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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思想史”的研究，正如我们将这一概念扩大为“思想的历史”一样，我们要将思想的文本放在历史的语境之

下来加以解读。西方以往的思想史尤为注重“理性”这样的观念，以聚焦“Unit Ideas”或“共同观念”作为研究的目标；

日本的思想史研究深受“没有形成坐标轴式的思想传统”之批评，故日本的思想史研究者尤为注重谋求思想史研究的

坐标轴、尤其是“知识的坐标轴”的问题；中国的思想史研究，则基本上是为了“建立系谱”（书写思想或者人物的脉络）

与“表彰道统”（凸显正统思想），且尤为注重意识形态性。［葛 2010］不过，就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而言，随着全

球化时代的来临，这一研究一方面突破国域的框架，呈现为一个世界性的日本的研究视角 ；一方面则反映出与以“日

本学”为目标的特定地域研究相接轨的趋势。也就是说，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如今体现为了“全球化·地域化”的

研究态势。在此，我们将通过梳理中国学者研究日本思想史的历史、目的、领域与内容，来探讨一下中国的日本思想

史研究的方法与问题之所在。

一、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历史与目的

　众所周知，经历了明治维新的近代日本先后战胜了清王朝、俄罗斯帝国，成为了亚洲文明的代表。在这一背景下，

以1896年清政府向日本派出首批留学生为契机，留学日本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大“事件”。继黄遵宪《日本国志》

（1887年）与康有为《日本变政记》（1898年）之后，一批留学日本的人士成为翻译、介绍乃至研究日本思想的先驱。但是，

这一时期的所谓“研究”，大多是将日本思想家的著作或者文章翻译为中文，予以概述性地介绍而已，并没有深入到

一个资料收集、思想评述的正式研究之中。

　1958年，北京大学东方哲学研究室宣布建立，日本哲学研究成为政府规划的开拓性研究学科。也就是说，中国的日

本思想史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了以学科制度来催生、以哲学思想来统称、以意识形态来批判的色彩。尽管如此，以朱

谦之、刘及辰为第一代人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也得以正式起步。朱谦之（1899-1972）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日

本的朱子学》（三联书店1958年）、《日本的古学与阳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1964年）

的三部曲不仅是朱谦之研究日本思想史的代表性著作，同时也是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开拓性成果。与之同步，刘

及辰（1905-1991）以京都学派哲学为研究对象，出版了《西田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而后致力于京都学派哲

学的研究，并《京都学派哲学》（光明日报出版社1993年）两部著作。这一时期日本思想史研究的特点，首先是依据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与批评日本哲学思想，同时还借鉴与介绍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学者的

研究成果； 其次，他们为了给以后的研究者提供直接的文献资料，故尤为注重并努力做了原始资料的收集与翻译的活动。

　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历文革的“停滞”之后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得以重新起步，并涌现出了王守华、卞崇道、方昌

杰、王家骅、李甦平、金熙德、刘金才、陈化北、崔世广、韩立红、王中田等一批研究者，他们组织了中华全国日本

哲学会，全面涉猎日本思想史的翻译与研究，并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这一时期，王守华、卞崇道编著《日本哲

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金熙德《日本近代哲学史纲》（延边大学出版社1989年）、王家骅《儒家思想与

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方昌杰《日本近代哲学思想史稿》（光明日报出版社1991年）、卞崇道主编《战

后日本哲学思想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1999年日本语版）等一批综合研究著作得以出版，他们大多是将日

本思想史放在了一个外来思想与自身传统相冲突的背景之下来加以把握，一方面坚持了以往的历史学研究方法，积极

发掘、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一方面是结合日本文化的根本特征来探讨日本思想的发展轨迹，并谋求树立日本思想史

的体系结构与时代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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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也出现了不少专题性的研究。就江户思想研究这一领域而言，王守华主编《安藤昌益·现代·中国》（山

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王中田《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李甦平《石田梅岩》（台湾

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毕小辉《中江兆民》（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韩立红《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

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一批研究成果，或是延续了朱谦之曾涉及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的研究，或是站在东亚视角来看

待日本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或是进行了比较思想的研究。就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而言，我们可以提到自1980年以来，

借助学术交流研讨会的形式，中国与日本一道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日本、日本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户坂润、三木清、

