕府高官。松阴

在形式上富于近代性的行动，往往是从其满含着前近代性的思想中，汲取了巨大的能量。这一历史

悖论，只能到幕末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寻找解释，却不应成为过高评价松阴思想本身近代性的理由。

而克服松阴思想的前近代性，也正是近代日本社会的近代性成长的一个基本前提。有学者强调松阴

门下对松阴的背叛，其实，如果完全没有这种“背叛”就不可能推动日本社会的近代化转型。①

现有松阴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之一在于，没有能够全面地把握松阴思想和日本近代之间的关系。

一般所谓“松阴是近代日本的先驱者”，其实强调的是“松阴的近代性，是近代日本的近代性的先

驱”。但是，如果考虑到日本的近代化是在西方的压力下推进的，就会认识到，日本近代化的展开，未

必全然是松阴思想自然发展的结果。不能简单地以松阴死后的情况，直接逆推松阴思想本身的近代

性展开。另一方面，也必须充分注意到，松阴思想中浓厚的前近代性一面，对明治以后的日本也同样

有着强烈的影响。为了正确地理解松阴思想与日本近代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深入思考“松阴的前

近代性”与“近代日本的前近代性”之间的关系。作为日本近代化的先驱者，松阴不仅仅是近代日本

的“近代性”方面的先驱者，同时也是近代日本“非近代性”方面的“先驱者”。为了更好地认识近代

日本发展道路的两面性，有必要认真分析作为其先驱者的吉田松阴的历史局限性，并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思考吉田松阴门下对其先师思想的继承与扬弃。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前近代日本与

近代日本之间的复杂关系。②

［本文作者唐利国，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 责任编辑: 张红菊 李 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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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一坂太郎批评松阴门下玩弄权谋术数背叛了老师的道德教诲( 一坂太郎:《长州奇兵队———胜利者中的失败者们》，中央公

论社 2002 年版，第 37 页) ，松本三之介却从中看到了近代性政治人格的形成( 松本三之介:《日本政治思想史概论》，劲草书

房 1975 年版，第二章第五节) 。
如丸山真男所曾指出的那样，不应把传统和近代截然分开:“明治时期也有前近代的要素，德川时期也能看到近代意识的成

长。……德川时代的思想绝非全都是封建的，反过来，明治时代也从未有任何一瞬间，全部都是市民的即近代的。( 丸山真

男:《丸山真男讲义录( 第一册) ( 日本政治思想史 1948) 》，第 278—279 页) ”在日本从前近代社会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无

论在哪一个阶段，都同时具有前近代和近代两个方面。本文对吉田松阴思想的分析，也佐证了近代化尤其是人的近代化，

不可能一劳永逸，而是一个不断推进的过程。



surgery and pharmacy，emerged and prevailed in medicare service. In order to escape from the old
hierarchy and build a GP based new order，GPs initiated a series of medical reforms. As a result，the
hierarchy in the medical circle was eliminated，and a new medical system suitable to Britain and the
time was established.

Wang Shuai，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German Ｒeunification: Materials，Debates，and
Prospects.

The German Ｒeunification was among the most significant events in the 20th century. Its
unexpectedness，multifariousness，and promptness have caught the attention of many researchers and
scholars. In the first decade after the reunification，scholars，journalists and engaged politicians
composed various versions of “ initial historical drafts”， profiling the diplomacy in the
reunification. After the successive declassification of documents，the“second drafts”witnessed the
more profound and detailed studies carried on by researchers. They discussed many issues—the cause，

the role of Britain and France，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Germany and the U. S.，the diplomatic policy
of Germany，etc.—in the process of reunification. Based on these multilateral documents，prospective
researches could be done to clarify obscure details and construct the history with multiple perspectives
before finally providing accurate historical assessments.

Tang Liguo，A Forerunner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with Two Sides: On the Non-Modern
Aspect of the Thought of Shoin Yoshida

Shoin Yoshida( 1830 － 1859) ，a forerunner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has been highly praised
among scholars. However，the conservative aspect of his thought should not be ignored. He vehemently
supported feudal personal status and failed to develop a sense of modern citizenship，his political thought
was restrained by moralism and failed to realize the necessity of institutional reform，he never reflected
on personal liberation while hoping that social mobilization could be achieved by the imposition of
obligation on the mass. He legitimized his actions by the extremization of old thoughts—the deed of a
typical“radical conservative”. As a forerunner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his thought concerning the
strong sense of pre-modernism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Japan after the Meiji Ｒestoration as well. The
development of his thought foreshadowed the duality of Japanese modernization.

Zhu Kunrong，The Influence of Late Shogunate Loyalism on the Meiji Ｒestoration: The Example
of the Mito School

The Mito School ( mitogaku ) was an important school of thought in the late Shogunate period
( bakumatsu ) ， including the early school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late schoo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decline of Shogunate and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powers were the internal 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