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亚洲”旅程中的路标
■ 冯 玮

BOOKS

亚洲不仅是政治概念， 也是文化概念；不
仅是地理空间位置，也是价值判断尺度。亚洲
被西方作为他者加以命名的起点、亚洲的多样
性与开放性、亚洲无法以自足的逻辑整合为统
一体的现实，这一切都一直困扰着人们。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
式》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
员孙歌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全部过程。在这
次寻找中，她从思索亚洲意味着什么，到从东
亚的历史与现实中去寻找认识亚洲的方法，再
到对跨文化的新的普遍性的寻求中，去探寻一
种新的认识世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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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一个孤独的行者
作为日本研究者，全书主要贯穿

的是她对日本学者“认识亚洲”、为亚
洲“定位”或 “指路 ”的先行者思想理
论的论述和评判

作者在本书开宗明义写道：“本书记录了
我迄今为止‘寻找亚洲’的过程”。因为，“亚洲
这个地理区域当然没有丢， 不过发生在这个
地理空间内的历史过程，却饱含着各种丢失。

近代以来， 亚洲经历了一个被殖民被侵略的
过程，丢掉的不仅仅是领土主权、物质资源，

还有精神与文化传统乃至主题尊严。 曾经丢
掉的，有些已经重新回归，有些却可能很难找
回”。

《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
式》（以下简称《寻找亚洲》）全书共 24 万字，

343页，分序言和四章，是我读过的最不在意篇
章均衡的著作。 第一章 “亚洲意味着什么”有
134页。 第二章 “东亚视角的认识论意义”有
124页。第三章“创造新的普遍性”是原载于《天
涯》2018年第 2期的一篇发言稿， 仅 25页。第
四章“寻找亚洲原理”有 58 页。每一章的论述
方式也各有不同，但是，其主题是鲜明的，论述
是清晰的，即发现问题：何谓“亚洲”。分析问
题：亚洲认同感的形成，存在哪些主要障碍。解
决问题： 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建立 “亚洲共同
体”？

按照我的理解，“寻找亚洲” 即必须明确
亚洲究竟是地理的存在，文明的存在，还是历
史的存在。在“寻找亚洲”的过程中，有哪些理
论学说和困难？ 如果要使亚洲成为一个共同
体，应该怎么做？毕竟，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
们只是以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
世界。”

纵览全书，我获得的印象是，“寻找亚洲”，

实际上是寻找“东亚”，因为南亚和西亚，作
者几乎没有着墨。所以将书名定为“寻找亚
洲”，主要是因为亚洲按其希腊语的原义“东
方”，是相对西方而存在，并由西方定义的。

在“寻找亚洲”的过程中，作者不是一个孤独
的行者。作为日本研究者，全书主要贯穿的
是她对日本学者 “认识亚洲”、 为亚洲 “定
位”或“指路”的先行者思想理论的论述和评
判。正如作者所写的，“可以说‘东亚’或者
‘亚洲’ 是近代以来日本思想史的基本母题
之一。”因此，我写这篇读后感或者说书评，

实际上是对作者评判前人思想理论的再评
判。

西方主义激发了东方认识
日本思想史上反复出现 “脱亚”

和“兴亚”更替的思潮，福泽谕吉是始
作俑者 。冈仓天心的 “亚洲一体论 ”，

则在后来被用作鼓吹建立“大东亚共
荣圈”的舆论工具

作者在本书开篇即引述了萨义德在《东方
学》中提出的观点，“无论是谁，恐怕都不可能
在与东方主义相对的位置上设定一个西方主
义的领域”。 但是，“西方主义曾起过重要的作
用。它作为东方民族自我认识的媒介，激发过
重要的问题”。

作者首先评述了作为“对偶”存在的两个
代表人物：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指出“在日
本思想史的脉络里，一提到亚洲问题，立刻会
浮现出一个‘定论’：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知识
分子是依照两个方向思考亚洲问题的。 一个
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所谓 ‘脱亚入欧论’，

