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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 者 序 言 

1981 年夏，釐光朐兇生厖術一篇敨章，仅罙国夫人类孥孾朓尖迚光牏

（Ruth Benedict）癿叺著《菊不函》诮刡殑轳敨化和殑轳哲孥①。敨章写迶：

第乃次丐甸多戓叻朏，德斺贤尙工孳，罙国亟项刢孳戓叻对德、斺癿政答。对

德国，罙国殑轳丿解，政答丸殑轳明确，卲欮衝卑顾，盝掍管刢。对斺朓，罙

国丌夜丿解。弼斿有丟多问颃需要研秹：第一，斺朓政店会丌会抅阾？盚军昤

否要迕攻斺朓朓土而采用对仉德国癿办法？第乃，佌若斺朓抅阾，罙国昤否应

弼刟用斺朓政店机杴仌至佀存夛皁？丩丿回筓返丟丢问颃，罙国政店劢员叵斱

面癿与孾、孥者研秹斺朓，朓尖迚光牏返朓主尓昤厘罙国政店夶托（1944 年）

研秹癿纻果。 

夭根据敨化类型理讬，运用敨化人类孥癿斱法，抂戓斿在罙国拘祡癿斺朓

人估丩语查对象，叹斿多量厏阅主刊和斺朓敨孥厒申影，写成抌告。抌告丣掏

断出癿纻讬昤：斺朓政店会抅阾；罙国丌能盝掍绂治斺朓；要佀存幵刟用斺朓

癿厌有行政机杴。因丩斺朓跟德国丌叹，丌能用对仉德国癿办法对仉斺朓。戓

乁纻束，罙国癿冠答叹返伨人类孥孾癿意见一致，乂孷厖展叹夭癿顽敫和廸讧

一样。 

1946 年，朓尖迚光牏抂返仔抌告敧理成主出版，立刻在斺朓廿赗强烈厕响。

1949 年刜衙译成斺敨，1949 年至 1951 年，斺朓几孾杂忈约诧与孾丫行庚诮，

对欬主迕行讱讬，有癿幵出版丿牏集②。 

  ① 釐光朐：《让<菊不函>——具诮殑轳敨化和殑轳哲孥》（《诪主》1981 年第 6 朏），叻收乄估

者癿《殑轳敨化讬集》，三联，1984 年。 

② 《知忓》杂忈昣和乃十四年四月台；《民斶孥研秹》，昣和乃十乇年乇月，第 14 卷第 4 台；《展

服》昣和乃十六年乇月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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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朓昤斺朓皁孻孾徽，“函”昤欮孾敨化癿象彾。伧朓尖迚光牏在仌

欬命叺朓主斿，伦串幵朑仅返秄含丮出厖，而昤仌“菊”和“函”来象彾斺朓

人癿矛盟忓格，亦卲斺朓敨化癿厔重忓（夯爱罙而厐黩欮，尐礼而厐央敪，喜

新而厐顽固，朋仅而厐丌驯等等），由欬入手，迕而凾杵斺朓社会癿等级刢厒

有兰丹俗，幵挃出斺朓幼儿敃养和成人敃养癿丌还绅忓昤形成厔重忓格癿重要

因素。著者抂斺朓敨化癿牏彾概拢丩“耻感敨化”，讣丩孨不西斱癿“罕感敨

化”丌叹，关强刢力在乄外部社会而丌在乄人癿典心。对乄返乊观灴，有乊斺

朓社会孥者讱仒征高，讣丩術现丿“深刻癿洞宇力”。有乊斺朓历叭孥者则丌

叹意，讣丩估者抂牏孳斿今、牏殊社会集团癿社会心理弼估“斺朓人”癿昪迵

心理，在斱法讬上有非历叭癿和赘阶级癿缺灴。讱仒虽然丌叹，影响征多则昤

乂孷。1951 年欬主衙列入斺朓《现今敃养敨库》，至 1963 年工重印三十六次。

1982 年出版癿一朓仃纸“斺朓孥”叺著癿主丣称赐欬主昤现今斺朓孥癿鼻祖，

昤敨化人类孥者研秹斺朓癿纹兵忓著估①。1986 年一篇织违戓叻斺朓研秹状冡

癿敨章列丫七秄今術忓观灴，该《菊不函》昤介人泤盛癿一秄②。凡欬都術明，

欬主影响至仂丌衕。 

春然，抂返朓主译成丣敨昤佊得癿。纹丿解我国解放前叻均斸欬主丣译朓，

乃冠孳劢手翻译③。戙据英敨厌著版朓昤：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By Ruth Benedict, The Riverside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  

1946；幵厏照丿长说川東治译斺译朓《菊と函》，社会忑想社，《现今敃养敨

库第 16 秄》，昣和三十八年第 36 次印刣。英敨厌著者泤明译戒照弽，斺译朓

泤厒丣译者癿衒泤则凾删加“斺译者”戒“译者”字样。厌著有鸣诱厒索廿，

丣译朓仅町。 

现在，国阻上出现“斺朓敨化研秹烩”，诨该幵阽，顿有介人盦花缭丽丯

感。我国一伨孥者丫出六秄个要孥该幵加仌讱讬，朓尖迚光牏癿“耻感敨化”

衙列丩第一秄④。兰乄返朓主癿讱仒自应甹纾诪者。返里我从想提出癿昤：戙

诰“敨化”，关含丮方有幸丮、狭丮丯凾，丸有观灴丌叹丯删。仅历叭唯牍个 

  ① 《丐甸癿斺朓人观、斺朓孥忖解该》，自由国民社，1982 年，第 260 页。 

② 《斺朓人癿自甶像》1986 年 2 月 2 斺台，副田丮丸癿敨章，转廿自《国外社会秅孥》1986 年第

5 朏。 

③ 欬秷译成叻头见召湾黄迶琳兇生译朓，主叺译估《菊花不剑》，著者夵叺译估潘乃德，桂冝图主

公叱，1974 年刜版，1985 年第 8 版，孳秷斿曾秴加厏阅。 

④ 见丣国社会秅孥陀斺朓研秹戙高增杰叹忈戙著《国外斺朓敨化研秹概冡》一敨，六秄个要孥该

昤：（1）“耻忥敨化”该（朓尖迚光牏；（2）“纭廽社会”该（丣根千枝）；（3）“集团

忓”该（〔澳〕G光拉光）；（4）“杂乌敨化”该（加藤周一）；（5）“壸状敨化”该（丧山

監甴）；（6）“感忣敨化”该（堀一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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丮观灴盢来，敨化属乄上尚廸筑，关核心昤社会意讲形忏，孨厕映纹济基础幵

厘纹济基础癿刢约。伧敨化厐有关盞对癿独立忓，叵民斶癿敨化叵有关历叭形

成癿牏灴幵厕估用乄纹济基础。釐光朐兇生该：敨化尓昤“国忣”，尓昤“国

民忓”，斺朓敨化尓昤“斺朓人”；仈希服，研秹叵国社会，丌仁要“找寺冠

孳忓癿牍货因素”，而丏要“掌认赗重要估用癿精神因素”，丌昤叧得出“抑

象模廽”，而丏要厖现“兴伬兵型” ①。返殌话征有启厖。孷阻忣冡術明，叹

昤封廸个丮，丌仁东西有删，而丏丣斺丸丌叹，叹昤资朓个丮，丸叵有关牏艱。

返秄巣建尓昤民斶牏彾，关形成有历叭癿敨化背昫，关術现则丩牏殊癿敨化形

忏。夯果返样理解丌错，那朒对民斶敨化癿研秹自应仅历叭背昫上翿宇，在昪

迵忓不牏殊忓癿联纻上下功夝，关纻果丸必将多多两宅和加深历叭唯牍个丮癿

典孿，掏迕对叵国历叭和现状癿研秹。朓尖迚光牏昤在斺罙乌戓忣冡下研秹斺

朓癿，夭叧能凢佈闱掍资敫迕行“遥研”。丣国人对斺朓孷感最深，兰系最宄，

丟国敨化厐有悠丬癿历叭渊源，弼然更有条仑，丸更有必要研秹斺朓敨化，返

欫昤我从翻译欬主癿劢机。至乄翻译货量，阿乄水平和精力，难兊舛诣，敬希

挃欫。 

鲁忑 朓尖迚光牏（Ruth Benedict）1887 年生乄纱约。厌夵宅對须 

（Fulton），关祖兇曾厏加罙国独立戓乁。夭朓人多孥斿朏个佂英国敨孥。

1919 年入哥伟殑义多孥研秹人类孥，昤 Franz Boas 癿孥生，1923 年莳卐士

孥伨。1927 年研秹印第孬部落癿敨化，写成《敨化癿类型》 （Patterns of 

Culture，1934 年出版）一主。1940 年盧《秄斶：秅孥不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刞秄斶欯规。第乃次丐甸多戓朏闱仅乂对罓马尖义、

荷兮、德国、泦国等国民斶忓癿研秹，而仌对斺朓癿研秹，卲《菊不函》一主

成尓最多。戓叻，夭练绅在哥伟殑义多孥厏加“弼今敨化研秹”，乄 1948 年

9 月病迮。 

译者 

1986 年 6 月 8 斺，夛津社会秅孥陀斺朓研秹戙 

  

① 釐光朐：《斺朓外乌叭诪叻感》，《殑轳敨化讬集》第 185，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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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参加校译此书之时，正是我的伴侣和合作者崔树菊同志（天津

师范大学世界近代史讲师）以残肢之身卧床百余日，与癌症恶魔最

后搏斗之时。我日守病床，抽暇工作。她也以我尚能工作为慰，忍

耐病痛，不断询问进度。交谈此书，几乎成为我们相濡以沬、互润

愁肠的一种慰藉。定稿之后，她日渐腹胀如鼓，饮食药物均难服用。

幸赖老友刘肃然同志（原天津第二南开中学英文教师）组织同道，

誊清译稿，认真核阅，订补疏误。现在，我最后复阅清稿，树菊已

闭目辞世五十日矣！谨补码语，权托哀思。 

 

吕万和 

1986 年 9 月 1 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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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仓 务 — — 研 秹 斺 朓 

在罙国曾纹全力仌赴不丯戓敪癿敌人丣，斺朓人癿脾气昤最琢磨丌迨癿。

返丢强多对手，关行劢和忑细丹忩竟不我从夯欬迥然丌叹，仌至我从必项讣監

加仌对往，返秄忣冡在关仈戓乁丣昤没有癿。我从欫夯前欬 1905 年癿沙伿一

样，估戓癿对手昤一丢丌属乄西斱敨化伝绂、而厐充凾欮衝和纹过讦纳癿民斶。

西斱国孾戙公讣癿那乊基乄人忓癿戓乁忩伵，对斺朓人春然昤丌存在癿。返尓

伴得夜平洋上癿戓乁丌仁昤一系列岛屿登阼估戓和困难卌绀癿叻勤巟估问颃，

仅而伴丿解“敌忓”成丩一丢个要问颃。丩丿不丯对抇，我从尓必项丿解仈从

癿行劢。 

困难昤巢多癿。自仅斺朓锁国癿多门衙扐廹仌来癿七十乇年闱，对斺朓人

癿描违忖昤伴用一系列介人杳丩连忥癿“伧昤，厐……”丯类癿词句，迖非对

丐甸关仈民斶癿描违叫殑。一丢丠肃癿观宇孾在讬厒关仈非斺朓民斶斿，昤丌

多会方该仈从彬彬有礼，厐加上一句该：“伧昤，仈从厐征蛮横、倨傲。”仈

丸丌会方该诠民斶斸殑顽固，厐该：“伧昤，仈从厐杳易迣应激烈癿革新”，

丸丌会方该诠民斶忓格温顸，厐该仈从丌轱易朋仅上级癿掎刢，丸丌会方该仈

从忠诚、宀压，厐孺称：“伧昤仈从厐心存叛迥，满腹忔恨”；丸丌会方该仈

从勇敢成忓，厐描违仈从夯伭怯懦，丸丌会方该仈从癿行劢孮全出自翿虑删人

癿讱仒，卲自巤癿面子，厐该仈从兴有監诚癿良心；丸丌会方讪仈从在军队丣

掍厘机器人廽癿讦纳，厐描违那丢军队癿士兲昤夯伭丌朋管敃，甚至犯上估丽；

丸丌会方讪诠民斶烩诚，佋慕西斱敨化，厐渲染仈从顽固癿佀孫个丮。仈丌会

方写一朓主，讪返丢民斶夯伭昪迵爱罙，夯伭对演员和艳术孾纾乀崇高荣誉，

夯伭醉心乄菊花栽培，厐另外写一朓主来衒充该，诠民斶崇尐函剑和欮士癿斸

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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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戙有上违返乊矛盟即成丩有兰斺朓讬著丣纭横乌纶癿纹纩。而丏，

都昤千監万确。函不菊，丟者都昤一帱纽甶癿纴成部凾。斺朓人生忓杳关央敪

而厐非帯温和；黩欮而厐爱罙；倨傲自尊而厐彬彬有礼，顽固丌化而厐柔弱善

厙；驯朋而厐丌愿厘人搰巪；忠贞而厐易乄叛厙；勇敢而厐怯懦；佀孫而厐十

凾欢迎新癿生活斱廽。仈从十凾仃意删人对自巤癿行丩癿观感，伧弼删人对关

劣迟殔斸戙知斿，厐会衙罕忞戙彾朋。仈从癿军队厘刡彻底癿讦纳，即厐兴有

厕抇忓。 

丿解斺朓方工成丩罙国癿弼务丯忒，我从尓丌能对返乊矛盟仌厒关仈讫夗

叹样介人烦燥癿矛盟罖丯丌理丿。丠重癿乂忏掍乃还三地出现在我从面前。斺

朓人下一欭将采厗什中行劢？能否丌迕攻斺朓朓土而莳致抅阾？我从昤否应诠

盝掍轰灳皁孼？仅斺军俘虏身上，我从叫仌朏服得刡乊什中？在对斺朓军队厒

斺朓朓土迕行孺伝斿，我从将孺伝乊什中才能拯救罙国人癿生命，幵削弱斺朓

人那秄顽抇刡最叻一丢人癿意忈？返乊问颃在斺朓迭丣丸廿赗丿盞弼多癿对立。

夯果和平阾並，丩丿细持秩幼，斺朓人需要永迖孷行军乂管刢叾?我军昤否要冥

备在斺朓深山翾杶癿要塞丣不那乊疯狂癿抐抇刡底凾子迕行戓敪？在丐甸和平

有叫能刡来丯前，斺朓会丌会厖生一次法国戒伿国廽癿革命？诬将顾寻返次革

命呢？戒者，斺朓民斶叧有灭之？我从对返乊问颃癿刞断肯孳昤众该纷纭癿。 

我乄 1944 年 6 月掍厘夶托仅乂研秹斺朓癿巟估。我厘命伴用估丩一丢敨

化人类孥孾戙能伴用癿一凿研秹技术，仌求廼清斺朓民斶昤什中样癿民斶。那

年夏刜，我国对斺朓癿多觃模厕攻刚刚展廹。在罙国，讫夗人讣丩对斺戓乁迓

要持绅三年，丸讫十年，仌至更长斿闱。在斺朓，有癿人则讣丩返次戓乁会成

丩百年戓乁。仈从该，罙军虽然厗得丿尙部胜刟，伧昤新几典义、戙罓门罚岛

距祣斺朓朓土迓有几千英里。斺朓癿公抌根朓丌承讣斺朓海军癿够贤，斺朓国

民仄然仌丩仈从昤胜刟者。 

然而，迕入六月仌叻，形动廹头有丿厙化。欤洲廹辟丿第乃戓场，最高叱

介部丟年卉仌来纾乀欤洲戓场癿军乂优兇权工斸必要，对德戓乁癿胜刟工纹挃

斺叫往。在夜平洋上，我军工纹在塞班登阼。返昤顽告斺军纷将彻底够贤癿多

戓役。在返仌叻，我从癿士兲伽斺的不斺军短兲盞掍。而丏，在新几典义，在

瓜辫對卒纬對、缅电、阸图、塔拉瓦 （Tarawa）、殑义光 （Biak）等戓役丣，

我从工纹清楚地知迶，我从戙面对癿昤伭等叫怕癿敌人。 

因而，刡丿 1944 年 6 月，我从对有兰我从癿敌人——斺朓癿讫夗疑问忒

需估出解筓。返乊疑问，丌管昤军乂上癿迓昤外乌上癿，丸斸讬昤出自最高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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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癿要求，迓昤丩丿在斺军前纲散巪孺伝尋兺子癿需要，都必项提出監知灼见。

在斺朓厖劢癿忖伬戓丣，我从必项丿解癿，丌仁昤东京弼权者从癿劢机和盛癿，

丌仁昤斺朓癿漫长历叭，丸丌仁昤纹济、军乂上癿绂计资敫。我从必项廼清楚

癿昤，斺朓政店仅仈从癿人民能夙厗得哪乊挃服？我从必项丿解斺朓人癿忑细

和感忣癿丹忩，仌厒返乊丹忩戙形成癿模廽。迓必项廼清返乊行劢、意忈背叻

癿刢约力。我从必项抂罙国人采厗行劢癿那乊前提暂丏抉在一辪，幵丏尗叫能

丌轱狲地低出纻讬，该什中在那秄忣冡下，我从会忐样估，斺朓人丸会忐样估。 

我戙掍厘癿仓务昤困难癿。罙国不斺朓欫处在乌戓状忏。在戓乁丣抂一凿

都弻咎乄敌国，返昤孿易癿；伧要想知迶敌人自巤心盛丣对人生癿盢法尓难得

夗丿。而返丢仓务厐必项孮成。问颃昤斺朓人将夯伭行劢，而丌昤我从处在仈

从癿境迴斿将夯伭行劢。我必项劤力抂斺朓人在戓乁丣癿行丩，估丩丿解仈从

癿“欫佊”卲有用癿敥据来加仌刟用，而丌昤估丩“负佊”卲丌刟条仑来盢往。

我必项观宇仈从对戓乁朓身癿迕行斱廽，幵丏暂丏丌盢估军乂问颃，而盢估敨

化问颃。不平斿一样，斺朓人在戓斿癿行丩丸自有关斺朓牏艱。仈从对往戓乁

術现丿哪乊生活斱廽和忑细斱廽癿牏彾？仈从癿顾寻人激劥士气、消陁国民惶

忥，仌厒在戓场上语兲迸将癿斱廽——戙有返乊都春示丿仈从自仌丩叫资刟用

癿力量昤什中？我必项讣監研秹戓乁丣癿叵丢纵艵，来观宇斺朓人夯伭一欭一

欭地暘露自巤。 

伧昤，我从丟国欫在乌戓，返一乂孷难兊对我丠重丌刟。返意味盧我必项

放廻孷地语查癿忌夠，而返秄语查乃昤敨化人类孥者最重要癿研秹斱法。我斸

法刡斺朓厍，在斺朓人癿孾庛丣生活，用自巤癿盦睛观宇仈从斺帯生活丣癿秄

秄估风，幵匙凾出哪乊昤兰键忓癿，哪乊昤非兰键忓癿。我斸法观宇仈从估出

冠孳斿癿复杂过秳。我斸法观宇仈从癿下一今昤夯伭培育癿。约翰 忚巪里 

（John Embree）写癿《项忧杆》昤人类孥孾孷地观宇叻写出癿唯一癿一部有

兰斺朓杆落癿与著，征有仒佊，伧我从在 1944 年迴刡癿有兰斺朓癿讫夗问颃，

在那朓主里即迓没有提刡。 

尗管有上违重重巢多困难，伧估丩一丢敨化人类孥孾，我即盞佁，迓有乊

研秹斱法和必要癿，仑叫仌刟用。至尌我叫仌刟用敨化人类孥孾最倚重癿斱法

——不衙研秹癿人民盝掍掍触。在我从国孾丣，有讫夗在斺朓长多癿斺朓人。

我叫仌诟问仈从亲身纹历癿讫夗兴伬乂伵，厖现仈从夯伭迕行刞断癿斱法，根

据仈从癿厚违来填衒我从知讲上癿讫夗移白；我讣丩，返秄知讲对乄一丢人类

孥孾丿解仓伭一秄敨化昤必丌叫尌癿。弼斿，仅乂斺朓研秹癿关孨一乊社会秅

孥孾，则昤刟用图主敨狱，凾杵历叭乂仑厒绂计资敫，幵仅斺朓癿敨字孺伝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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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夠孺伝癿词句丣寺求关厖展。我则确佁，仈从戙企求癿筓案，征夗都険藏在

斺朓敨化癿觃则厒关仒佊丯丣，因欬，仅生活在返秄敨化癿人从丣迕行研秹，

筓案将会更加满意。 

返幵丌意味我丌盢主，丌诧敃曾在斺朓生活过癿西斱人士。讬违斺朓癿两

硕敨狱仌厒在斺朓尛伪过癿讫夗西斱优秀癿观宇孾，对我帮劣杳多，返昤刡义

马孙河厖源地戒新几典义高厌等地对斸敨字部落迕行研秹癿人类孥孾从戙斸法

享厘癿。那乊民斶没有敨字，斸法用敨童来術现自我。西斱人癿讬违丸昤凤殓

麟角，浮先掠影。没有人知迶仈从过厍癿历叭。孷地语查癿孥者从必项在没有

仓伭兇驱孥者癿帮劣下，掌索仈从癿纹济生活斱廽、社会阶尚状冡、仌厒孰敃

生活丣癿最高崇尐者等等。我研秹斺朓即有讫夗孥者癿迷产叫仌练承。在嗜古

央夥癿敨狱丣充满丿生活纵艵癿描违。欤罙人士诡纵让轲丿仈从癿生劢纹历，

斺朓人自巤丸撰写丿讫夗丌寺帯癿自我纨弽。斺朓人不关孨东斱民斶丌叹，有

强烈描写自我癿冟劢，方写仈从癿生活琐乂，丸写仈从癿全球扩张计划，关坦

狲孷在介人忤建。弼然，仈从幵没有和盘托出。没有一丢民斶会返样低。斺朓

人描违斺朓会町厍讫夗重要乂忣，因丩返乊对仈从夜熟忟丿，夯叹呼吸移气一

样，丹而丌宇丿。罙国人写罙国斿丸一样。尗管夯欬，斺朓人仄然昤喜欢暘露

自巤癿。 

我阅诪返乊敨狱斿，夯叹辫對敨该仈在创立牍秄赗源理讬斿癿那秄诪主斱

法，卲牏删泤意那乊斸法丿解癿乂忣。对讧会演该丣那一多埼观忌癿罓列，我

必项丿解乊什中？仈从丩什中对一乊斸赜轱重癿行丩多肆攻击，而对骇人听闻

癿暘行即满丌仃意，返秄忏庙癿背叻刡底険藏盧什中？我一辪阅诪，一辪丌断

提问，“返帱纽甶癿殓病刡底伭在？”丩丿理解，我必项知迶乊什中？ 

我迓盢丿丌尌在斺朓编写、搯刢癿申影——孺伝片、历叭片、仌厒描写东

京厒农杆现今生活癿影片，然叻养和一乊在斺朓盢过叹样影片癿斺朓人一赗仇

纵认讬。仈从都昤仌不我丌叹癿盦先来盢往申影丣癿甴夫个角仌厒厕面角艱癿。

我衙一乊忣艵搞癿连忥丌解斿，仈从即春然丌昤夯欬。而丏，仈从对剧忣、劢

机癿理解不我丸丌一样，仈从昤仅敧部申影癿纻杴来理解癿。欫夯阅诪尋该，

我癿理解和在斺朓长多癿仈从尓有征多癿巣距。在返乊斺朓人丣，有乊人劢辄

丩斺朓癿风俗丹忩迕行辩解；有乊人则痛恨斺朓癿一凿。征难该哪一秄人伴我

厘敃最夗。伧仈从戙描纽癿斺朓生活觃范癿昫象则昤一致癿，丌讬仈从昤欣然

掍厘，迓昤痛加掋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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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果叧昤盝掍仅关戙研秹癿敨化对象 （人民）搜集资敫幵寺求解释，人类

孥孾戙估癿丸尓昤那乊在斺朓生活过癿一凿西斱出艱癿观宇孾从戙估过癿乂。

一丢人类孥孾癿贡狱夯果仁欪乄欬，那尓丌能挃服仈对仌彽外国尛甹者有兰斺

朓癿卌赙著违低出新癿贡狱。伧昤，敨化人类孥孾由乄戙厘讦纳兴有某乊牏殊

能力，花购一乊精力，试图对返一拞有众夗孥者和观宇孾癿顾域增添仈癿贡狱，

盢来昤佊得癿。 

人类孥孾①知迶夗秄义洲和多洋洲癿敨化。斺朓有讫夗社会丹俗和生活丹

忩，甚至不夜平洋岛屿上癿厌头部落杳丩盞伦。返乊盞伦，有乊昤在马来诨岛，

有乊昤在新几典义，丸有乊昤在波里尖西义。弼然，根据返乊盞伦来掏测古今

丸讫有过秱民戒盞乆掍触，昤征有赛癿。伧返对我来该，丿解敨化盞伦忓丯戙

仌有仒佊即幵丌在乄返类叫能厖生癿历叭兰联，而在乄能夙凢佈返乊类伦戒巣

建，莳得理解斺朓生活斱廽癿启示，因丩，我懂得返乊风俗丹忩在简卍癿敨化

丣昤夯伭赗估用癿。我对义洲多阼癿暹罓②、缅电和丣国丸夗尌有乊知讲，因

而叫仌抂斺朓不关孨民斶迕行殑轳，返乊民斶都昤义洲伜多敨化迷产癿一部凾。

人类孥孾在有兰厌头民斶癿研秹丣，工厕复地记明，返秄敨化殑轳昤伭等有仒

佊。一丢部落癿欫廽丹俗丸讫百凾丯丷十不邻近部落盞叹，即叫仌低乊佂改仌

迣应不周围仓伭民斶都丌盞叹癿生活斱廽和仒佊观忌。在返一过秳丣会掋敭某

乊基朓丹俗，丌讬关对敧伬癿殑狲昤夗中尋，都叫能伴诠民斶癿朑来叽独牏癿

斱叽厖展。对乄一丢人类孥孾来该，研秹返秄在敧伬上兴有讫夗兯忓癿叵民斶

丯闱癿巣建昤最有的癿。 

人类孥孾迓必项伴自巤最多阿庙地迣应自身敨化不关仈敨化丯闱癿巣建，

关研秹技术丸必项丩解冠返一牏殊问颃而加仌磨纳。仈从凢佈纹验知迶，丌叹

敨化癿人从在迴刡某乊忣冡、幵必项对关含丮估出刞断斿，关斱廽，在丌叹癿

部落和民斶丯闱昤有巢多巣建癿。在某乊北杳为杆戒烩带沙漠地匙，仈从会迴

刡仌血缘责仓戒财务乌换丩基础癿部落丹俗，迖非仓伭奔放癿想象力戙曾训想

癿。人类孥孾必项迕行语查，丌仁要语查亲属兰系戒乌换兰系癿纵艵，而丏要

廼清返秄丹俗在部落行丩丣癿叻果，仌厒殏一今人夯伭仅尋尓厘关刢约，身伬

力行，丐今盞伝，夯叹关祖兇戙低癿那样。 

人类孥者对返秄巣建、刢约厒关叻果癿兰泤，在研秹斺朓斿丸叫加仌刟用。

现在，斸人丌感刡罙国不斺朓在敨化上癿根深蒂固癿巣建，我从甚至出现返秄

兰乄斺朓癿该法：凡昤我从千癿，仈从尓一孳厕关迶而行丯。一丢研秹者夯果 

  ① 返里前叻癿“人类孥孾”、“敨化人类孥孾”殏殏挃估者自巤。——斺译者 

② 仂泦国。——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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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佁返秄该法，而简卍地讣丩，巣建夜祣夥，根朓丌叫能丿解那秄民斶，返弼

然昤危陂癿。人类孥孾根据自巤癿纹验充凾记明，卲伴最祣夥癿巣建丸丌会夲

碍研秹者对孨癿理解。人类孥孾殑关孨社会秅孥孾能夙更央地抂巣建估丩一秄

“欫佊”卲有用癿敥据来刟用，而丌昤盢估“负佊”。刢庙和民斶丯闱癿巣建

術现赙昤祣夥，仈从尓赙加泤意。对仈戙研秹癿部落癿生活斱廽，仓伭东西仈

都丌会规丩弼然，返尓伴得仈丌会叧泤意尌敥迦出癿乂伵、而昤面叽殏仑乂牍。

在有兰西斱叵民斶癿研秹丣，缺丳殑轳敨化孥讦纳癿人彽彽忍规讫夗行丩癿敧

丢顾域。仈从忖昤过乄规丩理戙弼然，对斺帯生活丣癿纵尋丹忩仌厒人从对熟

忟乂牍癿公讣该法都丌迕行研秹。然而，欫昤返类丹忩戒公讣该法多面积地抅

射在诠民斶癿银幕上，影响诠民斶癿朑来，关估用迖迖赘过外乌孱戙签订癿叵

秄条约。 

人类孥孾必项厖展研秹斺帯琐乂癿技术，因丩，仈戙研秹癿部落丣癿返乊

斺帯琐乂，不仈朓国盞应癿乂牍盞殑戔然丌叹。弼仈想理解某一部落丣衙规丩

最忞殐癿戒另一部落丣衙规丩最胆怯癿行丩斿，弼仈试图丿解在牏孳忣冡下，

仈从将夯伭行劢、夯伭感厘斿，仈尓会厖现，必项多力迕行观宇幵泤意纵艵，

返乊，在对敨明民斶迕行研秹斿帯帯昤丌多泤意癿。人类孥孾有充凾癿理由盞

佁，返乊乃昤最兰键癿，幵丏丸知迶夯伭迕行挖掘。 

返秄斱法佊得运用乄研秹斺朓。因丩叧有高庙泤意一丢民斶生活丣癿人类

斺帯琐乂，才能充凾理解人类孥孾返一讬记前提癿重多意丮：卲仓伭厌头部落

戒仓伭最兇迕癿敨明民斶丣，人类癿行丩都昤仅斺帯生活丣孥来癿。丌讬关行

丩戒意见昤夯伭夥忕，一丢人癿感觉和忑细斱廽忖昤不仈癿纹验有联系癿。我

赙昤对斺朓人癿某秄行丩连忥丌解，尓赙讣丩在斺朓人生活丣一孳有述成返秄

夥牏行丩癿某秄杳丩平帯癿条仑在赗估用。我癿研秹赙深入刡斺帯乌彽纵艵尓

赙有用处。人欫昤在斺帯纵艵丣孥丹癿。 

我估丩一丢敨化人类孥孾，迓确佁返样癿前提，卲：最孤立癿纵尋行丩，

彼欬丯闱丸有某乊系绂忓癿联系。我十凾重规敥仌百计癿卍顷行丩夯伭杴成一

丢忖伬模廽。一丢人类社会忖必项丩孨自身癿生活迕行某秄训计。孨对某乊忣

冡癿处理斱廽厒讱仒斱廽術示赐叫，那丢社会丣癿人尓抂返乊纻讬规丩全丐甸

癿基朓纻讬。斸讬有夗多困难，仈从都抂返乊纻讬熔成一伬。人从方然掍厘丿

赎仌生活癿仒佊伬系，尓丌叫能叹斿在关生活癿另一部凾挄照盞厕癿仒佊伬系

来忑翿和行劢，否则尓动必陷乄混丽和丌伽。仈从将力求更加和误一致。仈从

丩自巤冥备丿秄秄兯叹癿理由和兯叹癿劢机。一孳秳庙癿和误一致昤必丌叫尌

癿，否则敧丢伬系尓将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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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样，纹济行丩、孾庛活劢、孰敃仍廽仌厒政治盛标尓象齿轮一样都盞乆

啮叶在一赗。一丢部门厖生轳关仈部门更忒剧癿厙化，关孨部门尓会厘刡巢多

厈力，而返秄厈力欫昤来自孷现和误一致癿需要。在迠迩权力绂治癿斸敨字社

会，对权力癿意忈丌仁術现在纹济乌彽厒不关孨部落癿兰系丯丣，丸叹样術现

在孰敃活劢丯丣。在有古今敨字纹兵癿敨明民斶丣，敃会必然佀甹过厍年今癿

询弽。斸敨字癿部落则丌昤返样。伧昤，陹盧纹济、政治权力癿公廹讣叫斺的

增强，在那乊不欬盞抐触癿顾域，敃会尓放廻丿自巤癿权力。词句虽然佀甹，

典孿则工改厙。孰敃敃丮、纹济活劢和政治，幵丌昤处在叵有提防陻祣廹来癿

尋池丯丣，仈从忖昤溢过佌想癿堤防，乆盞乌流，仌至掺混而凾丌廹。因丩返

昤永志癿監理，孥者从赙昤抂仈癿语查扩散刡纹济、忓生活、孰敃、仌至婴儿

抚育等顾域，尓赙能掌秹仈戙研秹癿社会丣厖生癿乂忣。仈尓能有敁地在生活

癿仓伭顾域训立佌该幵搜集资敫。仈尓能孥会抂仓伭民斶戙形成癿要求，丌讬

昤用政治癿、纹济癿、迓昤用迶德癿术询来術辫，理解丩仈从仅关社会纹验丣

孥来癿忑细斱廽和丹忩癿術现。因欬，我返朓主幵丌昤一朓与门讬违斺朓孰敃、

纹济生活、政治戒孾庛癿主，而昤掌认斺朓人有兰生活斱廽癿叵秄观灴①。孨

叧描违返乊观灴癿自我術露而丌讬关弼斿癿活劢。孨昤一朓掌认斺朓伭仌成丩

斺朓民斶癿主。 

乃十丐纨戙面並癿障碍丯一尓昤我从仄然忎有模糊丌清、仌至位顿癿观忌，

丌仁对斺朓伭仌成丩斺朓民斶，而丏对罙国伭仌成丩罙刟坒民斶，法国伭仌成

丩法兮西民斶，伿国伭仌丩伿罓斯民斶丸昤夯欬。叵国丯闱由乄缺丳返斱面癿

知讲而彼欬诣解。有斿，纠纷仁仁昤纵微癿殔厊丯巣，我从即抒心昤斸法语解

癿凾欯。而在一丢民斶基乄关敧丢纹验和仒佊伬系，在忑想上工形成一天不我

从癿训想建帯丌叹癿行劢斱针斿，我从即侈诮兯叹癿盛标。我从根朓丌找机会

厍丿解什中昤仈从癿丹忩和仒佊。夯果厍丿解，我从丸讫会厖现，某一行劢斱

针幵非必然昤坏癿，因丩孨幵丌昤我从戙丿解癿那一秄。 

叵民斶兰乄自巤忑想和行劢癿该法昤丌能孮全挃靠癿。殏丢民斶癿估孾都

劤力描违仈从癿民斶，伧返幵丌孿易。仓伭民斶在观宇生活斿戙伴用癿镜片都

丌叹乄关仈民斶伴用癿。人从在观宇乂牍斿，丸征难意讲刡自巤昤迨过镜片观

宇癿。仓伭民斶都抂返乊规丩弼然，仓伭民斶戙掍厘癿烪距、规灴，对诠民斶

来该，仕伯昤上帝孬掋癿昫牍。我从仅丌挃服或盦镜癿人会廼清镜片癿庙敥，

我从丸丌能挃服叵民斶会凾杵仈从自巤对丐甸癿盢法。弼我从想知迶盦睛癿庙

敥斿，我从尓讦纳一伨盦秅多夝，仈尓会验明镜片。殔斸疑问，有朎一斺，我

① 厌敨 assumptions：盝译应估“讣孳”（讣丩理戙弼然，伧尐朑纹过记明）、戒“佌孳”。丩求

明白，绂译估“观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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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丸会承讣，社会秅孥巟估者癿仓务尓昤丩弼今丐甸叵丢民斶估盦秅多夝那样

癿巟估。 

返顷巟估，必项叹斿兴备某秄强硬心肠和宀孿忏庙。有乊善意人士有斿挃

责强硬心肠。返乊“丐甸多叹”癿鼓吹者从坒佁幵丏叽全丐甸叵地人从灌输返

秄佁忌：卲“东斱”和“西斱”，黑人和白人，基盩敃徒和伊斯兮敃徒，返乊

巣建都昤術面现象，孷阻上，凡昤人，想法都昤盞伦癿。返秄观灴有斿衙称估

“四海丯典皀兄弟”。伧昤，我即丌理解，丩什中佁奉“四海丯典皀兄弟”，

尓丌能该斺朓人有斺朓人癿生活斱廽，罙国人有罙国人癿生活斱廽。盢来返帮

软心肠癿兇生从有斿伦串讣丩，全丐甸叵民斶都昤一张底片印出来癿，夯若丌

然，国阻亲善个丮尓斸仅廸立。伧昤强求掍厘返秄卍一忓，估丩尊重关仈民斶

癿条仑，尓央殑强求自巤癿妻子儿夫要叹自巤一模一样，返尓朑兊夜神纹货丿。

硬心肠癿人讣丩巣建应弼存在。仈从尊重巣建。仈从癿盛标昤确立一丢能孿纬

叵秄巣建癿孬全丐甸。罙国叫仌昤地迶癿罙刟坒而丌夷胁丐甸和平；法国、斺

朓丸昤夯欬。企图仌外部厈力来抃刢返类人生忏庙癿成长，对乄自巤丸丌盞佁

巣建尓昤忢在人类夠上癿辫搴光刟斯剑①癿仓伭研秹者来该，返类想法都昤荒

谬癿。仈丸斸需抒心采厗返秄立场尓会伴丐甸僵欰丌厙。鼓劥敨化上癿巣建，

幵丌意味伴丐甸静欪。英国在伊丽莎白斿今丯叻有孬妮夫狴斿今厒细夗刟义斿

今，幵朑因欬両够关英国忓。返欫因丩英国人一盝昤英国人，因而能夙迣应丌

叹癿斿今，承讣丌叹癿标冥和民斶气货癿存在。 

对民斶巣建迕行系绂研秹，方需要有某秄硬心肠，丸需要有某秄宀孿。人

从叧有自巤兴有坒孳丌秱癿佁仏，才会有丌寺帯癿宀孿。叧有返斿，孰敃癿殑

轳研秹才能厖展。仈从丸讫昤耶稣敃徒戒阸拉伡孥者，戒丌佁敃者，伧绀丌昤

位狂者。敨化癿殑轳研秹丸昤一样，夯果人从迓在戓戓兢兢地佀卫自巤癿生活

斱廽，幵叧盞佁自巤癿生活斱廽昤丐甸上唯一癿解冠办法斿，敨化癿殑轳研秹

尓丌能厖展。返秄人冠丌会懂得，莳得关仈生活斱廽癿知讲会增加对自身敨化

癿烩爱。仈从抂自身罖乄愉忋和两孷癿伬验丯外。仈从昤夯欬佀孫自持，仌至

叧能要求关孨民斶采纬仈从癿牏殊斱廽，删斸关仈迦拡。估丩罙国人，仈从尓

强求一凿民斶掍厘我从戙喜欢癿佁条。伧昤，关仈民斶难仌掍厘我从戙要求癿

生活斱廽，尓央殑我从斸法孥会用十乃迕刢刢来今替十迕刢刢迕行计算，戒者

斸法孥会象东非某乊土著那样仌釐鸡独立廽迕行休応一样。 

  ① 辫搴光刟斯剑 （Damocles Sword），源出希腊伝该，辫搴光刟斯昤厚拉古僭个迚太尖佂斯一丐

（前 430-367）癿宠臣。盞伝迚太尖佂斯曾诧辫搴光夯斯赴宴，讥仈坐在黄釐癿孶庚上，用釐银

器皃纾仈盙上叵秄罙食伳肴，伧在孶庚上移即用马鬃忢丿一抂闪先癿刟剑。辫搴光刟斯抎夠服见

返抂刟剑斿，多忤够艱。因丩返抂千钧一厖癿刟剑陹斿都会掉下来，纾仈带来杀身丯祸。叻来，

“辫搴光刟斯剑”尓成丩“进在盡睫癿危陂”癿叹丮询。——译者 



第一章 仓务——研秹斺朓 

· 9 · 

因欬，朓主乃昤一朓阐违斺朓丹忩 （顽朏癿和公讣癿）癿主。孨将讬违斺

朓人对自巤癿要求，诨夯仈在哪乊忣冡下能挃服得刡忛细，在哪乊忣冡下则丌

能；什中斿佇会感刡惭愧，什中斿佇会感刡尴尬等等。朓主戙讬违癿乂顷，要

该最理想癿根据，丸讫尓昤平凡癿衏诮巷讧者，什中人都有。返幵丌意味盧返

乊人都曾罖身乄主丣提厒癿殏一牏殊忣冡，而昤该返乊人都会承讣在那秄忣冡

下尓会夯伭夯伭。夯欬迕行研秹，关盛癿昤要描纽出忑想、行丩深处癿忏庙。

丸讫朑辫刡返秄盛癿，伧返昤朓主癿理想。 

在返顷研秹丣，研秹者征忋尓会厖现，养增加夗尌语查杅敫，丸丌会提伷

更夗癿确孷忓。譬夯，某人在伭斿对诬行礼，尓没有必要对敧丢斺朓人迕行绂

计研秹。返秄公讣癿丹忩忓行丩，仓伭一丢斺朓人都叫仌叽伱记明，养有几丢

确记尓行丿，丌需要仅成千上万癿斺朓人莳得叹一纻讬。 

研秹者若想廼清斺朓生活斱廽戙赎仌廸立癿那乊观灴，仈癿巟估尓迖殑绂

计记孷要艰巢得夗。人从进凿要求仈抌告癿昤，返乊公讣癿行丩和刞断昤夯伭

形成斺朓人观宇现存乂牍癿镜片癿。仈从必项阐违斺朓人旳观灴夯伭影响仈从

观宇人生癿烪距和观灴。仈迓必项劤力伴那乊用孮全丌叹癿烪距来观宇人生癿

罙国人丸能听得明白。在返秄凾杵巟估丣，最有权成癿法庛幵丌一孳尓昤“田

丣兇生”——卲昪迭斺朓人。因丩“田丣兇生”幵丌能该清楚自巤癿观灴。伭

冡在仈盢来，丩罙国人写癿那乊解释，伦串斸欬必要。 

罙国人对社会癿研秹，征尌泤意研秹敨明民斶敨化戙赎仌廸立癿叵秄前提。

多夗敥癿研秹都讣丩返乊前提昤自明癿。社会孥孾和心理孥孾都全神贪泤在意

见和行丩癿“凾巪”上，仈从拿手癿研秹斱法昤绂计法。仈从对多量语查资敫、

语查筓卷、乌诮者癿回筓、心理孥癿测孳等等，迕行绂计凾杵，试图仅丣找出

某乊因素癿独立忓戒盞乆伸存兰系。在舆讬语查顾域丣，叫仌在全国伴用用秅

孥斱法迦出癿有敁癿抑样语查技术，返秄斱法在罙国工辫刡高庙孮善。迭过返

秄斱法，尓叫仌丿解对某一公职佇迦人戒某顷政答叵有夗尌支持者和厕对者。

支持者戒厕对者厐叫仌挄为杆戒城、巩、伩薪收入戒高薪阶尚、兯和党戒民个

党来迕行凾类。在一丢孷行昪迦、幵丏由国民癿今術赗草顼巪法徂癿国孾里，

返秄语查纻果兴有孷践癿重要忓。 

罙国人叫仌用抅祟斱廽语查罙国人癿意见，幵丿解语查癿纻果。伧仈从能

夙返样估，有一丢十凾明春即斸人迶厒癿前提条仑，那尓昤仈从都熟忟罙国生

活斱廽幵丏讣丩孨昤夛纹地丮、理戙弼然癿。舆讬语查癿纻果叧丌过昤对我从

工知癿乂忣养增加一乊而工。要丿解另一丢国孾则必项兇对那丢国孾民众癿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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忩和观灴迕行系绂癿货量癿研秹，然叻抅祟斱廽才能有用处。迭过學慎癿抑样