河上肇、永田广志的学术研究。就日本宗教哲学而言，王守华的研究具有了开拓性的意义。1997年，王守华通过东京

农文协出版社出版了《日本神道的现代意义》一书，不仅引起了日本学术界和神道界的热烈反响，同时也发挥了开创

中国的神道思想研究领域的重要作用。顺便提一下，步入21世纪以来，范景武《神道文化与思想研究》（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2001年）、王宝平主编《神道与日本文化》（北京图书馆2003年）、王维先《日本垂加神道哲学思想研究》（山东

人民出版社2004年）、牛建科《复古神道哲学思想研究》（齐鲁书社2005年）等一批神道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版，形成了

以王守华教授为中心的日本神道研究团体。总之，这一时期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为后来之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料，并展示

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从而也为21世纪的新研究奠定了一个基础。

　步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活跃之状态，一批留学日本的青年学者构成了中国的

日本思想史研究的第三代。这一时期，第一代研究者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二代研究者作为学术领路人积极著书立说，

指导对话交流 ；以郭连友、王青、刘岳兵、龚颖、韩东育为代表的第三代研究者一方面援用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积极介绍日本研究的最新成果 ；一方面也努力地开拓出了自身独特的研究领域，无论是研究的视角，还是研究的目的，

抑或是研究的方法，皆呈现出了一个“多样性·多面性·复杂性”的日本思想史研究之样态。

　中国学者为什么要研究日本思想史？通过前文的简要概述，或许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之所在。首先，

就是把日本作为了近代化或者现代化的先行者，探讨日本接受西方的思想历程与文化转型，进而站在东亚文化圈的立

场来探讨东亚与西方的问题，或者说由此转而反观东亚自身传统思想的可能性与未来性的问题。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一

直以来皆不曾改变的文化诉求在于 ：一是通过日本来吸取与了解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也就是以日本为工具 ；二是

模仿与吸取日本建设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也就是以日本为方法。这样的问题意识，应该说一直延续到了21世纪的现在。

　其次，将日本思想史研究还原为一个历史事实的实证性研究，同时它也是一个涉及到了文化本质的探讨、即日本的

特殊性，且将它作为了一个与中国有所区别的“文化他者”的研究。正如朱谦之在《日本的朱子学》前记之中所阐述

的，“朱子学派在中国明清之际已濒于衰颓，而在日本则一时如百花齐放现出异样之奇观。”因此，中国哲学对于日本

究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应该说是“特别主要的任务之一”［朱 2002 ：3］，尤其是需要我们根

据文献史料，开展事实性的思想史研究。

二、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领域与内容

　承前所述，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是伴随着学科制度的建设而得以兴起，且是通过了北京大学这一学术重镇而得以

稳固下来的。不仅如此，正如这一研究经历了两代人，第三代人如今也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样，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也随

着历史的变迁而迎来了一大转变。接下来，我们就按照日本思想史研究的基本领域来进行一个划分，逐次提示21世纪

前十年中国学者的新的研究成果，由此来描述一下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特征。

　江户思想研究　如果说之前的江户思想研究注重文献史料，强调思想研究的“体系”的话，那么步入21世纪之后的

日本思想史研究，则是专题性研究、人物研究开始占据重要地位。按照出版年代，刘金才《町人伦理思想研究》（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2003年）与《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

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王青《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与《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赵刚《林罗山与日本的儒学》（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

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龚颖《“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林罗山思想研究》（学

苑出版社2008年），张崑将《德川日本「忠」「孝」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与《日本德川

时代古学派之王道政治论—以伊藤仁斋、狄生徂徕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蒋春红《日本近世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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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以本居宣长研究为中心》（学苑出版社2008年）等一批著作，成为这一时期江户思想史研究的代表。

　这一批研究著作分别涉及了町人、近世儒学家、古学派、新法家、维新志士、日本朱子学者等不少的“身份”问题，

同时也令人不得不产生了一定的质疑，究竟是否是“事实性的研究”。在此，我们姑且将这一问题搁置一旁，谨就这

一研究的特点与方法来予以探讨。首先，王青是第一个推出“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的学术著作的青年学者，同