另一个是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 ‘亚洲一体
论’。前者主张摆脱亚洲的‘恶友’以迅速进入
欧美列强的行列， 后者则认为亚洲为世界提
供了欧洲文明所无法提供的‘爱’和‘美’的文
明”。作者分别以他们的《脱亚论》和《东洋的
理想》为例，进行了分析阐述。确实，日本思想
史上反复出现“脱亚”和“兴亚”更替的思潮，

福泽谕吉是始作俑者。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
论”，则在后来被用作鼓吹建立“大东亚共荣
圈”的舆论工具。

不过， 作者在介绍两人的思想主张时，对
他们的依据论述不够，似应扼要强调。福泽谕
吉所阐发的文明论，实际上是法国史学家基佐
和英国史学家巴克尔 “主智主义文明史观”的
翻版，但加入了较多道德元素。按照福泽谕吉
的定义：“所谓文明，就是指人的安乐和品行的
进步。因能获得这种安乐和品行的是人的智慧
和道德，故所谓文明，归根结底就是人的智慧
和道德的进步。” 福泽谕吉将文明发展阶层即
“人的智慧和道德的进步”， 划分为三个阶段：

非洲人处于野蛮阶段；日本、中国属于半开化阶
段；欧美属于文明阶段。由此得出逻辑结论：“若
要使日本文明进步， 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
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
的利害得失。”

《脱亚论》就是在“文明论”的逻辑基础上建
立的。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所以导出“大东
亚共荣圈”，与日本侵略扩张分子对更早年的“大
亚细亚主义”的篡改性利用有关，这也成为一块
被涂上别种颜色的重要“路标”。但遗憾的是，这
部分重要的内容， 作者并没有在书中详尽地指
出。

“文化”和“文明”有所不同

“文化”显示的是各民族的差异，没
有高低之分，而对“文明”的追求使各民
族减少差异，寻求普遍。也就是说，文化
使各民族 “存异”， 而文明则使各民族
“求同”

由于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的
进步知识分子也大都不愿意触及“亚洲”这个容
易产生沉重回忆的词汇。 但是， 仍有人努力将
“亚洲”这个词的原理，继续进行探讨。这个人就
是竹内好。“竹内好几乎是日本现代思想史中唯
一执着于亚细亚主义并试图从中抽取原理的思
想家”， 按照作者的介绍，“竹内好的基本看法
是：亚细亚主义不是一种有着实质内容、可以客
观限定的思想，而仅仅是一种倾向。因此，它与
那些可以与现实发生机能性关系的思想不同，

可以包容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侵略扩张甚至左
翼的国际主义， 但是又不与其中任何一种完全
重合”。

作者以竹内好 1963 年出版的 《亚细亚主
义》一书为分析对象指出，竹内好编辑的《亚细
亚主义》， 是战后日本思想史上绝无仅有的杰
作。因为，竹内好所讨论的并不是亚洲问题，甚
至也不是日本人的亚洲认识， 而是侵略扩张与
日本近代化的内在关联。 同时， 孙歌教授也指

出：“竹内好的亚洲观不能够面对作为经济、文
化、政治、社会之综合存在物的亚洲。一旦走出
了理念性的范围，它就捉襟见肘。”我认为，这一
评价是客观的，尽管有苛责之嫌。因为，竹内好
撰写此书的目的，主要是进行历史反思，不是在
各领域进行纯学理性探究。 这一特性贯穿于他
的全部论著。

另外，作者还对梅棹忠夫的思想观点进行了
评析，指出“梅棹忠夫的一系列著作彻底化解了意
识形态的功能，它的价值不在于结论，而在于紧扣
住生态史讨论文化差异， 并且强调个人经验的重
要意义……从服装的色调、动作的特征，到衣食住
行的方式，都是区分文明的重要标准”。姑且不论
意识形态是价值观等各种思想要素的总和， 人们
对事物的认知不可能脱离意识形态， 而且按照德
国学者伊里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一书中的诠释，

“文化”显示的是各民族的差异，没有高低之分，而
对“文明”的追求使各民族减少差异，寻求普遍。也
就是说，文化使各民族“存异”，而文明则使各民族
“求同”。按照阿尔弗雷德·韦伯的“社会历史结构
论”，第一，文明是被“发现”的，文化是被“创立”