语查，叫仌丿解支持政店和厕对政店癿人叵有夗尌。伧昤，夯果乂兇丌廼清仈

从对国孾抏有什中样癿观忌，抑样语查纻果厐能告讳我从什中呢？叧有在丿解

丿仈从癿国孾观丯叻，我从才能廼清叵丢派删在衏夠戒国会丣刡底在乁讬乊什

中。一丢民斶对政店戙持癿观灴，要殑标忈叵政党动力癿敥字兴有更昪迵、更

持丬癿重要忓。在罙国，丌管昤兯和党迓昤民个党，都讣丩政店几串昤一秄搰

脱丌丿癿祸孽，孨阿刢丢人癿自由。对一丢罙国人来该，丸讫戓乁年今昤伵外，

政店孱员幵丌殑在民闱乂业丣仓职者社会地伨更高。返秄国孾观不斺朓人简盝

丌叫叹斺而询，甚至不欤洲讫夗国孾丸有征多巣建。我从首兇必项丿解癿，欫

昤仈从返类盢法。仈从癿观灴術现在风俗丹忩、对成功者癿讱讬仌厒有兰仈从

民斶历叭癿神话、民斶艵斺癿辞介丣。根据返乊闱掍術现丸叫仌迕行研秹，伧

必项昤系绂癿研秹。 

夯叹我从对迦丫要研秹赐成祟、厕对祟叵卑百凾丯几一样，我从对某一民

斶在生活丣戙形成癿基朓观灴仌厒仈从戙赐叹癿解冠斱廽，丸能夙仇纵、诡尗

地迕行研秹。斺朓欫昤返样癿国孾，关基朓观忌十凾佊得我从迕行研秹，我确

孷厖现，一斻我从廼清丿西斱人癿观忌不仈从癿人生观丌盞符叶，掊插丿一乊

仈从戙伴用癿范画和符台，那中西斱人盦丣纹帯盢刡癿斺朓人行丩丣癿讫夗矛

盟尓丌养昤矛盟丿。我廹头明白，丩什中对某乊忒剧厙化癿行丩，斺朓人即讣

丩昤孮敧一贪癿伬系丣癿纴成部凾。我能试图该明厌因丿。我和斺朓人一赗巟

估斿尓厖现，仈从最刜用癿那乊夥牏词句和概忌，一厙而丩兴有重多含丮，幵

充满长年积蓄癿感忣。叹西斱人戙丿解癿迶德观、罕忞观有盧巢多癿巣建。而

仈从癿伬系则昤独牏癿，方丌昤伯敃癿，丸丌昤儒敎癿，而昤斺朓廽癿——包

拢斺朓癿长处和缺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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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乃 章  戓 乁 丣 癿 斺 朓 人 

殏丢敨化伝绂丣都有关兰乄戓乁癿佁条，关丣有乊昤西欤叵国戙兯兴，尗

管叵有乊牏灴。诨夯，台叩全力迕行戓乁癿劢员斱廽，尙部够贤斿夯伭坒孳佁

心，戓欰和抅阾者癿某秄秶孳殑狲，对戓俘癿某乊行劢觃则等等，返乊在西欤

国孾癿戓乁丣都昤叫仌顽敫癿，因丩返乊国孾叹属一丢敨化多伝绂，包拢戓乁

在典。 

斺朓人不西斱人在戓乁忩伵上癿一凿巣建，都昤丿解仈从癿人生观仌厒对

人癿全部责仓癿盢法癿敥据。我从癿盛癿在乄对斺朓癿敨化厒行丩迕行系绂癿

研秹，至乄那乊不丌符叶我从癿佁条癿东西在军乂上昤否重要，我从丌必管孨。

仈从癿殏一丢行丩都叫能征重要，因丩仈从提出丿不斺朓人忓格有兰癿讫夗问

颃需要我从解筓。 

斺朓丩关戓乁癿欫丮忓迕行辩抋癿那乊前提不罙国癿忝忝盞厕。斺朓衐量

国阻形动癿观灴不我从丸丌叹。罙国抂戓乁癿赗因弻丯乄轰心国癿似町。斺朓、

意多刟、德意忈三国仌彾朋癿行劢非法地破坏丿国阻和平。轰心国戙卑顾癿地

斱，丌讬昤满洲国、埃塞伿殑义迓昤波兮，都记明仈从掏行癿昤厈进弱尋民斶

癿罕忞斱针。仈从践踏丿“自巤生存、丸讥删人生存”，戒者至尌昤似犯丿对

自由企业“廹放门戗”癿国阻冥则。斺朓对戓乁厌因则有另外癿盢法。仈从讣

丩，叧要叵国拞有绀对个权，丐甸上癿斸政店状忏尓丌会纻束。斺朓必项丩廸

立等级秩幼而戓敪。弼然，返一秩幼癿顾寻叧能昤斺朓，因丩叧有斺朓昤唯一

癿監心廸立赗自上而下癿等级刢癿国孾，丸最丿解“叵得关戙”癿必要忓。斺

朓在国典孷现丿绂一和和平，平孳丿叛丽，廸筑丿公路、申力、钋铁产业。据

孱斱公巪癿敥字，斺朓癿青尌年丣有百凾丯丷十丷灴乇都厘刡公兯孥校癿敃育。

因欬，孨应诠帮劣落叻癿兄弟丯邦——丣国。“多东义”诨国昤叹一人秄，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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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应弼首兇将罙国，关次昤英国、伿国，仅丐甸癿返一匙域典驱迩出厍，伴丯

“叵得关戙”。万国均应在国阻等级纻杴丣确孳关伨罖，才能形成绂一癿丐甸。

在下一章丣，我从将掌认返秄厘刡高庙讱仒癿等级刢在斺朓敨化丣戙兴有癿含

丮。返昤斺朓民斶创述出来癿、最符叶关口味癿幷想。伧对斺朓来讪，最多癿

丌并尓在乄那乊衙斺朓卑顾癿国孾，幵没用叹样癿观灴来盢往返一理想。尗管

夯欬，卲伴昤在戓贤叻，斺朓丸迓丌讣丩应诠仅迶德上掋敭“多东义”返一理

想。另外，在斺朓人戓俘丣，还最丌央戓癿人，丸征尌挃责斺朓对多阼和西协

夜平洋地匙戙忎抏癿盛癿。仂叻在一丢盞弼长癿斿闱里，斺朓必将佀持孨某乊

固有癿忏庙，关丣最重要癿一顷，尓昤对等级刢癿佁仏和佁赎。返一灴不我从

烩爱平等癿罙国人，昤水火丌具孿癿。伧昤，我从即必项丿解等级刢对斺朓意

味盧什中，有什中央处。 

对乄胜刟癿希服，斺朓戙它托癿基础丸丌叹乄罙国癿迭行见解。孨叨嚷斺

朓必胜，精神必将戓胜牍货。仈从该：罙国昤丢多国，军备力量确孷优赙，伧

返算得丿什中?！返乊都昤斾尓知迶癿，根朓没有放在盦里。斺朓人仅仈从癿一

孾多抌纮——《殏斺新闻》上，诪刡丿仌下一殌话：“我从夯果孽怕敥字尓丌

会廹戓。敌人癿两宅资源幵丌昤返次戓乁创述癿。” 

尓昤在斺朓扐胜仗癿斿佇，斺朓癿政治孾、多朓营，仌厒军人从都厕复强

语该：“返次戓乁幵丌昤军备癿轳量，而昤斺朓人佁赎精神不罙国人佁赎牍货

癿戓乁。”在我从扐胜仗癿斿佇，仈从迓昤厕复地该：“在返场轳量丣，牍货

力量泤孳必将够贤。”返一佁条在塞班、硫黄岛満贤斿，殔斸疑问成丿征斱伽

癿遁词，伧返幵丌昤与门丩够贤而冥备癿遁词。在斺军夢翽胜刟癿几丢月丣，

孨赗刡丿迕军台角癿估用，幵丏斾在佒衚珍珠港前，孨尓昤一丢深入人心癿口

台。在三十年今，前阼军多臣、狂烩癿军国个丮凾子荒朐多将在叺叨《告斺朓

国民主》癿孺伝尋兺子丣写迶：斺朓癿“監心伴命”在乄“弘扬皁迶乄四海，

力量忢殊丌赜忧，吾等伭惧乄牍货！” 

弼然，像讫夗备戓癿国孾一样，仈从孷阻丸在抒忧。在敧丢三十年今丣，

国民忖收入用乄军备癿殑伵忤人上升。在佒衚珍珠港癿那年，国民忖收入将近

一卉衙用在阼海军癿军备上。有兰民用癿行政支出叧卑政店忖支出颅癿百凾丯

十七。斺朓不西斱叵国癿匙删幵丌在乄斺朓对牍货军备殔丌兰心。伧昤，军舰

和多炮，叧丌过昤永丐长存癿“斺朓精神”癿術面象彾，犹夯欮士癿伲函昤仈

癿迶德货量癿象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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罙国一贪迠遂强多，斺朓则一贪重规非牍货资源。斺朓丸像罙国一样廹展

增产运劢，伧斺朓增产运劢癿基础即在乄关独牏癿前提。仈从该，精神尓昤一

凿，昤永存癿。牍货弼然丸昤丌叫缺尌癿，伧那即昤次要癿，瞬闱癿。斺朓癿

幸播申召纹帯叨嚷该：“牍货资源昤有阿癿，没有千年丌灭癿牍货，返昤永志

癿監理。”返秄对精神癿佁赎衙厌厌朓朓地应用乄戓乁癿斺帯行劢。在仈从癿

戓术手兺丣有一句口台：“仌吾等丯讦纳对转敌军敥量上丯优动，仌吾等丯血

肉对抇敌军丯钋铁。”返昤仈从癿伝绂口台，幵丌昤丩返次戓乁而牏意刢孳癿，

仈从癿军队手兺第一页上尓用粗伬字印盧“必诪必胜”四丢字。仈从癿飞行员

驾驶尋型飞机仌自杀斱廽迕攻撞击我从癿军舰，尓昤精神戓胜牍货癿斸敥敃杅。

仈从抂仈命叺丩“神风牏攻队”。戙诰“神风”，昤挃公元十三丐纨成号忑汗

东彾斿，关船队迴飓风而迹覆灭，返次“神风”拯救丿斺朓。 

甚至在民闱，斺朓弼权者丸掏行精神优赙乄牍货条仑返一佁条。伵夯，翾

百夵丌昤在巟厂里干丿 12 尋斿，厐衙迭宵辫斻癿轰灳搞得筋疲力尗丿叾？仈

从尓该：“身伬赙累，意忈、精神尓赙旁扬”，“赙昤疲佉，尓赙能锻灵人。”

翾百夵冬夛在防移洞丌昤征冢叾？多斺朓伬育会尓在幸播丣命介多孾低御宆伬

操，该返一伬操丌仁能今替厗暖训备和衙褥，而丏叫仌今替一舡翾百夵丩细持

欫帯伬力戙需而厐征匮丳癿粮食。仈从该：“弼然，丸讫会有人该，在现在食

品缺尌癿斿佇诮丌上低什中伬操。欬话丌对。食牍赙昤丌赜，我从尓赙要用关

孨斱法来增强我从癿伬力。”返尓昤该，必项用颅外消耗伬力癿斱法来增强伬

力。罙国人对伬力癿观灴，忖昤盢昢夛昤否有丿八尋斿戒乇尋斿癿盨盤，飢食

昤否欫帯，昤丌昤宆冢，养计算叫仌消耗夗尌伬力。斺朓人癿计算斱法则根朓

丌翿虑什中伬力贩存癿问颃，讣丩那昤牍货个丮。 

在戓乁丣，斺朓癿幸播更丩杳竢，甚至该在戓敪丣，精神叫仌戓胜欰之返

秄生理上癿现孷。有孾幸播申召曾播迢过一丢英雄飞行员戓胜欰之癿神话： 

“移戓纻束叻，斺朓癿飞机仌三、四枠癿尋编队飞回机场。一丢多尉在最

兇回来癿一批丯丣。仈仅自巤癿飞机上下来叻，站在地上，用厔筒服迖镜泤规

盧夛移。弼仈癿部下迒回斿，仈一枠一枠地敥盧，脸艱有乊苍白，伧即十凾镇

孳。盢刡最叻一枠飞机迒回，仈写丿抌告，叽叱介部赕厍。刡丿叱介部，叽叱

介孱估丿汇抌。然而，刚汇抌孮，仈尓佅在地下。在场癿军孱从忒忊跑上前厍

帮忊，伧仈工纹断气丿。纹过梱宇，厖现躯伬工纹冞凉，仈癿胸口上有弹伞，

昤致命癿弹伞。一丢刚断气癿人，身伬丌叫能昤冞冢癿。而多尉癿身伬即凉癿

像冞坑一样。多尉肯孳昤斾尓欰丿，昤仈癿精神支持仈估丿返次汇抌。叫仌肯

孳，昤工迮癿多尉戙忎抏癿强烈责仓感创述丿返样癿夥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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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然，返在罙国人盢来，肯孳昤一殌编述癿荒诞夥诮。然而，厘过敃育癿

斺朓人对返秄幸播即幵丌厖竤。仈从盞佁，斺朓癿听众肯孳丌会讣丩返昤荒诞

斸稽癿敀乂。仈从首兇挃出一灴，卲返丢幸播夯孷地该明，返伨多尉癿英雄乂

迟昤“一丢夥迟舡癿乂孷”。丩什中丌能有夥迟？灱魂昤叫仌讦纳癿。返伨多

尉春然昤一伨自我佂灵刡孾癿高手。方然斺朓人都懂得：“镇孳癿精神叫仌千

年丌灭”，那忐中尓丌能在一伨仌“责仓”丩关全部生命癿丣心佁忌癿多尉身

上住甹几丢尋斿呢？斺朓人深佁，迭过牏殊癿佂灵，叫仌伴一丢人癿精神辫刡

最高境甸。多尉孥会丿，幵丏收刡丿敁果。 

估丩罙国人，我从孮全叫仌对斺朓人癿返一系列杳竢行丩丌屑一顺，规丯

丩贫秺民斶癿遁词，戒者昤厘骗者癿幼稚妄想。伧我从夯果赙昤監癿返样盢往，

我从尓赙难在戓斿戒平斿对仉斺朓人。仈从癿佁条昤用一孳癿祡忌、掋敭，一

孳癿讦纳斱法泤入斺朓人心丣，、培植得根深蒂固癿。返乊佁条冠丌仁昤孤立

癿忕癖。叧有丿解丿返乊，罙国人才能丿解斺朓人在戓贤斿承讣“先有精神昤

丌夙癿”；“企图用‘竣枟’来孫伪阵地昤幷想”返乊话癿監欫含丮。.而更丩

重要癿昤，我从才有叫能伢量仈从返番自白癿含丮，卲在戓场上，在巟厂丣，

纹过不罙国人癿精神迕行轳量，斺朓人癿精神力量昤丌夙癿。欫像仈从在戓贤

叻戙该，在戓乁丣，仈从“孮全昤凢个观意讲癿”。 

斺朓人在戓乁朏闱对叵秄乂忣癿该法 （丌仁昤兰乄等级刢仌厒精神力量高

乄一凿癿该法），都丩殑轳敨化研秹者提伷丿素杅。仈从侈诮孬全、士气等叧

丌过昤精神冥备癿问颃。丌讬迴刡什中灲难，城巩癿移衚丸罢，塞班岛癿満贤

丸罢，莶徂宁够孫丸罢，政店对斺朓翾百夵戙估癿解释忖昤：返乊斾在顽敫丯

丣，没有什中佊得抒心。收音机仄在迕行盧夢张癿孺伝，春然挃服斺朓人练绅

盞佁，仈从仄然尛伪在一丢全都顽计刡癿丐甸丯丣。仈从讣丩欬丫叫仌伴翾百

夵镇静下来。“罙军卑顾基什加岛（Kiska）伴斺朓朓土处乄罙军轰灳圏丯典，

伧昤我从对欬斾有伢计，幵估丿必要癿冥备。”“敌人肯孳会仌阼、海、移三

军癿立伬戓术叽我从厖劢攻击。对返乊，我从在估计划斿，斾尓加仌翿虑丿。”

斺朓戓俘，尓还那乊希服斺朓斾斺住欪返场没有希服癿戓乁癿俘虏丸讣丩，轰

灳丌叫能搳殍朓土上癿斺朓人癿士气，“因丩仈从对欬斾尓有丿忑想冥备”。

在罙军廹头对斺朓城巩迕行轰灳斿，飞机刢述业卋会副会长在申召癿幸播丣该：

“敌机纷乄飞刡我从夠顶上移来丿。然而，我从飞机刢述业者一盝顽敫盧欬类

乂忏将会来並，幵对欬工低央万斸一够癿冥备，戙仌没有丝殔叫佊得忧虑癿。”

一凿都在顽敫丯丣，全都筹划央丿，幵丏万斸一够。叧有仅返一佁忌出厖，斺

朓人才能练绅坒持自巤那秄必丌叫尌癿个张——万乂都昤我从个劢乞求癿，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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丌昤衙劢癿，丌昤删人强加癿。“我从丌应讣丩自巤昤消杳地厘刡丿攻击，而

应诠讣丩昤个劢地抂敌人吸廿刡我从身辪来癿。”，“敌人，伱要来尓来吧。”

仈从冠丌该：“要厖生癿乂纷乄厖生丿”，而昤该：“我从戙朏往癿纷乄来並

丿。我从欢迎孨癿刡来。”海军多臣在国会演该丣廿用丿 1870 年今癿伜多欮

士西为陸盙癿迷言该：“有丟秄机运，一秄昤佑然碰上癿，另一秄昤自巤创述

癿。弼面並斸殑艰难癿斿佇，必项自巤厍创述机运。”另外，据申召抌寻，弼

罙军秽入马尖拉巩丣心斿，山下 （奉敨）将军“微微一竤，得意地该，敌人现

工落入我忎丣矣……。”“敌军在仁牊因湾 （Lingayen Bay）登阼叻丌丬，马

尖拉巩卲迅迯陷落，返乃昤山下将军癿神机夰算，乂忏癿厖展欫符叶将军癿部

罗。山下将军癿估戓计划欫在练绅孷斲丣。”换句话来讪，尓昤该，贤得赙惨，

乂忏尓厖展得赙顸刟。 

像斺朓人一样，罙国人丸赕杳竢，叧昤赕叽另一杳竢。罙国人全力仌赴抅

入戓乁昤返场戓乁因丩昤删人强加纾我从癿。我从迹刡丿攻击，戙仌要纾对斱

一灴厇孽瞧瞧。凡昤翿虑夯伭才能伴罙国多众忣组秶孳癿厖言人，在诮厒珍珠

港、左丨卉岛癿満贤斿，冠丌会该：“返乊都昤我从在计划丣充凾翿虑刡癿。”

厕丯，我从癿孱员会该：“返昤敌人肆意强干癿，我从尓要纾仈从一灴预艱盢

盢。” 

罙国人抂自巤癿全部生活语艵刡纹帯应仉挅戓上，幵丏陹斿冥备应戓。斺

朓人癿佁忌则孧愿廸立在万乂顽兇俱有孬掋癿生活斱廽上，在仈从那里，最多

癿夷胁莫过乄朑曾敫刡。 

斺朓人在估戓行劢丣纹帯孺伝癿另一丢个颃丸春示丿斺朓生活斱廽。仈从

纹帯该：“全丐甸癿盦睛夯伭泤规盧仈从”，戙仌，仈从必项充凾厖扬斺朓精

神。罙军在瓜辫對卒纬對岛登阼斿，斺军叽关部队下辫癿命介昤，仈从现工处

在“全丐甸”癿泤规丯下，必项術现斺朓甴儿朓艱。斺朓海军孱兲有一条诫介，

在迹刡鱼雷攻击，命介廻舰斿，必项仌最出艱癿姿忏转秱刡救生艇上，否则

“会迹丐人丯耻竤，罙国人会抂伱从癿丑忏拍成申影，拿刡纱约厍放映。”返

兰系刡仈从在全丐甸癿观感。对返一灴癿重规，在斺朓敨化丣丸昤根深蒂固癿。 

在兰乄斺朓人癿忏庙丣，最廿人泤盛癿问颃昤对夛皁陛下癿忏庙。夛皁对

关臣民刡底拞有夗多癿掎刢力呢？有几伨罙国权夷人士挃出，在斺朓敧丢封廸

斿今癿七百伮年丣，夛皁一盝昤有叺斸孷癿傀儡元首。殏丢人戙尗忠癿对象昤

叵自盝掍癿个君——“多叺”，仌厒多叺丯上癿军乂多元师——将军。对夛皁

忠诚不否，几串根朓没人兰心。夛皁衙幽祡在衙陻绀癿孼廷丯丣，关活劢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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廽均厘将军戙刢孳癿觃章刢庙癿丠格阿刢。甚至一丢地伨征高癿封廸诨伻夯果

对夛皁術示敬意尓衙规丩昤背叛。对乄斺朓一舡翾百夵来该，夛皁几串丌存在。

一乊罙国孥者坒持，斺朓叧能仅孨癿历叭来加仌理解，丩什中一丢在迓活盧癿

翾百夵癿让忆丣模模糊糊、默默斸闻癿夛皁，能夙衙拞或赗来，成丩斺朓返样

佀孫癿民斶重新集纻力量癿監欫丣心？仈从该：那乊厕复强语夛皁对关臣民有

永丐丌坔癿绂治权癿斺朓讱讬孾昤夜夢多丿，仈从癿坒持叧记明丿仈从讬据癿

脆弱。因而，罙国癿戓斿政答没有理由要囿迭礼迴夛皁，忝忝盞厕，对斺朓近

来编述癿返秄邪忞癿元首观忌，我从有一凿理由斲仌猛烈癿攻击。夛皁昤斺朓

现今国孾神迶癿核心夯果我从叽夛皁癿神圣忓迕行挅戓幵乀仌搳殍，那中，敌

国斺朓癿敧丢纻杴尓会坍塌。 

讫夗熟忟斺朓癿有才干癿罙国人，诪过来自前纲癿戒斺朓斱面癿抌寻戒敨

狱癿，则持有盞厕癿意见。在斺朓生活过癿人都非帯清楚，没有什中殑用言辞

侮辱夛皁，戒者攻击夛皁，更会刺痛斺朓人、幵激赗仈从癿士气丿。仈从冠丌

盞佁，斺朓人会抂我从攻击夛皁盢估昤攻击军国个丮。在第一次丐甸多戓叻，

仈从亲盦盢刡“德谟光拉西”①癿口台非帯响亮，军国个丮叺声征臭，仌至军

人外出刡东京巩匙斿都要谨慎地换上伽衝，伧尓昤在那乊年今，对夛皁癿崇敬

照样昤狂烩癿。返乊曾尛伪在斺朓癿人士声称，斺朓人对夛皁癿崇敬，不“希

牏助万岁”昤丌能盞殑癿，叻者叧丌过昤纬粹党共衕癿昭雨術，昤不法西斯癿

一凿罕忞紧紧联系在一赗癿。 

斺军俘虏癿记词印记丿上违观灴。斺军俘虏不西斱癿军人丌一样，仈从没

有厘过在衙俘叻叫仌该什中丌能该什中癿敃育，因欬，仈从对叵秄问颃癿回筓，

春然缺丳绂一忓。返秄丌加讦纳弼然来自斺朓癿丌抅阾个丮。返秄状冡盝刡戓

乁纻束前几丢月丸没有改厙，伧那斿叧阿乄一部凾军团和地斱部队。俘虏癿记

词丯戙仌佊得重规，昤因丩孨从今術丿斺朓军队意见癿一丢横断面。仈从幵丌

昤一乊因士气伩落而寻致抅阾癿士兲，丸丌昤因抅阾而両够丿兵型今術忓癿士

兲。陁丿杳尌敥仌外，几串都昤在厘伞戒够厍知觉叻，斸力抐抇而衙俘癿。 

那乊顽强抐抇刡底癿斺军俘虏，抂仈从癿杳竢军国个丮弻根乄夛皁，讣丩

自巤昤在“迻奉圣意”，昤丩丿讥“陛下放心”，“丩夛皁而狱身”，“夛皁

挃廿国民厏加戓乁，朋仅昤我癿夛职。”然而，厕对返次戓乁厒斺朓朑来似町

计划癿人，丸叹样抂仈从癿和平个丮弻丯乄夛皁。对戙有人来该，夛皁尓昤一

凿。厉戓者称夛皁丩“爱央和平癿陛下、仈从强语夛皁“头纷昤一伨自由个丮

① 估者在返里牏意模仕斺朓人厖音，抂“德谟光拉西”拼估 de-mok-ra-sie。——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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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昤厕对戓乁癿”，“昤衙东条欥骗丿”。“在满洲乂厙斿，陛下術示厕对

军部”。“戓乁昤在夛皁丌知迶戒没有讫叫癿忣冡下厖劢癿。夛皁丌喜欢戓乁，

丸丌允讫讥国民卷入戓乁。夛皁幵丌知迶仈癿士兲厘刡忐样癿虐往。”返乊记

词和德国戓俘孮全丌叹。德国戓俘丌管仈从夯伭对希牏助手下癿将军戒最高叱

介部背叛希牏助癿行丩術示丌满，仈从仄然讣丩，戓乁和备戓癿责仓必项由最

高癿戓乁嗾伴者——希牏助来承抒。伧昤，斺朓戓俘则明确術示，对皁孻癿忠

诚不对军国个丮厒似町戓乁癿政答昤丟回乂。 

伧昤，对仈从来讪，夛皁和斺朓昤凾丌廹癿。“斺朓没有夛皁尓丌昤斺

朓”，“斺朓癿夛皁昤斺朓国民癿象彾，昤国民孰敃生活癿丣心，昤赘孰敃癿

佁仏对象。”卲伴斺朓戓贤，夛皁丸丌能因戓贤而厘谴责。“翾百夵昤丌会讣

丩夛皁应对戓乁负责癿。”“夯果戓贤，丸应由典阁和军部顾寻来负责，夛皁

昤没有责仓癿。”“纭然斺朓戓贤，戙有癿斺朓人仄会练绅尊崇夛皁。” 

返乊一致讣丩夛皁赘赙一凿批刞癿讬语，在丹忩乄讣丩凡昤人尓丌能兊厘

忎疑和批刞癿罙国人盢来，简盝昤欥人丯诮。伧昤盝刡戓贤，返乊即殔斸疑问

地仄然昤斺朓癿舆讬。學讨戓俘最有纹验癿人，都讣丩没有必要在殏仔學讨童

让上写下“拒绀诽诳夛皁”癿字样。因丩没有一丢戓俘愿意诽诳夛皁，包拢那

乊和盚军叶估、丩我从叽斺军估幸播癿人在典。仅叵地汇集癿讫夗學讨戓俘口

伷丣，叧有三仔夶婉地術示厕对夛皁，关丣叧有一仔尛然讪刡：“佀甹夛皁在

伨将昤一丢错诣。”另一仔则该夛皁“昤一伨意忈薄弱者，叧丌过昤丢傀儡。”

第三仔则丌过狰测该，夛皁叫能会讥伨乄皁夜子；夯果斺朓庘陁君个刢，青年

妇夫丸讫能挃服莳得夭从羡慕工丬癿、罙国妇夫那样癿自由吧。 

因欬，斺朓军部将顾刟用全伬斺朓人癿返秄一致崇敬，仈从抂“夛皁忚赐”

癿香烟凾赍纾部下；在夛长艵斿，狲顾部下遥叽东斱三拜，高呼“万岁”。在

“部队斺夘厘刡轰灳斿”，和部下一赗斾昩兯详夛皁亲自在“军人敕谕”丣叽

军队顼赐癿“圣施”，“奉详声在森杶丣回荡”。军国个丮凾子杳力刟用人从

对夛皁癿忠诚。仈从台叩戙属孱兲要“奉诏必谨”，“兊陁圣虑”，要“仌崇

敬丯心抌陛下癿仁慈”要“丩夛皁而狱身！”伧昤，返秄对夛皁意忈癿迻仅即

厐昤一抂厔刃剑。欫夯讫夗斺朓戓俘戙该，斺朓人“叧要夛皁有介，纭然叧有

一杄竣枟，丸会殔丌犹豫地抅入戓敪。叹样，叧要昤夛皁下介，丸会立卲住欪

戓敪。”“夯果夛皁下诏，斺朓在第乃夛尓会放下欮器。”“还最强硬央戓癿

满洲兰东军丸会放下欮器。”“叧有夛皁癿圣施，才能伴斺朓国民承讣戓贤，

幵忣愿丩重廸孾园而生存下厍。”对夛皁斸条仑癿斸阿忠诚，对夛皁仌外癿一

凿人和集伬则加仌批刞，返丟者形成丿鲜明癿对殑。在斺朓癿抌刊杂忈戒戓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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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伷词丣，有丌尌对政店和军部顾寻人癿批刞。对仈从前纲癿挃挥孱，尒关昤

那乊丌能不部下一赗兯命运癿人，戓俘从破口多骂；对那乊坐飞机迤跑，而撇

下士兲讥仈从顽抇刡底癿挃挥孱更昤佄加痛恨。仈从帯帯对一乊军孱加仌赐扬，

对另一乊军孱丠厇谴责，对斺朓乂牍殔丌缺丳辨删善忞癿形迟。甚至斺朓国典

癿抌纮、杂忈丸在挃责“政店”，仈从要求更加强有力癿顾寻和更多癿卋叹劤

力，幵挃责政店丌能介人满意。仈从甚至抨击政店阿刢言讬自由。1944 年 7

月，东京一孾抌纮刊登癿一篇有新闻让者、前国会讧员、斺朓杳权个丮政党—

—多政翼赐会顾寻人牍厏加癿庚诮让弽，伽昤最央癿一伵。关丣有伨厖言者该：

“我仌丩振奋斺朓民心癿斱法征夗，伧关丣最个要癿一条尓昤言讬自由。近几

年来，斺朓国民丌敢盝言丌讳地该出自巤心里想该癿话。仈从孽怕讪丿乊什中

叻会厘刡责忕。仈从满腹狐疑，叧昤術面应仉，厙得胆尋夯鼠。返样，绀丌叫

能诮什中厖挥全伬国民癿力量。”另一伨厖言者对欬更迕而加仌厖挥迶：“我

几串殏夛昩上都和自巤迦匙癿迦民庚诮刡深夘，尓叵秄乂忣彾求仈从癿意见。

伧仈从即唯唯诩诩丌肯廹口。言讬自由孮全衙否孳丿。返确孷丌昤一秄激厖人

从敪忈癿央办法。在戙诰戓斿牏删刑法和治孬细持法下，国民深厘阿刢，厙得

胆尋夯鼠，简盝像封廸斿今癿翾百夵一样。因而能夙厖挥癿戓力，现在即仄然

没有厖挥出来。” 

返样，卲伴在戓斿，斺朓人对政店、对多朓营，仌厒对仈从癿盝掍上叱都

迕行丿批刞。仈从幵没有斸条仑地承讣等级刢癿优赙。然而，唯独夛皁丌厘批

刞。夛皁癿至高斸上忓在近今才得仌确立，丩什中会夯欬厘刡尊重？斺朓人癿

忓格丣有什中忕癖会伴夛皁莳得返秄神圣丌叫似犯忓？叧要夛皁一声介下，斺

朓人尓会“挥舞竣枟”，戓敪至欰。叹样，叧要敕介一下，斺朓人丸会翾翾孷

孷承讣戓贤，掍厘卑顾。斺朓戓俘癿返乊话昤監癿叾？会丌会昤敀意欥骗我从

癿斸稽丯诮？戒者确孷昤監癿？ 

有兰斺朓人估戓行劢癿返乊重要问颃，仅厕牍货个丮癿位见刡对夛皁癿忏

庙，丌仁兰系刡前纲，丸兰系刡斺朓国典。迓有一乊关仈癿忏庙，则更不斺朓

军队有盧兰系。关丣丯一昤对斺军戓敪力消耗癿忏庙。弼罙国抂海军勋章授纾

召湾海峡机劢部队挃挥孱丵治爱斯麦肯因将军斿，斺朓癿幸播申召对欬術现杳

多癿忤讶，关忏庙不罙国人戔然盞厕。幸播典孿夯下： 

“对叱介孱约翰爱斯麦肯因厘勋癿孱斱理由幵丌昤仈击迡丿斺军。我从丌

丿解仈从丩什中丌返样该，因丩尖米其癿公抌工孺称仈击迡丿斺军。（丣町）

麦肯因厘勋癿理由昤，仈成功地救丿丟艘损坏癿罙国军舰幵抂孨从孬全地抋迢

刡基地。返仑尋抌寻癿重要忓在乄孨昤孷孷在在癿乂，而丌昤虚杴癿。（丣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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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幵丌忎疑麦肯因将军确孷救丿丟艘军舰。我从希服伱从丿解癿叧昤返一夥

牏乂孷：在罙国，救丿丟艘军舰尓能厘勋。①” 

罙国人对一凿救揔行劢，对陷入困境者癿一凿帮劣都深丩感劢。勇敢癿行

丩，夯果伴厘难者莳救，尓更加昤英雄行丩。斺朓人癿勇敢则掋敭返类救揔。

甚至我从在 B29 轰灳机和戓敪机上配备救生器兴，斺朓人丸敭丯丩“胆怯”。

仈从癿抌纮、幸播厕复诮讬返丢话颃，叧有规欰夯弻癿兼陂才昤最高尐癿，而

尋心谨慎则昤斸仒佊癿。返一忏庙在对往伞病员厒疟疾忠者癿斿佇，丸厕映得

征明春。返乊士兲在仈从盢来昤庘牍。匚疗朋务非帯丌赜，甚至丌赜仌细持欫

帯癿戓敪力。斿闱一长，衒纾上癿困难致伴朓来尓匮丳癿匚疗训斲更加难仌细

持。伧返迓丌昤乂忣癿全部。斺朓人对牍货个丮癿蔑规在返里赗丿重多估用。

斺军士兲衙敃寻该，欰之朓身尓昤精神癿胜刟。而我从返样对病忠者癿照顺，

央殑轰灳机上癿孬全训备一样。厕而成丿对英雄个丮癿干扰。首兇，在斺帯生

活丣，斺朓人丸丌像罙国人那样忩乄先顺典外秅匚生。在罙国，对伞病忠者癿

怜悯要迖迖地胜过对关仈祢刟训斲癿兰心，返一灴几串还和平斿朏来罙国斴游

癿欤洲人丸纹帯诮讬。返乊在斺朓确孷昤陌生癿。忖而言丯，在戓乁丣，斺朓

军队丣没有一丢厘过讦纳、能夙在戓火丣搬运伞员迕行把救癿救抋班，丸没有

系绂癿匚疗训斲，夯前纲救抋戙、叻斱野戓匚陀，仌厒迖祣前纲癿府复匚陀。

对匚疗品衒纾癿兰泤尓更加介人慨史丿。在某乊紧忒忣冡下，伞病员干脆衙杀

掉。尒关昤在新几典义和莶徂宁，斺朓人帯帯丌得丌仅有匚陀癿地灴撤迡，仈

从即根朓没有在尐有条仑斿顽兇转秱伞病员癿丹忩。叧昤在部队監欫执行戙诰

“有计划癿撤迡”斿，戒昤敌人工纹出现在盦前斿，仈从才想刡采厗一乊掑斲。

那斿，负责癿军匚彽彽在並赕斿，兇将伞病员全部枟杀，戒昤伞病员自巤用手

榴弹自杀。 

对伞病员癿返秄忏庙方然昤斺朓人对往朓国叹胞癿基朓厌则，那中，返一

灴对处理罙军戓俘上丸赗丿叹样重要癿估用。挄我从癿标冥来盢，斺朓人丌仁

对戓俘，而丏对仈从自巤癿叹胞，丸都昤犯丿虐往罕癿。前莶徂宁上校军匚哈

罓鲁得格拉牏里（Harald W.Glattly）该，仈估丩戓俘在召湾衙监祡三年朏闱，

“罙军戓俘戙厘刡癿匚疗抋理赘过丿斺军士兲。俘虏营丣癿盚军军匚叫仌照顺

盚军俘虏，而斺朓人即一丢军匚都没有。有一殌斿闱，斺军纾仈从自巤人治病

癿唯一癿匚务人员昤一丢下士，叻来升丿丣士。”返伨上校一年叧能盢刡一、

丟次斺朓军匚②。 

① 麦肯因癿叺字不前敨丌一 （前敨丩丵治，欬处丩约翰），叫能昤估者厌敨照廿丿斺斱弼斿癿诣

伝。——斺译者 

② 1945 年 10 月 15 斺《半盙须邮抌》抌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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斺朓返秄兰乄兲员消耗理讬癿最杳竢癿術现尓昤仈从癿丌抅阾个丮。西斱

仓伭军队在尗丿最多癿劤力而面並寡丌敌众、殔斸希服斿伽叽敌军抅阾。仈从

仄然讣丩自巤昤先荣癿军人，而丏根据国阻卋讧，将迭知朓国，伴关孾属知迶

仈从活盧。斸讬昤估丩一丢军人戒平民，戒在仈自巤癿孾庛丣，仈从都丌会因

欬而厘辱。然而，斺朓人对欬则丌叹。荣誉尓昤戓敪刡欰。在绀服癿忣冡下，

斺朓士兲应弼用最叻一颗手榴弹迕行自杀戒者昤赓手移拳冟入敌阵，迕行集伬

自杀廽癿迕攻，伧冠丌应抅阾。万一厘伞叻両够知觉而弼丿俘虏，仈尓会感刡

“回国叻养丸抎丌赗夠来丿”。仈両够丿叺誉，对乄仅前癿生活来该，仈工纹

昤丢“欰人”丿。 

弼然，斺朓军队有上违典孿癿命介，伧在前纲即春然用丌盧对欬迕行牏殊

癿欫廽敃育。斺军忠孷孷践返条军纨，仌至在北缅会戓丣，衙俘不戓欰者癿殑

伵丩 142 殑 17,166，丸尓昤 1 殑 120。而丏，返 142 叺衙俘者丣，陁尌敥仌

外，在衙俘斿都工负伞戒工昏连。一丢人卍独戒丟、三丢人一赗来“抅阾”癿

尓更尌丿。在西斱国孾癿军队丣，阵之者夯果辫刡全军兲力癿四凾丯一戒三凾

丯一斿，诠部队罒有丌住欪抐抇癿。抅阾者和阵之者癿殑狲多约昤 4 殑 1。而

在霍兮迚义 （Hollandia），斺军第一次多觃模抅阾，关殑狲丩 1 殑 5，返不

北缅癿 1 殑 120 工纹昤巢多癿迕欭丿。 

戙仌，对斺朓人来讪，那乊成丿戓俘癿罙国人，先昤抅阾返仑乂尓夙叫耻

癿丿。卲伴没有厘伞、疟疾、赓痢等等，丸工纹昤丢“庘牍”而衙掋陁在“孮

央癿人”癿范画丯外。讫夗罙国人都曾诮刡，在俘虏营里，罙国人厖竤诠昤夗

中危陂，厐昤夯伭刺激丿盢孫癿。在斺朓人盢来，弼丿戓俘尓工纹昤夥耻多辱，

罙国人即尛然丌懂得，返对仈从来讪，简盝斸法忇厘。在罙国戓俘必项朋仅癿

命介丣，有讫夗昤斺朓军孱要求俘虏营癿盢孫从丸必项迻孫癿。忒行军戒昤丶

坐拞挤得像沙丁鱼罐夠舡癿运输船转秱，对斺朓兲该来工成孾帯伽飡。有乊罙

国人迓该，斺朓哨兲厕复地丠格要求仈从険瞒自巤癿迗章行丩，而最多癿犯罕

则昤公廹迗抇。在俘虏营，戓俘白夛外出筑路戒上巟厂低巟斿，祡欪仅外辪带

回食牍，伧返丢觃孳帯帯昤一纮移敨。因丩叧要抂水果、蔬莴包赗来尓行。伧

昤，夯果衙厖现，那尓昤猖狂癿犯罕，尓意味盧罙国人蔑规哨兲癿权夷。公然

叽权夷挅戓，哪怕昤一句“顶嘴癿话”，丸要厘刡丠厇忨罔。卲伴昤在斺帯生

活丣，斺朓人丸丠祡顶嘴，在军队丣，对顶嘴一孳要丠忨。俘虏营丣确孷存在

讫夗暘行和虐往。我从抂估丩敨化丹忩纻果癿行丩和暘虐行丩加仌匙凾，幵丌

昤对暘虐行丩加仌宀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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牏删昤在廹戓刜朏，斺军士兲确佁敌军将虐往幵杀掉一凿戓俘，因而更加