时也试图谋求形成一个“近世思想”的整体性的、系统性的研究。应该说这也是中国学者极为擅长的一条研究路径。

其次，韩东育一开始针对朱子学核心之一的道德主义乃至整个“合理主义”体系本身遭受质疑的时代语境，通过提出“近

世新法家”这一概念来概述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海保青陵的思想轨迹，以突出“脱儒入法”的研究命题。这样一个

实证性、客观性的研究到了《从“脱儒”到“脱亚”》一书，则是进一步将“脱儒”与“脱亚”的两个思想进行了递

续性的理论对接，以寻求日本文化转型过程之中的内在的连续性。第三，在这一批尤为注重文献资料的研究著作之中，

应该说也出现了中国与日本的双重轨迹的思想研究。龚颖《“似而非”的日本朱子学 ：林罗山思想研究》一书就提到，

按照“他国·本国”的思路去研究“朱子学·林罗山思想”，那么林罗山思想的研究就具备了双重的意义，一是由此

可以认识到“日本朱子学鼻祖”林罗山的思想特色，二是借此可以反观朱子学的理论特征。换而言之，如果说过去的

研究是将中国与日本放在了一个“朱子学”的传播与接受的共同轨迹下来展开研究的话，那么如今更多的则是注重阐

述或者论证东亚内部的多样性这一“前提”。第四，过去的研究大多注重了中国思想对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影响，但是，

日本思想到了近代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郭连友《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一书就是通过大量的文献史料的收集与整理，

阐述了吉田松阴的思想在中国的介绍与传播，并剖析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理解与接受日本的问题。

　明治哲学·京都学派研究　　明治哲学思想的研究一直就是中国研究者的关注重点之一。1989年，作为中日共同

研究成果，卞崇道、铃木正共同编撰的《日本近代十大哲学家》经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步入21世纪之后，明治哲学、

尤其是京都学派哲学研究迎来了一个新局面。吴光辉《传统与超越—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轨迹》（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3年）一书阐述了西田哲学作为东方思想的线索。刁榴《三木清的哲学研究—以昭和思潮为线索》（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8年）全面介绍了三木清的思想历程，乃是中国第一部专门研究三木清的著作。代丽重新翻译了西田几多

郎的《善的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韩书堂出版了《纯粹经验 ：西田几多郎哲学与文艺美学思想研究》（齐

鲁书社2009年）。不过，围绕明治哲学·京都学派哲学的研究，我们则不得不重点描述一下卞崇道的日本哲学思想研

究的轨迹。

　1996年，卞崇道出版了《现代日本哲学与文化》（吉林人民出版社）一书，围绕日本的现代化模式进行了阐述，强

调它突破了欧美现代化的既有定式，打破了西方文化价值中心主义的神话，且始终保持了与自身民族风格相结合的独

创性。他还指出，日本资本主义精神既不是“脱亚入欧”的产物，也不是日本传统思想的现代翻版，而是东西文化融

合所产生的独特的、现代日本的民族精神。换而言之，“东西方文化相结合”正是“日本现代化模式的本质特征和意

义所在”［卞 1996 ：142］。2003年，卞崇道出版了《日本哲学与现代化》（沈阳出版社）一书。围绕现代化这一主题，

按照日本现代化的基点、提出、推进、毁灭、完成的各个阶段，卞崇道分别阐述了与之相呼应的各个时期的日本哲学

思想，并提示了“从虚学到实学、伦理道德观的转型、多元价值观的重构、近代自我的确立、儒学的重构及其社会功能”

［卞 2003 ：205、295-325］等一系列日本哲学思想的研究课题。2008年，卞崇道推出了《融合与共生—东亚视域中

的日本哲学》（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阐述了传统儒学、明治哲学、日本哲学的转型与树立的精神历程，突出了“多

元文化共生”的基本理念与重构东方哲学的时代课题。

　如果说之前的两部书是阐述日本的现代化模式，突出现代化为目标的东方哲学重新建构的话，那么这一部书的根本

则是站在了全球化与地域化的公共哲学的立场，基于东西方思想的融合与共生的根本事实，提出了树立与“多元文化

共生”的世界文化未来格局相对应的哲学思想的时代命题。这一立场，应该说同时也是卞崇道就自身的现代化研究所

作的一个理论归结。

　儒学比较研究　日本现代化走向成功的精神文化根源究竟是什么，一直就是中国的日本思想研究者的重要课题之一。

作为摸索这一课题的重要一环，儒学研究受到了极大的关注。王家骅1988年出版了日文专著《日中儒学比较》（六兴

出版社），而后相继出版了《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和《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日本：