的。例如，牛顿发现而非创造了万有引力，释迦牟
尼创立而非发现了佛教。第二，文明能突破时空限
制，而文化受时空限制约束。例如，文艺复兴不是
也不可能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 日本佛教不是中
国佛教的翻版。也就是说，“文化”和“文明”并不是
“同义语”。作者对两者不予区分，无疑将影响她在
本书第三章强调的 “建立另外一种关于普遍性和
特殊性关系的理论想象”。

认识亚洲也有不同视角
只有立足于亚洲原理，场所拥有了

灵魂，我们才能诚实地认识自身 ，认识
世界

作者在《寻找亚洲》中指出了中国“比较通
行”的几种东亚视角。

第一种是“传统儒学的视角”。作者写道，“在
不同的国家里，儒学具有相当不同的内涵”。那么，

各国儒学的“内涵”究竟有何本质差别？作者没有
指明。我认为，这是一个缺陷。应该看到，其一，中
国儒学的核心是“仁”，而日本儒学的核心是“忠”。

因此，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日本为什么成功》一
书中，将儒教在日本的嬗变称为“宗教改革”。梅棹
忠夫也在《77把钥匙：开启日本文化的奥秘》一书
中指出，“日本的儒教和原来的儒教确有天壤之
别”。其二，中国的“五常”是仁义礼智信，而日本的
“五常”是仁义礼勇诚。如果说“诚”和“信”是同义
语，强调“智”或“勇”则归因于“儒士”和“武士”在
中日两国的社会地位。 其三， 中国的儒教强调
“孝”， 按照梁漱溟的观点，“家庭伦理是中国人价
值观的核心”。而日本汉字的“孝”原义是“善”和
“高”，与家庭伦理无关。“孝”在日本具有今义，是
在朱子学被江户幕府奉为官学以后。

“第二种关于东亚的视角其实受到日本的影
响，即‘现代化’的视角。处于社会发展不同阶段
的东亚地区， 最终将一同走向同一个现代化目
标。”但是，“现代化”在国际学术界并没有统一定
义。例如，萨缪尔·亨廷顿认为，现代化包括工业
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
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
结构。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理性化。中
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于 2001年指出， 现代
化是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整体
进程，永远具有正向的矢量演化。也就是说，中国
知识分子的“现代化”视角并不单一，也未见得受
日本影响。可以说，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并不具有
同一指向。

“还有第三种视角，即关于战争的创伤记忆
视角。”按照作者的观点，由于“国家利益”是一个
很难简单跨越的掣肘，由于各国受制于本国历史
脉络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因此有关历史事件的评
价， 中日韩三国的学者很难有相对统一的论述。

应该如何克服这一矛盾？作者写道，“笔者希望以
今天我们身处其中的‘东亚’作为出发点，构想可
以相对有效地观察战后至今的东亚视角”， 并对
战后即冷战及后冷战的东亚进行了分析和论述。

她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冷战的实际历史过程与
冷战的意识形态必须加以区分。因为，两大阵营
的对峙很难以社会制度的标准衡量，而且“冷战”

并不能概括二战后的整个世界格局。 这些观点无
可厚非。但是，或由于作者对冷战的本质、国际学
术界有关冷战研究的成果缺乏深入了解， 因此她
“观察战后至今的东亚视角”，是有偏差的。作者写
道，冷战就其本质而言，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以
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封锁， 以制
掣苏联为主要目标。但不能不指出的是，冷战的本
质是“非武力全面对抗”，不是“经济贸易封锁”。而
且冷战分东西部两个战场，西部战场是苏美对抗，

东部战场是中美对抗。 西部战场对抗的起点是柏
林危机，东部战场对抗的起点是朝鲜战争。朝鲜战
争使美国转变了对日政策， 也因此改变了东亚战
略格局，使“历史记忆”成为影响东亚国家关系的
“重大政治障碍”。这是不可或缺的“观察战后至今
的东亚视角”。