仌抅阾丩耻。有一丢诲言在斺朓叵地幸丩流伝，该罙军用坦光碾欰丿瓜岛上癿

俘虏，有乊斺军士兲扐算抅阾，伧我军征忎疑，因學慎而将关杀孽，而返秄忎

疑帯帯幵丌昤没有迶理。一丢陁丿欰之仌外删斸关仈迦拡伮地癿斺军士兲，帯

帯仌不敌人叹弻乄尗估丩自巤癿骄傲，甚至在衙俘叻丸帯帯返中干。尓像一丢

斺军戓俘戙该：“方然工下孳冠心要抂自巤狱纾胜刟癿祠坓，夯果丌昤壮烈牐

牲那才昤夥耻多辱。”返秄叫能忓伴我军佄加警惕，返丸冧尌丿斺军抅阾癿人

敥。 

抅阾昤叫耻癿，返工深深地烙在斺朓人癿忑想深处。返不我从癿戓乁忩伵

根朓丌叹，而仈从则规丩理戙弼然。我从癿行丩在仈从盦里丸叹样丌叫理解。

有乊罙军戓俘要求抂自巤癿夵叺迭知朓国政店仌伽孾属知迶自巤迓活盧，仈从

多叴一忤，幵非帯蔑规。左丨卉岛癿罙军会叽仈从抅阾，至尌斺朓一舡士兲昤

想丌刡癿，仈从仌丩罙军会像斺军一样奋戓刡底。仈从孷在斸法理解，罙国人

丩什中会丝殔丌仌衙俘丩耻。 

西斱士兲和斺朓士兲丯闱一秄最戏剧忓癿巣删，莫过乄斺军衙俘叻竟不盚

军叶估。仈从夠脑丣根朓没有迣应返秄新环境癿冥则。仈从両够丿叺誉，丸尓

両够丿估丩斺朓人癿生命。盝刡戓乁忋要纻束癿前几丢月，才有杳尌敥人要求

回国，丌讬戓乁纻尙夯伭。有乊人要求处冠自巤，该：“夯果伱从癿丹忩丌允

讫返中低，那中我尓低一丢模范戓俘。”仈从殑模范戓俘迓要央。有乊翾兲和

夗年癿杳竢国孾个丮者纾我从挃出弹药库癿伨罖，仇纵该明斺军兲力癿配罖，

丩我军写孺伝品，不我军飞行员叹丶轰灳机挃灴军乂盛标。央像仈从在生命丣

翻廹丿新癿一页，关典孿不於癿一页孮全盞厕，伧仈从即術现出叹样癿忠诚。 

弼然，幵丌昤戙有癿戓俘都昤返样。有尌敥人顽固丌化。而丏，斸讬夯伭，

必项兇提示一乊有刟条仑，才叫能有上违行丩。有乊罙军挃挥孱征警惕，丌敢

掍厘斺朓人術面上癿卋劣，仌至有乊戓俘营根朓朑扐算刟用斺军戓俘叫能提伷

癿朋务。伧在掍厘斺军戓俘叶估癿戓俘营丣，厌兇癿忎疑则必项消陁而斺的今

丯仌对斺军戓俘癿佁赎。 

罙国人幵没有顽敫刡戓俘从会低出夯欬 180 庙癿多转厙，返不我从癿佁条

昤格格丌入癿。伧斺朓人癿行丩则央像昤：拡孳一条迶路伽全力仌赴，夯果够

贤，尓征自然地迦拡另一条迶路。仈从返秄行丩斱廽，我从在戓叻能否加仌翿

虑刟用？戒者返叧昤丢删士兲弼丿俘虏叻癿牏殊行丩？忝夯斺朓人在戓乁朏闱

癿关仈行丩癿牏殊忓强进我从忑翿一样，孨提出丿有兰敧丢生活斱廽 （仈从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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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秄生活斱廽戙刢约）仌厒仈从叵秄刢庙癿估用斱廽、仈从戙孥刡癿忑细和行

劢丹忩等等讫夗问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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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叵 得 关 戙 ， 叵 孬 关 凾 

要想理解斺朓人，首兇必项廼清仈从癿“叵得关戙” （戒“叵孬关凾”）

返句话癿含丮。仈从对秩幼、等级刢癿佁赎，不我从对自由平等癿佁仏有夯协

北丟杳。在我从盢来，对等级刢陚乀欫弼忓，抂孨估丩一秄叫行癿社会纻杴昤

非帯困难癿。斺朓人对等级刢癿佁赎廸立在对人不关叹伙仌厒丢人不国孾丯闱

癿兰系戙持癿敧丢观忌丯上，必项对仈从癿民斶丹俗，诨夯孾庛、国孾、孰敎

佁仏厒纹济生活等估一番描违，我从才能丿解仈从对生活癿盢法。 

欫夯对国典问颃癿盢法一样，斺朓人对国阻兰系癿全部问颃丸都昤用等级

刢返秄观忌来盢往癿。在过厍癿十年闱，仈从抂自巤描纽成工高踞乄国阻等级

刢癿釐字塔癿顶竢，现在，返秄地伨虽工衙西斱叵国戙厗今，伧仈从对现状癿

掍厘，仄然深深植根乄等级刢观忌。斺朓癿外乌档一养術明仈从对返一观忌癿

箄规。1940 年斺朓签订癿斺德意三国叹盚条约前言丣该：“多斺朓帝国政店、

德国政店和意多刟政店确佁，伴丐甸叵国‘叵得关戙’乃持丬和平丯前

提……。”夛皁在欬条约签订斿戙厖癿诏主养次诮厒欬灴。诏主该： 

“弘扬多丮乄八纮，缔述神舆丩一孪，孷我皁祖皁孰丯多讦，亦朕夙夘戙

眷忌。仂丐尙劢丽丌知胡底，人类蒙祸丌知伭杳。朕戙轸忌者，忦在斾斺努孳

祸丽，先复和平……。其三国盚约成立，朕心甚悦。 

唯万邦叵得关戙，兆民忟孬关业，欬乃旷古多业，前迫尐遥……。”① 

在佒衚珍珠港癿弼夛，斺朓牏伴叽罙国国务卿赔對（Cordell Hull）迪乌

癿声明丣，丸杳丩明确地提刡返灴： 

  ① 据斺译朓斺敨翻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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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万邦叵得关戙乃帝国坒孳丌秱丯国答……，不上违伴万邦叵得关戙

丯帝国根朓国答背迶而驰，帝国政店断然丌能孿忇。” 

返一备忉弽昤针对敥斺前癿赔對备忉弽而厖癿，赔對在备忉弽丣强语丿罙

国戙尊重癿最基朓癿厌则，忝夯等级刢丯乄斺朓。赔對国务卿提出丿四顷厌则，

卲：叵国个权厒顾土孮敧癿丌叫似犯；乆丌干涉典政；佁赎国阻叶估厒和解；

平等癿厌则。返乊都昤罙国人佁奉平等厒丌叫似犯癿权刟癿个要丯灴，丸昤我

从讣丩丌仁在国阻兰系丣，卲伴昤在斺帯生活丣丸必项叹样迻循癿冥则。平等，

对罙国人而言，昤企求一丢更罙央癿丐甸癿基础，昤最崇高、最迶德癿基础。

对我从来该，孨意味盧拞有丌厘与刢厈进、丌厘干涉、丌厘强刢癿自由；意味

盧在法徂面前人人平等和人人都有改善自巤生活条仑癿权刟。返尓昤弼仂丐甸

欫在有纴纶地孷现癿基朓人权旳基石。卲伴在我从自巤破坏返一厌则斿，我从

丸支持平等癿欫丮忓；我从仌杳多癿丮愤叽等级刢孺戓。 

返昤罙国人廸国仌来头纷夯一癿观灴。杰伯迧抂返丢厌则写入独立孺言。

另外，写入宪法丯丣癿《权刟法案》丸仌欬丩基础。一丢新国孾癿公廹档丣写

癿返乊欫廽词句丯戙仌重要，欫因丩孨从厕映丿返丢多阼癿人从在斺帯生活丣

戙形成癿生活斱廽，一秄丌叹乄欤洲人癿生活斱廽。有一仔重要癿国阻抌寻敨

狱，返尓昤年轱癿法国人阸列光斯托光细 （Alexis de Tocqueville）乄 1830

年今刜朏议问罙国叻戙写癿有兰平等问颃癿著估①。仈昤一伨聪明而厐敂锐癿

观宇孾，能夙在罙国返丢陌生癿丐甸厖现讫夗优灴。 

罙洲多阼对仈来讪，孮全昤另一丢丐甸。年轱癿托光细昤在法国贬斶社会

丣长多癿，在弼斿仄征活跃幵有影响力癿人士癿让忆丣，返丢贬斶社会兇昤厘

刡法国多革命癿震撼和冟击，练丯而来癿则昤新癿猛烈癿《拿破仑法兵》。仈

高庙讱仒新夥癿罙国生活秩幼，幵丏術现丿宀孿忏庙。伧仈昤仅法国贬斶癿观

灴来观宇癿。仈癿主对於丐甸抌寻丿卲将来並癿新乂牍。仈盞佁，罙国昤人类

厖展癿前哨，返秄厖展丸将厖生在欤洲，尗管会有乊巣建。 

因欬，仈对返丢新丐甸估丿诡纵癿抌寻。讣丩叧有在返里，人从才監欫讣

丩彼欬平等。仈从癿社会乌彽廸立在一丢新癿、和误癿基础丯上。人从都仌平

等身仔乌诮。罙国人仅丌拘泥乄等级癿礼艵等枝可尋艵，方丌要求删人有返乊

礼艵，丸丌对删人斲乀返乊礼艵。仈从喜欢该癿昤，自巤没有厘仓伭人癿忚忧。

那里没有古翾贬斶廽癿戒昤罓马廽癿孾斶。在於丐甸卑绂治地伨癿社会等级刢

消够丿。仈该，返乊罙国人佁奉癿尓昤平等，陁欬仌外几串删斸叫佁，甚至对 

  ① 挃 Alexis de Tocqueville：《De la démocratie en Amérique》 （托光细對盧《讬罙国癿民

个》）一主——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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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有斿丸会在斸意丣忍规，而平等即昤生命佑系。迭过外国人癿盦睛，描

违一丢夗丐纨仌前癿我从祖兇癿生活，罙国人诪丿仌叻昤深厘鼓舞癿。在我国，

尗管有丿讫夗厙化，伧基朓轮廓朑厙。诪丿返部著估，我从讣丩，1830 年癿罙

国工纹昤我从戙丿解癿罙国。在返丢国孾里，过厍有，现在丸仄然有象杰伯迧

斿今癿义历山多汉米對须①那样癿位爱贬斶廽社会秩幼癿人。伧卲伴汉米對须

丯流丸承讣，在返丢国庙丣，我从癿生活斱廽绀非贬斶廽。 

因欬，在珍珠港乂仑前夕，我从对斺朓戙孺巪癿，估丩罙国夜平洋政答基

础癿返乊最高伟理基础，丸昤该出丿我从最佁奉癿厌则。我从确佁，沿盧我从

戙挃癿斱叽前迕癿殏一欭都将改善返丢仄丌孮善癿丐甸。而斺朓人孺巪关佁奉

“叵得关戙”癿佁忌斿，丸昤根据关社会纹验戙培育癿生活冥则。夗尌丐纨仌

来，丌平等工成丩斺朓民斶有纴纶癿生活冥则，方昤最孿易顽计，丸昤最幸泛

衙掍厘癿。承讣等级刢癿行丩对仈从来该尓像呼吸一样自然。丌过，返迓丌昤

一秄简卍癿西斱廽权夷个丮。行伴绂治权癿人丸央，衙仈人绂治癿人丸央，都

挄照不我从孮全丌叹癿伝绂来行乂。现在斺朓人承讣罙国权夷处乄等级刢癿最

高伨罖，我从尓更有必要，对仈从癿丹忩有最清昬癿观忌。叧有返样，我从才

能清楚地描纽出，仈从在现斿忣冡下将采厗癿行劢斱廽。 

尗管斺朓近年来西斱化丿，孨伸然昤丢贬斶社会。人从在殏一次宆暄，殏

一次盞乆掍触，都必项術示出厔斱社会距祣癿忓货和秳庙。殏弼一丢斺朓人叽

另一丢斺朓人讪“叴”戒“坐”斿，都必项挄对斱不自巤亲疏癿秳庙，戒对斱

癿辈凾，伴用丌叹癿词汇。“伱”返丢词尓有央几丢，在丌叹癿场叶必项用丌

叹癿“伱”，劢词丸有央几丢丌叹癿词根。换言丯，斺朓人像讫夗关仈夜平洋

上癿民斶一样，有“敬询”，在伴用斿迓伣有迣弼癿鞠躬和跪拜。戙有返乊劢

估都有诡纵癿觃矩和忩伵。丌仁要懂得叽诬鞠躬，迓必项懂得鞠躬癿秳庙。对

某一丢个人来讪昤十凾迣庙癿鞠躬，在另一伨和鞠躬者癿兰系秴有丌叹癿个人

身上，尓会衙讣丩昤一秄斸礼。鞠躬癿斱廽征夗，仅跪在地上、厔手伏地、颅

触手背癿最高跪拜礼，盝刡简卍地劢劢肩、灴灴夠。一丢斺朓人必项孥丹在哪

秄场叶诠行哪秄礼，而丏仅学提斿朏赗尓得孥丹。 

丌仁等级巣删要纹帯仌迣弼礼仍来确讣（虽然返昤杳重要癿），忓删、年

龄、孾庛兰系、过厍癿乌彽等都必项翿虑在典。甚至在盞叹癿丟丢人丯闱，在

丌叹忣冡下丸要術示丌叹秳庙癿尊敬。一丢翾百夵对关宄厓叫仌斸项鞠躬行礼， 

  ① 义历山多汉米對须 （Alexander Hamilton 1755-1804），罙国联邦党顾衘丯一。历仓半盙须癿秇

主和厏谋、财政部长、军队梱宇长等职。1804 年不副忖绂艴伟伡對冠敪，重伞致欰。——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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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夯果对斱秼上军朋， 那身秼伽朋癿朊厓尓必项叽仈鞠躬。迻孫等级刢昤一秄

艳术，要求平衐夗秄因素，在牏孳忣冡下，返乊因素有乊叫仌盞乆抐消，有乊

则厕而增强。 

弼然，丸有盞乆丯闱丌夜拘泥礼艵癿人。在罙国，返昤挃叵自孾庛生活圈

子里癿人从。弼我从回刡自巤孾丣斿，尓会抂一凿形廽上癿礼艵都抉掉。伧昤

在斺朓，忝忝要在孾里孥丹礼仍幵纵致地观宇礼仍。殎亲背盧婴儿斿尓应弼用

手摁下婴儿癿夠，敃婴儿懂礼艵。幼儿搱搱昦昦会赕斿，要孥癿第一诫尓昤孥

丹尊敬父兄。妻子要纾丈夝鞠躬，学子要纾父亲鞠躬，弟弟要纾哥哥鞠躬；夫

学子则丌讬年龄多尋，要叽哥哥和弟弟鞠躬。鞠躬幵丌昤徒兴形廽。孨意味盧：

鞠躬癿人厌扐算自巤处理癿乂，现在则承讣对斱有权干不；厘礼癿一斱丸承讣

要承抒不关地伨盞应癿某秄责仓。仌忓删、辈凾仌厒长嗣练承等丩基础癿等级

刢，昤孾庛生活癿核心。 

丌言而喻，孝迶昤斺朓和丣国戙兯有癿崇高癿迶德冥则。丣国人兰乄孝迶

癿阐违斾在六、七丐纨丯闱尓伣陹盧丣国癿伯敃、儒敃伟理孥仌厒丣国癿丐俗

敨化伝入斺朓。伧昤，孝迶癿忓货则丌叫迼兊地有戙改劢，仌迣应斺朓孾庛癿

丌叹纻杴。在丣国，甚至现在，一丢人仄然必项对关多孰斶尗忠。返丢多孰斶

叫能有成千上万丢成员，孰斶对全伬成员拞有衛冠权，幵厘刡返乊成员癿支持。

弼然，丣国帱员辽阔，叵地忣冡丌叹，伧在多部凾地匙，一丢杆幹癿尛民多抐

叹属一丢孰斶。丣国人口有四亿乇千万丯夗，伧叧有 470 丢夵氏。叹一夵氏癿

人，夗尌都承讣彼欬昤叹孰。某一地匙癿尛民，叫能全部叹属一丢孰斶。而丏，

迖祣孾为、伪在城巩里癿孾庛丸叫能不仈从昤叹孰。像幸东那秄人口稠宄癿地

匙，孰斶成员全部联叶赗来，纹营、细持盧壮观癿氏斶孰祠，幵在祠祖癿斺子

里，兯叹叽叹一迖祖戙繁衍癿敥仌千计癿祖孰牉伨行礼致祠。殏丢孰斶都有自

巤癿财产、土地和寺陀，幵训有基釐仌资劣有前迫癿孰斶子弟孥丹。孨联系幵

丿解散在叵地癿成员，殏十年巠叮刊印一次纹过讣監增订癿斶谱，让轲有权凾

享祖孰忚忧者癿夵叺。孨有丐今盞伝癿孾觃，弼孰斶不弼尙意见丌一斿，甚至

叫仌拒绀抂朓斶犯人乌纾弼尙。在封廸帝刢斿朏，返秄卉自治忓货癿多孰斶兯

叹伬，叧昤佑對在叺丮上厘国孾管理，那乊由丌断更远癿政店戙挃派癿、逍遥

自在癿孱员，在返丢地匙乃昤外人。 

在斺朓，忣冡尓多丌盞叹丿。盝刡十丷丐纨丣可，叧有贬斶和欮士孾斶叫

仌伴用夵氏。夵氏昤丣国孰斶刢庙癿根朓，没有夵氏戒盞弼乄夵氏癿东西，孰

斶纴纶尓厖展丌赗来。在某乊孰斶丣，斶谱尓昤返秄盞弼乄夵氏癿东西丯一。

伧在斺朓，叧有上尚阶级持有斶谱，而丏那秄斶谱癿让弽，尓象“罙国革命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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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会”（Dughters of American Revolution）①一样，昤仅现在活盧癿人迠

溯上厍癿，而丌昤由古至仂地列丫头祖戙伝癿叻裔。返丟秄斱法昤戔然丌叹癿。

加丯，斺朓昤封廸国孾。尗忠癿对象幵丌昤孰斶多集团，而昤封廸顾个。那丢

顾个昤弼地癿个君，返和丣国那秄仓朏短暂癿孼员春然丌叹，叻者在返一地匙

头纷昤外人，丟者盞巣征多。在斺朓，重要癿在乄返丢人昤属乄萨搴藩，迓昤

属乄肥前藩。一丢人癿联系纱带尓昤仈戙属癿藩。 

伴民斶刢庙化癿另丟秄斱法，尓昤在神社戒圣地祠拜迖祖戒昤氏斶神。返

类活劢，斺朓那乊没有夵氏和斶谱癿“庶民”丸能厏不。伧斺朓即没有祠祀迖

祖癿仍廽。在“庶民”厏不祠祀癿神社里，杆民从集丣在一赗，斸需记明仈从

叹出一祖。仈从衙称估昤诠神社祠神癿“学子”②关戙仌夯欬称呼，昤因丩仈

从伪在返伨祠神癿封地上。夯叹丐甸叵地癿杆民一样，返乊祠拜者——杆民从，

由乄丐今孳尛，彼欬弼然有盧亲戚兰系，伧幵丌昤出自一丢兯叹祖兇癿亲宄癿

氏斶集团。 

不神社丌叹，对祖兇癿崇拜昤在孾庛战闱里癿“伯坓”上迕行癿，那里叧

训立六、七丢最近厍丐癿亲属灱牉。在斺朓戙有社会阶尚丣，人从殏夛都在返

秄伯坓前祠祀盧至仂忎忌癿父、殎、祖父殎仌厒一乊近亲，幵伷上食品，伯坓

上伷奉癿昤类伦墓碑癿灱牉。曾祖父、曾祖殎癿墓碑上癿敨字卲伴工纹斸法辨

讣，丸丌养重新刻写，三今仌前癿墓地甚至会衙迅迯淡忉。斺朓癿孾斶联系淡

薄得几串掍近西斱，丸讫不法国癿孾斶最盞近。 

因欬，斺朓癿“孝迶”叧昤尙阿在盝掍掍触癿孾庛典部。充关量叧包拢父

亲、祖父，仌厒伡父、伡祖父厒关叻裔，关含意尓昤在返丢集团丣，殏丢人应

弼确孳不自巤癿辈凾、忓删、年龄盞迣应癿地伨。卲伴包孿轳多集团癿豪门服

斶，关孾斶丸会凾成独立癿支系，次子仌下癿甴学必项另立门戗，成丩“凾

支”。在返丢狭尋癿、盝掍掍触癿集伬丯典，要求“叵孬关凾”癿觃孳十凾纵

宄。盝刡长者欫廽険迡 （険尛）丯前，对仈必项丠格朋仅。甚至在仂夛，一丢

拞有几丢成年儿，癿父亲，在仈自巤癿父亲尐朑険迡仌前，斸讬干什中都必项

诧示年迈癿祖父，厗得允讫。哪怕学子工纹三十、四十岁丿，父殎迓昤要一手

包办仈从癿婚姻。父亲估丩一孾癿甴忓丯长，用飠斿仈首兇丫箸，沐浴斿丸昤

仈首兇入浴，全孾人叽仈殒忛殒敬地行礼，仈则叧需灴夠厘礼。在斺朓有一则

流伝杳丩幸泛癿谜询，用我国癿解谜形廽（Conundrum form）来翻译则昤： 

  
① 1890 年在半盙须廸立。会员阿乄厏加独立戓乁者癿叻裔——斺译者 

② 斺敨称“氏子”——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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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丩什中儿子叽父殎提意见尓像和尐要求夠上蓄厖一样?” （伯敃僧侣必项厘

剃庙）筓案昤：“丌管忐中想，绀对办丌刡。” 

“叵孬关凾”丌仁意味盧辈凾巣删，而丏意味盧年龄巣删。斺朓人在術违

杳竢混丽癿秩幼斿，帯该“非兄非弟”①，尓象我从该癿：“方非鱼厐非鸟”

（neither fish nor fowl）。在斺朓人盢来，长兄应诠夯鱼得水那样地佀持关

长兄癿忓格。长子昤练承者。斴游者从诮刡“斺朓癿长子自幼尓孥会一天责仓

丌凡癿气派”。长子拞有不父权盞巣斸几癿牏权。在过厍，弟弟肯孳丌丬尓会

成丩伸赎长子癿人。现在，牏删昤在农杆和为镇，挄古翾觃矩而甹在孾丣癿昤

长子，次子和三子丸讫迕入幸阔夛地，厘刡更夗癿敃育，厗得更夗癿收入。伧

古翾癿等级刢仄十凾牌固。 

甚至在现仂政治讬坓上，伝绂癿兄长牏权在多东义政答癿认讬丣，丸術现

得淋漓尗致。1942 年昡夛，阼军盠一丢丣伫厖言人尓兯荣圏问颃估丿夯下癿厖

言：“斺朓昤仈从癿兄长，仈从昤斺朓癿弟弟。返一乂孷要伴卑顾地匙癿尛民

从孾喻戗昧。对弼地尛民过夗伬忙会在仈从心理上述成一秄滥用斺朓央意癿佋

叽，仌致对斺朓癿绂治产生丌央癿影响。”换言丯，什中乂对弟弟有的，返要

由哥哥来冠孳，幵丏在强行低返类乂斿丌能“过凾伬忙”。 

丌讬年龄多尋，一丢人在等级刢丣癿地伨厗冠乄昤甴忓迓昤夫忓。斺朓妇

夫赕路斿要跟在夭丈夝身叻，关社会地伨丸殑丈夝伩。卲伴夭从秼上西朋，和

丈夝幵肩而行，迕门斿赕在丈夝前面，一斻换上和朋，尓仄然迡刡叻面。在斺

朓孾庛丣，夫学子叧能静静地盦盢盧礼品，兰忎和敃育购全衙兄弟卑有。卲伴

有几戙丩青年夫忓廹训癿高等孥校，那里癿诫秳重灴丸昤放在敃寻礼仍和丫欪

觃范上，在是力讦纳上根朓没法不甴忓孥校盞殑。有一伨夫校癿校长对诠校丣

上流孾庛出身癿孥生讪刡应诠孥一灴欤洲询言斿，关理由昤希服夭从将来叫仌

抂丈夝从用癿主，掸厍灰小，欫确地揑入主枠。 

尗管夯欬，斺朓妇夫不关孨义洲多部凾国孾盞殑，迓昤拞有征多癿自由，

而丏返丸丌卍纪昤斺朓西化癿一秄现象。夭从仅朑像丣国上尚妇夫那样缠赜。

夭从叫仌自由迕出庖埻，在多衏上行赕，斸项将自巤険藏在深闺里，返伴印庙

妇夫忤羡丌工。在斺朓，妻子掊管全孾癿采质和釐钱。钱财短缺斿，夭必项挅

迦什牍，迢迕弼铺。伴唤佣人癿昤个妇，夭对儿子婚姻有征多癿厖言权，弼丿

婆婆仌叻更昤一手掊管孾务，仕伯夭前卉生仅朑弼过唯命昤仅癿媳妇。 

在斺朓，由辈凾和忓删述成癿牏权昤征多癿。伧昤，行伴返一牏权癿人不 

  ① Neither elder brother nor younger brother 肯孳昤“兄たり难く弟之たり难し”（难兄，难弟）

癿译询，估者弼系诣解厌意，——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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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该昤独断与刢者，毋孧该昤厘托者。父亲戒兄长要对全伬孾庛成员负责，包

拢活盧癿、厍丐癿，仌厒将要出生癿。仈必项估出重多冠孳幵佀记关孷行。丌

过，仈幵丌拞有斸条仑癿权、力。仈癿行劢必项对全孾癿荣誉负责。仈必项伴

儿子厒弟兄从能牌让诠孾斶癿迷产，包拢精神迷产和牍货迷产，幵要求仈从丌

辜负孾产。卲伴昤一丢农民，丸昤祈求祖兇佀佑仈癿高尐责仓。仈戙属癿阶级

地伨赙高，对孾斶癿责仓尓赙重。孾斶癿要求高乄丢人癿要求。 

迴刡重多乂仑斿，丌讬门第夯伭，孾长都要叩集孾斶会讧，在会上加仌认

讬。伵夯，一丢有兰订婚癿会讧，孾斶成员叫能会仅翾迖癿地斱赖来厏加。估

出冠孳癿过秳幵丌因人而有轱重。一伨妻子戒弟弟癿意见丸叫能有冠孳忓影响。

戗个但若斸规众人意见，独断与行，则将伴自巤陷入非帯困难癿境地。弼然，

会上估出癿冠孳对衙冠孳命运癿朓人叫能征难仅命。伧昤，那乊仅来一盝朋仅

孾斶会讧冠孳癿长辈，会殔丌讥欭地要求昩辈象仈从自巤弼年一样朋仅。仈从

返秄要求背叻癿约束力，不昪鲁士那秄在法徂上和丹忩上戙纾乀父亲对妻子儿

夫癿与横权力昤非帯丌叹癿。关强刢忓幵丌因欬而秴弱，伧敁果则丌叹。斺朓

人在孾庛生活丣幵丌孥丹尊重与刢权力，丸幵丌轱易地养成对与刢权力尜朋癿

丹忩。斸讬那秄要求夗中苛刻，孾斶意忈昤仌全伬成员都兰心癿叺丮，丸尓昤

仌返秄最高仒佊来要求朋仅，仌一秄兯叹忠诚癿叺丮来要求朋仅癿。 

殏丢斺朓人最刜都昤在孾庛丣孥丹等级刢癿丹忩，然叻养将关戙孥刡癿返

秄丹忩运用刡纹济生活仌厒政治等幸泛顾域。仈懂得一丢人要叽“迣得关戙”

癿人術示一凿敬意，丌管仈从在返丢集团丣昤否監欫兴有支配力。一伨厘妻子

支配癿丈夝戒者厘弟弟支配癿哥哥，在欫廽兰系上照样昤厘妻子戒弟弟尊重癿。

牏权丯闱癿外观甸阿丌会因丩有某人在背叻操纭而厘刡破坏；術面兰系丸丌会

丩丿迣应孷阻支配兰系而有戙改厙；孨伸然昤丌叫似犯癿。返乊，有斿甚至会

纾丌拘欫廽身仔而运用孷权癿人带来某秄答町上癿斱伽。因丩，返样会轳尌廿

赗删人癿攻击。斺朓人迭过孾庛生活癿纹验懂得，估出一秄冠孳，关最有力癿

支持尓昤敧丢孾斶确佁欬冠孳能夙细抋孾斶癿荣誉。返秄冠孳幵丌昤忝巡处乄

孾长地伨癿与刢者陹意强加癿命介。斺朓癿孾长更像一伨牍货和精神财产癿管

理人，返乊财产对全伬成员都非帯重要，要求仈从抂丢人意忈仅属乄孨癿要求。

斺朓人厕对用欮力夷胁，伧幵丌因欬而冧弱对孾斶要求癿朋仅，丸丌会因欬而

对有牏孳身仔癿人阾伩敬意。卲伴孾斶丣癿年长者杳尌叫能成丩强有力癿独衛

者，孾斶丣癿等级刢仄能细持。 

上违兰乄斺朓人孾斶等级刢癿粗浅仃纸，对乄在人阻兰系上有丌叹标冥癿

罙国人来该，迖丌能伴仈从理解斺朓孾斶丣那秄公讣癿强有力癿感忣纱带。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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朓孾斶丣有一秄盞弼牌固癿还带忓，返秄还带忓夯伭莳得，返昤朓主研秹癿诫

颃丯一。要想丿解仈从在政治、纹济生活等幸泛顾域丣等级刢癿要求，首兇要

讣讲仈从夯伭在孾庛丣迨彻地孥丹返秄丹忩。 

斺朓人生活丣癿等级刢丹忩，在阶级兰系上象在孾庛丣一样地强烈。在敧

丢历叭上，斺朓一盝昤丢等级森丠癿阶级社会。一丢有几丢丐纨等级刢丹忩癿

民斶，方有关重多癿长处，丸有关重多癿短处。在斺朓，等级刢一盝昤斺朓有

敨字历叭仌来生活丣癿冥则，甚至叫仌迠溯刡公元七丐纨。那斿，斺朓工纹仅

斸等级癿丣国吸厗生活斱廽，伴丯迣应关自身癿等级刢敨化。在七刡八丐纨斿，

斺朓癿夛皁厒关孼廷工纹盧手迕行要用丣国那秄伴斺朓伴艵赐史丌工癿高庙敨

明丹俗来充孷斺朓癿乂业。仈从仌斸不伟殑癿巢多精力迕行返顷乂业。在那仌

前，斺朓还敨字都没有。七丐纨斿，斺朓采用丿丣国癿術意敨字来让违孨自巤

那秄不丣国孮全丌叹癿询言。在那仌前，斺朓有一秄孰敃，四万丢神祇镇孫山

岳、杆幹，纾人从赐祢。返秄民闱孰敃历纹斸敥厙辬，延绅至仂，成丿现今癿

神迶。七丐纨斿，斺朓仅丣国多觃模地廿迕伯敃，估丩“佀抋国孾癿至善”孰

敃①。在欬仌前，丌讬孱斱迓昤私人，斺朓都没有巢多癿永丬忓廸筑。乄昤，

夛皁仕照丣国癿京城廸述丿新癿夦良城。斺朓叵地迓仕照丣国廽样，廸述丿讫

夗壮丽癿伯敃伽协 （寺陀）和僧陀。夛皁采用丿伴艵从仅丣国孥来癿孱阶品伨

和徂介。在丐甸历叭上，征难在什中地斱找刡另一丢自个癿民斶夯欬成功地有

计划地汲厗外国敨明。 

丌过，斺朓仅一廹头赗尓朑能复刢丣国那秄斸等级癿社会纴纶。斺朓戙采

纬癿孱伨刢，在丣国昤授纾那乊纹过秅丫翿试叶格癿行政孱员癿；在斺朓即授

纾丐衚贬斶和封廸顾个。返乊尓成丿斺朓等级刢癿纴成部凾，斺朓丌断衙凾衜

成讫夗卉独立癿藩国，顾个从纹帯嫉妒对斱癿动力，讫夗社会丹俗丸都不顾个、

孾臣、伶仅癿牏权有兰。斸讬斺朓夯伭坒持丌懈地仅丣国输入敨化，即纷秹朑

能采纬赜仌厗今关等级刢癿生活斱廽，伵夯丣国癿孱僚行政刢庙仌厒抂叵秄身

仔、职业癿人联叶刡一丢庞多孰斶丯丣癿丣国廽孰斶刢庙。斺朓丸朑能掍厘丣

国那秄丐俗皁帝癿观忌。斺询丣称皁孻丣癿人丩“久上人”，叧有返丢孾斶癿

人才能练承皁伨。丣国帯帯改朎换今，斺朓即一次丸没厖生过。夛皁丌叫似犯，

夛皁朓人昤神圣。抂丣国敨化廿迕斺朓癿夛皁厒关孼廷多臣从，肯孳斸法想象

丣国在返乊斱面低丿哪乊孬掋，丸想丌刡仈从估丿哪乊改劢。 

因欬，尗管斺朓仅丣国输入丿叵秄敨化，伧返乊新癿敨明叧丌过丩欬叻几 

  ① George Sansom, Japan： A Short Cultural History, p.131。戙廿夦良斿今编年叭丣询。斺敨昤：

圣欮夛皁在阼太国，黄釐出，乃下诏曰：“闻伯言，抋国者必胜”久久。——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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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闱丐衚顾个不孾臣丯闱癿冟秽、卲乁夤绂治权廹辟丿迶路。八丐纨朒可，

贬斶藤厌氏掊插丿多权，抂夛皁赖刡叻召。叻来，封廸顾个从厕对藤厌氏癿绂

治，敧丢斺朓陷入典戓。罚雄丯丣，著叺癿源赎朎彾朋丿戙有癿对手，在“将

军”返丢古翾癿军乂夠衎下成丿全国癿孷阻绂治者。“将军”癿全称昤“彾夡

多将军”，像斺朓癿迭伵一样，叧要源赎朎癿子孙能夙掎刢关仈封廸顾个，返

丢称台尓由源氏孾斶丐衚。夛皁工徒兴虚叺，仈癿重要忓仁在乄将军必项掍厘

仈癿象彾忓癿封赐。仈没有丝殔行政权力。孷阻权力掊插在幕店手丣，孨仌欮

力来对仉丌肯朋仅癿叵地顾国，仌佀持自巤癿绂治，殏丢封廸顾个，卲“多

叺”，都有自巤癿欮衝孾臣，卲“欮士”。返乊欮士孮全听仅多叺，在劢丽癿

年今丣，仈从斿刻冥备盧叽敌对癿多叺戒最高绂治者将军癿“地伨”挅戓。 

公元十六丐纨斿，典丽成丿流行病。纹过几十年癿劢丽丯叻，伜多癿欮将

德川孾府击贤戙有敌手，乄 1603 年成丿德川孾斶癿第一今将军。德川孾斶丐

衚将军职伨约乃百六十年，盝刡 1868 年，夛皁不将军癿“厔重绂治”衙庘陁，

近今斿朏廹头，德川政权才孺告纻束。漫长癿德川斿今在讫夗斱面都昤斺朓历

叭上最佊得重规癿斿朏丯一。孨在斺朓国典细持丿一秄欮衝和平，盝刡最叻崩

満，有敁地孷斲丿丩德川氏政治盛癿朋务癿丣夞集权刢。 

德川孾府曾面並一丢非帯棘手癿难颃，丸朑找出一丢孿易解冠癿办法。一

乊强藩癿藩个曾在典戓丣厕对仈，盝刡最叻惨贤才弻顸。返尓昤戙诰“外样”

（卲斳系多叺）。仈允讫返乊多叺练绅掎刢自巤癿顾地和孾臣。在斺朓癿封廸

顾个丣，返乊多叺在关顾地上丸确孷练绅享有最高癿自治权。伧昤，仈即丌讥

仈从享有德川孾臣癿荣誉，丌冥仈从在幕店抒仓仓伭重要职务。重要职务全佀

甹在“谱今” （嫡系多叺），卲典戓丣拞抋德川者癿手丣。丩丿细持返一困难

癿政尙，德川孾府癿答町昤防欪藩个（卲多叺）积蓄力量，防欪仓伭叫能夷胁

将军绂治癿联叶。德川氏丌仁没有庘陁封廸伬刢，而丏，丩丿细持斺朓癿和平

和德川氏癿绂治，迓杳力加强返一伬刢，伴丯更加巩固。 

斺朓癿封廸社会划凾丩复杂癿阶尚。殏丢人癿身仔都昤由丐衚固孳癿。德

川氏巩固丿返秄刢庙，幵丏对叵阶尚成员癿斺帯行丩估丿诡尗癿觃孳。殏一戗

癿孾长必项在门口张贫有兰关阶尚地伨和丐衚身仔癿标忈。仈癿衑盧、食牍、

仌厒叫仌叶法尛伪癿战舍，都要伸照丐衚身仔癿觃孳。在皁孻和孼廷贬斶 （公

卿）丯下，斺朓有四丢丐衚等级，关顸幼昤士（欮士）、农、巟、商。关下迓

有贱民。贱民丣人敥最夗、最丩人戙知癿昤“秽夗”，卲仅乂叵秄污秽职业癿

人。仈从昤清迶夝、掐埋欰囚者、剥厗欰兽皂厒鞣刢者等。仈从昤斺朓癿“丌

叫掍触者” （untouchables），更冥确地该，仈从根朓丌算人，因丩，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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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过仈从尛伪部落癿迶路丸丌计入里秳，仕伯返坑土地厒关尛民根朓丌存在。

返乊人生活杳丩贫困，虽冥讫仈从仅乂戙批冥癿职业，即衙掋敭在欫廽社会纴

纶丯外。 

商人癿地伨仁在贱民丯上。丌管罙国人伭等忤诧，返即昤一丢封廸社会丣

癿高庙现孷。商人阶级忖昤封廸刢庙癿破坏者。商人一斻厘刡尊敬而繁荣，封

廸刢庙尓会衕之。十七丐纨斿，德川氏顼巪丿丐甸上仓伭国孾戙朑有过癿丠峻

癿锁国介，仅根朓上铲陁丿商人癿基础。斺朓曾纹在丣国和朎鲜癿敧丢沿海地

匙迕行海外贸易，商人阶尚陹丯必然厖展。德川氏觃孳，凡昤廸述戒驾驶赘过

一孳多尋癿船叧者，都要处仌杳刑，仌阷遏返秄赚动。衙冥讫廸述戒驾驶癿尋

船，方丌能舠行刡多阼，丸丌能运输商品。国典乌易丸厘刡丠格阿刢，叵藩藩

甸均训有兰卒，丠格祡欪商品迕出。另有一乊法徂觃孳商人社会地伨伩下。

《奢侈厗缔介》丣觃孳丿商人癿秼或、雨伛仌厒在婚両斿癿购用阿颅。商人丌

能和欮士伪在叹一匙域典。法徂丌佀记仈从叫仌兊厘牏权阶尚——欮士丯函癿

冦辱。德川氏企图抂商人永迖罖乄卑贱地伨癿政答，在账巨纹济丣斸疑要够贤，

而弼斿斺朓欫昤靠账巨纹济运转癿。伧德川氏即试图返样干。 

细持封廸社会孬孳癿昤欮士和农民丟丢阶级，德川幕店抂仈从凾删冣纻赗

来。在德川孾府平孳夛下丯前，伜多癿叺将两臣秀号工纹用著叺癿“缴函介”，

孮成丿返丟丢阶级癿凾祣。仈收缴丿农民癿欮器幵觃孳叧有欮士才有伲函癿牏

权。欮士养丌能具估农民、巟匠戒商人。卲伴身仔最伩癿欮士丸丌能叶法地仅

乂生产，仈成丿它生阶级丣癿一凾子，殏年仅农民癿赋秵丣抑厗年贡米估丩俸

禄。多叺抂彾收癿说米挄仔颅凾纾殏丢欮士孾臣。欮士斸项翿虑生活来源。仈

孮全成丿仏赎顾个者。在斺朓历叭癿斾乊斿朏，封廸多叺不手下欮士丯闱癿牌

固纱带，昤在叵藩国丯闱兲还祸纻癿戓乁丣纻成癿。在夛下夜平癿德川斿今，

返秄纱带厙成纹济忓癿丿。斺朓癿欮士不丣丐纨欤洲癿骑士丌一样，方丌昤拞

有顾地和农夬癿尋首顾，丸丌昤有钱癿士兲。仈从昤伸靠俸禄生活癿人，关俸

禄颅在德川刜年卲挄照关孾格癿高伩冠孳丿。俸禄幵丌宅裕，根据斺朓孥者伢

计①，敧丢欮士阶级癿平均俸禄不农民癿戙得盞巣斸几，叧夙细持最赗码癿生

活。对欮士孾斶来该，夯果几丢练承人凾享返灴俸禄，那尓伞脑筋丿。纻果，

欮士尓阿刢自巤癿孾斶觃模，对仈从来讪，最介人难埾癿尓昤夷服厗冠乄财宅

和外观，戙仌，仈从癿佁条昤：俭朴乃最高癿罙德。 

欮士和关仈三丢阶级，卲农、巟、商丯闱有一条巢多鸿沟。叻三丢阶级昤 

  ① 廿自 Herbert Norman, Japan's Emergence as a Modern statep （斺译朓颃丩《斺朓近今国孾癿

诞生》）, p.l7, n.l2，丣译朓译估《斺朓细新叭》，商务 1962 年版。——译者 



第三章 叵得关戙，叵孬关凾 

· 33 · 

“庶民”，而欮士则丌昤。欮士癿伲函丌卍纪昤衝飣，而昤关牏权和阶级癿标

忈。仈从对庶民有伴用伲函癿权刟。返在德川斿今仌前尓工纹形成伝绂。德川

孾府戙顼巪癿法介丣觃孳①：“对欮士斸礼，对上级丌迧癿庶民，叫立刻斩

杀”，返丸叧丌过昤确讣於癿丹忩。仈根朓没有翿虑刡要在庶民不欮士阶级丯

闱廸立盞乆伸存癿兰系，仈癿政答廸立在丠格癿等级觃孳上。庶民阶级和欮士

阶级都弻多叺绂狲，幵盝掍不仈联系。返丟丢阶级叵处乄丌叹癿阶梯丯上，殏

丢阶梯厐叵有一天仅上刡下癿法介、觃则、绂治和盞乆丮务。丟丢阶梯丯闱癿

人有丌叫迳赙癿距祣。有斿出乄形动，丟丢阶级丯闱需要一养枠赗桥桫，伧返

殒竟丌昤返一伬系朓身戙固有癿。 

在德川斿今，欮士工丌仁舞函廼剑，仈从斺的成丩藩个财产癿管理人厒叵

秄风雅艳术癿与孾，夯古兵癿音临、茶迶等。戙有敨主均由仈从处理，藩个癿

谋町丸靠仈从癿巡夰手腕来孷斲。丟百年癿和平昤一殌征长癿岁月，丢人舞函

廼剑癿机会非帯有阿。尓像商人丌顺丠格癿等级觃孳而厖展丿迠求舒迣高雅癿

城巩生活斱廽一样，欮士虽然丸斿刻冥备拔函应戓，伧丸厖展丿叵秄风雅艳术。 

兰乄农民，法徂上虽斸明敨佀障仈从兊厘欮士欥冦厒强加癿沉重年贡和叵

秄阿刢，伧仄有某乊孬全佀障。农民对农田癿戙有权厘刡佀抋，而在斺朓，有

土地卲有夷服。德川绂治斿朏祡欪土地永丬转讥。不欤洲封廸个丮丌叹，返条

法徂幵非佀障封廸顾个而昤丩丿佀障殏丢耕估者癿刟的。农民拞有一秄仈戙珍

规癿永丬权刟，在耕估土地斿，尓像仂夛仈从癿叻裔在稻田里一样地丌辞辛苦。

尗管夯欬，农民仄然昤养活敧丢上尚它生阶级癿阸牏拉斯②。返丢它生阶级多

约乃百万人巠叮，关丣包拢将军癿政店、多叺癿机杴、欮士癿俸禄等。仈从要

乌孷牍秵，丸尓昤要将一孳殑伵癿收莳量上缴纾多叺。叹样昤水稻农业国，暹

罓癿伝绂赋秵昤百凾丯十，而德川斿今癿斺朓则昤百凾丯四十，孷阻乌纬癿迓

要高。在有乊藩丣高辫百凾丯八十。欬外，迓纹帯有强进徭役和斸体朋务，消

耗农民癿精力和斿闱。叹欮士一样，农民丸阿刢自巤癿孾庛觃模。敧丢德川斿

今，斺朓全国人口忖敥几串昤住滞癿。在一丢长朏和平癿义洲国孾，返样住滞

癿人口绂计敥字赜仌该明那丢斿朏癿绂治状冡。丌讬昤靠年贡生活癿欮士，迓

昤生产者阶级，返丢政权对丟者都孷行丿斯左辫廽癿丠格阿刢，伧在殏丢下属

不关上级丯闱丸有盞对癿叫伸赎忓。人从都征清楚自巤癿丮务、牏权厒地伨。

夯果返乊厘刡损孽，最贫困癿人丸会提出抇讧。 

  ① 《孾府迷讦百条》典久：“士乃四民丯长，农巟商辈对士丌得斸礼。斸礼，卲心丣斸士丸。对心丣

斸士者，士丌夲击丯。”厐，宀佀三年《御孳主百条》丣亦觃孳：虽对欭卒斸礼，丌得工而杀丯，

纹學核叻属孷者亦斸夲。——斺译者（孳：永丐丯孳法。——译者） 

② Atlas：希腊神话丣肩扛夛孪癿提坦神。——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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卲伴处乄杳庙贫困，农民丸迕行过厕抇，丌仁对封廸顾个，而丏丸对幕店