东京农文协出版社1998年），客观地评价了日本儒学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的正负功能，［王 1995 ：305］可谓是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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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进行长期研究的力作。与此同时，李甦平也出版了《转机与革新—论中国畸儒朱之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1989年）、《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两部著作。前者开辟专章“中

日文化交流的灿烂一页—朱之瑜与日本文化”，论述了朱之瑜、即朱舜水对日本朱子学派、古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影

响 ；后者就中国与日本的阳明学进行比较研究，突出了现代化必须以传统为基础，传统必须以现代化为目标，日本的

现代化可以说就是对其传统文化加以变革转型之结果的思想主题。

　儒学思想的研究到了21世纪之后，则出现了刘岳兵的三部曲、即《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明

治儒学与近代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中日近现代思想与儒学》（三联书店2007年）的系列研究。围绕着“儒

学”这一概念下的汉学者，尤其是明治时代之后的一批人物，刘岳兵展开了以文献资料的挖掘与解读，突出东亚儒学

思想比较视角的系列研究。不仅如此，审视这样的三部曲著作之标题，我们也可以发现刘岳兵通过近代儒学、明治儒

学、近现代思想背景下的儒学的各自设定，逐渐地从儒学的比较研究转向了日本近现代思想的研究。这一结果，也就

是2010年出版的《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世界知识出版社）第一部打上了“思想史”之名目的综合论著。

　该书可谓是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一大力作。究其特点，首先，该书一改“九十年代以来文献学研究薄弱”之弊

端，尤为注重史料研究，穿插研究成果，力图展现思想史的丰富性与可能性。作为研究方法，该书在序言之中突出强

调以资料文献的发掘与甄别为关键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刘 2010 ：序言］换句话说，《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一书的根

本即在于将历史学的方法贯彻到底。其次，该书上溯近代思想的萌芽时期—江户时代，下续到现代思想的战后阶段，

为我们重新梳理了一下作为“历史”的思想史的研究框架。第三，该书的重点在于阐述政治思想史的演变，不过也提

到了可称之为“思想论争史”、“庶民思想史”、“女性思想史”的丰富内涵，而且还涉及到了或者是儒学思想、佛学思

想、神道思想，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京都学派哲学，或者是战后思潮的“多样性”的内容，从而再现了在日本

这一视点的内部，世界的“近代·现代”的思想究竟是如何相互影响、彼此交融，从而出现了“多样性·多面性·复

杂性”之样态的历史事实。

　启蒙思想的比较研究　　日本的启蒙思想研究可谓是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重点之一。不过，中国的研究者大多是站在

一个比较思想的立场来进行研究。1989年，崔世广出版了《近代启蒙思想与近代化—中日近代启蒙思想比较》（北

京航天航空大学出版社），1991年，王中江出版了《严复与福泽谕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二

者皆是旨在通过日本近代启蒙思想的研究来揭示日本近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阐述启蒙思想本身与日本文化、日本

近代化之间的关系。

　继《日本大正时期政治思潮与知识分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之后，陈秀武出版了《近代日本国家

意识的形成》（商务印书馆2008年）一书。该书梳理了江户时代日本民族从“藩即国”理念向近代国家意识转化的发

展脉络与思想历程，并阐明了近代日本国家意识的基本特征和构成内容，且就这一崭新的国家意识给予日本近现代史、

对外关系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解读。与陈秀武的日本研究相呼应的，则是钱国红出版的《走近“西洋”和“东洋”》 

（商务印书馆2009年）一书。该书一方面延续了其过去的佐久间象山与魏源的启蒙思想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则提出了

“中国·西洋·日本 ：三角测量的视角”的研究方法，探讨在“西洋冲击”这一共同命运之下的、东方的日本与中国

的知识分子所作出的不同的文明选择。

　不过，在此必须提到的一部研究著作，即语言学·翻译学研究者王克非撰写的《中日近代对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

取—严复与日本启蒙学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该书围绕西方政治哲学思想的摄取，就中国的学