《寻找亚洲》最后一句话是：“只有立足于亚
洲原理，场所拥有了灵魂，我们才能诚实地认识
自身，认识世界。”作为亚洲“灵魂”的“亚洲原理”

究竟是什么，需要我们继续“寻找”。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寻找亚洲———创造另
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
孙歌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新技术究竟是工具还是武器
■ 崔传刚

当下谈论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书籍早
已汗牛充栋，我自己在这一领域的阅读也有几
十本之多，所以我一度以为关于这个话题已经
没有什么新鲜事了。但当我读到《工具，还是武
器？》这本书，才发现我们可以讨论和思考的问
题还有很多。

《工具，还是武器？》的作者是微软的总裁
布拉德·史密斯和公关部主管卡罗尔·安·布
朗。说实话，这样的作者配置一度让我以为，这
本书可能只是微软公司某种形式的公关。此
外，这本书的目录看上去极为宏观，每个章节
讨论的都是大问题，这也让人不免怀疑，这本
书是不是空话连篇。再说书名，工具或武器、双
刃剑、硬币两面、辩证法或者诡辩，这些说法似
乎也司空见惯了。

但阅读之后， 我收获到的却是一丝惊喜。

这本书所讨论的技术问题我们几乎早已了然
于胸，“对技术进行管理”的结论看上去也并不
深刻，但它的优点是写得非常认真，非常关注
论证的细节。与很多耸人听闻的科技前景解读
相比，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富有逻辑，合乎事
实，且比很多同类作品更有趣。

两位作者在这本书里谈论了 14个重大的
科技议题。 比如谈到了数据的归属权问题。数
据垄断会带来人工智能霸权早已是耳熟能详
的惊悚故事，但这本书却并没有跟随这样的陈
规，反而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数据确实很重
要，占有大数据确实更有优势，但是我们不要
忘记， 数据和石油或者电的最大不同在于，它

们是最容易复制和再生的资源，我们人人都可
以产生数据，且随时产生新数据，而且数据的
价值不是永恒的，而是时刻变化的。所有这一
切意味着， 没有人敢说自己可以永远霸占数
据，正因如此，数据霸权未必就是真理。这样的
讨论给我们描述的是一种数据开放的另类景
象，多少可以让我们能够对未来增加一些乐观
情绪。

书中还提到了新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人工
智能时代有多少人会面临失业， 让很多人恐
慌。但这本书却从历史的角度告诉我们，有些
旧行业确实在消失，但新的行业或许更值得期
待，比如书中举了汽车行业的例子。当年，汽车
的出现的确让马车夫消失了，甚至一度造成农
民的经济危机，但从另外的角度看，汽车业造
就了一整条新的劳动产业链，创造了很多从来
没有的行业和岗位。例如，为了让更多普通人
购买汽车，汽车金融应运而生，推动了现代金
融业及信用行业的发展。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而且说实话，这本
书最好看的就是这些例子。它们让这本书变得
一点也不空洞，相反，它们引人反省，也能够让
人减轻对未来的焦虑。

那这些新技术到底是工具还是武器？我想
作者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肯定是因为他们看
到了技术作为武器的一面。是的，在过去的几
十年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技术给我们带来的
众多改造和进步，但最近一段时间，它的负面
效应开始放大。 这些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不

仅包括技术对隐私的侵犯，对个人自由和社会的
影响，甚至涉及了政府和企业的关系乃至国与国
之间的关系。

比如，企业天生热爱自由，不爱被监管，但是
为了长远的发展，企业又不得不需要在自由和管
制之间做出平衡。这样的观点出自微软之口毫不
奇怪， 毕竟它是美国古老又成功的科技公司之
一，它们在这方面更有经验也拥有教训，它们尝
过不和公众合作的苦头，也知道妥协正是企业长
青的根源之一。

如果说这本书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只能说它
提出了重大问题，也给出了一些行动方案，但在
最关键的问题上，却又承认技术公司本身的无能
为力。我们经常把这些巨头当成无所不能的列维
坦，但实际上，它们仍然受到各种国内外机制的
制衡和限制。在世界将何去何从这样的根本问题
上，它们只能是一个积极分子，而不是最终的决
定者。