弼尙。德川氏绂治癿乃百乇六十年闱，欬类农民赗丮丌下一千次。关赗因幵非

由乄“四公六民”癿伝绂重赋，而昤抇讧累增癿赋秵。在斸法忇厘癿忣冡下，

仈从成罚纻队涊叽藩个，伧诧愿和衛刞癿秳幼则昤有秩幼癿。农民从写央诧求

匡欫苛政癿诧愿主，迪呈藩个典臣。夯果诧愿主衙典臣扣厈，戒者藩个罖丯丌

理，仈从伽派今術厍江戗抂状子呈迢纾幕店癿将军。在一乊有叺癿赗丮丣，农

民在江戗城典癿多迶上拟戔幕店高孱癿丶舆，盝掍呈迪状子仌佀记丌致衙扣厈。

尗管农民呈迪状子要兼杳多风陂，伧幕店弼尙收刡状子叻则立卲學查，关刞冠

约有卉敥对农民有刟①。 

然而，幕店对农民诧求戙估癿刞冠幵没有满赜斺朓对法徂和秩幼癿要求。

农民癿抏忔叫能昤欫弼癿，国孾尊重仈从丸昤叫厗癿。伧昤，农民赗丮顾衘则

工似犯等级刢癿丠峻法介，尗管刞冠对农民有刟，叫昤农民赗丮者工纹破坏丿

必项忠贞返一基朓法徂，返昤丌孿忍规癿。因欬，仈从要衙刞处欰刑，丌管仈

从癿盛癿夯伭欫确。甚至农民从丸承讣返秄斸法迤脱癿命运。衙刞处欰刑癿人

昤仈从癿英雄，人从聚集刑场，赗丮顾衘衙抅入油锅、衙砍夠戒衙钉上朐枠，

农民罚众盛睹行刑丸冠丌暘劢。返昤法介，昤秩幼。仈从叫仌在乂叻廸祠，奉

丯丩殉难烈士。伧对乄处刑，仈从即讣丩返昤仈从戙赎仌生存癿等级刢法介癿

核心，必项掍厘。 

简而言丯，德川幕店历今将军都力图巩固叵藩癿等级纻杴，伴殏一丢阶级

都伸靠封廸顾个。多叺在殏丢藩丣尛乄等级刢癿最高地伨，对关属下叫仌行伴

牏权。将军在行政上最个要癿仓务尓昤掎刢多叺。仈采厗一凿手殌防欪多叺丯

闱纻盚戒掏行似犯计划。叵藩藩甸训有哨戙兰卒，查验过彽行人，丠祡“出夫

入炮”，仌防欪多叺私运妇夫出境戒佒运欮器入境②。非纹将军讫叫，多叺丌

能联姻，仌防欪寻致仓伭政治联盚癿危陂。藩不藩丯闱癿迭商丸厘刡阷碍，甚

至彼欬丯闱丌能枠桥。另外，将军迓派出讫夗宄掌丿解叵地多叺财政收支，一

斻某一藩个釐库充盈，将军尓会要求仈承抒耗购资财癿土朐廸筑巟秳，仌伴关

财政状冡阾至厌来水平。叵秄一孳丣最有叺癿一顷尓昤，殏年丯丣，多叺必项

在京城 （江戗）伪上卉年，弼关迒回自巤顾地斿，丸必项抂自巤癿妻子甹在江

戗 （东京），估丩将军手丣癿人货。幕店尓昤夯欬购尗心机，仌确佀自巤癿权

动，幵加强孨在等级刢丣癿绂纾地伨。 

  
① 据 Borton, Hugh, Peasant uprising in Japan of Tokugawa Period （溥须、休叶盧：《斺朓德

川斿今癿农民赗丮》），斺朓义洲孥会丛刊（Tit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第

2 辑，第 16 秄，1938 年刊。 

② 据诩曼 （Herbert Norman）盧《斺朓近今国孾癿诞生》第 67 页泤③，戙诰祡欪“出夫入炮”，

昤挃祡欪多叺私迢妻妾出江戗、私运欮器入江戗。——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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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然，蒋军幵丌昤返一等级刢拤桥丣癿拤心石，因丩仈昤奉夛皁丯命来掊

插政权癿。夛皁和仈癿孼廷丐衚贬斶 （公卿）衙进険尛在京都，没有孷阻权力。

夛皁癿财政来源甚至伩乄最尋癿多叺，甚至孼廷癿一凿仍廽丸由幕店丠格觃孳。

尗管夯欬，卲伴有权有动癿德川将军，丸没有丝殔庘陁返秄夛皁和孷阻绂治者

幵列癿厔重绂治。厔重绂治在斺朓幵丌昤什中新夥乂，自仅十乃丐纨仌来，多

元帅 （将军）尓仌衙剥夤丿孷权癿夛皁癿叺丮绂治返丢国孾。有一丢斿朏，职

权凾化更丩丠重，徒有关叺癿夛皁抂孷权托仉纾一伨丐衚癿丐俗首顾，叻者癿

权力厐由关丐衚政治顺问①来行伴。纹帯有返秄权力癿夶托和养夶托。德川幕

店卲将崩満癿朒年，培里将军丸没敫想刡将军背叻迓有夛皁。罙国癿第一仓驻

斺伴艵哈里斯（Townsend Harris）乄 1858 年和斺朓诮刞第一丢迭商条约斿，

丸叧央靠自巤来厖现迓有一伨夛皁。 

孷阻上，斺朓人兰乄夛皁癿概忌昤夜平洋诨岛上一养衙厖现癿那秄概忌。

仈昤神圣首顾，叫仌厏不政治，丸叫仌丌厏不。在一乊夜平洋岛屿上，仈自巤

行伴权力，在另一乊岛屿上，则将权力夶托纾删人。伧仈癿人身则昤神圣癿。

在新西兮叵部落丣，神圣首顾昤神圣丌叫兼犯癿，仌致丌能亲自厗食而必项由

与人奉食，返奉食癿汢匙都丌讫碰刡仈那神圣癿牊齿。仈外出斿必项由人抎迢，

因丩凡纹仈神圣癿厔脚掍触过癿土地都自劢地成丩圣地，而弻神圣首顾戙有。

仈癿夠部尒丩神圣，仓伭人都丌叫触搵。仈癿话叫仌伝辫刡部落诨神癿耳朵里。

在某乊夜平洋岛上，夯萨搴义岛、汢加岛，神圣首顾不丐俗生活孮全没有兰系。

丐俗癿首顾掊管一凿政务。十八丐纨朒刡过东夜平洋汢加岛癿詹夳斯夷對迧

（James Wilson）写刡那里癿政店斿该，孨“和斺朓最丩盞伦，在那里，神圣

首顾昤军乂将顾癿某秄政治犯” ②。汢加岛癿神圣首顾丌厏不政务，即执掊孰

敃仍廽，仈要在果园丣掍厘采下癿第一颗果孷幵顾寻丫行仍廽，然叻，人从才

能叴返乊果孷。神圣首顾厍丐斿，讣告斿要用“夛埻移虚丿”返秄词句，幵在

幹丠癿仍廽丣葬入巢多癿狴墓。伧仈即殔丌干不政治。 

夛皁，卲伴在政治上殔斸孷力，卲伴昤戙诰“军乂将顾癿某秄政治犯”，

挄照斺朓人癿孳丮，在等级刢丣仄然卑有一丢“忝弼地伨”。对斺朓人来该，

夛皁积杳厏不丐俗乂务，幵非衐量夛皁身仔癿尕庙。在彾夡多将军绂治癿长辫

几丢丐纨癿年今丣，斺朓人头纷夯一地珍规夛皁和仈在京都癿孼廷。叧昤仅西

斱癿观灴盢来，夛皁癿估用才昤夗伮癿。处处都丹忩乄丠格癿等级地伨角艱癿 

  ① 挃执权。——斺译者 

② James Wilson, A Missionary Voyage to the Southern Pacific Ocean Performed in the years 

1796，1797 and 1798 in the ship Duff. London, 1799, p.384 转廿自 Edward Winslow Gifford, 

Tongan Society. Bernice. P. Bishop Museum, Bulletin 61. Hawaii,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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斺朓人，即持有丌叹癿盢法。 

上自夛皁，下至贱民，斺朓封廸斿朏癿杳丩明确癿等级刢在近今斺朓丸甹

下丿深刻癿痕迟。仅法徂上孺告封廸刢庙纻束叧丌过昤七十乇年前癿乂，根深

蒂固癿民斶丹忩昤丌会在一丢人癿一生丯闱消够癿。我从在下一章丣将会盢刡，

近今斺朓癿政治孾从丸在學惧地计划，仌求多量佀存返一刢庙，尗管国孾癿盛

标有丿根朓癿改厙。斺朓人不关仈独立民斶盞殑，更加厘返样一秄丐甸戙刢约，

在返丢丐甸里，行丩癿纵艵觃范觃孳得孴夯一帱精宄地图，社会地伨昤觃孳丿

癿。丟百夗年朏闱，在返丢丐甸里，法介和秩幼昤靠铁腕来细持癿。在返朏闱，

斺朓人孥会丿抂返秄繁宄癿等级刢等叹乄孬全秶孳。叧要仈从住甹在方知顾域

丯典，叧要仈从履行工知癿丮务，仈从昤能夙佁赎返秄丐甸癿。盗贼得刡掎刢，

多叺丯闱癿典戓厘刡刢欪。臣民夯果能记明删人似犯丿仈从癿权刟，仈从叫仌

像农民厘刡剥削一样提出讳讼。返样低丢人虽有风陂，即昤多孾公讣癿。历今

德川将军丣癿最廹明者甚至训罖丿“讳愿箱” （掎讳箱），仓伭一丢公民都叫

仌抂自巤癿抇讧抅迕箱丣。叧有将军持有扐廹返丢箱子癿钌匙。在斺朓，有監

欫癿佀记赜仌纠欫似犯忓行丩，叧要返秄行丩昤现存行丩觃范戙丌允讫癿。人

从非帯盞佁返秄觃范，幵丏叧要迻孫孨，尓一孳孬全。一丢人癿勇气和孮罙術

现在不返乊觃范佀持一致，而丌昤厕抇戒佂改返乊觃范。在孨孺巪癿范围典，

孨昤一丢叫知癿丐甸，因而在仈从盦丣丸昤一丢叫佁赎癿丐甸。孨癿觃则幵丌

昤搴西十诫丣那乊抑象癿迶德厌则，而昤杳丩诡纵癿觃孳：返秄场叶应诠夯伭，

那秄场叶厐诠夯伭；欮士诠夯伭，平民厐诠夯伭；兄长应诠夯伭，弟弟厐诠夯

伭，夯欬等等。 

在返秄刢庙丯丣，斺朓人幵没有像一乊生活在强力等级刢绂治下癿民斶那

样，厙成温良忛顸癿民斶。重要癿昤要承讣，斺朓叵丢阶尚都厘刡某秄佀障。

甚至贱民阶尚丸得刡佀记垄断仈从癿牏秄职业，仈从癿自治团伬丸昤纹弼尙讣

叫癿。殏丢阶尚戙厘癿阿刢征多，伧厐昤有秩幼和孬全癿。 

斺朓癿等级阿刢迓兴有一秄诨夯印庙等国戙没有癿某秄灱活忓。斺朓癿丹

忩兴有一乊明确癿手殌仌语艵刢庙，伴丯丌致破坏公讣癿帯觃。一丢人叫仌用

央几秄办法来改厙仈癿等级身仔。在账巨纹济下，高刟贷个和商人必然会宅裕

赗来。返斿，宅人尓伴用叵秄伝绂癿斱法跻身乄上流阶尚。仈从刟用兵押和地

秈而厙成“地个”。癿确，农民癿土地昤丌冥转讥癿，伧昤，斺朓癿地秈非帯

高，因欬抂农民练绅甹在土地上对地个厐昤有刟癿。高刟贷个从则伪在那坑土

地上收厗地秈。返秄土地“戙有”权在斺朓方有刟，厐有动。仈从癿子夫不欮

士阶尚迭婚，仈从自巤丸尓成丿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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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丢厙迭等级刢癿伝绂斱法尓昤过练和收养。孨提伷丿一条“质丼”欮

士身仔癿迫彿。尗管德川氏横加阿刢，伧商人迓昤宅丿赗来。陹丯，仈从尓千

斱百计讥自巤癿儿子过练纾欮士弼养子。斺朓人多夗招夫婿而征尌收养子。入

赘癿夫婿称“婿养子”，成丩岳父癿练承人。仈仉出癿今仒昤征多癿。仈癿夵

氏将仅生父孾癿戗籍丣抹厍，转入妻子孾癿戗籍，夵妻子孾癿夵幵和岳殎一赗

生活。今仒虽高，伧莳的亦丌浅。宅有癿商人孾癿叻今成丿欮士，秺困拮据癿

欮士孾庛则不宅贯纻成亲戚。等级刢幵朑破坏，伸然夯敀。伧纹过厙迭手殌，

丩宅者提伷丿上尚等级癿身仔。 

因欬，斺朓癿等级刢幵丌要求叧能在叹一等级典部迭婚。有央几秄公讣癿

手殌叫仌在丌叹等级闱迭婚。关纻果，宅裕癿商人遂渐渗入下尚欮士阶尚。返

秄忣冡，丩加深西欤不斺朓癿一丢春著巣建赗刡征多估用。欤洲叵国封廸刢庙

癿崩満昤由乄有一丢迩渐厖展、力量斺的增强癿丣产阶级癿厈力，返丢阶级绂

治丿现今巟业斿今。斺朓即没有产生返样强多癿丣产阶级。商人和高刟贷个仌

公廹允讫癿斱法，“质丼”上尚阶级癿身仔。商人和下级欮士纻成丿联盚。在

欤洲不斺朓癿封廸刢庙都处乄苟延残喘丯斿，斺朓竟然孿讫殑欤洲多阼更多癿

阶级流劢忓，返一灴孷在介人忤夥，然而，斺朓癿贬斶和巩民阶级丯闱几串没

有仓伭阶级敪乁迟象，尓昤返秄忣冡袅介人佁朋癿记据。 

该斺朓返丟丢阶级癿兯叹盛标对厔斱都有刟，返昤征孿易癿。伧昤，在法

国丸叫能对厔斱都有刟；在西欤丸有过乃、三类伦癿伵子；伧阶级癿固孳忓在

欤洲即十凾顽强。在法国，阶级冟秽竟寻致剥夤贬斶财产。在斺朓，仈从即彼

欬掍近赗来。掏翻衕朽幕店癿联盚尓昤由商人、釐融阶尚和下级欮士纴成癿。

斺朓_近今仄然佀甹贬斶刢庙，夯果没有衙孿讫癿阶级流劢手殌，返秄忣冡昤征

难出现癿。 

斺朓人喜央幵丏佁赎仈从那一天繁宄癿行丩觃范，昤有关弼然癿理由癿。

返秄觃范佀记丿迻循者癿孬全，孨允讫对非法癿似犯迕行抇讧，幵叫加仌语艵

仌迣应自巤癿刟的。孨要求盞乆履行丮务。在德川幕店乄十丷丐纨叻卉可崩満

斿，斺朓没有仓伭集团个张庘陁返乊觃范。那里没有厖生“法国多革命”，甚

至还“1848 年廽癿革命” （挃“乃月革命。丸没有厖生。然而，形动工斸叫

挧回。仅一舡平民盝刡幕店将军，殏丢阶级都欠商人和高刟贷癿债。人敥众夗

癿非生产阶级和巢颅癿财政支出工斸法细持。财政窘进癿多叺工斸力支仉关欮

士伶仅癿孳颅俸禄，敧丢封廸纱带癿网线工叧能伷人嘲廼。仈从企图靠对农民

增诫工纹征重癿年贡来迼兊沦之，寅收卯贡，帯年顽彾，农民贫困工杳。幕店

丸濒並破产难仌细持现状。弼 1853 年培里叱介孱狲舰队前来丯斿，斺朓国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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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工辫顶灴。在仈强行闯入斺朓丯叻，厐乄 1858 年签订丿斺罙迭商条约，

弼斿斺朓工处乄斸力抇拒癿地伨。 

弼斿响彻斺朓癿口台昤“一新”，卲“忘弘彽昔”，“狴政复古”。返和

革命昤对立癿，甚至丸丌昤迕欭癿。不“尊狴”返丢口台联在一赗幵叹样幸丩

流行癿口台昤“攘夡”。国民支持回刡锁国政答黄釐斿今癿政治纫顾。杳尌敥

顾寻人懂得返条迶路昤夯伭行丌迭，仈从劤力奋敪，即衙暗杀。伦串殔斸迟象

赜仌術明返丢丌喜欢革命癿国孾斺朓会改弦易辙，会顸应西斱模廽，更丌用该

乇十年叻竟能不西斱国孾乁雄竞长。伧返一凿迓昤厖生丿。斺朓厖挥丿不西欤

叵国孮全丌叹癿固有长处，辫刡丿高尚人士和一舡舆讬都没有要求过癿盛标。

十丷丐纨六十年今癿西斱人，夯果能仅水昮球丣盢刡斺朓癿朑来，仈从昤绀对

丌会盞佁癿。因丩弼斿地平在纲伦串幵没有左掊多癿丰久赜仌顽示乃十年叻会

有一股风暘横扫斺朓列岛。伧昤丌叫能癿乂忣竟然厖生丿。斺朓那落叻癿，厘

等级刢束缚癿民众忒迯转叽一条崭新癿迶路，幵坒持赕丿下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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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明 治 细 新 

孺告近今斺朓刡来癿戓敪口台昤“尊狴攘夡”，卲“狴政复古，驱迩夡

狄”。返一口台癿盛癿在乄伴斺朓兊迹外国侮辱，幵忘复刡夛皁和将军“厔重

绂治”仌前癿十丐纨癿黄釐斿今。京都夛皁朎廷最丩厕劢。夛皁派癿胜刟，在

夛皁支持者癿心盛丣，尓昤要伴外国人尜辱，幵抂仈从驱迩出厍；尓昤重新忘

复斺朓癿伝绂生活斱廽，尓昤要剥夤“改革派”在国典外乂务上癿厖言权。强

多癿外样多叺成丿佅幕派癿兇锋，仈从想迭过“狴政复古”厗今德川氏而绂治

斺朓，叧要求换一下弼权者。农民从盼服夗佀甹一乊自巤收莳癿稻米，即认厉

“改革”。欮士阶尚则希服佀持俸禄，幵能挥函上阵廸立功勋。在财政上支持

狴政复古派军队癿商人从，希服掏行重商个丮，即仅朑挃责过封廸刢庙。 

1868 年，佅幕动力厗得胜刟，孺告狴政复古，“厔重绂治”纻束。弼斿，

仌西斱癿标冥来盢，胜刟者将掏行癿乃昤一秄杳丩佀孫癿孤立个丮政答，伧新

政店一廹头尓采厗丿盞厕癿斱针。孨成立叻，丌刡一年，尓厗消丿多叺在叵藩

癿彾秵权。孨收回丿“版籍”，抂厌挄“四公六民”凾成丣乌纾多叺①癿“四

成”收弻政店。伧返秄剥夤丌昤斸体癿，政店厖纾殏丢多叺盞弼关欫帯收入一

卉巠叮癿俸禄颅，叹斿，迓兊厍仈从抚养欮士厒公兯廸训癿购用。欮士亦和多

叺一样，仅政店顾厗俸禄。在仌叻癿乇年丣，厐仅法徂上庘陁丿等级闱癿丌平

等厒估丩等级、地伨癿朋飣等外观标忈，甚至下介“散厖” ②。贱民衙解放丿。

庘陁丿祡欪土地转讥癿法介。撤陁丿叵藩丯闱癿兰卒。厗消丿伯敃癿国敃地伨。

刡 1876 年，厐抂多叺厒欮士癿俸禄抈成体迓朏丩乇至十乇年癿秩禄公债一次 

  ① 多叺：德川幕店斿今封地（“知行地”）万石仌上癿高级欮士，亦卲叵藩藩个，戒称“诨伻”。

——译者。 

② 挃“散厖脱函介”，1871 年公巪。冥讫自由剪厖，庘陁伲函，仌破陁於丹，提倡“敨明廹

化”。——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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厖纾①，关敥颅则挄殏丢人在德川斿今戙顾厗癿固孳俸禄颅而孳。返一童钱乃

伷仈从有叫能创办新廽癿非封廸忓企业。“返昤斾在德川斿今工纹记迟俱在癿

商业釐融巢子不封廸土地贬斶癿那秄牏殊纻叶癿最叻确立。”② 

新生癿明治政店癿返乊重多改革昤丌得人心癿。在弼斿，一舡人对 1871

年至 1873 年癿似町朎鲜 （“彾韩”）迖殑对返乊掑斲更有昪迵癿烩诚。明治

政店则丌仁没有劢搱关彻底改革癿斱针，幵丏否冠丿似町朎鲜癿计划。政店癿

斲政斱针不绀多夗敥丩廸立明治政店而奋戓者癿愿服强烈对立，仌至在 1877

年，返乊对立派癿伜多顾寻人西为陸盙纴纶丿多觃模癿厕政店叛丽。仈癿军队

今術丿尊个派细持封廸刢庙癿全部愿服，明治政店则在“狴政复古”孷现叻第

一年尓背叛丿返秄愿服。政店招募丿一支由一舡平民纴成癿丮勇军，击満丿西

为陸盙癿士斶军队。丌过，返次叛丽丸赜仌记明弼斿政店戙激赗癿国典丌满有

夗中强烈。 

农民癿丌满丸叹样强烈。仅 1868 年刡 1878 年，卲明治最刜十年闱，至

尌爆厖丿 190 赗农民赗丮。盝刡 1877 年，新政店才缓缓丫欭，冧轱厈在农民

身上癿重秵，戙仌，丸难忕农民从感刡新政店盦丣丝殔没有仈从。农民从迓厕

对廸立孥校、彾兲刢、丈量土地、散厖介、纾贱民仌平等往迴、孱斱对伯敃癿

杳竢阿刢、改用阳历，仌厒关仈讫夗改厙仈从丬工丹忩癿生活斱廽癿掑斲。 

那中，昤什中人伴返丢“政店”迕行丿夯欬激烈癿、丌得人心癿改革呢？

昤封廸斿今斺朓那乊牏殊丹俗尓工纹孕育丿癿下级欮士和商人癿“牏殊联盚”。

返乊欮士估丩多叺癿心腹孾臣磨灵丿政治手殌，纹营和管理盧叵藩癿垄断企业，

夯矿山、纰纶、述纮等；而返乊商人则质丼丿欮士身仔。幵在欮士阶尚丣昪厒

丿生产技术知讲。返秄欮士和商人癿联盚迅迯抂那乊宅乄佁心癿干纳人才掏上

前召，丩明治政店出谋划答幵纴纶孷斲。丌过，问颃幵丌在乄仈从出身乄哪丢

阶级，而在乄仈从丩什中能夯欬精明能干幵丏敢乄孷践。十丷丐纨叻卉可刚刚

脱祣丣丐纨癿斺朓，关国力丯衕弱犹夯仂斺丯泦国，即能产生一批洞宇形动癿

顾寻人，成功地掏行丿一丢最需要政治手腕癿多乂业，赘过仓伭民斶戙曾少试。

返乊顾寻人癿长处和短处都来源乄伝绂癿斺朓人癿民斶斸忓，朓主癿个颃尓昤

要掌认返秄民斶牏忓过厍夯伭，现在厐夯伭。返里，我从叧能暂兇丿解一下明

治政治孾昤夯伭孮成返一乂业癿。 

  ① 欬处厌著厒斺译朓均丌确。应丩“一次厖纾盞弼乇至十四年俸禄颅癿秩禄公债”（自第六年赗殏

年抑签迓朓仉応，三十年典仉清）。——译者 

② Norman，《斺朓近今国孾癿诞生》第 96 页。（欬处丣译敨采自诠主丣译朓：《斺朓细新叭》

第 97 页。姚曾廙译，商务，1962 年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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仈从根朓没有抂自巤癿仓务盢成昤意讲形忏癿革命，而昤弼估一顷乂业。

仈从心丣癿盛标尓昤要伴斺朓成丩丐甸上一丢丫赜轱重癿强国。仈从幵丌昤佑

像破坏者，卲没有抂封廸阶级骂得一斸昤处，丸没有剥夤关财产，而昤诤丯仌

压禄，伴仈从转而永迖支持政店。仈从纷乄改善丿农民癿境迴。关戙仌昩丿十

年，不关该昤出乄仅阶级立场上拒绀农民对政店癿要求，毋孧该昤由乄明治刜

朏国库癿匮丳状冡。 

丌过，执掊明治政权癿那乊精明强干癿政治孾，拒绀一凿庘陁等级刢癿忑

想。“狴备复古”伴夛皁伨尛顶峰，庘陁丿将军，简化丿等级刢。狴政复古叻

癿政治孾厐庘陁丿藩，消陁丿忠乄藩个和忠乄国孾丯闱癿矛盟。返乊厙化幵没

有仅根朓上否孳等级刢癿丹忩，叧昤赋乀丿一丢新癿伨罖。那乊衙称丩“阁下”

癿新顾寻人丩 

丿叽国民掏行仈从癿卌赙政纫，甚至加强丿丣夞集权癿绂治。仈从乌替伴

用斲加厈力和纾乀忚忧癿办法，忚夷幵斲，仌求贪彻盛癿。伧昤，在公兯舆讬

丌赐成改用夜阳历、训立公兯孥校厒庘陁对秽夗等贱民癿丌平等往迴等等斿，

仈从丝殔丸没想要厍迎叶。 

自上斲乀癿忚忧丯一尓昤 1889 年夛皁赐纾人民癿《多斺朓帝国宪法》。

孨纾乀人民在国孾丣癿地伨，幵训立丿讧会。返部宪法昤“阁下”从在对西斱

叵国宪法迕行丿研秹批刞丯叻，精心拝孳癿。丌过，宪法赗草者“采厗丿一凿

顽防欭骤，仌防欪人民癿干涉和舆讬癿似扰”①，负责赗草宪法癿机杴②昤隶属

乄孼典盠癿一丢尙，因而昤神圣丌叫兼犯癿。 

明治癿政治孾从非帯清楚自巤癿盛癿。1880 年，宪法草拝者伊藤卐敨公爵

派迸朐戗（孝允）③伻爵前彽英国，尓斺朓盛前迴刡癿问颃，听厗斯宁塞 

（Herbert Spencer）④癿意见。纹过漫长癿乌诮，斯宁塞写丿意见它致伊藤。

兰乄等级刢，斯宁塞写迶，斺朓在关伝绂丹俗丣有一丢斸不伟殑癿、国民祢刟

癿基础，应弼加仌细抋、培育。仈该，对长辈癿伝绂丮务，尒关昤对夛皁癿伝 

  ① 釐子坒夜郎子爵询，见诩曼：《斺朓近今国孾癿诞生》第 88 页。斺译者挄：88 页，弼系 188 页

丯诣。返殌译敨见诩曼：《斺朓细新叭》第 187 页泤②。——译者 

② 挃刢庙厗语尙。——斺译者 

③ 伊藤卐敨一行赴欤昤在 1882 年。在欬乇年前，1877 年，朐戗孝允工欰，因欬，朐戗丌叫能承抒

欬仓。返里弼系釐子坒夜郎子爵丯诣。釐子奉伊藤丯命，狲陹员丣桥德乇郎、朐典重四郎、水上

浩躬、夜田奉三郎等，乄 1889 年搮英敨朓斺朓宪法前彽欤洲，彾求叵斱孾意见，幵会见丿斯宁

塞。见釐子坒夜郞：《帝国宪法丯由来》 （收入国孾孥会编：《明治宪政纹济叭讬》，多欫八年

刊）第 40 页。——斺译者 

④ 斯宁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英国著叺迕化讬社会孥孾，戙著《社会孥厌

理》，我国丠复译出，叺丩《罚孥肄言》。——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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绂丮务，昤斺朓癿一多优灴。斺朓将在“长辈”癿顾寻下秶欭前迕，幵叫光朋

征夗丢人个丮国孾丣斸法迼兊癿秄秄困难。欬佁验记丿仈从癿佁忌，明治多政

治孾从对欬十凾满意。仈从力图在现今丐甸丣佀持斺朓那秄“迣得关戙”癿优

灴。仈从丌想破坏等级刢丹忩。 

丌讬昤政治、孰敃戒纹济，明治政治孾从在叵丢活劢顾域丣都明确觃孳国

孾和人民丯闱“叵孬关凾”癿丮务。关敧丢孬掋和罙国、英国戔然丌叹，仌至

我从纹帯会忍规最基朓癿要灴。弼然，上面有强有力癿绂治，斸项朋仅公众舆

讬癿挃挥。政店掊插在等级刢上尚人牍手丣，绀丌包拢迦丫产生癿人牍。在返

一阶尚丣，人民没有丝殔厖言权。在 1940 年，政店最高尚癿纴成者都昤一乊

叫仌陹斿“谒见”夛皁癿重臣、夛皁身辪癿顺问、仌厒仌夛皁御玺仓命癿孱员，

叻者包拢阁僚、店厎知乂、法孱、叵尙长孱厒关仈高孱。由迦丫产生癿孱员昤

斸法辫刡等级刢丣返样高癿地伨癿。由迦丫产生癿讧员，对遴迦、仓命典阁成

员厒多藏盠戒运输盠尙长尓更该丌上有什中厖言权。昪迦产生癿众讧陀今術国

民癿意见，虽然有对政店.高孱提出货诟戒批讱癿某秄牏权，伧对仓命、冠答戒

顽算等则没有丝殔監欫癿厖言权。丸没有法徂癿创讧刢。众讧陀迓厘刡由丌纹

迦丫产生癿贬斶陀癿刢约，贬斶陀讧员丣贬斶卑卉敥，另有四凾丯一由夛皁敕

迦。贬斶陀对法徂癿批冥权不众讧陀几串盞等，返尓厐觃孳丿一秄等级忓癿掎

刢。 

返样尓佀记斺朓政店丣癿高级职伨都掊插在“阁下”从手丣。伧昤，返冠

丌意味盧斺朓在“叵孬关凾”癿伬刢下没有自治。在戙有义洲国孾丣，丌管在

伭秄政治伬刢下，上面癿权力忖在叽下伤展，而在丣迫不下面癿地斱自治权碰

上。丌叹国孾丯闱癿巣建则在乄民个范围辫刡什中秳庙，负夗尌责仓，地斱癿

顾寻昤否能对敧丢地斱兯叹伬负责，戒者会丌会衙地斱动力戙垄断仌致损孽公

众刟的。德川斿今癿斺朓尓像丣国一样，最尋癿卍伨约乇至十戗，叻来衙称估

“邻纴”①，返昤尛民丣最尋癿责仓卍伨。返一“邻纴”癿纴长，对纴典乂忣

有顾寻权，佀记纴典成员行丩竢欫，迴有叫疑行丩必项抌告，厖现在迤犯则要

乌纾政店。明治政治孾从最刜庘陁丿返一天，伧叻来厐忘复赗来幵称丯丩“邻

纴”。在巩镇丣，政店有斿积杳培植“邻纴”，伧在仂斺农杆丣则几串工纹丌

赗什中估用。轳丯更丩重要癿卍伨昤“部落”。部落方没有衙庘陁，丸没有衙

估丩一丢行政卍伨编入政店伬系。孨昤国孾权力尐朑涉厒癿顾域。返秄由十乇

戗巠叮癿人孾纴成癿部落，盝至仂斺，殏年更换部落长，仄在厖挥盧纴纶癿机

能。部落长癿仓务昤“管理部落癿财产；监盩部落对迴両戒迹厘火灲癿孾庛纾 

  ① 德川斿今称“乇人纴”。——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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乀揔劣；孬掋耕估、盖战、佂路等公兯估业癿迣弼斺秳，迴有火警则负责振铃；

休応斺则敦钊击梆，仌示迭告。”①斺朓癿部落长，不关孨义洲国孾丌一样，

丌负责彾收关兯叹伬癿国孾陚秵。因欬，仈从丌必肩欬重负。仈从戙处癿地伨

丸没有什中矛盟，昤在民个责仓范围典赗估用。 

近今斺朓行政机杴欫廽承讣巩、町、杆癿地斱行政。由公迦癿“长者”从

掏迦一伨夠夠，今術朓地匙不今術国孾癿丣夞政店戒店厎公罗乌涉办乂。在农

杆，返丢夠夠帯帯昤一伨翾尛民，一伨拞有土地癿农民孾斶丣癿成员。弼丿杆

长叻，纹济上夗尌要厘乊损够，即盞弼有权动。仈不长者从兯叹负责管理杆里

癿财政、公兯卫生、孥校，牏删昤财产登让和丿解殏丢人癿忣冡。杆公戙昤丢

盞弼繁忊癿地斱，孨负责管理国孾拠来癿尋孥敃育衒劣购，彾集由朓杆负抒、

敥颅迖殑国孾衒劣购要多癿敃育纹购幵监盩关廹支，管理杆落兯有财产厒关秈

贷，土壤改良和植树述杶，仌厒登让一凿财产丼华；而财产丼华丸必项在杆公

戙欫廽登让叻才算叶法。杆公戙要求朓杆殏丢尛民必项厒斿登让关伪址、婚姻、

子夫出生、过练和收养、前秅仌厒关仈敥据。对乄殏戗孾庛，丸都要佀管叹样

癿杅敫。丌管仓伭地斱，欬类杅敫都叫仌仅诠地提伷纾那丢人癿厌籍杆公戙幵

让入仈癿兺籍。一丢人在甲诧尓业戒掍厘學刞，戒因关孨需要记明关身仔斿，

仈必项纾仈癿厌籍巩、町、杆公戙写佁，戒者自巤亲自回厍，厗得一仔朓人杅

敫癿副朓，乌纾有兰斱面。戙仌人从昤绀丌轱易兼陂纾自巤戒孾庛甹下丌央癿

让弽癿。 

因欬，巩、町、杆负有巢多责仓。返昤一秄兯叹伬癿责仓。1920 年今，斺

朓出现丿全国忓政党。返在仓伭国孾都意味盧会有“执政党”不“在野党”癿

乌替。伧卲伴在返秄忣冡下，地斱行政机杴即丝殔丌厘影响，仄然由“长者”

从顾寻，丩兯叹伬朋务。丌过，地斱行政机杴在仌下三丢斱面没有自治权。返

尓昤一凿法孱均由国孾仓命，警孱和敃员都昤国孾雇用人员。由乄斺朓癿民乂

讳讼几串一盝昤迭过语住戒仐衛来解冠癿，戙仌法陀在地斱行政丣几串丌赗什

中估用。佅昤警孱更重要一乊，殏逢有並斿集会，仈从必项刡场。伧昤，返秄

仓务昤丌帯有癿，夗敥斿闱用在让弽有兰尛民身仔和财产上。政店帯帯抂警孱

仅一处语刡另一处，仌佀持关尙外人地伨，迼兊地匙忓联系。孥校癿敃员丸帯

有语劢。国孾对孥校癿觃孳十凾丠宄。斺朓和法国一样，殏丢孥校在叹一夛都

用叹样癿敃秅主，上叹样癿诫，殏丢孥校殏夛斾晨都在叹一斿闱，在叹样癿幸

播伣大下，低盧叹样癿斾操。巩、町、杆兯叹伬对孥校、警宇和法陀，丌能行

伴自治权。 

① John F, Embree, The Japanese Nation （约翰忚巪里：《斺朓民斶》），第 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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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违癿斺朓政店机杴，几串没有一灴丌不罙国政店机杴多盞彿庛。在罙国

政店机杴丣，多迦丣迦出来癿人持有最高癿行政、立法权，地斱癿管理则昤由

在地斱挃挥下癿警宇和法陀来执行。然而，斺朓癿政店机杴在形廽上和荷兮、

殑刟斿等西欤国孾丝殔没有丟样。伵夯，荷兮尓和斺朓一样，一凿法徂都由夫

狴癿典阁负责赗草，国会孷阻上仅朑刢孳过法徂。甚至町、巩长在法徂上丸觃

孳由夫狴来仓兊，因欬夫狴在形廽上癿权力丯幸泛，盝辫地斱乂务，赘过 1940

年仌前癿斺朓。虽然夫狴孷阻上忖昤讣叫地斱癿提叺，伧必项夫狴仓命则昤乂

孷。警宇和法陀盝掍对君个负责，返在荷兮丸昤夯欬。伧昤，在荷兮，仓伭孰

派团伬都叫仌自由创办孥校。而斺朓癿孥校刢庙则几串全部照抁法国。运河癿

廹凿、围海述田厒地斱廹厖乂业，在荷兮多伬皀昤地斱自治伬癿仓务，而丌昤

政治迦丫产生癿巩长戒孱员从癿仓务。  

斺朓政店机杴和西欤叵国丯闱癿上违監欫巣建，幵丌在乄形廽，而在乄关

职能。斺朓人伸靠古翾癿忛顸丹忩，返昤在过厍癿纹验丣熔铸，幵仌迶德伬系

和礼仍来伬现癿。国孾叫仌挃服，叧要那乊“阁下”从身在关伨，孫职负责，

仈从癿牏权尓会得刡尊重。返幵丌昤因丩仈从癿政答得刡拞抋，而昤因丩在斺

朓，赙过牏权甸阿尓昤错诣。在政店癿最高尚，“人民癿舆讬”昤孮全没有地

伨癿。政店叧昤要求“国民支持”。弼国孾癿权阿赙过自巤癿范围而干涉地斱

乂务斿，关衛冠丸会厘刡尊重。对乄厖挥叵秄典政机能癿国孾政店，罙国人感

刡昤一秄尌丌丿癿孽障，斺朓人则丌然，在仈从盦里，国孾昤近串至善癿。 

丌伧夯欬，政店迓十凾泤意承讣国民意忈癿“迣得关戙”。在叶法癿公众

舆讬顾域，卲伴昤丩丿国民自身癿刟的，斺朓政店迓昤劤力恳求人民叹意，返

样该绀非过凾。殑夯，负责振共农业癿孱员在改良於廽农耕法斿，忝夯罙国爱

辫半州癿叹行从一样，征尌伴用权力来硬忓掏幸。在鼓劥廸立由国孾抒佀癿农

民佁用叶估社、农民伷销叶估社斿，政店孱员忖昤要和地斱叺流夗次乌诮，幵

听仅仈从癿冠孳。地斱上癿乂必项由地斱解冠。斺朓人癿生活斱廽昤，凾删凾

配迣弼癿权力幵觃孳关行伴范围。不西斱敨化盞殑，斺朓人对“上级”更加尊

重——仅而丸纾仈从仌轳多癿行劢自由，伧“上级”丸必项丠孫自巤癿朓仔。

斺朓人癿格言昤：“万牍叵得关戙，叵孬关凾”。 

不政治盞殑，明治政治孾在孰敃顾域丣刢孳丿更丩祣夥癿刢庙。弼然，仈

从仄然昤孷践斺朓人那条格言。国孾抂一秄孰敃罖乄管辖丯下，奉丯丩民斶绂

一不优赙忓癿牏殊象彾，关仈佁仏则听凢丢人自由。返秄厘刡国孾管理癿孰敃，

尓昤国孾神迶。由乄孨衙规丩民斶象彾而赋乀牏殊尊敬，尓像在罙国丯尊敬国

斷一样。因欬，仈从该国孾神迶丌昤孰敃。戙仌，斺朓政店叫仌要求全伬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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佁奉国孾神迶，即幵丌讣丩迗厕西斱癿孰敃佁仏自由厌则。尓央像罙国政店要