者严复与日本的一批启蒙学者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一研究可谓业已带有了“西方·中国·日本”的研究框架。如今，

这样的比较思想研究则是通过钱国红的著作得以正式地提出了一个“三角测量”、而不是二元对立论式的模型。我认为，

这不仅为思想史研究的“坐标轴”的移入提供了一个新的构思，同时也带有了最为深刻的方法论的内涵。

　现代思潮的互动研究　　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传统的政治学、历史学的思想史研究开始走向相对弱化，正如

“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这一术语所彰显的，不少的学问方法开始进入到了思想史研究的视域之中。不过，就日本思

想史的研究而言，则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全球化语境下的“互动性”的现代思潮研究，即围绕一个共同关心的核心概念

展开多领域、跨学科的研究。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孙歌《竹内好的悖论》（北

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三联书店2007年）等一批现代性研究著作成为了这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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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

　林少阳《“文”与日本的现代性》一书通过审视作为语言·思想的核心的“文”这一概念，重新探讨了自十七世

纪到二十世纪日本的语言思想、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创作，力图站在反思“现代性”的立场来重新构建日本的批评理

论。孙歌《竹内好的悖论》一书指出竹内好并没有将“亚洲”和“中国”作为一个实体来把握，而是将它们视为了进

入日本的现实的“方法”来加以利用，在这一基础上，孙歌指出，要以竹内好的悖论作为出发点，近代化作为一种政

治、经济和军事的入侵的确来自东亚的外部，但是其根本原理则必须产生于东亚内部，也就是只有通过来自内部的否

定，才能产生重构“亚洲是什么”这一话语主体的真正的意义与可能。赵京华《日本后现代与知识左翼》一书集中讨

论了以柄谷行人、子安宣邦、小森阳一、高桥哲哉为代表的一批带有后现代主义倾向的人物，揭示了以这样的“知识

左翼”的政治介入或者文学批评对于我们了解具有世界同时性的、后现代主义者“向左转”的现象的重要启示意义。

　之所以称为“互动性”的现代思潮研究，不仅是因为他们与日本的思想史研究保持了同步性，同时也是因为这样的 

思想史研究课题也正是中国如今所面对的一大课题。这样的“互动性”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站在一个亚洲内部的

“多样化”的立场，以此为出发点来看待处在了同一境位下的思想史的各个问题，或者就思想本身的“逻辑起点”与“界

限问题”来展开共同的探讨。

三、日本思想史研究的评价与问题

　中国学者葛兆光曾经撰写一篇题为《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

示》的文章，提到日本的思想史研究者“始终有一个‘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这样的意识” ［葛 2004 ：53-63］。

那么，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者究竟如何呢？基于前文的探讨与剖析，在此，拙文将就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

法的变迁来归纳一下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特色。

　首先，就研究对象而言，正如前文所阐述的日本思想史研究的问题意识一样，中国的研究者大多是抱着以日本为典

范，试图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而开始了日本思想史的研究。因此，也正如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事实所反映出来的，我们

经历了一个翻译—介绍—文本解读（著述）—确立框架（体系研究）的研究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研究对

象的日本始终没有发生改变。不过，究竟是作为日本的日本，还是作为东亚的日本，还是作为世界的日本，应该说中

国学者的研究视野走过了一条从日本到东亚，从东亚到世界的，或许更为接近事实地说，是将日本、东亚、世界的三

者联系在了一起，以此作为日本这一实存的“背景”的研究。不仅如此，日本这一对象也从一开始的“文化圈”框架

下的文化共通者，转变为了“文化的绝对他者”，而且也是在一个自他的紧张关系的背景之下来展开日本思想史的研究。

　其次，就研究内容而言，应该说一方面儒学研究占据了绝对性的主导地位，一方面现今的日本哲学思想研究也开始

受到重大关注。正如之前的评述所示，如今中国学者的江户思想史研究呈现出了一个多样化、多面性的性格，且围绕

“身份”的问题不断出现争鸣，呈现出了极为活跃的研究氛围。与此同时，刘岳兵的三部曲式的儒学研究更是将视野

放到了明治时期之后，开拓出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日本近现代思想史》一书更是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的日本思想史