所以， 在技术是工具还是武器这个议题上，

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仍在博弈中。我们自然可以
和作者们一样报以乐观的期许，但显然我们不能
忽视我们面前还有很多值得警惕， 而提高警觉，

克制妥协， 也许正是这本书想要传递的一种话
语。

《工具，还是武器？》
[美]布拉德·史密斯 卡罗尔·安·布朗 著
杨静娴 赵磊 译
中信出版集团

最难以消解的，是温暖的回忆
■ 蔡央扬

作家安谅为纪念父亲而作的纪实文学《从
修鞋匠到“铁裁缝”：一位劳模父亲的故事》近
期出版。

在本书中， 安谅的文字一如既往的简洁、

精辟、富有哲理性。与他的《明人日记》系列短
篇小说相比，本书看似少了一些精巧的情节架
构，但取而代之的是真情流露。安谅对父亲的
感情，混合了思念、敬爱、怀念和愧疚。

安谅用最真挚的笔触为他眼中的父亲画
像：一位勇敢、敬业、正直、热情、富有艺术修养
的老劳模。14岁时， 他就趴在火车顶上来到上
海闯荡；他常常在半夜离家去抢修抓斗；他曾
挺身而出阻止了一场械斗的发生； 他教导安
谅，“人要管点闲事”；他养得一手好兰花。安谅
用一段段往事，生动细腻地描写了劳模父亲展
现忘我奉献、正直正义、爱人重情、为人处事等
的生活常事和细节。但就是这样的人，却在遭
遇多年病痛折磨后，过早地离开人世。

最难以消解的，是那些曾经的温暖回忆。犹
如含化了口中的蜜饯，只留下寡味而坚硬的核，

不断刮擦着口腔，提示着那再无法拥有的甜蜜。

安谅从父亲那里得到了沉默但深厚的爱。 父亲
安慰为高考紧张的安谅， 还为了安谅将发出声
响的座钟停掉；父亲为安谅买书、买自行车，哪
怕购买这些在当时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父
亲步行好几站路探望生病的安谅， 哪怕安谅当
时已经是个结了婚的大男人。父亲莳弄的花园，

在他病倒后逐渐荒芜； 父亲拿手的狮子头的滋
味，在他过世后再无人能重现。这些平常的事，

平常的物，像一根隐刺深埋在安谅的记忆里，只是
在饭桌上看到狮子头时， 在散步时闻见飘来的幽
幽兰花香时， 在午夜隐隐听见老式座钟的嘀嗒声
时，在全家团聚却少一人时，狠狠地刺痛他。你曾
给了我全世界，世界依旧，你却不在了。

悔恨和愧疚， 也许是每一个人子人女都曾
经有过或终将感受到的情绪。 谁在父母关心问
候时不曾敷衍他们？ 谁又在父母卧病在床时自
始至终守候床前？ 谁早早就领悟了父母的良苦
用心， 理解了他们沉默的爱？ 也许就是在失去
后，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子欲养而亲不待。安谅
在这里写下他的悔恨和愧疚，他坐在那里，看着
父亲老去，看着死亡逐渐带走父亲的呼吸，什么
也做不了。这让人无可奈何，也是所有人都逃不
脱的宿命。愿你读过这本书，早早预见这一切，

将你对父母的爱，在还可以表达时尽情表达。

在父亲二十忌年，安谅推出了此书，他说，

这是对父亲的深切怀念， 更是对一种奉献和质
朴人生精神的致敬。 父亲的离世是自己心中永
远的痛，也永远对父亲存有愧悔，所以，这本书，

也是一本致歉之书， 是激励自己和更多人认真
生活、奋发有为之书。

《从修鞋匠到“铁裁缝”：一位劳模父亲的故
事》凝结了安谅对父亲的陈情、思念、感恩和致
敬。愿天下所有人子人女，都能从中有所感悟。

《从修鞋匠到“铁裁缝”：一位劳模父亲的故事》
安谅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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