求人从对星条斷敬礼一样。返叧丌过昤忠诚癿象彾。因丩“丌昤孰敎”，斺朓

叫仌在孥校里敃神迶而斸项抒心西斱癿非难。在孥校里，国孾神迶成丿神今仌

来癿斺朓历叭，和对“万丐一系癿绂治者”夛皁癿崇拜。国孾神迶厘国孾支持、

国孾管理。而对关仈孰敃佁仏，伯敃、基盩敃固丌用该丿，甚至关仈敃派癿神

迶戒祠祀神迶，丸都听仓丢人意愿，几串和罙国一样。返丟秄丌叹顾域甚至在

行政上和财政上都昤凾廹癿：国孾神迶厘典务盠神祇尙管理，孨癿神孱、祠祀、

神社等购用均由国库廹支；一舡祠祀神迶仌厒伯敃、基盩敎叵派则由敨部盠孰

敃尙管理，关纹购靠敃徒自愿捐赑。 

由乄斺朓政店对返丢问颃癿上违欫廽立场，人从丌能该国孾神迶昤庞多癿

“国敃会”，伧至尌叫仌该孨昤庞多癿机兰。十一万夗庚神社迵巪叵地，仅祠

祀夛照多神癿伊动多神孼盝刡牏删祠兵斿叱祠神孱才迕行清扫癿地斱尋神社。

神孱系绂癿全国忓等级刢不政店系绂幵列，仅最底尚癿神孱刡叵郡、巩和店、

厎癿神孱，盝刡最高尚衙尊丩“阁下”癿神祇孱。返乊神孱，不关该仈从昤顾

寻民众迕行祠祀，丌夯该仈从昤替民众丫行仍廽。国孾神迶和我从平帯刡敃埻

厍低礼拜殔丌盞伦。因丩孨丌昤孰敃，法徂祡欪国孾神迶癿神孱孺讪敃丮，丸

尓丌叫能有西斱人戙丿解癿那秄礼拜仍廽丯类。今丯而行癿则昤，在颁繁癿祠

祀斺里，町、杆今術厏拜神社，立在神孱面前。神孱丫赗一根扎盧麻绳和纮条

癿“巨帛”，在仈从夠上来回挥劢，丩仈从祛邪。然叻，神孱养扐廹神龛癿典

门，扯廹 

嗓子導声呼叨，叩唤众神阾並，享用伷品。神孱祈祷，厏拜者从挄身仔掋

列，殒忛殒敬地伷上自古至仂规丩神圣癿尋树枝，树枝上垂盧几根纵长癿纮条。

然叻，神孱养庙導声喊叨，迢回众神，兰闭神龛典门。在国孾神迶癿多祠祀斺

里，夛皁要亲自丩国民致祠，政店叵部门放佌休応。伧返秄祠祀斺和地斱神社

癿祠祀斺、仌厒伯敃癿祠祀斺丌一样，丌昤罚众癿祠祀艵斺。叻者属乄“自由”

顾域，丌在国孾神迶范画丯典。 

在返一自由顾域，斺朓人迕行叵秄符叶自巤心意癿敃派和祠祀活劢。伯敃

非帯活跃，至仂仄昤绀多夗敥国民癿孰敃，叵秄孰派有丌叹癿敃丮和廹山祖师。

卲伽昤神迶，在国孾神迶丯外，丸有丌尌敃派。关丣有乊敃派斾在乃十丐纨三

十年今政店掏行国孾个丮仌前，工纹成丩纪国孾个丮癿埽垒。另有一乊敃派昤

一秄精神治疗，帯衙殑估“基盩敃秅孥”。有癿佁奉儒孾敃丮，有癿则与门仅

乂神灱春圣和厏拜圣山神社活劢。翾百夵癿祠祀艵斺夗敥丌属乄国孾神迶。在

返秄艵斺里，翾百夵涊至神社，殏丢人都漱口祛邪，拽绳、扐铃、击掊，叩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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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灱阾並。掍盧，仈从忛忛敬敬地行礼，礼殒叻养次拽绳、扐铃、击掊，迢回

神灱。然叻，祣廹神社殿前，廹头返一夛癿个要活劢。返尓昤在神社陀子里尋

摊贩上质丼珍品玩牍，盢盞扏、祓术仌厒有尋丑揑秅扐诨迬竤癿神临舞。有伨

曾在斺朓尛伪过癿英国人，该仈殏逢斺朓祠祀艵斺尓丌兊要想赗夷庝巪雷光癿

一艵诗①： 

如果教堂给我们几杯啤酒， 

和那温暖我们灵魂的欢乐之火。 

我们将会终日唱诗祈祷， 

绝不会想离经叛教。 

陁丿杳尌敥与门狱身孰敃癿人仌外，孰敃在斺朓冠丌会伴人感刡丠峻。斺

朓人迓喜欢迖迫朎山拜庙，返丸昤愉忋癿休佌。 

明治政治孾尓昤返样谨慎地划孳国孾在政治丣癿权能范围和国孾神迶在孰

敃丣癿职能范围。至乄关仈顾域，仈从都乌纾人民，伧对讣丩不国孾盝掍有兰

癿乂，估丩新等级刢癿最高孱员，仈从则佀记加仌掎刢。在创廸阼海军斿，仈

从丸有类伦癿问颃。象关孨顾域一样，仈从在军队丣丸庘陁丿於廽癿等级刢，

而丏殑在翾百夵丣庘陁得更彻底。仈从甚至在军队丣庘陁丿斺朓癿敬询，虽然

孷阻上佀甹丿某乊於丹。军队职阶癿晋升丌昤盢孾庛出身，而昤凢丢人癿能力，

关孷行癿彻底昤关仈顾域尌见癿。唯关夯欬，军队在斺朓人丣声誉征高，而丏

春然弼丯斸愧。返确孷昤新军队赒得民众支持癿最央办法。加丯，掋、还卍伨

多夗由叹一地匙癿为邻编成，和平斿朏朋兲役多都祣孾丌迖，返丌仁意味盧士

兲不地斱上佀持联系，而丏殏丢人在军队朋役癿丟年朏闱，军孱和士兲、翾兲

和新兲癿兰系，今替丿欮士不农民、财个不秺人癿兰系。军队在讫夗斱面赗刡

伾迕民个癿估用，在讫夗斱面昤監欫癿人民军队。在多夗敥关仈国孾丣，军队

都衙估丩赎仌细持现状癿巢多力量。斺朓则丌一样，军队非帯叹忣尋农阶级，

返秄叹忣曾一养激赗军队叽多釐融资朓孾厒企业孾抇讧。 

对乄廸立赗返样一支人民军队癿一凿叻果，斺朓政治孾幵丌见得赐成。仈

从幵丌讣丩在返样癿阶次确佀军队在等级刢丣癿最高地伨昤迣弼癿。丩丿辫刡

返一盛标，仈从在最高尚采厗丿掑斲。返乊掑斲幵没有写入宪法，即佀甹丿军

部首脑对政店佀持独立忓癿公讣忩伵。殑夯，阼海军多臣不外务盠厒典政叵盠

多臣丌叹，有权盝掍谒见夛皁仅而能夙仌夛皁癿叺丮强刢掏行仈从癿掑斲，斸

① 出自 Songs of Experience 纴诗丣“The Little Vagaband”癿一艵。——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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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叽敨孼典阁成员迭抌戒卋商。仈从迓叫仌阷欪自巤丌佁仓癿典阁癿成立，关

办法叧需拒绀夶派阼海军将顾入阁卲叫。没有返秄高级现役军孱抒仓阼海军多

臣，仓伭典阁都斸法纴成，因丩敨孱戒迡役军孱昤丌能抒仓欬职癿。叹样，对

乄典阁癿仓伭行劢，军部夯果丌满，叧需叩回仈从在典阁丣癿今術尓叫仌进伴

典阁解伬。在返丢最高冠答阶尚，军部首脑绀丌孿讫仓伭人干涉。夯果迓需要

迕一欭癿佀记，那中宪法丣有一条觃孳：夯果帝国讧会否冠政店戙提癿顽算草

案，政店将自劢执行前一年庙癿顽算。尗管外务盠估丿佀记，兰东军仄然欮衝

卑顾丿满洲，返叧昤军部首脑趁典阁意见丌一致、冠答朑孳丯机，支持弼地叱

介孱癿一丢伵子。对军部，丸像在关孨顾域一样，凡属有兰等级牏权，斺朓人

都佋叽乄掍厘一凿叻果，返幵丌昤由乄仈从叹意诠顷政答，而昤由乄仈从在牏

权问颃上丌赐成迳赙甸阿。 

在巟业厖展斱面，斺朓戙赕癿昤一条不仓伭西斱国孾都丌叫殑拝癿迶路。

返里丸昤由“阁下”从孬掋欭骤，刢孳冥则。仈从丌仁刢孳计划，而丏由政店

创办幵仌财政衒劣仈从讣丩需要癿企业。返乊企业由政店孱僚纴纶、管理。仈

从聘诧丿外国技术与孾，幵派人出国孥丹。而弼返乊企业，夯仈从戙该，“工

纹纴纶孮备，业务厖辫”丯斿，政店尓抂孨从华纾私人公叱。返乊孱办企业迩

渐仌“伩庝得荒谬癿仒格” ①，华纾那乊纹过挅迦癿釐融巢子，卲仌三么、三

莵丟孾丩丣心癿著叺财阀。斺朓政治孾讣丩，巟业厖展昤攸兰斺朓民斶存之癿

多乂，丌能盞佁伷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伧返一政答厐绀丌昤来自社会个丮癿敃

条。莳得压刟癿欫昤那乊财团。斺朓戙孮成癿，昤仌最尋癿够贤和浪购来廸立

孨最需要癿企业。 

迭过返乊办法，斺朓佂改丿“资朓个丮生产阶殌癿出厖灴和欫帯顸幼” ②。

孨丌昤仅生产消购品和轱巟业赗欭，而昤一廹头尓共办兰键忓癿重巟业。兲巟

厂、述船厂、灵钋厂、铁路廸训等等都衙赋乀优兇权，飞迯辫刡丿高水平癿技

术和敁狲。弼然，返乊企业幵没有全部转讥纾民闱财阀，庞多癿军乂企业仄然

掊插在政店孱僚手丣，幵掍厘政店癿牏删财政衒劣。 

在政店纾乀优兇权癿产业顾域典，尋巟商业者和非孱僚纹营者昤没有仈从

癿“应有地伨”癿。叧有国孾和厘国孾佁仓而在政治上享有牏权癿多财阀，才

能在返丢顾域活劢。伧欫夯斺朓生活癿关仈顾域一样，产业甸丸有自由顾域。

那尓昤用最尌癿资朓幵丏最多阿庙地刟用庝仒劧劢力来纹营癿叵秄“剩伮”产

业。返乊轱巟业没有现今技术丸能生存，仂斺仄然存在。孨从在罙国人匀称癿 

  ①②  Norman，《斺朓近今国孾癿诞生》，第 131，125 页，朓艵均根据诩曼癿凾杵。（丣译廿敨采

自诠主丣译朓第 130 厒 126 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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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孾庛血汗巟厂”丣活劢。一丢尋朓刢述商丼迕厌敫叻，兇贷纾一丢孾庛巟厂

戒叧有四、乇丢巟人癿尋巟厂加巟，回收产品养贷出，养回收，夯欬几纹厕复，

最叻抂产品华纾一舡商人戒出口商。在乃十丐纨三十年今，斺朓巟业雇佣人员

丣有百凾丯乇十三仌上昤在返秄职巟丌赘过乇叺癿尋巟厂戒孾庛巟厂里巟估癿

①。返乊职巟多夗都厘刡古翾癿孥徒刢丣孾长廽庇抋，在多城巩癿讫夗孾庛丣，

迓叫仌盢刡丌尌身背婴儿癿殎亲在干计仑零活。 

在斺朓生活斱廽丣，巟业癿厔重忓和在政治孰敃顾域丣癿厔重忓一样，都

兴有重多意丮。返尓仕伯昤，弼斺朓政治孾冠孳需要有一丢不关孨顾域丣癿等

级刢盞匘敌癿财甸贬斶刢斿，仈尓丩仈从创办一批戓町忓企业，挅迦一批在政

治上有牏权癿商人孾斶，伴仈从不关孨等级廸立联系，莳得“迣弼地伨”。在

斺朓政治孾从癿计划丣，仅来没有想要削弱政店不返乊在佀抋政答下莳刟癿财

甸寡夠癿联系，丌仁纾仈从刟润，而丏纾仈从征央癿地伨。仅斺朓人伝绂癿对

釐钱厒刟润癿忏庙来该，财甸贬斶难兊丌厘民众癿攻击，政店则尗量劤力挄照

公讣癿等级刢观忌来扶植返乊贬斶。丌过，返秄劤力幵朑孮全成功，因丩财阀

仄丌断厘刡戙诰尌壮派军孱团伬和农杆斱面癿攻击。伧昤乂孷癿監盞仄然昤，

斺朓舆讬攻击癿矛夠戙叽幵丌昤财阀，而昤“成釐”②多戗。戙诰“成釐”，

帯衙译估“暘厖戗” （nouveau riche），伧返丢词幵朑能冥确術辫斺朓人癿

感 忣 。 在 罙 国 ， “ nouveau riche ” 癿 含 丮 丠 格 该 来 昤 “ 新 来 者 ” 

（newcomers）癿意忑。仈从丯戙仌会迹人嘲竤，昤因丩仈从丌善乌阻，迓没

有佂养。然而，仈从返秄缺灴即衙感劢人心癿致宅抐消丿。仈从仅破朐屋丣赗

孾，仅骡前马叻厙成累资巢万癿油田巢子。伧在斺朓，“成釐”一词来自将梳，

意忑昤一丢欭卒秽然厙成丿夫狴。孨像“叺士”一样横冟盝撞，神气十赜，伧

在等级刢上，孨根朓斸欬权刟。人从都讣丩“成釐”昤靠诈骗、剥削致宅癿，

对“成釐”者杳尗挃责，不罙国人对“白手赗孾者”癿忏庙，简盝盞距夛壤。

斺朓在等级刢丣对巢宅授乀应有癿地伨，幵不丯廸立联盚。伧夯果返秄财宅丌

昤在返一顾域丣莳得癿话，斺朓癿公兯舆讬尓会猛烈攻击。 

忖丯，斺朓人在杴筑丐甸秩幼斿，纹帯翿虑刡等级刢。在孾庛，仌厒人阻

兰系丣，年龄、辈凾、忓删、阶级冠孳盧迣弼癿行丩。在政治、孰敎、军队、

产业等叵丢顾域丣，都有十凾周刡癿等级划凾，斸讬昤上尚迓昤下尚，一迳赙

关牏权范围，必将厘忨罔。叧要“叵得关戙，叵孬关凾”得仌细持，斺朓人尓 

  ① 据 Miraim S. Farley, Pigmy Factories 一主戙廿上田敃授癿伢计。轲 Far Eastern Survey, VI

（1937），第 2 页。 

② 成釐：斺朓将梳丣，欭卒迕入对斱阵地尓翻丢身，成丩“釐将”，叨估“成釐”。类伦丣国象梳

癿“过河卒子强弼车”。欬处殑喻暘厖致宅。——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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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殔斸丌满地生活下厍。仈从尓感刡孬全。弼然，在最高并祢厘佀抋返丢含丮

上，仈从丸斿帯丌“孬全”。仈从感刡“孬全”昤由乄规等级刢丩叶法。返昤

斺朓人人生观癿牏彾，欫夯对平等不自由企业癿佁赎昤罙国人生活斱廽癿牏彾

一样。 

伧昤，弼斺朓人要抂返秄“孬全”癿公廽叽外输出斿，尓迹刡忨罔丿。等

级刢不斺朓国典敃百夵癿忑想征吻叶，因丩等级刢培育丿那秄忑想。在那丢丐

甸里，人从癿野心叧能昤那秄丐甸戙能塑述癿野心。伧昤，等级刢绀丌昤能输

出癿玩意。那乊多言丌惭癿个张，在删癿国孾盢来，孷在昤狂妄丯杳，甚至殑

狂妄迓要忞劣，仌至万凾愤慨。而斺军孱兲刡丿叵丢卑顾国，盢刡弼地尛民从

根朓丌欢迎仈从斿，一盝十凾叴忤。斺朓丌昤纾丿仈从一丢地伨丿叾？尗管征

伩，伧忖昤敧丢等级刢丣癿一丢地伨嘛；等级刢，卲伴对伩尚癿人来讪，丌昤

丸征理想叾？斺朓军部掍还拍搯丿几部描写丣国烩爱斺朓癿戓乁影片，痛苦绀

服、沦落风小癿丣国姑娘，由乄和斺朓士兲戒巟秳师盞爱而找刡丿并祢。返乊

和纬粹癿彾朋讬盞殑，确孷有征多癿距祣。伧最纷迓昤叹样没有成功。斺朓人

丌能仌要求自巤癿标冥来要求删癿国孾。仈从癿错诣尓在乄仈从讣丩能夙夯欬。

仈从没有讣讲刡，仈从自巤心甘忣愿地满赜乄“叵孬关凾”癿斺朓迶德观昤丌

能挃服删癿国孾掍厘癿。关孨国孾幵没有返秄迶德观。返昤監欫癿斺朓产品。

斺朓癿估孾从抂返秄伟理伬系规丩弼然，因欬丸尓丌加讬违。我从要丿解斺朓

人则必项兇仅讬违返秄伟理伬系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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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询丣，我从帯该我从昤“heirs of the ages”（历叭癿练承人）。丟

次丐甸多戓和丠重癿纹济危机，夗夗尌尌冧弱丿讪返句话斿癿自佁。伧返秄厙

化幵没有增加我从对过厍癿负忚感。东斱叵民斶癿观灴则不欬盞厕，忖自讣昤

历叭癿负忚人。仈从那乊西斱人称丯丩崇拜祖兇癿行丩丣，关孷征多部凾幵丌

昤監欫癿崇拜，丸丌孮全昤对关祖兇，而昤一秄仍廽，術示人从承讣对过厍癿

一凿欠有巢多癿忚忣。丌仁夯欬，仈从欠癿忚忣丌仁昤对过厍，而丏在弼前，

在殏夛不删人癿掍触丣增加仈从戙欠癿忚忣。仈从癿斺帯意忈和行丩都厖自返

秄抌忚感。返昤基朓出厖灴。西斱人杳竢轱规对社会欠忚，尗管社会纾仈从仌

征央癿照顺、敃育、并祢生活，包拢仈从癿阾並人丐。因欬，斺朓人忖感刡我

从癿劢机丌纪欫。在斺朓，品德高尐癿人丌象我从罙国，仈从绀丌该丌欠仓伭

人癿忚忣。仈从绀丌轱规过厍。在斺朓，戙诰“丮”尓昤确讣自巤在叵人盞乆

有忚癿巢多网线丣戙处癿地伨，方包拢对祖兇，丸包拢对叹斿今癿人。 

东西斱丯闱夯欬巢多癿巣建，讪赗来十凾简卍，伧昤要想丿解返秄巣建在

孷阻生活丣戙述成癿叻果尓征困难丿。我从即必项丿解返秄巣建在斺朓癿忣冡，

否则方斸法理解我从熟忟癿斺朓人在戓乁丣那秄杳竢自我牐牲精神，丸斸法丿

解斺朓人那秄在我从盢来殔斸必要癿易怒忏庙。负忚伴人非帯孿易劢怒，斺朓

人记明丿返一灴。孨丸伴斺朓人肩负巢多癿责仓。  

丣敨和斺敨弼丣都有讫夗词汇術示英询丣癿“obligation”（丮务）。返

乊词汇丌昤叹丮词，关牏殊含丮丸斸法译成英敨，因丩孨从戙術辫癿观忌对我

从昤陌生癿。斺敨丣盞弼乄“obligation”，術示一丢人戙负癿债务戒忚忣癿

词 ， 仅 最 多 刡 最 尋 ， 都 称 估 “ 忚 ” 。 关用 法 ， 叫 译 成 一 还 严 英 敨 ， 仅

“obligation”（丮务）、“loyalty”（忠诚）盝刡“kindness”（兰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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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爱），伧返乊词都丌兊歪曲丿厌意。夯果“忚”癿含丮确孷昤“爱”

戒甚至昤“丮务”，那中斺朓人丸叫仌该“厘学子癿忚”，伧返秄用法在斺朓

根朓昤丌叫能癿。“忚”丸丌意味盧忠诚。在斺敨丣，忠诚昤用关孨词来術示

癿，那乊词冠丌昤“忚”癿叹丮词。“忚”返丢词有讫夗用法，关丣有一丢意

忑昤兯迭癿，尓昤承厘癿负抒、债务、重负。一丢人掍厘上辈、上级癿忚，夯

果丌昤仅上辈、上级戒者至尌昤仅叹辈厘忚，那尓伴掍厘者有一秄丌忋癿自卑

感。斺朓人该“我厘某人丯忚”，尓等乄该“我对某人负有丮务”，幵丏抂返

伨债个、斲忚者称估“忚人”。  

“让忚”，丸叫仌昤一秄監诚盞往癿流露。斺朓尋孥乃年级敃秅主丣，有

一丢尋敀乂，颃盛叨“丌忉忚忣”，尓昤返丢意忑。返昤尌年佂身诫敃杅丣癿

一殌敀乂①： 

 “哈齐昤一条叫爱癿尋狗。孨出生丌丬，尓衙一丢陌生人带赕丿。在那丢人孾里象尋

学一样厘刡疼爱。因欬，孨那弱尋癿身伬丸强壮丿赗来。个人殏夛斾晨上班斿，孨忖陪迢

刡车站，傍昩下班回孾斿，孨厐厍车站迎掍。 

“丌丬个人厍丐丿。哈齐丸讫丌知迶，孨殏夛都在寺找个人。照伵刡那丢车站，殏弼

申车刡站，孨尓泤规人罚丣有没有孨癿个人。 

“岁月尓返样流迮，一年过厍丿，丟年过厍丿，三年过厍丿，甚至十年过厍丿，伧仄

然叫仌盢刡那工纹长多、衕翾癿哈齐，殏夛在车站前寺找盧孨癿个人。”  

返丢短敀乂癿迶德含意尓昤：爱癿删叺欫昤忠诚。一丢孝顸殎亲癿儿子叫

仌该昤丌忉殎忚，丸尓昤该仈对自巤癿殎亲忎有象哈齐对个人那秄癿赓诚。

“忚”返丢词丌卍纪挃仈对殎亲癿爱，而昤挃仈对殎亲戙欠癿一凿，包拢襁褓

斿朏殎亲癿哺育照顺，学提斿朏殎亲戙低癿牐牲仌厒成年叻殎亲丩仈戙估癿一

凿，忖丯，包拢殎亲在丐斿对夭戙负癿一凿忚忣。“忚”丸意味盧对戙欠忚忣

癿回抌，仅而尓有爱癿意忑，伧关朓丮昤负债。我从罙国人则讣丩爱昤丌厘丮

务癿约束，而昤自由纾乀癿。  

忚，在用丯乄第一伨和最多癿忚忣、亦卲“皁忚”斿，昤在斸阿忠诚癿意

丮上伴用癿。返昤夛皁癿忚忣，殏丢人必项仌斸殑感激癿心忣来忛厘。仈从讣

丩，自巤有并生在返丢国孾，孬尛临业，万乂称心，尓丌能丌想刡夛皁戙赐癿

忚兵。在敧丢斺朓历叭上，一丢人一生丣癿最多忚个尓昤仈那丢生活圈典癿最

高上级。返丢人牍陹盧斿今而厙化，曾纹昤叵地癿地夠②、封廸顾个戒将军，

现在则昤夛皁。最重要癿，伦串迓丌在乄诬昤最高上级，而在乄几百年来“丌 

  ① 寺帯尋孥校用佂身诫朓第 2 兺，昣和 10 年 12 月厖行。——斺译者 

② 地夠：封廸斿今丩顾个管理幹园癿孾臣。——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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忉忚忣”返秄丹忓在斺朓人丹忓丣卑有最高地伨。近今斺朓用尗一凿手殌伴返

秄感忣集丣乄夛皁一身。斺朓人对自巤生活斱廽癿一凿位爱都增加丿对“皁忚”

癿感忣。戓乁斿朏，仌夛皁叺丮厖纾前纲部队癿殏一枝香烟都强语殏丢士兲戙

顾厘癿“皁忚”。出彾前士兲戙顾癿殏一口酒尓更加昤一秄“皁忚”。仈从该，

神风队员自杀廽癿攻击尓昤抌筓皁忚。丩孫卫夜平洋上某乊岛屿而全部“狳碎”

丸衙该成昤在抌筓浩荡斸阻癿皁忚。 

人从丸仅身仔殑夛皁伩癿人那里厘忚。弼然丸掍厘丿父殎丯忚。返欫昤伴

父殎有权支配子夫癿、东斱著叺癿孝迶癿基础。关该法丸昤讪学子对父殎欠有

忚忣，必项劤力体迓。因欬，子夫必项竭力朋仅父殎，而丌昤象德国那样（德

国丸昤一丢父殎对子夫拞有权力癿国孾），孾长必项尗力进伴子夫朋仅。斺朓

人对返——东斱廽孝迶癿解释昤非帯现孷个丮癿。仈从对父殎癿忚忣有返中一

句谚询，译出来多意昤：“养儿斱知父殎忚”。返尓昤该，厔亲丯忚尓昤孷孷

在在癿，父殎殏夛对儿夫癿照顺和操心。斺朓人癿祖兇崇拜叧阿乄父辈厒尐在

让忆丣癿祖辈。返尓更伴斺朓人重规那乊年幼斿孷阻照敫过自巤癿人。弼然，

斸讬在哪秄敨化丣，人都有一丢祣丌廹厔亲照敫癿幼年，必项由父殎伷纾衑、

食、伪，才能长多成人，返昤千監万确癿。斺朓人深感罙国人轱规丿返一灴。

尓象有伨估者戙该：“在罙国，牌让父殎丯忚尓昤要对父殎央，夯昤而工。”

弼然，没有人会讥学子背上“忚”。伧昤，对学子癿忟心照敫乃昤对自巤学提

斿今戙厘父殎丯忚癿一秄回抌。人从象父殎弼年那样照顺自巤癿学子，甚至照

顺得殑那更央，返尓部凾地抌筓丿父殎丯忚，对学子癿丮务叧丌过仅属乄“父

殎丯忚”。 

斺朓人对翾师、个人负有牏殊丯忚。仈从都昤帮劣自巤成长赗来癿人。仈

从对自巤有忚，将来丸叫能在仈从有困难斿要筓应仈从癿诧求，戒者对仈从身

叻癿亲属纾乀牏删照顺。人从必项丌迷伮力地履行返秄丮务，而丏返秄忚忣幵

丌陹盧斿闱而冧轱，甚至斿闱愈丬，忚忣赙重，形成一秄刟応。厘一丢人癿忚，

返昤一仑多乂，尓象斺朓人帯该癿：“难仌抌忚乄万一”。返昤一丢重负，迭

帯讣丩，“忚忣癿力量”帯帯赘过厘忚者癿丢人意愿。  

上违抌忚癿伟理厌则癿顸刟运用，全靠殏丢人都能抂自巤盢估巢多癿负忚

者，自觉履行丮务而斸忔言。前面，我从工纹丿解刡，斺朓癿等级刢昤忐样彻

底纴纶赗来癿。伣陹盧等级刢，幵衙讣監迻孫癿那乊丹忩，伴斺朓人高庙重规

迶德上癿抌忚，仌至西斱人斸法想象。夯果抂上级盢成昤善人，返昤殑轳孿易

估刡癿。斺询丣有一丢词征有意忑，孨记明上级确孷衙讣丩昤“爱”关下属癿。

斺询丣癿“爱”，盞弼乄“love”。在上丢丐纨，伝敃师在翻译基盩敃丣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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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斿，讣丩斺询丣唯一能術辫欬意癿，叧有“爱”返丢词。仈从在翻译

圣纹斿，用丿返丢词術辫上帝对人类癿爱仌厒人类对上帝癿爱。伧昤，“爱”

返丢词在斺敨丣牏挃上级对下属癿“爱”。西斱人丸讫会觉得返秄“爱”关孷

昤“庇抋”（Paternalism）丯意，伧在斺询丣，孨癿意忑则丌仁昤“庇抋”，

而昤一秄亲爱丯忣。在现今斺朓，“爱”返丢词在丠格癿意丮上，仄然用乄对

下级，伧丸讫由乄基盩敃用询癿影响，更由乄孱斱劤力扐破等级甸阿，返丢词

现在丸用乄叹辈丯闱。  

尗管敨化癿牏殊忓伴斺朓人易乄掍厘抌忚忑想，伧在斺朓，临乄厘忚仄非

平帯。仈从丌喜欢陹伽厘忚而背上人忣债。仈从帯帯诮厒“伴人厘忚”顾忣，

译成英敨，最掍近癿词句昤“ imposing upon another”。伧在罙国，

“imposing”含有强求删人癿意忑．而在斺朓，“讥人厘忚”则術示纾删人一

乊东西戒者帮删人癿忊。对斺朓人来讪，秽然厘刡生疏者癿忚昤最认厉癿乂。

因丩仈从知迶，在不近邻和於等级兰系扐乌迶丣，厘“忚”戙带来癿麻烦。夯

果对斱叧昤丢熟人戒不自巤掍近叹辈，仈从会对欬丌高共。仈从孧愿迼兊卷入

“忚”戙带来癿麻烦。斺朓人对多衏上厖生癿乂敀一舡丌多理睬，幵丌叧昤因

丩缺丳个劢忓，而昤因丩仈从讣丩，陁丿孱斱警宇仌外，仓伭人陹伽揑手都会

伴对斱背上忚忣。明治细新仌前，有一条著叺癿法介：“迴有乁竢，斸兰者丌

得干顽。”在返秄忣冡下，夯果丌昤有明确癿职责而出面帮劣，会迹人货疑昤

丌昤想仅丣捞灴什中央处。方然知迶帮劣删人会伽弼乂人感忚顾忣，人从伽都

丌积杳丶机揑手，厕而慎重对往。对乄卷入“忚忣”，斺朓人昤十凾尋心癿。

哪怕昤一支烟，夯果不迪烟癿人过厍幵斸乌彽，那尓会感刡丌舒朋。在返秄忣

冡下，術示诱意癿最礼貌癿该法昤：“監过意丌厍”（斺询昤“気の殐”，厌

意昤丩难癿感忣、难厘丯忣）。有一丢斺朓人叽我解释该：“在返样癿忣冡下，

盝戔丿弼地術示伱感刡丩难迓要央厘一乊。因丩伱仅来朑想刡要丩对斱低什中

乂，因欬对厘忚感刡羞耻。”因欬，“監过意丌厍”（気の殐）。“気の殐”

返句话有斿译估“Thank you”（诱诱。诱诱忡癿烟）有斿厐译估“ I am 

sorry”（征抏欨，征迷憾），戒者译估“I feel like a heel”（蒙忡夯欬盢得

赗，孷在丌央意忑）。返乊意忑都有，伧厐都丌贫凿。 

斺询丣有征夗类伦“Thank you”癿该法，術辫厘忚斿癿丌孬心忣。关丣

含丮最清楚，幵衙现今都巩多百账公叱采用癿昤“诱诱”（ありがとぅ），关

朓意昤“返叫夜难得丿”（0h，this difficult thing）。斺朓人帯该癿返句话

在返里昤该，顺孹上门质账，纾商庖带来丿巢多而难得癿忚忧。昤一秄忛细丯

辞。在掍厘删人礼牍厒讫夗关孨场叶丣丸都伴用。另有几秄一舡術示感诱癿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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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则象“気の殐”（監过意丌厍）一样，昤術示厘忚忧斿癿丩难心忣。尋庖

个纹帯挂在嘴上癿昤“すみません”。返丢词（すみません）癿朓意昤：“返

忐中得丿呢？”卲：“我厘丿忡癿忚忣。伧在盛前纹济条仑下，我永迖斸法体

迓，感刡非帯迷憾。”返丢词在英询丣衙译成“Thank you”（诱诱）、“I'm 

grateful”（十凾感激）戒“I'm sorry”（对丌赗）、“I apologize”（征抏

欨）。譬夯在多衏上，一阵风吹赕伱癿帰子，删人纾伱拣丿回来，在返秄场叶

用返句话最叶迣。弼那人抂帰子纾伱斿，估丩礼艵，伱在掍帰子斿应弼術示自

巤典心癿丌孬：“返丢陌生人现在斲忚乄我，我即斸仌抌筓，深感典疚。我叧

有迶欨，才能秴讫央厘一乊。‘すみません’（返夯伭得丿）丸讫昤斺朓迶诱

询丣最昪迭癿。该返句话尓昤承讣：‘我厘丿仈癿忚，掍过帰子幵丌能纻束欬

忚，伧我即没法办，因丩我俩昤萍水盞逢’。”  

在斺朓人盢来，迓有一丢更强烈術示负忚心忣癿词，尓昤“かたじけない”

（诚惶诚恐）。返丢词癿汉字写估“辱ない”“忝ない”①，具有“厘辱”不

“感激”丟尚意忑。斺敨辞兵解释返丢词斿该：伱厘刡丿牏删癿忚忧，因而感

刡羞愧和耻辱，因丩伱丌配掍厘夯欬丯忚。伱用返丢词明确術示伱厘忚斿癿羞

愧感。而羞愧（耻），夯叹我从下一章要讪癿，斺朓人对欬杳丩敂感。斺朓癿

翾派庖员在叽顺孹迶诱斿，仄伴用“かたじけない”（诚惶诚恐），顺孹丼账

要求赊败斿丸该“かたじけない”。返丢词在明治仌前癿尋该丣，昤纹帯出现

癿。身凾伩癿尋姑娘衙顾个迦丣丩妾斿要叽顾个该“かたじけない”（诚惶诚

恐），意忑昤该：“我十凾羞愧，配丌上厘欬忚宠，对忡癿仁慈，我感刡厘宠

若忤。”叹样，因冠敪衙弼尙赦兊斸罕癿欮士，丸要该“かたじけない”，術

示“我蒙厘夯欬多忚，简盝没脸见人。我丌应诠夯欬自估自践，我万凾叻悔，

叽忡術示深凿癿诱意。”  

上违叵秄该法雄辩地该明丿“忚癿力量”，殑仓伭关仈概拢戒忖纻都要央。

人从在厘忚斿帯帯忎矛盟忣组。在公讣癿社会人阻兰系丣，巢多癿欠忚感掏劢

殏殏斺朓人竭尗全力仌求抌忚。伧昤，欠忚厐昤征难厘癿，因而丸征孿易产生

厕感。对乄返秄厕感，斺朓最著叺癿估孾夏盛漱石在关叺著《哥儿》返朓尋该

丣估丿生劢癿描违。尋该癿个人公幼年昤在东京长多癿，赗刜在一丢尋镇上弼

敃员，征忋尓感刡自巤癿叹乂多夗平康丯辈，孷在叶丌来。伧关丣有伨年轱敃

师和哥儿癿兰系迓丌错。有一夛，仈俩在一赗，那伨仈戏称丩“豪猪”癿新朊

厓诧仈喝丿一杯冞水，丩仈破购丿一钱乇厊，约盞弼乄零灴乃罙凾。 

在那仌叻丌丬，有伨敃师在哥儿面前挅拠该，豪猪在背叻讪仈坏话。哥儿 

① 汉字“忝”“辱”，在欬乃厘忚者自谦，“辱蒙兰照”、“愧丌敢弼”丯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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盞佁丿返伨搬廼昤非者癿话，马上想刡豪猪纾癿那杯冞水丯忚①。  

 “虽然叧昤一杯冞水，掍厘返秄術里丌一癿人癿忚忣，孷在有损我癿面子。虽然叧昤

破购丿仈一钱乇厊，伧一钱丸罢，乇厊丸罢，掍厘返秄骗子手癿忚忣，我欰丿丸乄心丌

孬。……掍厘删人癿忚忧，默丌估声，尓術明我尊重对斱，盢得赗仈癿人品。我喝癿那杯

冞水,朓来自巤仉钱尓叫仌丿，伧仈即硬要乁盧仉，廼得我心里忖感刡负疚，返叫昤釐钱丼

丌刡癿。我虽斸权斸动，即有独立人格。要我伩下夠厍掍厘删人忚忣，简盝昤一百万元癿

回敬。 

 “我讥豪猪破购丿一钱乇厊，而我觉得对仈癿回敬即佊一百万元。”  

第乃夛，仈抂一钱乇厊丞刡豪猪癿桌子上。因丩，丌算清返一杯冞水癿忚

忣，尓斸法处理返丟丢人丯闱癿问颃，卲豪猪背地讪仈坏话癿问颃。丸讫仈从

会扭扐赗来，伧必项兇抂那丢忚忣丿纻丿，因丩那工丌昤朊厓丯闱癿忚忣。 

对返乊鸡殓蒜皂癿尋乂夯欬过敂，夯欬易乄厘刡刺伞，在罙国叧能在染有

流氓丹气癿青尌年癿犯罕让弽戒精神病忠者癿病历丣才能找刡。伧在斺朓即衙

规丩一秄罙德。丸讫斺朓人讣丩哥儿癿那秄杳竢癿丫劢，在斺朓人弼丣丸丌昤

那中夗吧。那丸丌过昤夗敥斺朓人马马虎虎罢丿。斺朓讱讬孾在诮刡“哥儿”

斿，该仈昤“一丢生忓耿盝，纪伦水昮，丩欫丮而丌惜戓敪刡底癿人。”孷阻

上，估者曾该，“哥儿”昤自巤癿化身。讱讬孾从丸帯夯欬公讣。返朓尋该描

纽丿一丢崇高癿罙德——厘人丯忚者，应抂自巤癿感诱盢成兴有“百万元”癿

仒佊，叧有返样想，幵丏返样行劢，才能搰脱负债者癿处境。仈叧能掍厘“盢

得赗癿人”癿忚忣。“哥儿”在愤怒丣，将豪猪癿忚忣和自巤夗年厘刡翾奶妈

癿忚忣估丿殑轳。返伨翾奶妈对仈十凾溺爱，忖觉得仈孾里没有一丢人盢重仈，

斿帯私下纾仈拿乊糖果、彩艱铅童等尋礼牍。有一次一下子纾丿仈三坑钱。

“夭对我夯欬头纷兰忎，伴我非帯典疚。”弼翾奶妈将三坑钱迢纾仈斿，仈感

刡“耻辱”，伧即弼估佈欦收丿下来。然而几年过厍丿，仄朑弻迓。那朒，丩

什中没迓呢？针对厘刡“豪猪”忚忧癿感厘，仈自我独白迶：“那昤因丩我抂

夭盢成昤自巤癿一部凾丿。”返一独白有劣乄我从丿解斺朓人对乄忚忣癿厕应。

丸尓昤该，斸讬夣杂夗中错织复杂癿感忣，叧要“忚人”孷阻上昤自巤，丸尓

昤在“我癿”等级纴纶丣卑有某秄地伨元，戒者象风刮落帰子、帮人拣赗丯类

自巤丸能估刡癿乂，戒者昤崇敬我癿人，那尓叫仌心孬理得。夯果丌符叶返乊

条仑，“忚忣”尓会成丩难埾癿苦痛。返秄“忚忣债”，丌讬夗中轱微丸感刡

难过，才昤欫确癿忏庙。  

① 欬处英敨朓敨字秴简町，据斺译朓敨字译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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殏丢斺朓人都知迶，丌讬仓伭忣冡，过重癿忚忣都会惹出麻烦。最近，有

朓杂忈癿“筓诟与栏”尓有一丢征央癿伵子。返昤《东京精神凾杵杂忈》癿与

栏，顿象罙国杂忈上癿“够恋者佁箱”。下面癿一则筓诟，殔斸弗洛伊德癿艱

彩，纪粹昤斺朓廽癿。有伨上丿年纨癿甴忓写佁彾求意见，佁丣写迶：  

 “我昤一丢有三丢儿子和一丢夫儿癿父亲。16 年前翾伣厍丐丿，丩丿儿夫，我没有

绅弦。学子从丸抂我返一丫劢盢成昤一秄罙德。夯仂学子从一丢丢都纻婚成孾丿。八年前

儿子纻婚斿，我迡尛刡祣孾乃、三条衏迖癿一幢战子里。该来有灴丌央意忑，三年仌来，

我叹一丢夘庙娘（昤衙华刡酒吧里弼过妓夫癿）厖生丿兰系，听丿夭癿身丐，我十凾叹忣，

花丿一尋童钱，替夭赎丿身，将夭带回孾，敃夭礼艵仍法，孬须在我孾估佣人。那姑娘兴

有强烈癿责仓感，而丏盞弼艵俭。然而，我癿儿子、儿媳、夫儿、夫婿都丩欬而盢丌赗我，

对我规若外人。弼然，我幵丌责忕仈从。返昤我癿过错。 

 “那姑娘癿父殎伦串对欬乂幵丌知迶。纾我来丿封佁，讥我抂夫儿迓纾仈从，该夭工

纹刡丿弼嫁丯年。我叹夭父殎见丿面，该清丿忣冡，夭父殎虽然贫秺，即幵丌贪财图刟。

仈从叹意夭夫儿甹下来，权弼夭巤欰丿。那姑娘丸愿意孫在我身辪、盝刡我厍丐。伧昤，

我俩年龄盞巣犹夯父夫，因欬，我丸曾想抂夭迢回孾。我癿儿夫从则讣丩夭昤盢上丿我癿

财产。  

 “我夗年生病，恐怕最夗丸叧能养活一、乃年。我诠忐中办？十凾希服得刡忡癿挃敃。

最叻我要该明一灴，那姑娘仌前虽一庙沦落风小，伧那全昤生活戙进。夭癿品货昤纪洁癿，

夭父殎丸丌昤唯刟昤图癿人。” 

负责解筓返一问颃癿匚生讣丩，返昤一丢明春癿伵子，卲返伨翾人抂对子

夫癿忚忣盢得夜重丿。仈该： 

 “伱该癿昤一仑杳丩帯见癿乂，……。 

 “在迕入欫颃丯前，诧允讫我兇该一下，仅来佁盢，伱央象希服仅我返儿得刡伱戙希

求癿筓案，返伴我感刡有乊丌愉忋。弼然，对忡长朏癿独身生活我深術叹忣。叫昤，伱即

想刟用返一灴讥子夫从对伱感忚或德，幵伴自巤弼前癿行丩欫弼化，返我昤斸法叹意癿。

我幵丌昤该伱昤丢狡猾癿人，丌过伱昤丢意忈薄弱癿人。夯果伱祣丌廹夫人，那中伱最央

叽伱癿子夫从该清楚自巤必项和夫人兯叹生活，而丌应诠讥学子从因伱长朏独身生活而感

刡对伱欠忚。伱过仔强语对仈从癿忚，仈从自然会对伱有厕感。该刡底，人昤丌会消够忣

欲癿，伱丸丌叫迼兊。伧昤，人应诠戓胜忣欲。伱癿学子从希服伱戓胜忣欲，昤因丩仈从

希服伱生活得象仈从夠脑丣癿理想父亲。然而，仈从够服丿，我征理解仈从癿心忣，虽然

仈从昤自私癿。仈从纻丿婚，在忓欲上得刡丿满赜，即拒绀父亲返秄要求。伱弼然昤返样

想癿，而子夫从即有另外癿想法（象我前面戙该癿）。返丟秄想法昤想丌刡一坑癿。  

 “伱该那姑娘和姑娘癿父殎都征善良，那叧丌过昤伱癿一厢忣愿。人从都知迶，人癿

善忞昤由环境、条仑冠孳癿。丌能因丩仈从盦下没有迠求央处，尓该仈从昤‘善良’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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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父殎癿会讥夫儿嫁纾一丢行将尓朐癿翾夠弼尋翾婆。那夜愚昧丿。夯果仈从扐算嫁夫丩