研究的内容。儒学研究或许多少带有了一点中国人自身的文化情结，但是到了如今，或许是遭遇到了日本哲学研究的

刺激，中国学者开始走出儒学框架，站在一个普遍“知识”的立场，或者说放在一个“世界”的场域（1）来重新思

考作为“事件”的思想史的问题，从而也最大限度地为思想史研究—而不仅仅是日本思想史—提供一个新的对话

空间与话语方式。

　第三，就研究方法而言，正如前文的阐述所示，中国学者大多注重文献资料的原始性，也擅长于进行一个思想或者

人物的评价式的系统研究。但是，这样的单一性的研究方式如今也发生了转变。不可否认，如今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或

者是某个时代的核心概念的研究史，或者是谋求范式转换的研究方法，或者是“三角测量”的比较性的研究方法，或

者是“日本学”框架下的思想研究，应该说大多皆是承袭了日本思想史研究的方法。姑且不谈这样的研究方法究竟是

来自欧美还是来自日本，我们也不得不感到遗憾的一点，即中国缺乏了自身研究日本思想史的方法。但是，在经历了

外来理论巨大冲击之后，中国学者也开始了“理论之后”的反思，注重强调基于实证史料的诠释性研究。恰如“他

国·本国”的自他性框架、“脱·入”的中心边缘论、“融合·共生”的文化重构模式所反映出来的一样，思想史研究

不再是一个“过去”的思想的研究，也不再拘泥于既有的固定观念，而是开始走向带有了“历史意识”的事实性研究。

葛兆光所阐述的“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这一观念，应该说也同时深刻地刺激了中国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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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人。

　尽管如今中国的日本思想史研究迎来了一个热潮时期，但是我们在此也不得不指出这一研究所存在的最为关键的问

题，即“主体性意识”的问题。换而言之，为什么要研究日本思想史？最初的日本思想史研究极为重视原始资料的收

集与译介 ；而后的研究开始注重“现代化”、“日本文化的独特性”一类的思想观念，尽管我们努力地致力于新的研究

领域的开拓，但是在方法论的建树这一方面却乏善可陈。到了如今走向“东亚”或者“全球化”这样的趋势之际，我

们也就陷入到了一个“失语”的状态之中。因此，注重原始性的文献史料的搜寻、甄别与解读，乃是一条我们不得不

重新开始的、不是捷径的捷径。

　不仅如此，我们还必须主动地突出自身的“对话立场”。日本思想史的批判意识就在于不断地出现新的“坐标轴”，

存在了一个“坐标轴”式的中心。与之不同，中国人的固有观念就是“和而不同”的趋同意识，因此在接触日本思想

史研究的时候，我们大多是站在了“趋同”的立场去构建一个思想、尤其是中国思想的“延长线”。这样一来，也就

在一开始缺乏了思想史研究的最为根本的批判意识。即便是我们的日本思想史研究存在了一定的批判意识，也只是缺

乏了“知识”根底的、流于情感表述的批评而已。因此，我们必须以“知识”的架构作为逻辑起点，站在科学而客观

的“对话立场”，努力构建起一个多样化的研究框架。

　最后，谨在此引用《融合与共生》之中的一段文字，以此作为本论的归结。“要客观地认识他者，首先要客观地认识自己；

自己中包含他者，他者中也包含自己。树立他者意识，站在他者立场，客观地认识、研究日本思想文化，是笔者试图

提示的一种方法论视角。超越中日两国的域界，从东亚视域乃至全球视域来认识日本或中国的思想文化，则是构建21

世纪东亚哲学的前提。”［卞 2008 ：3-4］

关键词：日本思想史、江户思想、日本哲学、儒学比较研究、现代思潮

　＊本文为卞崇道教授委托，应允共同执笔之作。卞师于2012年12月31日20时驾鹤西游，承蒙东洋大学岩井昌悟教授

为代表的《国际哲学研究》杂志予以出版，在此谨向该杂志编辑者深表谢意，并以此来告慰卞师之教泽。日文翻译承

蒙大阪市立大学高坂史朗教授协助与指导，在此也一并致谢。

注

（ 1 ） 卞崇道主张把西田哲学置于“世界”这一场域中，通过与西方哲学（或者在东方哲学内部）展开对话来揭示西田哲学的现

代意义。参考卞崇道 ：《西田哲学研究的当代意义》，《日本问题研究》，2010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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