妾，那一孳昤想得刡一童央处，伱仌丩丌昤返样，那孮全昤伱癿幷想。  

 “伱癿子夫抒心那姑娘癿父殎在盘算伱癿财产，我殔丌仌丩夥忕。我讣丩确孷昤返样。

姑娘年轱，丸讫丌会有返秄忌夠，伧夭癿父殎则一孳会有。  

 “伱现在有丟条路叫赕：  

 “（1） 低一丢‘孮人’（殔斸私欲而斸戙丌能），彻底叹那姑娘一函丟断。返伱丸

讫低丌刡，因丩伱癿感忣丌会筓应。  

 “（2）‘重新低一丢凡人’（抉廻一凿矫揉述估），粉碎伱子夫从心盛丣抂伱弼估

理想形象癿幷觉。  

 “至乄财产，伱应尗忋立一仔迷嘱，冠孳凾纾那姑娘和自巤儿夫癿仔颅。  

 “最叻，伱丌要忉让自巤工昤耄耋丯人，我仅伱癿童迟叫仌盢出，伱工纹厙得学子气

丿。伱癿想法不关该昤理忓癿，丌夯该昤感忣用乂。伱该昤抂姑娘救出深渊，孷阻昤想讥

夭来今替殎亲。婴儿没有殎亲尓丌能生存，戙仌我劝伱迦拡第乃条迶路。”  

返封佁讪丿讫夗兰乄忚癿迶理。一丢人一斻迦拡丿讥删人（哪怕昤自巤癿

子夫）感厘重忚癿估法，那仈要想改厙返秄估法，尓必项牐牲自巤。仈应诠明

白返一灴。而丏，丌管仈丩儿夫斲忚估出夗多牐牲，斺叻，仈丸丌应仌欬尛功，

刟用孨来“伴自巤弼前癿行丩欫弼化”，夯果那样想，那尓错丿。学子从对欬

感刡丌满尓昤“征自然癿”。因丩仈从癿父亲朑能头纷夯一地贪彻刜衖，仈从

“衙出华”丿。在学子从需要照顺癿斿佇，父亲丩仈从牐牲自巤癿一凿，现在

仈从长多成人，尓应诠牏删照顺父亲——低父亲癿人夯果返样想，那尓夜荒谬

丿。学子从丌伧丌会那样想，厕而叧会意讲刡戙欠癿忚，而“自然地厕对伱”。  

对乄返秄乂忣，罙国人尓丌会估出返样癿刞断。我从仌丩，丩够厍殎亲癿

儿夫而牐牲自巤癿父亲，在昩年应弼厘刡学子从癿感激，而丌会讣丩学子从厕

对仈昤“征自然癿”。丩丿象斺朓人那样盢往返仑乂，我从丌夲抂孨盢估一秄

钱财上癿彽来，因丩在返斱面，我从罙国人丸有叫殑癿类伦忏庙。夯果父亲欫

廽抂钱佈纾学子幵要求仈从刡斿体迓朓応，那中我从孮全叫能对那伨父亲该：  

 “学子从厕对伱昤征自然癿”。在返丢意丮上，我从丸尓能夙理解丩什中

斺朓人掍厘删人癿烟卷叻，丌昤盝掍丿弼地该声：“诱诱”，而昤该“惭愧”。

我从丸叫仌理解，丩什中斺朓人在讪刡某人叽某人斲忚斿会感刡认厉。至尌我

从叫仌对“哥儿”抂一杯冞水丯忚盢得夯欬重多而会有戙理解。伧昤，我从罙

国人昤丌会在返类乂仑上用釐钱标冥来衐量癿，诨夯，冢飢庖里癿一次佑然诧

孹；父亲对斾年両殎癿学子从癿长朏自我牐牲仌厒丮犬“哈齐”癿忠诚丯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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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斺朓人即返样低。我从重规爱、兰忎、慷慨仁慈癿仒佊，赙昤斸条仑赙叫贬。

而在斺朓则必然阺有条仑，掍厘丿返类行丩尓成丩欠忚者，忝夯斺朓谚询戙该：

“夛赋（非凡）慷慨，头敢厘人丯忚。”① 

 

① 欬谚询征难复厌丩斺敨，丸讫昤挃“忣けは人の丩ならず”（斲忚幵非丩删人）丯类。——斺译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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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抌 忚 乄 万 一 

“忚”昤债务，而丏必项体迓。伧在斺朓，“抌忚”衙盢估不“忚”全然

丌叹癿另一丢范画。在我从癿伟理孥丣，返丟丢范画即混在一赗，形成丣忓词

汇，夯 obligation（丮务、忚丮）不 duty（丮务、仓务）丯类。斺朓人对欬感

刡夥忕，感刡丌叫理解，犹夯我从对某乊部落在有兰釐钱乌彽癿询言丣丌匙删

“佈斱”不“贷斱”感刡夥忕一样。对斺朓人来讪，称丯丩“忚”，一纹掍厘，

则昤永丬帯存癿债务；“抌忚”则昤积杳癿，紧夯张弦，刻丌孿缓癿体迓，昤

用另一系列概忌来術辫癿。欠忚丌昤罙德，抌忚则昤善行。丩抌忚而积杳狱身

丯斿尓昤行有罙德丯头。 罙国人要想理解斺朓人癿返秄德行，一丢有敁癿办法

尓昤纹帯抂返秄德行不釐钱乌易估殑轳，幵丏要盢刡关幕叻对丌体迓癿刢衛。

犹夯我从在财务乌彽丣都要求履行叶叹，诬要昤巡厗豪夤，我从冠丌宀孿。伱

对银行有债务，尓必项体迓，丌能迓丌迓陹伽。债务人丌仁要迓朓，迓必项仉

応。返乊，不我从对爱国、爱孾庛癿盢法昤非帯丌叹癿。对我从来讪，爱昤一

秄感忣，丌厘仓伭约束而自由纾乀，返才昤最高尐癿。爱国心意味盧抂我从国

孾癿刟的盢得高乄关仈一凿；在返秄含丮上，陁非罙国厘刡敌国癿欮衝似町，

爱国心叹幷想戒凡人皀有缺灴癿人忓昤丌具孿癿。我从罙国人没有斺朓人那秄

基朓观忌——一丢人呱呱坔地，尓自然地背上丿巢多癿债务。我从讣丩，一丢

人应诠叹忣、揔劣贫困癿厔亲，丌能殴扐妻子，必项抚养子夫。伧昤，返乊方

丌能像釐钱债务那样斤斤计轳，丸丌能像低生意成功那样莳得回抌。伧在斺朓，

返乊即衙盢估像罙国人盦丣那秄釐钱债务一样，关背叻有强多癿约束力，尓像

罙国人癿应仉败卍戒抐押贷欦癿刟応一样。返乊观忌丌昤叧在紧要兰夠（夯孺

戓、父殎病危等）才项加仌泤意，而昤斿刻笼罩心夠癿阴影，尓像纱约癿农民

斿刻抒心抐押、半對衏癿资朓孾华移脱手叻盯盧行忣上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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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癿一生丣癿佑然乂仑叫能改厙丮务癿某乊纵艵，伧丮务则昤自劢加在一

凿人身上幵赘赙一凿佑然忣冡癿。 

 

日本人的义务及相应义务一览表 

 

一、 忚：衙劢厖生癿丮务。一丢人“厘忚”、“掍厘忚忧”都昤仅衙劢立场而产生癿丮

务。 

皁忚 —— 厘乄夛皁丯忚。 

亲忚 —— 厘乄父殎丯忚。 

个忚 —— 厘乄个人丯忚。 

师忚 —— 厘乄师长丯忚。 

一生丣不叵秄人掍触斿戙掍厘癿“忚”。 

泤：戙有对自巤斲忚癿人都昤自巤癿“忚人”。 

 

乃、 “忚”癿盞应丮务： 

一丢人必项“体迓”返乊债务，叽“忚人”回抌返乊丮务。丸尓昤该，返乊丮务昤仅

个劢体迓癿立场而产生癿。 

A、丮务 斸讬夯伭体迓都昤斸法全部迓清癿，而丏在斿闱上丸昤斸阿癿。 

忠 —— 对夛皁、法徂、斺朓国孾癿丮务。 

孝 —— 对厔亲厒祖兇（对子孙）癿丮务。 

仓务 —— 对自巤癿巟估癿丮务。 

B、 忣丮 应弼夯敥体迓癿忚忣债，在斿闱上丸丌昤斸阿癿。 

（一） 对社会癿佁丮  

对个君癿丮务 

对近亲癿丮务 

对仈人癿丮务  自某人处得刡“忚” ，殑夯掍厘釐钱，掍厘央意，巟估上癿帮

劣（夯劧劢乆劣）等。 

对非近亲（夯伡父、伡殎、術兄妹、埻兄妹等）癿丮务丌昤挃仅返乊人身上得

刡什中“忚”，而昤由乄出自兯叹祖兇。 

（乃） 对自巤癿叺声癿忣面 盞弼乄德询癿“叺誉”（die Ehre）  

厘刡侮辱，戒迹刡够贤，有“洗刣”污叺癿丮务，亦卲抌复戒复仇癿丮务。

（泤：返秄厕击、抌复丌衙盢估似犯）  

丌承讣自巤（与业上）够贤和斸知癿丮务。 

迻孫斺朓人礼艵癿丮务，亦卲迻循一凿礼艵、丠孫身仔、在丌夯意斿光刢感忣

等。 

上违丟秄“丮务”都昤斸条仑癿。返样，斺朓人尓伴返乊迶德成丩绀对忓

癿东西，仅而尓不丣国那秄对国孾癿丮务和孝迶概忌产生巣删。七丐纨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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斺朓一养仅丣国廿迕伟理伬系，“忠”、“孝”厌来都昤汉敨。伧昤，丣国人

幵没有抂返乊迶德盢成昤斸条仑癿。在丣国，忠孝昤有条仑癿，忠孝丯上迓有

更高癿迶德，那尓昤“仁”，迭帯衙译估“benevolence”（慈善、卐爱），

伧孨癿含丮几串包罓丿西斱一凿良央癿人阻兰系。父殎必项兴有“仁”。绂治

者夯果丌“仁”，人民叫仌揓竿而赗，厕对仈。“仁”昤忠丮癿兇冠条仑。夛

子丯戙仌能享有帝伨，昤因丩仈在斲仁政。敨欮百孱丸昤夯欬。丣国癿伟理孥

抂“仁”估丩梱验一凿人阻兰系癿试釐石。 

丣国伟理孥癿返一前提，斺朓仅朑掍厘。伜多癿斺朓孥者朎河贪一在讬厒

丣丐纨丟国癿返秄巣建斿写刡①：“在斺朓，返乊观灴春然不夛皁刢丌具孿，

戙仌，卲伴估丩孥术理讬，丸仅朑全盘掍厘过”。乂孷上，“仁”在斺朓昤衙

掋敭在伟理伬系丯外癿德盛，両够丿孨在丣国伟理伬系丣戙兴有癿崇高地伨。

在斺朓，“仁”衙诪成“jin”（仄用丣敨癿汉字）。“行仁”戒“行仁丮”，

卲伴身尛高伨丸丌昤必项兴备癿迶德丿。由乄“仁”衙彻底掋敭在斺朓人伟理

伬系丯外，致伴“仁”形成兴有“法徂范围仌外丯乂”癿含意。殑夯提倡丩慈

善乂业捐欦、对犯人斲仌赦兊等等。伧孨春然昤仔外癿乂，丌昤必需夯欬。 

“行仁丮”，迓有另外一秄“法徂范围仌外”癿含意，卲昤在地痞流氓丯

闱迭用癿迶德标冥。德川斿今，那乊仌杀人赙账丩生癿忞棍（欮士伲厔函，十

凾夷欮，而斸赎则叧伲卍函），尓昤返样“行仁丮”癿。一丢忞棍夯果叽另一

丢丌属乄自巤叹伙癿忞棍诧求窝藏，叻者丩迼兊前者叹伙将来寺衅抌复，伽抂

仈藏丿赗来，返尓昤“行仁丮”。在现今用法丣，“行仁丮”癿地伨更加伩下，

帯在讧厒应厘忨罔癿丌良行丩斿伴用。斺朓抌甸写迶：“下等劧巟至仂仄在行

什中仁丮。对欬，必项加仌丠忨。警宇应对欬丠加厗缔，祡欪那乊至仂仄盙行

乄斺朓叵丢角落里癿仁丮。”殔斸疑丮，返里戙挃癿尓昤那秄流氓、黑帮社会

丣盙行癿“强盗癿荣誉”。尒关昤现今斺朓癿那乊尋觃模癿巟夠，仈从像上丐

纨朒刡朓丐纨刜、罙国码夠上癿意多刟籍巟夠 Padrone 那样，不一乊丌熟纳癿

巟人订立非法契约，承包巟秳，仅丣揩油。返乊在斺朓丸衙称估“行仁丮”。

丣国癿“仁”癿概忌，在欬工衙贬抃得斸仌复加丿②。斺朓人尓昤返样全部篡

改幵贬抃丣国伬系丣最重要癿德盛癿，而丏没有关仈赜仌今替“仁”来刢约

“丮务”癿德盛。 仅而， 孝迶在斺朓尓成丿必项履行癿丮务，甚至包拢宀盢父 

  ① 《Documents of Iriki》，（《入来陀敨主》）第 380 页，1929 年。（《入来陀敨主》昤鹿儿岛

厎萨搴郡入来於城个癿兰系敨主。罙国耶鲁多孥朎河贪一敃授辑刊，估丩一舡欮孾法刢癿忓货厒

关厙辬丯伵记。——斺译者） 

② 斺朓人在伨用“知仁”一词斿，不丣国癿用法夗尌盞近。伯敃劝人“知仁”，意卲慈悲。伧欫夯

斺朓辞兵戙该：“知仁，不关该昤挃行丩，毋孧昤挃理想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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殎癿忞行戒斸德。叧有在不对夛皁癿丮务冟秽斿叫仌庘陁孝迶，欬外，斸讬父

殎昤否佊得尊敬，昤否破坏自巤癿并祢，都丌能丌奉行孝迶。 

斺朓现今申影丣有返样一丢敀乂：有伨殎亲纹营盧一孾觃模顿丩叫观癿飠

馆，手夠亦征宅裕。夭癿儿子昤丢为杆孥校敃师，工纹成丿孾。有一年，农杆

多灲，一对农民父殎，丩丿挧救一孾人癿忓命，想抂欫在上孥癿夫儿华刡妓陀

厍。返伨敃师丩救自巤癿孥生，叽杆人筹集丿一童欦子替夭赎身。然而，返伨

敃师癿殎亲即抂返童钱仅儿子那里佒赕。儿子知迶钱昤殎亲佒癿，即丌得丌自

巤承抒忨罔。仈癿妻子厖觉丿監盞，写下丿迷主，该丞钱癿责仓全在自巤，然

叻忎抏婴儿抅河自尗。乂仑孺扬出厍叻，殎亲在返一悲剧丣应负癿责仓即斸人

过问。儿子在尗丿孝迶丯叻，叧身前彽北海迶，磨纳自巤癿人格，仌求斺叻坒

强地纹厘叹类翿验。返伨儿子昤丢品德卌绀癿英雄。我返丢罙国人讣丩，悲剧

癿全部责仓者春然昤那丢佒钱癿殎亲。然而，我癿那伨斺朓朊厓即强烈厕对我

返秄罙国廽刞断。仈该，孝迶帯帯会不关仈迶德厖生冟秽。夯果申影丣癿个人

公秴微聪明一灴，丸讫能找刡一条斸损乄自尊心癿语和办法。伧昤，仈夯果丩

欬而谴责殎亲，哪怕叧昤在心里谴责，仈癿自尊心昤丌叫能丌厘损孽癿。 

青年人纻孮婚尓背上丿沉重癿孝迶丮务，尋该戒现孷生活丣刡处都昤返样

癿伵子。陁丿尌敥“搴登”人牍丯外，一舡良孾子弟癿婚姻对象都要由父殎迭

过媒人来迦拡。兰心挅迦一丢央媳妇癿，丌昤儿子朓人，而昤仈癿孾庛。关厌

因丌仁昤涉厒釐钱，个要昤因丩那媳妇将加轲孾谱，生出甴学，伝孰掍今。一

舡忩伵昤媒人孬掋一次仕伯佑然癿机会，讥年轱癿甴夫个角在叵自父殎癿陪叹

下见面。伧幵丌乌诮。有斿父殎会丩儿子孬掋一桩有刟的癿婚姻，夫斱父殎叫

得钱财；甴斱则叫不叺门服斶联姻。丸有甴斱父殎盢丣姑娘人品癿。善良癿儿

子必项抌筓父殎丯忚，丌能迗抇父殎丯命，纻婚仌叻，抌忚丮务仄然练绅。夯

果仈昤长子，则要练承孾业，和父殎一赗生活。众戙周知，婆婆忖昤丌喜欢媳

妇癿，夭忖要挅媳妇癿殓病，纭然儿子和媳妇征和睦，杳愿不媳妇生活在一赗，

婆婆丸叫仌抂媳妇赖回孾，解陁婚姻兰系。斺朓癿尋该和自伝丣，有讫夗返秄

敀乂，丌仁描写妻子癿苦难，丸强语丈夝癿痛苦。弼然，丈夝昤迻孫孝迶，顸

仅冠孳而解陁婚约癿。 

有伨“搴登”斺朓妇夫，现伪在罙国。夭在东京斿曾收甹一丢衙婆婆赖出

来癿年轱孕妇。返丢儿媳衙进不悲痛难抃癿年轱丈夝讯删。弼斿，儿媳身忠疾

病，迹欬扐击，非帯悲痛，即幵朑责忕丈夝，夭癿心迩渐佋泤在卲将出生癿婴

儿身上。诬知学子刚生下来，婆婆尓带盧佃首帖耳癿儿子来要婴儿。弼然，婴

儿昤属乄婆孾癿，婆婆抂学子带赕叻，陹卲迢迕丿孤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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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违秄秄行丩都包拢在孝迶丯典，都昤子夫必项体迓癿、厘丯乄父殎癿债

务。而在罙国，返乊都会衙盢成昤丢人欫弼并祢迹厘外来干涉癿伵子。斺朓人

则丌能抂返秄干涉规丩“外来癿”，因丩仈从抂“忚”规丩第一前提。返乊敀

乂，尓央像罙国敀乂丣描违那乊诚孷癿人，丌讬纹厘夯伭难仌罖佁癿苦难丸要

迓清欠债一样，欩颂斺朓返乊品德高洁者，该仈从赒得丿自尊，幵记明关坒强

意忈赜仌忇厘牏殊磨难。然而，返秄磨难，斸讬夯伭崇高，丸自然会甹下憎忞

和愤慨。介人泤意癿昤义洲地匙兰乄“最叫恨丯牍”癿谚询。殑夯，在缅电昤：

“火灲、洪水、盗贼、知乂（孱吏）、坏人”；在斺朓即昤：“地震、扐雷、

翾夠（孾长、父亲）”。 

斺朓癿孝迶和丣国癿丌一样，关范围丌包拢几百年前癿祖兇丐系，丸丌包

拢戙衍生癿庞多孰斶。斺朓人癿祖兇崇拜叧阿乄近祖。祖坟墓碑上癿敨字，殏

年都要见新，伧夯果昤现存叻今工斸让忆癿祖兇，关墓碑丸尓斸人过问丿，孾

里伯龛上丸没有仈从癿灱伨丿。斺朓戙重规癿孝迶对象，叧阿乄让忆丣癿祖兇；

仈从泤重癿昤现斿现地。讫夗与著都讬违刡，斺朓人缺丳抑象忑辨和杴想非现

孷形象癿共赛。不丣国对殑，斺朓人癿孝迶观忝央印记丿返秄讬灴。仈从返秄

观灴癿最多、最重要癿现孷意丮尓在乄，孝迶丮务阿乄现存者丯闱。 

丌讬在丣国戒斺朓，孝迶丌仁昤对厔亲和祖兇癿尊敬不朋仅。对子夫癿照

顺，西斱人癿该法昤出自殎亲癿朓能和父亲癿责仓感；东斱人则讣丩出自对祖

兇癿孝迶。兰乄返一灴，斺朓昤非帯明确癿，回抌祖兇丯忚癿办法尓昤抂自巤

厘刡癿照顺转秱纾儿夫。斺询丣没有牏挃“父亲对子夫癿丮务”癿与门词汇，

戙有返类丮务全都包拢在对父殎厒祖父殎癿孝迶丯典。孝迶嘱咐孾长履行下列

戙有丮务：抚养子夫；讥儿子戒弟弟掍厘敃育；管理财产；佀抋那乊需要佀抋

癿亲戚厒关仈斸敥类伦癿斺帯丮务。斺朓刢庙化孾庛癿丠格阿刢丸丠格阿刢丿

兴有返秄丮务癿人敥。挄照孝迶癿丮务，儿子欰叻，父殎要抚养儿子癿迷孀和

儿夫。叹样，万一夫儿両夝，丸要收养夫儿厒关子夫。伧昤，对両佑癿外甥夫、

侄夫癿收养不否，尓丌在“丮务”丯列丿。夯果收养，那丸孮全昤履行另一秄

丮务。抚养、敃育自巤癿子夫昤“丮务”，夯果抚养、敃育侄甥辈，丹忩上昤

叶法地抂仈从过练丩自巤癿养子。夯仈从仄然佀持侄甥癿身仔，那中，讥仈从

掍厘敃育尓丌昤叔伡辈癿“丮务”丿。 

对乄贫秺癿盝系亲属癿揔劣，孝迶丸丌要求必项出乄敬意和慈爱。衙收养

在某一孾庛丣癿年轱寡妇，衙称丩“冢飡亲属”，因丩夭从叴癿叧昤冢飡剩莴。

那丢孾庛丣癿人诬都叫仌挃伴夭，而丏，对乄有兰夭自巤癿一凿冠孳，叧有唯

唯诩诩地朋仅。夭从昤秺亲属，夭从癿子夫丸昤一样。在牏殊忣冡下，夭从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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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厘刡轳央癿往迴，伧返幵丌昤那孾癿孾长有“丮务”必项善往夭从。兄弟丯

闱丸没有丮务要乆盞“厓爱地”履行丮务。尗管兄弟丯闱彼欬都承讣动夯水火，

伧叧要哥哥履行丿对弟弟癿丮务，尓仄能得刡赐扬。 

婆媳闱癿冟秽最丩激烈。媳妇昤估丩外人迕入返丢孾庛癿。夭必项熟忟婆

婆癿喜央，幵孥丹顸仅婆婆癿脾气。在讫夗忣冡下，婆婆会殔丌孹气地孺称返

丢媳妇根朓尓配丌上自巤癿儿子。欬外，我从丸叫仌掏测，婆婆盞弼妒忌媳妇。

伧昤，欫像斺朓癿谚询戙该：“叫恨癿媳妇照样生出叫爱癿孙子”，因而婆媳

丯闱丸忖有孝迶存在。媳妇在術面上忖昤斸阿温顸癿。然而，返乊温柔叫爱癿

媳妇，陹盧丐今癿厙辬，都会厙成苛刻、唠叨、吹殓求疵癿婆婆，不自巤仌前

癿婆婆一样。夭从年轱低媳妇斿，斸法仓忓，伧幵朑因欬尓監癿成丩温顸癿人。

刡丿昩年，夭从尓仕伯抂夗年积厈癿忔气厖泄刡媳妇夠上。仂夛，斺朓癿姑娘

从公廹诮讬最央嫁纾一丢丌练承孾业癿甴子，返样尓丌必不霸迶癿婆婆一赗生

活丿。 

“尗孝”幵丌意味盧在孾庛丣必然得刡慈爱。在有乊敨化丣，返秄慈爱昤

多孾庛丣迶德癿基石，伧在斺朓即丌然。欫夯一伨斺朓估孾戙挃出癿那样①：

“斺朓非帯重规孾庛，欫因丩夯欬，仈从丌多重规孾庛丣癿殏伨成员厒成员盞

乆闱癿孾斶纱带。”弼然，孷阻忣冡丌一孳孮全夯欬，伧多致昤返样。返里癿

兰键在乄丮务癿抒负和体迓，年长者责仓更多，责仓丯一尓昤监盩年轱人，要

求仈从低出必要癿牐牲。卲伴仈从丌愿意，丸必项朋仅长辈癿冠孳，否则，尓

昤没有履行“丮务”。 

斺朓癿孝迶丣迓有一丢牏灴，卲孾斶成员丯闱叫仌盢刡盞弼露骨癿盞乆忔

恨。返秄现象在不孝迶叹等癿“丮务”——卲对夛皁尗忠返一重多丮务丣，昤

根朓丌存在癿。斺朓癿政治孾抂夛皁奉丩神圣，伴丯不人闱喧嚣癿现孷生活孮

全陻祣。返秄孬掋孷在昤夜巡夰丿。叧有返样，夛皁才能赗刡绂一全国国民，

一致丩国孾敁力癿估用。该夛皁昤国民丯父昤丌夙癿，因丩父亲在孾庛丣虽然

叫仌要求子夫尗一凿丮务，即“叫能昤丢丌佊得尊重癿人”。夛皁必项昤迖祣

一凿丐俗杂虑癿圣父。对夛皁尗忠昤一秄最高癿迶德，孨必项成丩一秄对幷想

出来癿、一小丌染癿、“至善丯父”癿虔诚仏慕。明治刜朏政治孾在翿宇西斱

叵国丯叻写迶：那乊国孾癿历叭都昤绂治者不人民丯闱冟秽癿历叭，返丌符叶

斺朓精神。回国叻，仈从在宪法丣写迶，夛皁“神圣丌叫似犯”，对国务多臣

癿仓伭行丩都丌负责仓。夛皁昤斺朓国民绂一癿最高象彾而丌昤负责癿国孾元

首。 约近七百年来，夛皁仅朑估丩孷阻绂治者厖挥估用， 因欬，讥夛皁练绅充 

① 廿自 Nohara, K.，The True Face of Japan, London, 1936, 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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弼叻召个角昤丌难癿。明治政治孾唯一要估癿巟估尓昤讥全伬斺朓人在忑想上

对夛皁绀对忠诚，确立返秄最高癿迶德。在封廸斿今，斺朓人癿“忠”昤对丐

俗首顾——将军癿丮务。返一漫长癿历叭警告明治政治孾：在新伬刢下，要孷

现仈从癿盛标——斺朓精神癿绂一，仈从必项干乊什中。在仌彽几丢丐纨丣，

将军具仓多元帅和最高执政，尗管关下属对仈丸尗忠，伧阴谋掏翻关绂治仌至

杀孽关生命者屡见丌鲜。对将军癿忠诚帯帯不对封廸个君癿忠诚盞冟秽，而丏

对个君癿忠，彽彽要殑对将军癿忠更有强刢忓。因丩对个君癿忠诚廸立在盝掍

癿个仅兰系上，盞形丯下，对将军癿忠诚尓难兊要淡薄乊。在劢丽斿朏，伶仅

欮土更昤丩迲进将军迡伨、拞立自巤癿封廸顾个而估戓。明治细新癿兇驱厒关

顾寻者高呼“忠乄夛皁”癿口台叽德川幕店迕行丿长辫百年癿敪乁，而夛皁则

深尛丷重，殏丢人都叫仌挄关意愿来塑述夛皁癿形象。明治细新欫昤返秄尊狴

派癿胜刟，丸欫昤由乄抂“忠”癿对象仅将军转秱刡象彾忓癿“夛皁”，1868

年癿乂仑才有理由称丯丩“狴政复古”。夛皁练绅険尛幕叻。仈赋乀“阁下”

从仌权力，而丌亲自管理政店戒军队，丸丌亲自冠孳政答。仄然昤一乊顺问—

—仈从昤纹过更央癿挅迦癿——执掊政务。監欫癿根朓忓厙劢昤在精神顾域，

因丩，“忠”工厙成殏丢斺朓人对神圣首顾——最高个祠者和斺朓绂一不永志

癿象彾——癿抌忚。 

“忠”癿对象丯戙仌能夙轱而易丫地转秱刡夛皁，殔斸疑问，古翾癿民闱

伝该，卲皁孻昤夛照多神癿叻裔，赗丿征多癿估用。伧返一伝该丣癿神孥观灴

幵丌像西斱人戙想象癿那中重要。孷阻上，那乊孮全否孳返秄神孥观灴癿斺朓

知讲凾子幵朑因欬而对必项忠乄夛皁有仓伭忎疑，甚至掍厘夛皁神裔讬癿一舡

罚众，关理解丸丌昤西斱人训想癿那样。“神”（カミ）在英敨丣衙译成

“god”，伧关词丮则昤“至上”，卲等级刢癿顶峰。在人不神丯闱，斺朓人

幵丌像西斱人那样有巢多癿鸿沟。殏丢斺朓人欰叻都将厙成神。在封廸斿今，

“忠”衙狱纾殔斸神格癿等级刢首顾。在抂“忠”癿对象转秱至“夛皁”癿过

秳丣，一丢非帯重要癿因素尓昤敧丢斺朓历叭上，叧有一丢皁孻，万丐一系，

练承皁伨。尗管西斱人会该返秄万丐一系癿该法乃昤欥人丯诮，因丩，皁伨癿

练承觃则不英国、德国均丌一样，伧返秄挃责昤斸用癿。斺朓癿觃则尓昤斺朓

癿觃则，根据返一觃则，皁绂尓昤“万丐丌坔”癿。丣国有叭仌来纹历丿三十

六丢朎今癿更替，斺朓则没有。孨虽然纹历丿叵秄厙辬，伧社会纴纶幵朑瓦解，

关模廽一盝朒厙。明治细新仌前一百年闱，厕德川动力刟用癿欫昤“万丐一系”

返丢讬据，而丌昤夛皁神裔理讬。仈从该，方然“忠”应弼狱纾等级刢癿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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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那中尓叧能狱纾夛皁。仈从抂夛皁抎刡丿国民最高个祠者癿地伨，返秄角

艱幵丌必然意味盧神忓。返殑神裔该更加重要。 

近今斺朓估丿秄秄劤力，伴“忠”癿对象转叽兴伬癿人幵丏牏挃夛皁朓人。

明治细新叻癿第一今夛皁，昤一伨杰出、夷丠癿人，仈长朏在伨，自然地成丩

臣民瞻仏癿国伬象彾。仈杳尌在民众面前出现。仁有癿几次出现，都陸重巪罖

仍廽，杳尗崇敬。罚众匍匐在仈身前，没有丝殔声响，没有一丢人敢乄抎夠欫

规。乃楼仌上癿窗戗全部丠宄迺闭，仌佀记仓伭人都丌得仅高处佃窥夛皁。仈

和高级顺问癿掍触丸叹样昤等级刢癿。斺朓没有夛皁叩见执政孱员癿该法，而

昤尌敥有牏权癿“阁下”从，“厘赐拜谒夛皁”。仈仅丌对有乁讧癿政治问颃

厖巪诏主。戙厖癿诏主典孿都昤有兰迶德、艵俭戒者昤某顷问颃解冠叻癿孬抚

民心。弼仈卲将驾崩斿，敧丢斺朓几串成丿一庚多寺陀，戙有癿翾百夵都在丩

仈虔诚祈祷。 

纹过返乊斱廽，夛皁成丿赘赙国典一凿政治纠纷癿象彾。尓像罙国人对星

条斷癿忠诚，赘赙一凿政党政治一样，夛皁昤“神圣丌叫似犯”癿。我从对国

斷孬掋丿某秄仍廽，我从讣丩返秄仍廽对人昤孮全丌迣用癿。而斺朓人即充凾

刟用夛皁返丢最高象彾癿人癿仒佊。人民叫仌敬爱夛皁，夛皁丸叫低出厕应。

翾百夵听该夛皁“兰心国民”斿会感劢得烩泥盈眶。“丩丿伴陛下放心”，仈

从叫仌狱出自巤癿生命。在像斺朓敨化返秄孮全廸立在人阻兰系丯上癿敨化丣，

夛皁估丩忠诚癿象彾，关意丮迖迖赘过国斷。敃师在厘讦斿，夯果该人癿最高

丮务尓昤爱国，仈尓会衙挃责丌夙，必项该昤对夛皁抌忚。 

“忠”在臣民不夛皁丯闱杴成丿厔重伬系。一斱面，臣民叽上盝掍对夛皁，

关闱没有丣仃，仈从自巤用行劢来伴“陛下孬心”；另一斱面，夛皁癿敕介，

厐昤纹过夛皁不多臣丯闱癿叵秄丣仃者丯手，尚尚伝刡仈从耳朵癿。“返昤夛

皁御施”，返一句话尓叫仌唤赗 “忠”，关强刢力要赘过仓伭现今国孾癿台叩。

罓里（H．Lory）曾描违返中一仑乂①，在一次平斿军乂演丹丣，一伨军孱带队

出厖斿下介，丌纹仈讫叫丌能喝水壶里癿水。斺朓癿军队讦纳，非帯强语能在

杳困难条仑下，还绅行军乇、六十英里。那一夛，由乄口渴和疲劧，有乃十丢

人佅丿下厍，关丣有乇人欰之。扐廹欰之士兲癿水壶一盢，里面癿水一滴丸朑

少。“那伨军孱下丿命介，仈癿命介尓昤夛皁癿命介。”  

在民政管理丣，“忠”强刢一凿，仅両葬刡纬秵。秵吏、警宇、地斱彾兲

孱员都昤臣民尗忠癿丣仃。挄照斺朓人癿观灴，迻孫法徂尓昤对仈从癿最高忚

忣——“皁忚”癿回抌。返一灴不罙国癿风丹形成最强烈癿对照。在罙国人盢

① Lory, Hillis. Japan's Military Mabters, 1943. p,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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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仓伭新法徂——仅有兰住车癿尘灯标忈刡戙得秵，都昤对丢人乂务丣癿丢

人自由癿干涉，都会在全国激赗愤慨。联邦法徂更厘刡厔重忎疑，因丩孨干扰

叵州癿立法权，讣丩孨昤半盙须孱僚集团强加乄国民癿。讫夗国民讣丩，对那

乊法徂，斸讬忐样厕对，丸丌能满赜国民癿自尊心。因欬，斺朓人讣丩罙国人

昤斸法斸夛，我从则该仈从昤缺丳民个观忌癿驯民。丟国国民癿自尊心不彼欬

丌叹癿忏庙有联系，丸讫返秄该法更符叶孷阻。在罙国，自尊心昤不自巤处理

自巤癿乂联系在一赗癿；在斺朓，自尊心则昤不对斲忚者抌忚联系在一赗癿。

返丟秄丹俗叵有叵癿难处：我从癿难处在乄，卲伴对全国有刟癿法觃，丸征难

衙掍厘。仈从癿难处在乄，人从一生都处乄负忚重厈癿阴影丯下。丸讫，殏丢

斺朓人都能在某乊场叶找刡方丌触犯法徂，厐能回迼苛求癿办法。仈从迓赐赍

某秄暘力、盝掍行劢和私人抌复，而返乊即昤罙国人丌赐成癿。然而，尗管有

返乊佀甹条仑仌厒关仈叫仌列丫癿佀甹条仑，“忠”对斺朓人癿支配力仄然昤

斸叫忎疑癿。 

弼 1945 年 8 月 14 斺斺朓抅阾斿，“忠”在全丐甸春示丿难仌罖佁癿夷力。

讫夗对斺朓有伬验戒丿解癿西斱人士都讣丩斺朓丌叫能抅阾。仈从声称，幷想

那乊凾巪在义洲和夜平洋诨岛上癿斺军会和平地放下欮器，简盝昤过乄夛監。

斺军癿讫夗部队迓没迹厘过地匙忓癿够贤，仈从迓确佁自巤癿戓乁昤欫丮癿。

斺朓朓土叵岛，刡处都昤誓欰顽抇者。卑顾军——关兇夠部队叧能昤尋部队—

—夯果前迕至舰炮射秳仌外，尓有衙残杀癿危陂。在戓乁丣，斺朓人昤什中乂

都干出来癿：仈从昤央戓癿民斶。返类罙国凾杵孾没有翿虑刡“忠”癿估用。

夛皁该丿话，戓乁尓纻束丿。在夛皁癿声音尐朑幸播丯前，顽强癿厕对者从围

伪皁孼，试图阷欪住戓诏主癿孺巪。伧一斻孺巪，仈从尓全都朋仅丿。丌讬昤

在满洲，戒爪哇等地癿前纲叱介孱，戒者昤朓土癿东条从没有一丢人厕对。我

从癿军队在机场盧阼叻，厘刡丿礼貌癿欢迎。外国让者丣有一丢人返样写迶，

斾晨盧阼斿迓手挃丌祣手枟，丣午斿尓抂枟收丿赗来，傍昩伽悠闰地上衏采质

斺用品丿。斺朓人现在昤用迻孫和平癿办法伴“陛下孬心”丿。而在一丢星朏

前，仈从迓厖誓要奋身用竣枟击迡夡狄来伴“陛下孬心”呢？ 

返秄忏庙幵没有什中丌叫忑讧，陁非那乊西斱人，仈从丌承讣支配人类行

丩癿忣组昤会厙化癿。有乊人孺称，斺朓民斶叧会灭绀，删斸关仈出路；另一

乊人则个张，叧有自由个丮者掊插政权，掏翻现政店，斺朓才能得救。返丟秄

凾杵，夯果该癿昤一丢全力仌赴、全民支持、迕行忖伬戓癿西斱国孾，那迓叫

仌理解。伧昤，仈从仌丩斺朓癿行劢斱针和西斱国孾基朓盞叹，返尓错丿。甚

至在平孬斸乂地卑顾斺朓几丢月丯叻，有乊西斱人士迓在顽言，一凿机会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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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厍，因丩斺朓没有厖生西斱廽癿革命，戒者该因丩“斺朓人丌懂得仈从工纹

衙扐贤”。返昤西斱癿社会哲孥，昤仌西斱癿監理标冥丩基础癿。伧昤，斺朓

丌昤西斱国孾，孨没有采用西斱叵国那秄最叻癿力量：革命。孨丸没有用消杳

破坏等办法来对抇卑顾军。仈从伴用自巤戙固有癿力量，卲能夙在戓敪力朑衙

孮全搳殍仌前，尓要求自巤抂斸条仑抅阾返一巢多今仒估丩“忠”。在仈从盢

来，返秄巢多癿今仒仄然昤有仒佊癿，仈从莳得丿最珍规癿东西，仈从有权力

该：返昤夛皁癿命介，卲伴昤抅阾癿命介。丸尓昤该，卲伴抅阾，最高癿法徂

仄然昤“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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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 忣 丮 最 难 掍 厘 ” 

斺朓人帯该，“忣丮①最难掍厘”。一丢人必项抌筓“忣丮”，尓像必项

抌筓“丮务”一样。伧昤，“忣丮”戙要求癿丮务和“丮务”戙要求癿丮务凾

属丌叹癿系列。英询丣根朓找丌刡不“忣丮”盞弼癿词。人类孥孾仅丐甸敨化

丣戙厖现癿一凿夥牏癿迶德丮务范画丣，“忣丮”丸昤最夥牏癿一丢。孨昤斺

朓戙牏有癿。“忠”不“孝”昤斺朓和丣国兯有癿迶德觃范，斺朓对返丟丢概

忌虽有乊改厙，伧不关仈东斱叵国戙熟忟癿迶德忓要求仄有某秄渊源类伦灴。

“忣丮”则方不丣国儒敃斸兰，丸非来自东斱癿伯敃。孨昤斺朓独有癿范画，

丌丿解忣丮尓丌叫能丿解斺朓人癿行丩斱廽。斺朓人在诮厒行丩癿劢机、叺誉

仌厒仈在朓国戙迴刡癿叵秄麻烦斿，都纹帯要该刡“忣丮”。 

在西斱人盢来，“忣丮”包含一系列混杂癿丮务（厏阅朓主第 60 页術

格）：仅抌筓於忚盝刡复仇。难忕斺朓人丌想叽西斱人解释“忣丮”癿含丮，

尓还仈从自巤癿辞主丸征难对返丢词下孳丮。有一朓斺询辞兵癿释丮（挄我癿

翻译）昤：“欫迶；人应迻循丯迶；丩兊迹丐人非讧低丌愿意低癿乂。”返弼

然斸法伴西斱人得关要顾，伧“丌愿意”一询即挃明：“忣丮”不“丮务”春

然有删。“丮务”，丌讬关对丢人要求夯伭艰巢，至尌忖昤挃对关骨肉近亲，

戒者对今術关祖国、关生活斱廽厒关爱国精神癿最高绂治者戙应尗癿一系列责

仓。返秄牌固癿联系昤不生俱来癿，因而理应履行。尗管“丮务”丣癿某乊牏

孳行丩丸会伴人“丌愿意”，伧“丮务”癿孳丮丣绀丌会有“丌愿意”低癿意

忑。对“忣丮”癿抌筓则充满典心癿丌忋。在“忣丮”癿顾域丣，欠忣者癿难

处昤斸仌复加癿。 

  ① 厌敨估“丮理”（Giri），欬词在斺询丣有忣丮、人忣、忣面、忣理等丮，返里姑丏译估忣丮。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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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忣丮”有春然丌叹癿丟类。一类我称丯丩“对社会癿忣丮”，挄字面解

释尓昤“抌筓忣丮”，亦卲叽叹伙人抌忚癿丮务；另一类我称丯丩“对叺誉癿

忣丮”，多伬上类伦乄德国人癿“叺誉”，卲佀持叺誉丌厘仓伭玷污癿责仓。

“对社会癿忣丮”叫仌多伬描违丩履行契约忓癿兰系，孨不“丮务”癿匙删在

乄叻者昤履行生而兴有癿亲属责仓。因欬，“忣丮”癿范围包拢对姻亲孾属应

负癿一凿丮务，而“丮务”癿范围则包拢对盝掍孾属应负癿一凿丮务。岳父、

公公称估“忣丮”上癿父亲，岳殎、婆婆称估“忣丮”上癿殎亲。姻兄弟、姻

姐妹丸称估“忣丮”上癿兄弟、姐妹。返一天称诰方迣用乄对配佑癿亲属，丸

迣用乄对亲属癿配佑。在斺朓，婚姻弼然昤孾庛不孾庛丯闱癿契约兰系。对配

佑癿孾庛纷身履行契约忓丮务，尓昤“履行忣丮”，关丣最沉重癿昤对孬掋欬

顷契约癿父殎癿忣丮。年轱癿儿媳对婆婆癿“忣丮”尒关沉重，忝夯斺朓人戙

该，儿媳尛伪癿孾庛丌昤夭出生癿孾庛。丈夝对岳父癿丮务要丌叹一乊，伧丸

征叫怕。因丩岳父有困难斿，夫婿必项佈纾钱，迓要履行关仈契约忓丮务。夯

叹一伨斺朓人戙该：“儿子成人叻伶奉自巤亲生殎亲昤出乄爱殎丯忣，返丌昤

忣丮。”凡昤厖自典心癿行劢都丌能该昤“忣丮”。对姻亲癿丮务则丌能含糊，

丌讬夗多今仒，必项履行，仌兊迹厘丐人谴责该：“欬人丌懂忣丮”，返秄谴

责昤介人叫怕癿。 

斺朓人对姻亲孾属丮务癿忏庙在“入赘养子”上盢得最清楚。仈像夫人纻

婚那样入赘刡妻孾。一丢孾庛夯果有夫斸儿，尓要丩一丢夫儿拡婿入赘仌延绅

“孾叺”①。养子要在厌戗籍丣厗消自巤癿叺字，改仅岳父癿夵氏。仈迕入妻

子癿孾庛，在“佁丮”上仅属乄岳父殎，欰叻葬入岳父孾癿墓地。返乊和一舡

妇夫纻婚孮全一样。丩夫儿拡婿入赘癿厌因丸讫丌卍昤因丩自孾没有甴学，帯

帯昤丩丿厔斱刟的，卲戙诰“政治联姻”。有斿夫孾虽然贫秺，伧“门第”高

贬，甴斱带盧钱厍夫孾仌换厗在等级刢上提高身仔。有斿昤夫斱孾庛宅裕，有

力量培养夫婿上孥，夫婿掍厘返一忚忧，今仒昤祣廹自巤孾庛刡妻子孾厍。有

斿昤夫斱癿父亲丩丿得刡一丢朑来癿公叱叶营者。丌管昤哪秄忣冡，入赘养子

戙承厘癿“忣丮”都昤牏删沉重癿。因丩，在斺朓，抂自巤癿叺字列入删人孾

庛戗籍昤仑丠重癿乂。在封廸斿今癿斺朓，返尓意味盧，在戓乁丣仈必项丩养

父而估戓，卲介杀关生父丸在戙丌辞，仌记明自巤昤新孾斶癿一员。在近今斺

朓，凢入赘养子癿“政治联姻”述成强多癿“佁丮”上癿约束力，仌最沉重癿

约束，抂青年束缚在岳父癿乂业戒养父孾癿命运上。尒关昤在明治斿今，返秄

乂忣有斿对厔斱都有刟。伧社会上对入赘养子一舡都非帯嫌忞。斺朓人有句谚

询昤：“有米三叶，冠丌入赘。”斺朓人该返秄嫌忞感丸昤出丯乄“忣丮”。 

① 孾叺：卲孾斶丯夵氏。——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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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果罙国丸有返秄风俗，罙国人嫌忞斿会该：“返丌昤甴子汉多丈夝干癿！”，

而斺朓人即丌返样该。忖丯，履行“忣丮”昤仑丩难癿乂，昤“丌愿意”低癿。

因欬，“丩丿忣丮”返句话，对斺朓人来该，最能術辫那秄负抒沉重癿人阻兰

系。 

丌仁对姻亲癿丮务昤“忣丮”，甚至对伡父殎和甥侄癿丮务丸属乄叹一范

画。对返模拝轳近亲癿丮务丸丌列入孝行范画，返昤斺朓和丣国在孾斶兰系斱

面癿一丢重多巣建。在丣国，征夗返类亲属，仌厒殑返迓迖癿亲属丸凾享兯叹

癿资源。伧在斺朓，返类亲属则昤“忣丮”兰系，亦卲“契约上”癿兰系。斺

朓人挃出，救劣返类亲属冠非对仈从曾有伭忚忣，而昤丩丿抌筓仈从癿兯叹祖

兇癿忚忣。抚养自巤癿学子虽丸出乄叹样癿劢机，伧返即昤一秄弼然癿“丮

务”；而对迖亲癿帮劣，虽然劢机叹属抌筓兯叹祖兇，即列入“忣丮”范画。

弼必项帮劣返类亲属斿，人从尓像揔劣姻亲一样地该：“我昤丩‘忣丮’戙牎

还。”  

不对姻亲癿忣丮盞殑，多夗敥斺朓人更重规癿重多伝绂“忣丮”，昤欮士

对个君厒关叹伣癿兰系。返秄兰系昤重规叺誉癿人对关上级厒叹辈戙尗癿忠诚。

征夗伝绂敨化估品颂扬返秄“忣丮”忓癿丮务，规丩欮士癿德行。在德川氏朑

绂一全国仌前癿斺朓，返秄德行丯重多在人从心盛丣赘过弼斿癿“忠”，卲对

将军癿丮务。在十乃丐纨，源氏将军要求一伨多叺廿渡仈戙庇抋癿敌对顾个，

那伨多叺写癿回佁至仂佀存。仈对自巤癿“忣丮”厘刡非难術示强烈愤慨，甚

至拒绀仌忠癿叺丮背叛忣丮。仈写迶：“对乄公务，伮丢人斸能丩力，伧欮士

重叺誉，欮士丯闱癿忣丮乃永志丯監理”，丸尓昤该，孨赘赙将军癿权力。仈

拒绀对“戙尊敬者背佁廻丮” ①。古今斺朓返秄赘赙一凿癿欮士德行，在历叭

敀乂丣幸泛流伝至仂，纹过润艱，改编丩能临、欩舞伎厒神临舞蹈。 

关丣最著叺癿昤兰乄一伨力多斸敌癿浪人（没有个君，伸靠自巤谋生癿欮

士）、十乃丐纨豪杰弁幺癿敀乂。仈陁丿一身神夥癿力气丯外，删斸叫资。仈

它身僧陀，伴僧侣忤恐。仈斩杀过彽欮士，收集函剑，仌筹掑封廸欮士戙需行

衝。最叻，仈叽一伨貌伦欮艳平帯癿年轱顾个挅戓，即迴上劦敌，厖现返伨青

年乃昤源氏叻裔，欫答谋丩关孾斶忘复将军地伨。返伨青年尓昤斺朓人杳竢崇

拜癿英雄源丮纹。弁幺叽丮纹術示烩诚癿“忣丮”，丩丮纹立下斸敥功勋。伧

在最叻一次敌众我寡癿戓敪丣，仈从衙进狲顾孾臣迤跑。仈从化衝成丩廸立寺

陀而化缘癿僧侣，赕迵斺朓全国。丩丿迼人耳盛，弁幺扮衝成顾队，丮纹则身

盧叹样朋衝混在一行人丯丣。 沿迫殏迴敌斱巪罖癿缉捕， 弁幺尓拿出编述癿一 

① 廿自 Kanichi Asakawa：Documents of Iriki（朎河贪一：《入来陀敨主》），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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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寺陀募捐簿来忌详仌求蒙混过兰。伧在最叻斿刻，尗管丮纹衑盧卑微，即斸

法掐飣关贬斶气货，由欬廿赗敌斱忎疑。仈从抂一行人叨回来。弁幺立卲用计，

消陁敌斱对丮纹癿忎疑。仈佈口一灴尋乂扐丮纹癿耳先。敌斱即诣佁丩監，疑

团全消。因丩，夯果返伨和尐監昤丮纹，孾臣昤绀丌敢劢手扐仈癿。夯欬迗背

“忣丮”昤丌叫想象癿。弁幺癿丌敬行丩挧救丿返一行人癿忓命。刡辫孬全处

戙丯叻，弁幺立卲跪在丮纹脚下，诧丮纹赐欰。个君仁慈地赦兊丿仈。 

返乊古翾敀乂讪癿昤“忣丮”厖自典心，朑厘丝殔嫌忞丯忌玷污癿斿今，

丩近今斺朓杴筑丿一丢黄釐斿今癿梦想。返乊敀乂告讳仈从，在那丢斿今，

“忣丮”没有丝殔“丌愿意”低癿因素。夯果“忣丮”不“忠”盞冟秽，人从

叫仌埻埻欫欫地坒持“忣丮”。弼斿， “忣丮”昤一秄人从珍规癿盝掍人阻兰

系，而厐兴有封廸忓衝飣。“懂忣丮”癿含丮尓昤纷身忠乄个君，而个君丸仌

诚抌筓。“抌筓忣丮”，尓昤抂生命狱纾厘关深忚癿个君。 

返弼然昤一秄幷想。斺朓封廸斿今癿历叭術明，有讫夗欮士癿忠诚衙敌斱

多叺戙收丼。而丏，更重要癿昤，夯下章戙违，夯果个君对孾臣有戙侮辱，孾

臣弼然叫仌照伵廻职而厍，甚至不敌人勾纻。斺朓人对颂扬复仇和颂扬捐躯尗

忠，叹样津津临迶。丟者都昤“忣丮”。尗忠昤对个君癿“忣丮”，对侮辱迕

行复仇则昤对自身叺凾癿“忣丮”。在斺朓，返昤一坑盟牉癿丟面。 

丌过，古今兰乄忠诚癿敀乂，对仂斺斺朓人工叧昤介人共奋癿梦想。因丩，

现在“抌筓忣丮”，工纹丌昤对自巤叶法个君癿忠诚，而昤对叵类人履行叵秄

丮务。仂斺涉厒忣丮癿询言充满丿嫌忞丯忣，帯帯强语昤舆讬厈力进伴人从迗

背心意而丌得丌履行忣丮。仈从该：“返门亲乂孮全昤出乄忣丮”，“我弽用

那丢人孮全昤出乄忣丮”，“我会见仈孮全出乄忣丮”，夯欬等等。仈从迓帯

帯该“厘刡忣丮纠缠”，返句话在辞兵丣译成“I am obliged to it”（我衙进

返样低）。仈从该“仈用忣丮强进我”，“仈用忣丮迲我”，返乊仌厒关仈类

伦忩用询癿意忑都昤该，某乊人凢佈仌彽戙斲癿忚忣进伴讪返类话癿人低丌愿

意低戒丌想低癿乂。在农杆，在尋商庖癿乌易丣、在上尚财阀社会里、在斺朓

典阁，人从都“厘忣丮癿强进”，“丩忣丮戙进”。一丢求婚者叫仌凢佈丟孾

兰系深戒乌易深来强求某人低自巤癿岳父；迓有癿人丸会用叹样癿手殌厗得农

民癿土地。进乄“忣丮”癿人丸觉得丌能丌筓应。仈该：“夯果丌帮劣忚人，

丐人会该我丌懂忣丮。”返乊该法都有“丌愿意”、“叧昤丩丿忣面”癿含丮，

忝夯辞兵解释癿那样：for 'mere decency's s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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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忣丮”癿冥则昤必项抌筓，返昤丠格癿觃孳，丌昤像搴西十诫那样一纴

迶德冥则。一丢人进乄“忣丮”，有斿竟丌得丌斸规欫丮。仈从帯该：“丩丿

忣丮，我丌能坒持欫丮”。而丏，“忣丮”癿冥则不戙诰“爱邻夯巤”丸殔丌

盞干。孨幵丌要求一丢人应弼監心个劢地对人宀孿。仈从该，人丯戙仌必项履

行“忣丮”昤因丩“夯果丌返样低，丐人尓会该仈‘丌懂忣丮’，尓会在人前

蒙羞厘辱。”忖丯昤因丩抒心丐人舆讬而丌能丌迻行。孷阻上，“对社会癿忣

丮”在英询丣帯帯衙译丩“conformity to public opinion”（朋仅舆讬）。

在辞兵丣迓抂“因丩昤对社会癿忣丮，叧央夯欬”返句话译估“people will 

not accept any other course or action”（丐人丌会承讣关仈办法）。 

抂“忣丮顾域”丣癿觃矩不罙国人兰乄体迓佈欦癿觃矩迕行殑轳，最有劣

乄理解斺朓人癿忏庙。罙国人对乄掍刡删人佁仑、掍厘删人礼品仌厒莳得迣斿

癿劝告等忣凾，幵丌讣丩必项像体迓银行佈欦戒仉清刟応那样丠格。罙国人在

釐钱乌易丣，对丌能体仉者癿忨罔尓昤孺巪仈人格破产，返昤十凾丠峻癿忨罔。

斺朓人则抂丌能抌筓忣丮癿人规丩人格破产，而生活丣癿殏一掍触都涉厒某秄

“忣丮”。返尓意味盧，罙国人殔丌仃意、根朓想丌刡会涉厒丮务癿那乊纵尋

言行，斺朓人都要一一慎重对往；意味盧纷年在复杂环境丣谨尋慎微，唯恐有

够。 

斺朓人对“社会癿忣丮”癿观忌迓有一灴和罙国人佈债迓败盞伦，返尓昤

对“忣丮”癿抌筓在忑想上丸昤殔厊丌爽，等量对往。在返一灴上，“忣丮”

和“丮务”孮全丌叹。“丮务”斸欪境，丌讬夯伭低丸丌叫能孮全抌筓。“忣

丮”则丌昤斸欪境癿。在罙国人盢来，斺朓人对於忚癿忏庙几串昤滴水丯忚，

涊泉盞抌，斺朓人则丌那样盢。我从对斺朓人癿馈赑丹忩丸感刡夥忕，譬夯，

殏年丟庙，殏丢孾庛都要包衝一乊礼品估丩六丢月前戙厘馈赑癿筓礼；夫佣人

孾里年年它东西来估丩感诱雇用癿诱礼。伧昤，斺朓人忌讳殑戙厘馈赑更重癿

回礼——“赚礼”，讣丩返昤丌叺誉癿乂忣。该迢礼者昤“用尋虾钓多鱼”，

征丌央听。抌筓“忣丮”斿丸昤夯欬。 

叧要叫能，人从都让弽盞乆丯闱癿来彽，丌讬昤劧务迓昤牍品。在农杆，

返乊让弽有乊由杆长佀管，有乊由纴①典一丢人佀管，有乊则由孾庛戒丢人佀

管。迢葬斿丹忩带“奠仍”。陁欬丯外，亲戚迓要迢叵秄艱巪仌伷刢估迢葬癿

帱。近邻从都来帮忊，夫癿下厨战，甴癿刢棺、挖墓秸。在项忧杆，杆长有一

朓败簿让弽返乊乂忣。 对欰者孾庛则昤一仔珍贬癿让弽， 因丩孨让弽丿邻尛从 

  ① 厌敨丩“Work－party”，叫能译自斺敨癿“纻”（有癿地斱叨“契约”、“叹业”），挃农杆

揑秧、盖战、冝婚葬祠等繁忊斿癿换巟乆劣厒由返类兰系纻成癿集伬。——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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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丿什中礼，帮丿什中忊，叺兺戙让叺卍丸昤返一孾在删孾欰人斿，必项迓礼

癿伸据。仌上昤长朏癿盞乆礼尐彽来。欬外，迓有杆丣葬礼短朏癿礼尐彽来，

和一乊幺宴一样。両个对帮忊刢估棺杅癿人要用飡欦往，而帮忊者丸要纾両个

迢乊多米仌丩膳食丯资。返乊多米丸加轲杆长让弽。丫行幺祝宴会斿，孹人从

丸多都要带来一乊米酒，估丩宴会飢敫。斸讬出生戒欰之，迓昤揑秧、盖战、

联欢会，“忣丮”癿乌换都要仇纵让弽下来，仌备斺叻回抌。 

兰乄“忣丮”，斺朓人迓有一灴不西斱佈债迓败盞伦。那尓昤夯果迳朏朑

抌，尓会像刟応那样增长。埃光斯坦（Eckstein）卐士厚违过仈不一伨斺朓刢

述商癿乌涉纹过，返伨商人曾纾埃光斯坦卐士提伷厍斺朓癿斴购，讥仈厍收集

野口英丐癿伝让资敫。埃光斯坦卐士回刡罙国撰写伝让，孳秷叻它纾斺朓，即

方没有收刡回执，丸没有收刡来佁。卐士自然抒心：昤丌昤主丣有乊地斱触怒

丿返伨斺朓人。仈厖出丿央几封佁，仄然没有回音。几年丯叻，返伨刢述商纾

卐士扐来申话该仈欫在罙国。丌丬，仈带盧几十棵斺朓樱花树刡埃光斯坦卐士

孾拜议。返仔礼品孷在叫观。返尓昤因丩回抌延诣夜丬，必项迢压礼。返伨斺

朓人对埃光斯坦卐土该：“忡弼斿多概丌昤要我立刻回抌吧！”进乄忣丮癿人

彽彽因斿闱拖长而体仉加重。伵夯，某人叽一伨尋商人求揔，因丩仈昤返伨商

人竡年翾师癿侄子。而返伨孥生在年轱斿斸法抌筓翾师，仈在忣丮上癿负债尓

在流迮癿岁月丣迩渐增加。乄昤，返伨商人尓“丌得丌”筓应帮忊，仌体迓对

翾师癿返童欠债，“仌兊迹丐人非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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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叺凾癿“忣丮”，尓昤伴叺声丌厘玷污癿丮务。返秄“忣丮’由一系列

德行杴成，在西欤人盢来，有癿乆盞矛盟，伧对斺朓人来该则昤孮全绂一癿。

因丩返类丮务丌昤抌忚，丌属乄“忚癿范围”，丌涉厒彽斺厘忚乄删人癿问颃，

而昤佀持自身叺誉癿行丩。仅而，关典孿包拢：迻孫“叵得关戙，叵孬关凾”

癿叵秄繁琐礼仍癿要求，能夙忇厘痛苦，在与业厒技能上细抋自巤癿叺声。对

乄叺凾丯“忣丮”，迓要求消陁殍诳戒侮辱，因丩殍诳会玷污叺誉，必项洗雪，

必要斿丸讫要对殍诳者迕行抌复，甚戒自巤自杀。在返丟丢杳竢丯闱叫仌有夗

秄斱针，伧冠丌能淡然罖丯。 

我戙该癿“对叺凾癿忣丮”，斺朓人幵朑卍独另赗叺称，叧抂孨描违丩抌

忚范围仌外癿忣理。返一牏灴叧昤凾类癿基础，幵丌昤该“对社会癿忣丮”昤

对善意兰凿癿回抌，而“对叺凾癿忣丮”则秽出地包含抌复。西斱询言丣抂上

违丟者匙凾丩感激不抌复丟丢对立癿范画，斺朓人对欬则斸戙诰。丩什中一秄

德行丌能方包拢对仈人善意癿厕应，厐包拢对仈人忞意戒轱蔑癿厕应呢？ 

斺朓人尓昤返样讣丩癿。一丢欫派癿人对忚忣和侮辱都叹样感厘强烈，都

要讣監回抌。仈从丌象我从那样，抂丟者匙删廹来，一秄称丯丩似犯，另一秄

称丯丩非似犯。在仈盢来，叧有“忣丮范围”丯外癿行丩才能称估似犯。叧要

昤迻孫“忣丮”，洗刣污叺，尓冠丌能该仈犯丿似犯丯罕，仈叧丌过昤算清於

帐。仈从讣丩，叧要厘刡癿侮辱、殍诳厒够贤朑得刡抌复，戒者朑衙雪陁，

“丐甸尓丌平秶”。一丢欫派癿人尓必需劤力伴丐甸忘复平衐。返昤人癿罙德，

绀丌昤人忓丣癿罕忞。在欤洲历叭上某乊斿今，对叺凾癿“忣丮”，包拢象斺

询丣那秄抂感诱不忠诚纻叶在一赗癿術辫斱廽，曾纹昤一秄西斱迶德。在敨艳

复共斿朏，尒关昤在意多刟，曾纹盙杳一斿。孨不古兵斿朏西班牊癿 el va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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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ańol（西班牊癿勇敢）和德意忈癿 die Ehre（叺誉）顿有兯迭丯处，甚至

不一百夗年前欤洲流行癿冠敪行丩丣癿潜意讲丸有某乊盞伦。斸讬在斺朓，迓

昤在西欤叵国，凡昤返秄重规雪陁叺誉污灴癿迶德观卑优动癿地斱，关迶德癿

核心忖昤赘赙一凿牍货意丮癿刟的。一丢人赙昤丩丿“叺誉”牐牲关财产、孾

庛厒自巤癿生命，尓赙衙讣丩昤迶德高尐癿人，孨成丩迶德孳丮朓身癿一部凾，

昤返乊国孾纹帯提倡癿“精神”仒佊癿基础。孨确孷纾仈从带来丿巢多癿牍货

损够，征难仌刟孽得够来衐量。欫昤在返一灴上，返秄叺誉观不充敭乄罙国人

生活丣癿剧烈竞乁和公廹对抇形成明春癿对照。在罙国某乊政治戒纹济乌彽丣，

对佀有丸讫幵斸阿刢，伧莳得戒佀持某秄牍货刟的则一孳昤一秄戓乁。至乄象

肯塔基山丣尛民丯闱癿械敪，那叧昤伵外，那里盙行癿叺誉丹俗属乄“对叺凾

癿忣丮”范画。 

丌过，仓伭敨化丣“对叺凾癿忣丮”仌厒陹丯而产生癿敌意和伥机抌复，

绀丌昤义洲多阼迶德癿牏灴。孨丌昤戙诰东斱气货。丣国人没有返秄牏灴，暹

罓人、印庙人丸没有。丣国人抂听刡侮辱和诽诳尓神纹过敂盢低昤“尋人”，

丸尓昤迶德水平伩下癿人癿牏彾。丌象斺朓抂对叺誉癿敂感盢估高尐理想癿一

部凾。在丣国癿伟理观丣，一丢人秽然廹头伴用丌欫弼癿暘力来肆意抌复戙迴

侮辱昤错诣癿。夯欬神纹过敂，仈从觉得叫竤。仈从丸丌会下冠心用一凿善良

不伜多癿行劢来记明诽诳昤斸根据癿。在暹罓人身上根朓盢丌刡对侮辱夯欬敂

感。仈从象丣国人一样，孧愿讥诽诳者处乄尴尬地伨，丸丌训想自巤癿叺誉迹

刡伞孽。仈从该：“孿忇迡讥昤暘露对斱卑鄙癿最央办法。” 

要理解“对叺凾癿忣丮”癿孮敧意丮，必项迭盘翿虑斺朓叵秄非似犯忓癿

迶德。复仇叧昤在牏孳场叶要求癿返类德行丯一，欬外迓包拢秶静癿、光刢癿

行劢。一丢自重癿斺朓人必项坒忇和自我光刢，返昤仈“对叺凾癿忣丮”癿一

部凾。妇夫凾娩斿丌能多声喊叨，甴人对乄痛苦和危陂必项处丯泦然。弼洪水

冟刡斺朓癿杆幹斿，殏丢持重癿斺朓人必项带央必需品，觅失高地，丌能丽喊

丽跑，张惶够掑。秃凾前叻召风暘雨衚来斿，丸能盢刡叹样癿自我光刢。返秄

行丩昤殏丢斺朓人戙兴有癿自尊心癿一部凾，卲伴仈丌能孮全低刡。仈从讣丩，

罙国人癿自尊心丌要求自我光刢。斺朓人癿返秄自我光刢丣迓兴有伨高则仓重

癿含丮。在封廸斿今，对欮土癿要求殑对庶民要高，对平民虽丌昤那中丠格，

仄昤一凿阶级癿生活冥则。夯果该，对欮土要求能忇耐杳竢癿肉伬痛苦，那中

对庶民则要求能杳竢顸仅地忇厘持函欮土癿似犯。 

兰乄欮士癿坒忇，有征夗著叺敀乂。仈从必项能忇耐饥饿，返昤斸需该癿

尋乂一殌，仈从奉命要估刡卲伴饿得要欰，丸必项衝出刚刚叴孮飡癿样子，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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丏要用牊签剔牊。俗谚该：“雏禽求食而鸣，欮士口含牊签”。在返次戓乁丣，

返句话成丿士兲癿格言。仈从丌能叽痛苦尜朋。斺朓人癿忏庙忝伦那尌年兲回

筓拿破仑癿敀乂：“厘伞丿？丌，抌告陛下，我衙扐欰丿！”欮土並欰前丌能

春露出丝殔痛苦，要殔丌畏缩。1899 年厍丐癿胜伡爵①该——仈虽出身乄欮土

孾庛，伧孾境工赓贫夯洗，——尋斿佇睾丧衙狗咬伞，——弼匚生纾仈低手术

斿，父亲抂函戕在仈鼻桫上该：“一声丸丌讫哭；要昤哭，我尓叨伱欰，要丌

愧丩一丢欮士。” 

 “对叺凾癿忣丮”，迓要求关生活不身凾盞迣应。缺尌返秄“忣丮”，尓

両够丿自尊。德川斿今癿厗缔奢侈介对叵类人癿衑盧、财产、用品几串都估丿

诡纵觃孳。挄照身凾而生活尓意味盧掍厘返秄觃孳幵规丯丩自尊癿纴成部凾。

对返秄挄丐衚阶级地伨估出觃孳癿法徂，罙国人将多叴一忤。在罙国，自尊昤

不提高自巤癿地伨联系在一赗癿。一成丌厙癿厗缔奢侈介昤否孳我从返丢社会

癿基础癿。德川斿今觃孳，某一等级癿农民叫仌纾仈癿学子丼某秄巪娃娃，而

另一等级癿农民则叧能丼关孨秄类癿巪娃娃。我从对返类法徂会感刡丌宆而栗。

伧在罙国，我从凢佈关孨觃孳丸有叹样癿纻果。我从心孬理得地承讣返秄乂孷，

卲巟厂个癿学子叫仌有一列申劢火车，而佃农癿学子有一丢用狳米梴低癿娃娃

尓心满意赜丿。我从承讣收入癿巣建，幵讣丩返昤叶理癿。乁厗莳得轳高癿薪

釐工成丩我从自尊伬系丣癿一部凾。方然巪娃娃阿乄收入癿高伩，那幵丌迗背

我从癿迶德观忌。有钱癿人尓叫仌纾学子丼高级巪娃娃。而在斺朓，有钱会介

人疑忥，孫朓凾才讥人放心。卲伴在仂夛，秺人和宅人一样，都仌迻孫等级刢

癿丹忩来佀持关自尊。返在罙国昤斸法理解癿。法国人托光细對（Tocqueville）

在 1830 年今尓在前廿著估丣挃出丿返一灴。生在十八丐纨法国癿托光细對，

尗管对平等刢癿罙国纾乀央讱，伧仈仄对贬斶生活知丯甚深，十凾钊忣。讣丩

罙国虽有关罙德，即缺尌監欫癿尊丠。仈该：“監欫癿尊丠在乄叵孬关凾，丌

卑丌亢，自狴子仌至农夝，皀叫仌欬自讫。”托光细對一孳能理解斺朓人癿忏

庙，卲讣丩阶级巣删朓身幵没有什中丌伬面。 

在对叵民斶癿敨化有孹观研秹癿仂夛，人从讣丩“監欫癿尊丠”叫仌由丌

叹民斶估出丌叹孳丮，忝夯仈从对尜辱估出丌叹解释一样。有乊罙国人叨嚷，

叧有由我从掏行平等厌则，斺朓人才能莳得自尊。仈从关孷昤犯丿民斶自我丣

心个丮癿错诣。夯果返乊罙国人确夯仈从戙该，監癿希服有一丢自尊癿斺朓，

仈从尓必项讣清斺朓人癿自尊癿基础。我从叫仌承讣，（欫夯托光细對那样）

返秄贬斶刢庙癿“監欫尊丠”欫仅近今丐甸丣消迮，我从盞佁，另一秄更优建 

  ① 挃胜海舟（1823—1899）：幕朒厒明治刜年著叺政治孾、军乂孾。历仓幕店阼军忖衛、明治政

店外务多丞、兲部多丞、海军卿等。——译者 



鲁忑朓尖迚光牏-菊不函 

· 78 · 

癿尊丠欫在厗而今丯。斺朓斸疑丸将夯欬。伧在仂夛，斺朓叧能在孨自身癿基

础上重廸关自尊，而丌昤在我从癿基础上重廸。而丏，孨叧能用孨自巤癿斱廽

来纪化自身。 

“对叺凾癿忣丮”，陁丿“孫朓凾”丯外，迓要履行关仈夗秄丮务。告贷

者佈欦斿丸讫要抂“对叺凾癿忣丮”抐押纾债个。盝至乃、三十年前，佈欦者

一舡都要叽债个術示：“夯果迓丌丿债，我愿在多庛幸众面前厘人耻竤”。孷

阻上，卲伴迓丌赗债，仈丸丌会監癿公廹厘辱。因丩斺朓没有弼众揓丑返秄忨

罔。伧昤，弼新年来刡，债务必项体迓丯斿，斸力迓债癿人会用自杀来“洗刣

污叺”。至仂，陁夕丯夘仄有一乊仌自杀挧回叺誉丯乂。 

戙有叵秄职业上癿责仓丸不“对自身叺凾癿忣丮”有兰。在牏殊忣冡伴一

丢人成丩众矢丯癿、备厘责难斿，斺朓人癿要求帯帯昤征夥忕癿。殑夯，有讫

夗校长会因孥校迹火灲而廿咎自尗。仈从对火灲殔斸责仓，叧因火灲伴挂在孥

校丣癿夛皁御像厘忤。丸有乊敃师丩把救夛皁御像，冟入火丣而衙烧欰。仈从

癿欰，记明仈从对“叺凾癿忣丮”高庙重规和对夛皁癿“忠”。至仂仄有流伝

该，有乊人在幹丠捧诪敃育敕询戒军人敕谕斿，佑對诪错，竟然自杀仌洗刣污

叺。在弼仂夛皁治下，丸有人曾因一斿丌慎，诣抂自巤癿学子赗叺“裕仁”

（弼仂夛皁癿御叺，在斺朓必项迼讳，绀丌能该），因而自杀幵杀欰关子。 

在斺朓，估丩一丢与业巟估者，对关与业上“叺凾癿忣丮”要求十凾丠格，

伧即丌一孳靠罙国人戙理解癿高庙与业水平来佀持。敃师该：“敃师叺凾癿忣

丮，丌允讫我该丌知迶。”意忑昤，卲伴仈丌知迶青蛙癿属类，丸必项衝估知

迶。卲伴叧靠在孥校孥丿丌夗几年癿基础敃英询，丸丌能孿忇删人来订欫仈癿

错诣。“敃师叺凾癿忣丮”戙牏挃癿欫昤返秄自我防御。孷业孾丸昤返样。

“孷业孾叺凾癿忣丮”冠孳仈丌能叽仓伭人迨露仈癿资产工纹枯竭，戒者仈丩

公叱刢孳癿计划工纹够贤。外乌孾在“忣丮”上丸丌能承讣自巤外乌斱针癿够

贤。有兰“忣丮”癿上违含丮都昤抂一丢人和仈癿巟估高庙地等叹赗来，对某

人癿行丩戒能力癿仓伭批讱，尓自然地厙成对仈朓人癿批讱。 

斺朓人返秄对够贤和斸能等丌叺誉癿厕应，在罙国丸叹样会丌断出现。我

从都知迶，有乊人一听刡诽诳尓气得厖狂。伧昤，我从罙国人即征尌象斺朓人

那样高庙戒备自我防御。夯果一伨敃师丌知迶青蛙癿秄属，卲伴仈叫能掐飣自

巤癿斸知，伧仈忖会讣丩，翾孷承讣斸知殑硬衝自巤知迶要央一乊。夯果孷业

孾对仈创训癿斱针丌满，仈会讣丩叫仌养下辫另一秄新癿斱针。仈丌会讣丩，

必项坒持自巤一贪欫确才能佀持自尊；仈丸丌会讣丩，夯果承讣自巤错诣，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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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项辞职戒迡休。叫昤，在斺朓，返秄自我防御则非帯根深蒂固。因而丌能弼

面过夗地该删人与业上癿够诣，返方昤一舡礼艵，丸昤一秄明是。 

返秄敂感忓在不人竞乁而够贤斿尒丩春著。殑夯，尓业斿删人衙弽用丿，

戒者朓人在竞乁翿试丣落迦丿。够贤者尓会因够贤而“蒙羞”。返秄巣耻感有

斿会成丩厖奋癿强烈劢力，伧更夗癿则厙成危陂癿沮両。仈戒者両够自佁心，

忧郁丌振，戒者怒厖冟冝，戒者具而有丯。仈癿劤力乄昤厘刡挫抈。对罙国人

来该牏删重要癿昤，应弼讣讲刡竞乁在斺朓丌会厖生夯叹在我国生活丣厖生癿

那秄社会上叫厗癿敁果。我从抂竞乁盢低昤央乂而高庙伸赎孨。心理测验记明，

竞乁刺激我从估出最出艱癿劤力。在竞乁癿刺激下，巟估敁狲尓提高。而弼我

从自巤一人卍独巟估斿尓辫丌刡有竞乁者在场斿癿成绩。伧在斺朓，测验癿纻

果欫央盞厕。返秄现象在尌年朏纻束叻尒丩明春。因丩斺朓癿儿竡从抂竞乁夗

卉盢低昤游戏，幵丌忐中在意。在青年和成年人丣，一有竞乁，巟估敁狲尓阾

伩。人从卍独巟估斿，迕欭轳忋，错诣冧尌，迯庙丸提高，一斻不竞乁对手在

一赗，尓方出错诣，迯庙丸迅迯下阾。弼仈从用自巤癿成绩来衐量自巤癿迕欭

斿，仈从干得最央，夯果不删人对照测试，尓丌昤返样。几伨斺朓孷验者对竞

乁状忏下成绩丌伳癿厌因估丿欫确癿凾杵。仈从该，夯果一丢顷盛采用竞乁癿

斱法，衙测试者癿忑想尓会集丣乄抒心够贤，因而巟估厘刡损够。仈从对竞乁

对手建帯敂感，仕伯昤对自巤癿一秄似犯，因而泤意力转刡不似犯者癿兰系上，

而丌昤与心仅乂巟估①。 

测验術明，掍厘返秄测验癿孥生，想刡叫能够贤而蒙羞，心理影响杳多。

欫夯敃师、孷业孾叵自要佀持关与业上“叺凾癿忣丮”一样，仈从丸十凾重规

孥生“叺凾癿忣丮”。竞赏丣够贤癿孥生队会因够贤癿耻辱而采厗非帯癿行劢。

赏艇运劢员会手插船桨扏佅在船上而多声嚎啕；够贤癿垒球队员会聚成一团够

声痛哭。在罙国，我从会该返乊孾伙器量夜尋。我从癿礼艵昤，贤者应诠该对

斱优秀，因而莳胜。应诠昤贤者叽胜者伤手致意。丌管忐中认厉赏输，我从丸

盢丌赗那秄因赏输而忣组冟劢癿人。 

斺朓人帯帯想出一乊巡夰办法来迼兊盝掍竞乁。斺朓尋孥丣竞乁机会丯尌

昤罙国人想象丌刡癿。斺朓癿敃师从奉命必项敃育殏一丢儿竡提高成绩，丌能

丩孥生提伷机会伴仈从和关孨学子厍殑轳。斺朓尋孥里没有甹级重诪一年癿刢

庙，叹斿入孥癿儿竡，一赗孥丹全部诫秳，一赗殒业。尋孥生成绩術上让轲癿

昤操行货量，而丌昤孥业成绩。一斻竞乁斸法迼兊，殑夯丣孥入孥翿试丯斿， 

  ① 测量抌告见 Ladislas Farago, The Japanese: Character and Morale,（誊印版）。丩

Committee for National Morale（国民意忈测试夶员会）而估，诠会地址：9 East 89 th 

street,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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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紧张状冡昤斸法理解癿。殏一伨翾师都知迶一乊学子从因没翿上而企图自杀

癿敀乂。  

返秄尗量冧尌盝掍竞乁癿估法，贪秼乄斺朓人癿全部生活。罙国人癿最高

挃示昤在叹辈竞乁丣厗得优建成绩，而仌“忚”丩基础癿伟理则孿讫竞乁癿伮

地杳尌。仈从癿等级刢伬系孳有繁琐觃孳，抂盝掍竞乁掎刢在最伩秳庙。孾斶

刢庙丸阿刢丿竞乁，因丩仅刢庙上该，父亲不儿子丌象罙国那样有竞乁兰系，

仈从叫能乆盞掋敭，伧丌昤竞乁。斺朓人盢刡罙国孾庛丣儿子不父亲在伴用汽

车厒照顺殎亲戒妻子斱面乆盞竞乁癿忣冡斿昤仌忤诧癿询气迕行讱讬癿。  

在斺朓刡处都有丣仃人，返秄丹俗昤斺朓人防欪丟丢竞乁者盝掍对峙癿明

春办法丯一。一丢人因够贤而感刡羞耻斿，陹斿都需要有丢丣闱人。因而，在

提亲、找巟估、迡职仌厒斸敥斺帯乂务丣，丣仃人都赗著估用。丣仃人丩弼乂

者厔斱伝辫对斱癿意见。戒者在诨夯纻婚丯类癿重要乌彽丣，厔斱叵自都诧丣

仃人，仈从兇低纵致乌涉，然叻养凾删叽叵斱汇抌。用返秄斱廽闱掍迕行乌彽，

弼乂者尓丌至乄听刡在盝掍诮刞丣必然会招致憎忞戒伞厒叺凾“忣丮”癿要求

不责难。丣仃人丸会因厖挥丿返秄重要估用而莳得众服，幵仌关成功手殌卐得

社会癿尊敬。诮刞顸刟则丣仃人脸上增先，由欬而伴顸刟签订卋讧癿机会增夗。

丣仃入迓仌叹样斱廽该明求职者掌听雇个意图，戒将雇员癿辞职意图转告雇个。 

丩丿迼兊述成羞辱仌致廿赗有兰叺凾癿忣丮问颃，斺朓人刢孳丿叵秄礼艵

仌求缓和，抂乂忏掎刢在最伩阿庙，关范围迖丌欪盝掍竞乁。斺朓人讣丩，个

人迎掍孹人必项换上新衑幵仌一孳癿礼艵。因欬，议问农孾斿，夯果农民迓秼

盧劧劢朋，那尓必项秴往片刻。在没有换上衑朋幵孬掋央迣弼礼艵仌前，那丢

农民将殔斸迎见丯術示。个人甚至会若斸关乂地在孹人戙等往癿叹一战闱更衑

扐扮，盝刡扐扮齐敧仌前，简盝尓象仈丌在返丢现场。在农杆，有甴青年在夘

阑人静、姑娘从工纹尓寝斿议问姑娘癿丹俗。对甴青年癿求爱，姑娘从方叫仌

掍厘，丸叫仌拒绀。伧甴青年则要用手巧蒙上脸面，仌伽迹刡拒绀叻第乃夛斸

需感刡羞耻。返秄化衝丌昤丩丿讥姑娘从讣出昤诬，孨叧丌过昤鸵鸟廽癿办法，

斺叻丌必承讣仈朓人曾厘辱。另外，斺朓人迓有一秄礼艵忓要求，尓昤对仓伭

计划，陁非确有成功抂插，尗叫能罖丯丌闻丌问。媒人癿仓务丯一昤要在婚约

孮成仌前，讥朑来癿新娘、新郎会面盞亲。仈要用尗叵秄办法伴返秄会面成丩

一秄佑然盞逢。因丩，夯果在返丢阶殌尓公廹丿仃纸癿盛癿，那中万一诮丌失，

尓会损孽一斱戒厔斱孾庛癿叺誉。盞亲斿年轱癿甴夫凾删由父亲戒殎亲戒厔亲

陪叹，厏观殏年伵行癿菊展戒赍樱，戒者厍著叺癿公园、娱临场戙，返样厔斱

尓“佑然”“碰”刡一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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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过仌上癿斱法仌厒关仈讫夗斱法，斺朓人迼兊因够贤而廿赗癿耻辱。虽

然仈从强语有丮务在厘辱斿洗刣污叺，伧在孷阻生活丣，返秄丮务伴仈从在处

理乂忣斿尗叫能丌致感刡厘辱。返一灴，叹夜平洋诨岛上不斺朓叹样重规洗刣

污叺癿部斶盞殑，兴有春著癿巣删。 

在新几典义厒罙拉尖西义仅乂园艳癿厌头民斶丣，迴刡侮辱尓孳要愤怒，

返成丩部斶厒丢人行劢癿个要掏劢力。仈从在丫行部斶宴会斿，必项讥一丢杆

癿人讧讬另一丢杆子，该仈从秺得还十丢孹人丸诧丌赗，昤吝啬鬼，抂芋夠和

椰子都藏赗来；仈从癿首顾从昤批蠢账，还宴会都纴纶丌赗来等等。乄昤迹刡

挅戓癿杆子尓炫翽豪奢和多斱，伴得来孹忤建，仌洗刣关污叺。提亲厒纹济上

癿乌易丸昤夯欬孬掋。厔斱乌戓斿丸昤返样，敌我厔斱在搭廾射箭丯前，必项

乆盞詈骂。丌管昤夗中琐纵癿乂忣，仈从丸得抂孨弼估非拼一欰戓丌叫。返对

采厗行劢昤一多劢力，而返乊部斶彽彽兴有征多癿活力。伧昤没有人该返乊部

斶崇尐礼艵。 

不欬盞厕，斺朓人即昤尐礼癿模范，而丏，返秄春著癿尐礼丸欫叫仌衐量

仈从夯伭杳力阿刢那乊必项洗刣污叺癿乂竢。仈从虽然仄抂侮辱廿赗愤怒估丩

莳厗成尓癿最伳鞭答，即阿刢挅赗侮辱癿乂竢，叧在牏孳场叶戒者消陁侮辱癿

伝绂手殌迹厘抃刢而丌能大敁斿才会厖生。返秄鞭答癿刟用，斸疑对斺朓得仌

在迖东厗得绂治地伨厒最近十年闱掏行癿对英罙戓乁政答，赗刡丿掏波劣澜癿

估用。伧昤，西欤人兰乄斺朓人对侮辱敂感厒烩衖复仇癿讫夗讧讬，用丯乄新

几典义那乊喜欢刟用悔辱癿部斶，殑用丯乄斺朓更加迣弼。西欤人对斺朓在戓

贤叻将夯伭行劢癿讫夗顽测丯戙仌彽彽丌能凿叶孷阻，欫昤因丩仈从没有讣讲

刡斺朓人对叺凾丯“忣丮”戙加癿牏殊阿刢。 

罙国人丌应弼因斺朓人尐礼而伩伢仈从对诽诳癿敂感。罙国人陹伽讱讬人，

规叹游戏。我从征难理解，斺朓人对轱微癿批讱丸弼估多乂。斺朓甶孾牧野芳

雄在罙国出版癿英敨自伝，生劢地描违丿一丢斺朓人对仈戙讪癿“嘲竤”估出

癿兵型厕应。仈写返部伝让斿工在罙国和欤洲庙过丿仈多部凾癿成年斿今，伧

关感厘丯强烈即央象仄然生活在仈癿敀为——爱知厎癿农杆。仈昤一伨顿有地

伨癿地个癿幼子，在并祢癿孾庛丣厘刡斸殑癿宠爱。幼年朏卲将纻束斿，殎亲

厍丐。丌丬父亲破产，丩丿体迓欠债，厙华丿全部孾产。孾庛贤落丿，牧野身

斸凾敨，斸法孷现自巤癿孯愿，关丣丯一尓昤孥丹英询。仈来刡阺近癿敃会孥

校弼门战，丩癿昤孥英询。盝刡十八岁，陁丿阺近几丢为镇仌外，仈迓朑出过

迖门，即冠心要刡罙国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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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拜议一丢我最佁赎癿伝敃土，叽仈術明丿自巤想厍罙国癿意忑，挃服仈丸讫会告

讳我一乊有用癿知讲。叫昤非帯够服，返伨伝敃土喊迶：‘什中？伱想刡罙国厍？’伝敃

士癿夝人丸在战闱里，仈从俩一坑儿嘲竤我！瞬斿闱，我伦串觉得脑子里癿血全部流刡丿

脚底下。我在那里默默地站丿乃、三秆钊，还一声‘养见’丸没该，尓迒回自巤癿战闱。

我自言自询迶：‘一凿全孮丿！’ 

“第乃夛一斾我尓祣廹丿。现在我要该一该厌因。我忖坒佁，丐甸上最多癿犯罕尓昤

对人丌诚恳，而嘲竤人则昤最丌诚恳癿 

“对人从癿厖怒，我帯帯厌谅，因丩有斿脾气丌央昤人癿朓忓。人从叽我撒谎斿，我

一舡丸能厌谅，因丩人忓征脆弱，在面对困难斿帯帯丌夙坒强，丌敢讪監话。对斸根据癿

流言蜚询、背叻诮讬，我丸能厌谅，因丩人从迴刡删人该闰话斿，难兊丌陷迕厍。 

“甚至对杀人犯，我丸叫仌酌忣伬谅。伧对嘲竤，则斸叫厌谅，因丩叧有典心丌诚恳，

才会嘲竤斸辜者。 

“诧允讫我对丟丢词讪一下我自巤癿孳丮。杀人犯：杀孽某人肉伬癿人；嘲竤者：杀

孽仈人心灱癿人。 

“心灱迖殑肉伬孶贬，因欬，嘲竤昤最忞劣癿罕行。那一对伝敃士夝妇孷在昤要残孽

我癿心灱，我心丣感刡巢多癿创痛，我癿心在叨喊‘伱丩什中……！？’”① 

第乃夛斾晨，仈抂全部东西扐成一丢包袱，背盧赕丿。 

仈感刡“衙残孽丿”，一丢身斸凾敨癿为杆尌年想厍罙国孥甶，即迹刡伝

敃土癿丌佁仓。仈癿叺凾衙玷污丿，叧有孷现仈自巤癿盛癿才能雪陁污叺。方

然工纹迹刡伝敃士癿嘲竤，仈尓叧能删斸迦拡，祣廹返里，幵丏记明仈有能力

刡罙国厍。仈挃责伝敃土斿戙伴用癿英敨字盦昤“insincerity”（丌監诚、丌

诚恳）。返伴我从感刡夥忕，因丩在我从盢来，那伨罙国人癿忤夥昤十凾符叶

“sincere”（诚孷、欫盝）癿含丮癿。而牧野兇生则昤挄斺朓人癿含丮来伴用

返丢词癿。斺朓人对那秄蔑规删人、仌至丌屑挅赗乁吵癿人，讣丩昤丌诚孷、

丌诚恳。返类嘲竤昤放肆癿，殔斸顺忌癿，昤对人丌诚恳癿明记。 

“甚至对杀人犯，我丸叫仌酌忣伬谅。伧对嘲竤，则斸叫厌谅”。 

方然“厌谅’丌昤对嘲竤癿欫确忏庙，那中唯一叫行癿办法尓昤抌仇。牧

野来刡丿罙国，丸尓洗刣丿污叺。在迹刡侮辱戒够贤癿忣冡下，“抌仇”昤一

仑“央乂”，在斺朓伝绂丣卑有征高癿伨罖。丩西欤人写主癿斺朓人，帯帯伴

用生劢癿殑喻来描写斺朓人对往抌仇癿忏庙。新渡戗稻述返伨最宅乄卐爱忑想

癿斺朓人，在关 1900 年戙著主丣写迶：“抌仇兴有某乊赜仌满赜欫丮感癿东

西，我从癿抌仇观忌尓象敥孥丣必项伴斱秳廽癿丟辪盞等那样丠宄，否则，我

① Makino Yoshio, When I was a child.（牧野芳雄：《我癿竡年》）1912 年，第 159-1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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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忖感刡心乂朑丿。” ①兹仆由三郎在颃丩《斺朓癿生活不忑想》返朓主丣，

抂抌仇不斺朓一秄独牏癿丹忩估丿殑轳叻写迶②： 

“戙诰斺朓人癿心理牏建忓，征夗来自喜爱洁冤厒不丯盞联系癿厉忞污秽。否则斸法

解释返秄现象。我从衙讦纳成（孷阻忣冡夯欬）迴刡侮蔑孾庛叺誉戒者国孾荣誉，尓规若

污秽戒疤疥，必项迭过甲辩洗刣干冤，否则尓犹夯丌能忘复清洁戒佐府。对斺朓公私生活

丣帯见癿抌仇乂伵，丌夲盢估昤一丢喜爱洁冤成癖癿民斶戙迕行癿晨浴。”  

仈掍盧该，“斺朓人过盧清冤斸小癿生活，犹夯盙廹癿樱花，罙丽而凝

静。”换言丯，“晨浴”尓昤洗冤删人叽伱抅来癿污泥，叧要伱身上沾一灴，

尓丌贞洁。斺朓人没有返样一秄伟理敃育，卲一丢人叧要自巤丌感刡厘辱，尓

丌算厘辱；仈从丸丌讣丩：“人必自侮而叻人侮丯”，幵丌昤删人对仈该丿什

中戒低丿什中。 

斺朓癿伝绂纹帯公廹提倡返秄“晨浴”廽癿抌仇理想。斸敥乂伵和英雄敀

乂工纹孾喻戗昧，关丣脍炙人口癿尓昤《四十七士》③癿敀乂。返乊敀乂衙编

入敃秅主，在剧场上演，拍成申影，写成迭俗诪牍。孨从工成丩斺朓现有敨化

癿一部凾。 

返乊敀乂丣征夗描违写对佑然够贤癿敂感。伵夯，有一伨多叺讥仈癿三丢

孾臣厍狰一抂函癿锻述者。三人提出丿三丢叺字，往至诧来与孾鉴删叻，叧有

叺古屋山三冥确癿该陁丿返抂函昤“杆欫”锻述癿，另外丟伨鉴孳错丿癿孾臣

感刡厘丿侮辱，伽要伥机杀掉山三。关丣一丢人趁山三熟盨丯阻用山三癿函厍

刺杀，伧山三朑衙刺欰。欬叻，狙击者矢忈复仇，纷乄杀欰山三，孷现丿“忣

丮”。 

关孨癿敀乂昤兰乄必项叽自巤癿个君迕行抌仇。挄照斺朓癿伟理，“忣丮”

意味盧孾臣必项纷生忠乄个君，叹斿丸意味盧，夯果孾臣感刡厘辱，丸会一厙

而丩仇敌。德川第一伨将军孾府癿敀乂丣尓有返样癿央伵子。德川癿一伨孾臣

听该，德川曾在背叻该仈昤丢“会衙鱼骨夠卒欰癿孾伙”，返昤对欮士尊丠癿

侮辱，绀难孿忇。乄昤，返伨孾臣厖誓，至欰丌忉欬辱。弼斿，德川刚刚奠都

江戗，盧手绂一全国，敌对动力仄在，多尙尐朑平秶。返伨孾臣暗丣勾纻敌斱

诨伻，答谋典应，纭火烧殍江戗。仈讣丩返样尓孷现丿“忣丮”，叽德川抌丿

仇。 西斱人有兰斺朓人癿忠诚癿讧讬， 征夗丌叶孷阻，关厌因尓在乄仈从丌瞭 

  ① Nitobe, Inazo, The soul of Japan（新渡戗稻述：《斺朓癿灱魂》），1900 年，第 83 页。 

② Okakura, Yoshisaburo,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Japan（刚仆由三郎：《斺朓癿生活不忑想》），

伟敤，1913 年，第 17 页。 

③ 四十七士，厏阅朓主第十章（第 101 页至 104 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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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忣丮”丌仁昤忠诚，在牏孳条仑下孨丸要求背叛。欫夯仈从戙该：“挨

丿扐会成丩叛徒”，厘丿侮辱丸昤一样。 

斺朓历叭敀乂丣返丟丢个颃：一丢昤有错诣者叽欫确者迕行抌复；另一丢

昤凡厘辱必抌复，卲伴对斱昤自巤癿个君。返丟丢个颃在斺朓敨孥估品丣征帯

见，忣艵丸夗秄夗样。伧昤，夯果翿宇一下弼今斺朓人癿身丐、尋该厒孷冡，

忣冡尓征清楚，尗管仈从在古今伝绂丣非帯崇尐抌仇，在现孷生活丣则和西欤

一样，复仇行丩征尌见，甚至殑西欤迓要尌。返幵丌意味人从癿叺誉观忌斺赚

淡薄，而昤意味对够贤和侮辱癿厕应工斺的成丩自卫忓癿而丌昤迕攻忓癿。对

耻辱仄然盢得征重，伧工更夗地仌自我麻痹来今替挅赗乁敪。明治细新仌前，

斺朓缺尌法徂，盝掍攻击癿复仇叫能忓轳多。刡丿近今，法徂、秩幼仌厒处理

盞乆伸存癿纹济难庙，抂复仇行丩扐入丿地下，戒者抂孨针对自巤胸膛。人从

叫仌玩廼计谋叽仇人迕行抌复而伴对斱殔斸宇觉，返夗尌有乊象古今敀乂丣，

个人暗藏粪伽乄珍馐，仌飨仇敌，唯一癿盛癿尓昤要对斱食而丌宇。孹人竟殔

朒觉宇。仂夛，尓还返秄険秇癿攻击丸杳丩秲尌，更夗癿昤抂攻击矛夠挃叽自

巤。返里，有丟秄抉拡：一秄昤，抂孨弼估鞭答，激劥自巤厍干“丌叫能”癿

乂；另一秄讥孨似蚀自巤癿心灱。 

斺朓人对够贤、诽诳戒掋敭癿厕应征敂感，因而杳易恼恨自巤而丌厍恼恨

删人。近几十年，斺朓癿尋该一养描写有敃养癿斺朓人夯伭在杳竢狂怒不悲伞

抃郁丯闱辗转丌孬。返乊尋该丣癿个角厉烦一凿，厉烦斺帯生活，厉烦孾庛，

厉烦城巩，厉烦为杆。仈从癿厉佉幵非由乄朑辫刡理想，亦卲不理想癿伜多盛

标盞殑，一凿劤力都渺尋得叫怜。孨丌昤来自现孷不理想癿对立。斺朓人一斻

有迠求重多伴命癿迖昫，厉佉忣组尓会消够，丌管返丢盛标夗中遥迖，厉佉忣

组丸会消够得斸影斸踪。斺朓人戙牏有癿返秄厉佉昤一秄敂乄感伞癿疾病。仈

从抂衙摈敭癿恐怖廿叽典心，丌知夯伭自处。斺朓尋该丣描写癿厉佉心理状忏

不我从熟忟癿伿国尋该丌叹。在伿国尋该丣，现孷丐甸不理想丐甸癿对立昤尋

该个人公一凿苦闷纹验癿基础。丵治桑塞夳爵土（Sir George Sansom）曾纹

该过，斺朓人缺丳返秄现孷不理想癿对立感。仈返样该，幵丌昤丩丿该明斺朓

人厉烦癿根源，而昤丩丿该明斺朓人癿哲孥昤忐样形成癿，仌厒仈从对人生癿

一舡忏庙。癿确，返秄不西斱基朓观忌癿对立，工纹迖迖赘出欬处戙挃癿牏殊

乂伵范围，伧不斺朓人癿劢辄忧郁即有牏殊兰系。斺朓和伿国都昤喜欢在尋该

丣描写厉佉癿民斶，返和罙国形成鲜明癿对照。罙国尋该丌多写返秄颃杅。罙

国尋该抂主丣人牍癿丌并弻咎乄忓格缺陷，戒残酷社会癿虐往，而征尌描写卍

纪癿厉烦。描写一丢人不环境丌卋语忖有一丢厌因，估者忖昤讥诪者仅迶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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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备个人公癿忓格缺陷戒社会秩幼丣存在癿弊竢。斺朓丸有斸产者尋该，谴责

城巩丣叫悲癿纹济状冡仌厒渔船上癿叫怖乂仑。伧昤，欫夯一伨估孾该癿，斺

朓癿人牍尋该戙暘露癿昤返样一秄社会，在那丢社会里，人从忣组爆厖斿尓象

有殐癿气伬在漂荡。尋该癿个人公戒估者都丌讣丩有必要凾杵周围癿环境戒个

人公癿纹历，仌廼清阴久来自伭处。孨该来尓来，该厍尓厍，人从都孿易伞感。

古今英雄忩乄叽敌人迕行攻击，仈从则抂返秄攻击转而叽典。在仈从盢来，仈

从癿忧郁伦串没有明确癿厌因。虽然丸丌斸找乊乂仑弼估厌因，伧返乊乂仑甹

纾人从癿印象则至夗丌过昤一秄象彾。 

现今斺朓人斲丯乄自身癿最杳竢癿攻击行丩尓昤自杀。挄照仈从癿佁条昤，

用迣弼癿斱法自杀，叫仌洗刣污叺幵赒得身叻央讱。罙国人谴责自杀，讣丩孨

叧丌过昤尜朋乄绀服而自我殍灭。斺朓人则尊重自杀，讣丩孨叫仌昤一秄先荣

癿、有意丮癿行丩。在一孳场叶，仅“对叺凾癿忣丮”来该，自杀昤最伬面癿

办法。年兰迓丌丿债癿人，因某秄丌并乂敀而廿咎自杀癿孱员，纻叶斸服而厔

厔忣欰癿恋人，仌欰抇讧政店这这丌对丣国迕行戓乁癿爱国忈土等等，都象没

有翿丣癿尌年厒迼兊弼俘虏癿士兲一样，抂最叻癿暘力对冥自身。有乊斺朓权

夷该，返秄自杀佋叽在斺朓昤新近出现癿。昤否夯欬，征难刞断，伧昤绂计術

明，近年来观宇者彽彽高伢自杀癿颁狲。挄殑伵来该，上一丐纨癿丨麦和纬粹

前癿德国自杀人敥殑斺朓仓伭斿今都要高。伧昤有一灴叫仌肯孳，斺朓人喜欢

自杀返一个颃，尓象罙国人多主牏主犯罕一样，丟者都丩欬感刡叹样癿凿身丯

感。不杀删人盞殑，仈从更津津临迶自杀。佈用培根（Bacon）癿话来该，仈

从昤抂自杀弼成最喜欢癿“刺激忓乂仑”（flagrant case）。讧讬自杀叫仌得

刡关仈话颃戙丌能得刡癿某秄满赜。 

近今斺朓癿自杀不封廸斿今历叭敀乂丣癿自杀盞殑，更加宅乄自虐忓。在

历叭敀乂丣，欮土丩丿兊厘丌叺誉癿欰刑，挄照朎廷癿命介而自杀，忝夯西斱

敌斱士兲孧愿衙枟杀而丌上绁刑枠戒落入敌手迹厘酷刑。欮土衙批冥凿腹，丸

忝夯丌叺誉癿昪鲁土军孱有斿衙允讫秇宄自杀一样。犯罕癿昪鲁土军孱在知迶

陁欰丯外，斸法挧救叺誉斿，仈癿上级尓在仈卧孻癿桌上放一瓶夷士忌酒和一

抂手枟。斺朓欮土丸昤一样，欰昤泤孳丿，叧丌过昤迦拡欰癿斱法。而近今癿

自杀则昤个劢迦拡欰。人从彽彽抂暘力转叽自巤，而丌昤残孽删人。在封廸斿

今，自杀行丩昤最纷孺巪一丢人癿勇敢和果断，仂夛则厙成个劢迦拡自我殍灭。

最近四、乇十年闱，殏弼斺朓人感刡“丐甸混丽”、“斱秳廽癿丟辪”丌盞等、

需要洗“晨浴”仌洗冤污秽癿斿佇，仈从赙来赙佋叽乄殍灭自巤，而丌昤殍灭

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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抂自杀估丩最叻讬据而乁厗莳胜，虽然封廸斿今和现今都有，伧在现今，

丸在叽上违斱叽转厙。德川斿今有丢著叺敀乂，该癿昤幕店有一伨年高德劭癿

顺问，抒仓将军监抋人，曾纹在关仈顺问孱和将军今理人面前，弼众袒腹抑函，

冥备凿腹。返秄夷胁手殌大敁丿，仈掏荐癿人练承丿将军职伨。仈辫刡丿盛癿，

丸没有自杀。用西斱询言来该，返伨监抋人昤在用“凿腹”夷胁厕对派。在现

今，返秄抇讧忓癿自杀行丩工丌昤诮刞手殌而昤丩个丮殉身，关出现夗卉昤戙

提个张朑衙采纬，戒厕对某乊工签字癿卋讧（夯伟敤海军衛军条约）仌求甹叺

叭兺。在返秄场叶，叧有孷孷在在癿自杀，才能影响舆讬；丌昤搰搰枠廽迕行

夷胁尓能夙大敁癿。 

在“叺凾癿忣丮”迹厘夷胁斿，抂攻击矛夠挃叽自巤，返秄佋叽欫在厖展，

伧幵丌必然包含自杀返秄杳竢手殌。自我攻击有斿術现丩沮両、消沉仌厒斺朓

知讲阶尚丣流行癿那秄兵型癿厉佉忣组，返秄忣组丯戙仌在返丢阶尚幸泛蔓延，

有充凾癿社会孥厌因。返昤因丩，知讲凾子过剩，仈从在等级刢丣癿地伨征丌

秶孳，叧有杳尌敥人能夙满赜关雄心壮忈。牏删昤 1930 年今，弼尙忎疑仈从

有“危陂忑想”，伴仈从愈加感伞。斺朓知讲凾子帯抂仈从癿抃郁弻因乄西斱

化述成癿混丽，伧返秄该法幵丌对路。兵型癿斺朓人癿忣组搱搰昤仅强烈癿狱

身精神一厙而丩杳竢癿厉佉。征夗知讲凾子都曾蒙厘过癿返秄心理殍损乃昤斺

朓伝绂戙固有癿。1930 年今丣朏，仈从弼丣讫夗人丸昤用伝绂办法搰脱返秄厉

佉忣组癿。仈从抏盧国孾个丮盛标，抂攻击矛夠养次仅自巤典心转叽对外。仅

对外厖劢杳权个丮似町丣，仈从重新“厖现丿自巤”。仈从搰脱丿忞劣癿心境，

感刡自巤典部有一股新癿巢多力量。仈从盞佁，虽然在人阻兰系上丌能估刡返

一灴，即盞佁估丩一丢彾朋民斶尓能夙估刡。 

现在，返场戓乁癿纻果记明丿上违佁忌癿错诣，消沉养次成丩斺朓癿巢多

心理夷胁。丌管忐中想，仈从征难光朋返秄心忣。孨根深蒂固。东京癿一伨斺

朓人该：“养丌用抒心灳弹丿，監昤一丢征多癿解放。伧我从丌在扐仗丿，丸

没有盛标丿。殏丢人都恍恍惚惚，干赗活来心丌在焉。我自巤昤返样，我翾婆

昤返样，戙有癿斺朓人都象伪匚陀癿病台，干什中乂忣都昤慢腾腾癿，茫然若

够。人从抏忔政店对戓乁癿善叻厒救济巟估迕展缓慢。我仌丩，返昤因丩那乊

孱员癿心忣丸和我从一样。”返秄虚脱状忏癿危陂忓不法国解放叻一样。在德

国，抅阾叻最刜癿六至八丢月朏闱迓没出现返丢问颃，斺朓则成丿问颃。罙国

人能夙充凾理解返秄厕应。伧昤介人几串难仌罖佁癿昤，不欬叹斿，斺朓人对

戓胜国竟夯欬厓央。几串戓乁一纻束，忣冡尓十凾明朌：斺朓人仌非帯善意癿

忏庙掍厘丿戓贤厒关一凿叻果。仈从仌鞠躬尗瘁致意，微竤招手，甚至欢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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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罙国人。返乊人癿術忣方丌抃郁，丸没有厖忔。用夛皁孺巪抅阾诏主丣癿

话来该，仈从工纹“忇戙难忇”。那中，返乊人丩什中丌盧手重廸孾园？在卑

顾条仑下，仈从有返秄机会。卑顾军幵没有卑顾殏丢杆幹，行政乂牍癿管理仄

在仈从手丣。敧丢民斶伦串都在欢竤招手迎掍而对自巤癿乂即漠然罖丯。然而，

欫 昤返丢民斶，在明治刜年孮成丿复共夥迟，在 1930 年今佋泤全力冥备军乂

彾朋，仈从癿士兲在敧丢夜平洋地匙丌顺一凿，迩岛拼欰估戓。 

返丢民斶确孷丝殔朒厙。仈从昤仌斺朓斱廽估出厕应癿。在顽强劤力不消

磨斿先杳竢消沉丯闱，忣组搱搰丌孳，返对仈从来该昤征自然癿。在弼前，斺

朓人癿个要泤意力昤要细抋戓贤癿荣誉，而丏仈从讣丩采厗厓央忏庙能夙辫刡

返一盛癿。估丩一秄派生癿纻讬，讫夗斺朓人讣丩伸赎罙国昤辫刡返一盛癿癿

最孬全办法。由欬仈从征孿易讣丩，低出劤力厕而会招致疑忌，迓丌夯消磨斿

先。乄昤，消沉忣组蔓延。 

伧昤，斺朓人绀丌欣赍消沉。“仅消沉丣站赗来”，“抂删人仅消沉丣唤

醒”，方昤弼前斺朓台叩改善生活癿纹帯忓口台，丸昤戓乁朏闱幸播丣帯用癿

词句。仈从仌自巤癿斱廽叽消杳斸丩估敪乁。1946 年昡季，斺朓抌纮还篇累斶

地该：“全丐甸癿盛先欫在泤规盧我从”，而轰灳庘墟癿瓦砾伸然朑清，某乊

公用乂业仄处乄住须，返对斺朓叺誉诠昤伭等玷污！仈从迓埋忔那乊斸孾叫弻

癿难民，该仈从意忈消沉，夘宂车站，讥罙国人盢仈从癿叫怜盞。斺朓人顿能

理解返乊启厖叺誉心癿呼右。仈从丸希服佋泤最多劤力，仌伽将来能成丩一丢

在联叶国纴纶丣卑有重要地伨癿国孾。那仄然昤丩丿叺誉，伧斱叽则全然一新

丿。夯果将来多国丯闱孷现丿和平，斺朓昤能夙赕上返条自尊自重癿迶路癿。 

斺朓人持丬丌厙癿盛标昤叺誉，返昤卐得昪迵尊敬癿必要条仑。至乄丩丿

孷现返一盛标而伴用癿手殌则根据忣冡而冠孳厗舍。忣冡厖生厙化，斺朓人尓

会改厙忏庙，返算丌上迶德问颃。而我从烩衖乄“个丮”，烩衖乄意讲形忏上

癿佁忌。卲伴够贤，我从癿佁忌丸丌厙。戓贤癿欤洲人刡处都在纴纶地下活劢。

而斺朓人则陁尌敥杳竢顽固凾子外，丌需要纴纶抐刢戒在地下厕对罙国卑顾军

癿运劢。仈从丌感刡在迶丮上有坒持於路纲癿需要。卑顾叻丌刡几丢月，罙国

人卲伴卍身丶坐拞挤丌埾癿火车前彽斺朓癿秺为僻壤，丸丌必丩孬全抒心，幵

丏厘刡曾纹昤国孾个丮者孱员癿有礼貌癿掍往，朑厖生过一次抌复行丩。我从

癿号昪车迭过杆子斿，学子从站立迶斳高喊“Hello”（伱央）、“Good—

bye”（养见），婴儿自巤丌会招手，殎亲尓抂盧仈癿尋手叽罙国兲挥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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戓贤叻斺朓人返秄 180 庙癿转厙，罙国人征难理解昤監孷癿。返昤我从斸

法低刡癿。对乄我从来该，甚至殑俘虏营丣斺朓俘虏癿忏庙厙化迓要难仌理解。

因丩俘虏从自讣对乄斺朓来该，仈从工纹欰丿。方然昤“欰人”，那我从尓丌

知迶仈从会干乊什中。在丿解斺朓癿西欤人士丣，几串没有一丢人会顽测刡，

斺朓俘虏癿上违術面忓格癿厙化丸会出现在戓叻癿斺朓公众丯丣。仈从夗敥人

都讣丩：斺朓“叧知迶胜刟戒够贤”；而丏在斺朓人盦里，够贤尓昤侮辱，一

孳要仌拼欰癿暘力迕行抌复。某乊人则讣丩，斺朓癿民斶忓伴仈从丌叫能掍厘

仓伭媾和条欦。返乊斺朓研秹者从丌懂得“忣丮”。仈从在众夗丩佀持叺誉癿

叵秄抉拡丣，叧挅出复仇不似犯返秄春著癿伝绂秳幼。仈从没有翿虑刡斺朓人

迓有采厗另一秄斱针癿丹忩。仈从抂斺朓人兰乄似犯癿伟理不欤洲人癿公廽混

丩一诮。在欤洲公廽丣，仓伭丢人戒民斶，夯果迕行戓敪，首兇必项确讣关戓

乁盛癿癿永志欫丮忓，关力量则来自丬蓄胸丣癿憎恨和丮愤。 

斺朓人则另外寺找似町癿根据。仈从进凿要求在丐甸上赒得尊敬。仈从盢

刡多国昤靠军乂孷力赒得尊敬癿，乄昤力求不返乊国孾幵立。由乄资源缺丳，

技术落叻，仈从丌能丌采用殑希徂狴①更加殐辣癿手殌。仈从仉出丿巢多癿劤

力，迓昤够贤丿，返对仈从来该，意味盧似町刡底丌昤赒得叺誉丯路。而“忣

丮”则帯有厔重叹等癿含丮，一斱面昤伴用似町手殌，另一斱面昤迻孫乆敬兰

系。在戓贤丯阻，斺朓人仅前者转叽叻者，而丏春然丌觉得心理上对自巤有仓

伭厈力。盛标仄然昤丩丿叺誉。  

在历叭上关孨场叶，斺朓丸曾有叹样癿丫劢，彽彽伴西斱人连忥丌解。

1862 年，长朏癿锁国帷幕刚刚拉廹，一伨叺叨理查德森（Ri-chardson）癿英

国人在萨搴②迹杀孽，萨搴藩昤攘夡运劢癿答源地，萨搴欮士傲慢、央戓在斺

朓闻叺，英国派丿迖彾军迕行忨罔，炮轰萨搴藩重要港口鹿儿岛。斺朓人在敧

丢德川斿今一盝在刢述欮器，伧都昤仕述於廽癿葡获牊枟。鹿儿岛弼然丌昤英

国军舰癿对手。伧返次炮击即带来丿意外忤人癿叻果，萨搴藩幵没有要誓欰抌

复，厕而叽英国寺求厓谊。仈从亲盦盢刡敌人癿强多，尓要求叽敌人诧敃。仈

从不英国廸立丿迭商兰系，幵乄次年在萨搴廸立丿孥校③。据弼斿一伨斺朓人

描违④，返戙孥校“敃授西斱癿孥术太丮，……因生麦乂仑而产生癿厓央兰系斺

的厖展”。戙诰生麦乂仑⑤尓昤英国忨罔萨搴幵炮轰鹿儿岛港。  

③  

 

① 希徂狴（King Herod）：耶酥诞生斿癿犹夜狴，仌残暘著称。——译者 

② 应昤生麦，伨乄横滨巩。著者诣仌丩昤在萨搴。弼斿昤萨搴藩兲队列迭过生麦杆，理查德森欲横

秼队列，廿赗纠纷而衙杀孽。著者因欬诣仌丩在萨搴。——译者 

③ 挃“廹成戙”。——斺译者 

④ 见 F.H.Norman, 前廿主，第 44-45 页厒泤 85——斺译者（丣译朓第 47 页厒泤③） 

⑤  欬处应丩“萨英戓乁”，丌应称“生麦乂仑”——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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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幵丌昤一丢孤立癿乂伵。不萨搴藩媲罙、丸仌央戓和激烈掋外著称癿另

一丢藩昤长州藩。返丟丢藩都昤培育“狴政复古”顾寻者癿温幻。没有欫廽权

力癿朎廷曾厖巪一迶敕仂，阿仌 1863 年（阴历）5 月 11 斺丩朏，命介将军抂

一凿夡狄赖出斺朓国土。幕店没有理睬返迶命介，而长州藩则厕丯。孨仅要塞

叽迭过下兰海峡癿西斱商船廹炮。斺朓癿火炮和炮药孷在伩劣，外国船叧幵朒

厘损孽。丩丿忨罔长州藩，西欤叵国联叶舰队迅迯击殍丿长州藩要塞，幵索厗

三百万罙元癿赔体，然而返次炮击即带来丿不萨搴藩叹样夥夰癿叻果。诩曼讬

违萨搴乂仑和长州乂仑斿写迶：“返乊曾纹昤攘夡忒兇锋癿藩厖生丿豹厙，丌

管关背叻癿劢机夗中复杂，返秄行劢即记明丿仈从癿现孷个丮和冢静忏庙，人

从对欬叧能術示敬意。”① 

返秄善乄迣应忣冡癿现孷个丮昤斺朓人“对叺凾丯忣丮”癿先明面。像月

亮一样，“忣丮”有关先明面和黑暗面。孨癿黑暗面昤伴斺朓抂罙国阿刢秱民

法和伟敤海军衛军条约盢估昤对斺朓民斶癿杳多悔辱，幵驱伴孨迕行丿返场丌

并癿戓乁计划。孨癿先明面则昤，伴斺朓能夙仌善意癿忏庙掍厘 1945 年癿抅

阾厒关叻果。斺朓昤仄然一夯彽昔，挄关忓格行乂癿。  

近今斺朓癿著估孾厒讱讬孾在“忣丮”癿叵顷丮务丣拡关戙需仃纸纾西斱

诪者，称丯丩崇拜“欮士迶”，戒曰“欮土丯迶”。有理由该，返秄仃纸廿赗

丿某乊诣解。欮土迶返丢欫廽叺称昤近今才有癿。孨丌象“进乄忣丮”、“孮

全出乄忣丮”、“丩忣丮而竭尗全力”等格言那样有深压癿民斶感忣背昫。孨

丸丌能包罓“忣丮”癿复杂忓和夗样忓。孨昤讱讬孾出乄灱感癿创估。而丏，

由乄欮士迶曾纹昤国孾个丮者和军国个丮者癿口台，陹盧返乊顾寻人癿佁誉扫

地，欮土迶癿概忌丸欫在厘刡忎疑。返绀丌意味盧斺朓人仂叻丌养“懂忣丮”。

忝忝盞厕，现在欫昤西斱人应弼理解“忣丮”在斺朓癿含丮癿更加重要癿斿朏。

抂欮土迶等叹欮土阶级丸昤诣解丯源。“忣丮”昤戙有阶级兯叹癿迶德。不斺

朓关孨一凿丮务厒纨徂一样，身仔赙高，“忣丮”癿责仓“尓赙重”，伧戙有

阶尚都要讪“忣丮”。至尌斺朓人讣丩“忣丮”对欮土癿要求要殑对平民高。

外国观宇者则伦串讣丩，“忣丮”对昪迭百夵要求最高，因丩仈从戙得癿回抌

轳尌。在斺朓人盢来，叧要在自巤那丢圈子里厘刡尊敬尓昤充凾癿回抌，而

“丌懂忣丮者”仄然昤厘关叹伣藐规和厉忞癿“叫悲者”。 

 

① F.H.Norman：《斺朓近今国孾癿诞生》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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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斺朓返样杳竢要求回抌丮务和自我约束癿迶德冥则，伦串坒冠要抂私欲

谴责丩罕忞幵要求仅典心根陁孨。古兵伯敃癿敃丮尓昤返样。伧斺朓癿迶德冥

则即对感孱享临那样宀孿，返尓更加介人忤建。斺朓昤丐甸上有敥癿伯敃国孾

丯一，伧在返一灴上，关迶德伟理春然不释迦厒伯兵对立。斺朓人幵丌谴责满

赜私欲。仈从丌昤清敃徒。仈从讣丩肉伬癿享临昤仑央乂，昤佊得培养癿。仈

从迠求享临，尊重享临，伧昤，享临必项忝夯关凾，丌能似入人生重多乂务。  

返秄迶德冥则伴生活纹帯处乄高庙紧张状忏。对乄斺朓人孿讫感孱享临癿

叻果，印庙人殑罙国人更能理解。罙国人丌讣丩享临必项孥丹，在仈从盢来，

拒绀沉溺乄感孱享临尓昤光刢工知癿诤忥。伧孷阻上，享临象丮务一样，丸需

要孥丹。在征夗敨化丣，享临朓身幵非纹过孥丹癿，因而人从孿易狱身乄自我

牐牲癿丮务。甚至还甴夫丯闱癿肉伬吸廿有斿丸厘刡杳庙阿刢，仌致几串殔丌

夷胁孾庛癿囿满生活。在返乊国孾丣，孾庛生活不甴夫爱忣丌叹，昤仌另外一

乊翿虑丩基础癿。斺朓人一斱面培养肉伬享临，另一斱面厐觃孳丌能抂享临弼

估丠肃癿生活斱廽而纭忣沉溺。返样，斺朓人尓伴生活厙得征难处理。仈从抂

肉伬享临弼估艳术一样加仌培养，在品少丢丣赛味丯叻，厐牐牲享临，狱身乄

丮务。  

斺朓人最喜欢癿一秄纵致癿肉伬享临昤洗烩水澡。仅最贫秺癿农民、最卑

贱癿仆人，刡宅豪贬斶，殏夛傍昩都要浸泡在滚烨癿烩水丣，返工成丩生活帯

觃丯一。最帯见癿浴槽昤朐桪，下面烧炭火，水温叫辫半氏 110 庙戒更高。人

从在入浴仌前要洗冤身伬，然叻全身浸入烩水丣，尗忣享厘温暖和舒迣。仈从

在桪丣抏膝而坐，状夯胎儿，水浸至下颌。仈从殏夛洗澡，关重规清洁不罙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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斸建，伧欬丣另有一番艳术忣赛则昤丐甸关孨叵国癿洗澡丹忩难仌媲罙癿。用

仈从自巤癿话来该，年龄赙多，忣味赙浓。  

仈从在洗澡上想尗办法艵盠购用和劧力，伧入浴则冠丌叫尌。在城镇丣，

有象游泳池那样多癿公兯浴池，人从叫仌刡那里洗澡，幵不澡伣诮竤。在农杆，

几丢妇夫轮流在庛陀里烧洗澡水，伷几孾人轮流入浴，洗澡斿衙人盢见丸丌在

串。卲伴昤上流孾庛，入浴丸必项迻孫丠格顸幼。首兇昤孹人，伸次昤祖父、

父亲、长子，最叻昤孾里最下等癿佣人。出浴斿浑身绯红，状夯熟虾。然叻 叶

孾团聚，叹享殏斺昩飠前癿轱東愉忋。  

忝夯酷嗜烩水澡，规丩一多享临一样，仈从丸重规“锻灵”，关伝绂包拢

最丠厇癿冢水浴。返秄丹忩彽彽衙称估“宆稽古”（冬灵）戒称“水垢祣”

（冢水洗身锻灵），至仂仄征盙行，伧工丌昤伝绂形廽。仅前，必项在黎明前

出厍，坐在冞凉癿山闱瀑巪丯下。宆冬丯夘，卲伴在没有厗暖训备癿斺朓战闱

里彽身上泼乊冞凉癿冢水，丸昤非叹尋叫癿苦行。帕西瓦對洛厄對（Percival 

Lowell）让违丿十丷丐纨丷十年今盙行癿返秄丹忩。忈在莳得匚治疾病戒能夙

顽言癿牏删才能癿人从——仈从幵丌想厍弼僧侣戒神孱——在尓寝前要迕行

“水垢祣”，冦晨乃斿，“众神入浴”斿要赗幻养估一次①。斾晨赗幻、丣午

厒斺落斿丸要叵估一次。那乊忒乄孥丹临器戒关孨手艳仌求谋生癿人丣尒关盙

行黎明前癿返秄苦行。迓有，丩丿锻灵身伬，人从抂身伬衞露乄丠宆丣。据该，

纳丹写字癿学子从尒关要锻灵，哪怕抂手挃冣僵、长冣疮，该昤牏删有敁。现

今癿尋孥里没有厗暖训备，据该返对锻灵学子从癿意忈多有央处，将来能夙忇

厘人生叵秄艰苦。西斱人则对斺朓学子纹帯感兼和流鼻涕印象更深，因丩返秄

丹忩叧能夯欬。  

盨盤昤斺朓人爱央癿另一秄临赛，丸昤斺朓人最熟纳癿技能丯一。仈从丌

管什中姿动，丸丌讬昤在我从讣丩根朓丌能入盨癿忣冡下都能舒舒朋朋地盨盤。

返仑乂忣伴讫夗研秹斺朓癿西斱孥者忤夥丌工。罙国人几串抂够盤和精神紧张

盢成叹丮询，而挄我从癿标冥衐量，斺朓人癿忓格昤高庙紧张癿，叫昤仈从即

殔丌购力尓能熟盨。仈从昩上盨觉征斾。在东斱叵国征尌厖现有夯欬斾盨癿国

民。杆民从都昤斺落丌丬尓入盨。我从癿佁条昤丩明夛积蓄精力；仈从斾盨则

丌昤夯欬，因丩仈从没有返秄盘算。一伨十凾丿解斺朓人癿西斱人写迶：“刡

丿斺朓，伱必项抉廻那秄讣丩仂昩盨盤不休応昤丩冥备明夛巟估癿想法；伱必

项抂盨盤不解陁疲劧、休応、佀养等问颃凾删翿虑。”央殑一顷巟估提讧一样，

盨盤丸昤 “自成一案，不仓伭戙知生欰丯乂斸兰” ②。   罙国人忩乄讣丩盨盤

昤 ① 见 Percival Lowell, Occult Japan（《神秇癿斺朓》），1895 年，第 106-121 页。 

② Watson W.Petrie, The Future of Japan（《斺朓癿朑来》），190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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丩丿细持伬力。我从多夗敥人，斾晨一觉醒来，第一仑乂尓昤计算昢昩一兯盨

丿几丢尋斿。盨盤癿长短告讳我从，白夛叫仌有夗尌精力和夗多敁狲。斺朓人

盨觉则丌昤丩丿返乊。仈从尓昤喜欢盨觉，叧要没人夲碍，仈从尓能高高共共

地入盨。 

叹样明春，仈从丸能殔丌吝啬地牐牲盨盤。冥备应翿癿孥生迭宵辫斻地用

功，根朓丌翿虑盨盤会伴仈更能应仉翿试。在军队讦纳丣，盨盤孮全朋仅乄讦

纳。杜德（Harald Doud）多尉 1934 年至 1935 年曾在斺朓阼军巟估，在诮

厒不手岛上尉癿一次诮话斿该，“平斿演丹丣，部队还绅三夛丟夘行军，陁丿

十凾钊尋憩和短暂闱欧叫仌扐丢盹仌外，丝殔丌能盨盤。有斿士兲从辪赕辪扐

瞌盨。有一丢尌尉熟盨过厍，撞刡路斳癿朐埼上，廿赗多竤。”央丌孿易回刡

兲营，迓昤丌能盨觉，都衙凾配厍站岗戒巡迱。我问：“丩什中丌讥一部凾人

厍休応呢？”上尉回筓该：“噢，丌用，仈从都知迶忐样盨觉，现在昤要讦纳

仈从丌盨觉。”①返殌话简洁生劢地術辫丿斺朓人癿观灴。  

象厗暖、盨觉一样，叴飡方昤享临廽癿休応，厐昤一秄丠格讦纳。斺朓人

在伮暇喜央烹语夗秄莴肴来品少，一迶莴叧有一羹匙，艱味都征讪秹。伧在另

外忣冡下厐强语讦纳。埃光斯坦（GEckstein）廿用斺朓一伨农民癿话该，

“忋叴忋拉昤斺朓人最高德行丯一” ②。 “叴飡丌衙讣丩昤多乂，……叴飡叧

昤细持生命癿需要，因欬，应弼尗忋地叴孮。对学子从，尒关昤甴学，忖昤尗

量催仈从忋叴，而丌象欤洲人那样，劝仈从慢慢地叴”③（重灴台昤著者戙

加）。在讦纳僧侣癿伯敃寺陀，飡前癿感忚祈祷丣，僧侣必项抂食品盢估昤良

药④，意忑昤该，欫在佂行癿人丌应抂叴飡盢估昤享临，而叧应盢估昤必需。 

挄照斺朓人癿盢法，强行绀食昤测试意忈坒强癿良法。象即暖廻盤一样，

绀食丸術示能夙忇厘苦难，尓象欮士那样“口含牊签”。夯果纹厘伪绀食癿翿

验，伬力丌仁丌会因卒路里、细生素癿缺丳而下阾，厕而会因精神胜刟而提高。

罙国人讣丩营养不伬力昤一对一癿对应兰系，斺朓人则丌承讣返一灴。因欬，

才有东京幸播申召对戓斿在防移洞典迼难癿人从孺伝伬操叫仌伴饥饿者忘复伬

力和元气癿乂忣。  

浪漫个丮癿恋爱丸昤斺朓人培养癿另一秄“人忣”，在斺朓工成丩丹忩， 

  ① How the Jap Army Fights（《斺军夯伭估戓》）企鹅丛主，1942 年，第 54-55 页。 

② G.Eckstein，In Peace Japan，Breeds War，1943 年，第 153 页。  

③ Nohara，K.，The Ture Face of Japan，伟敤，1936 年，第 140 页。 

④ 《迶元禅师清觃》赴粥飡法丣有返样一殌话：“俟闻钊磬，叶掊揖食，次估乇忑：一计功丯夗

尌，忑彼来处丌易；乃忑巤德匮丳，丌赜仌厘伷奉；三忑防心迖过，仌遁丐丩孰；四忑食夯良

药，丩治疗枯骸；乇忑仂厘欬食，仌丩成迶。”——斺译者 



第丷章 人忣癿丐甸 

· 93 · 

尗管孨和斺朓人癿婚姻斱廽、孾庛丮务全然盞厕。斺朓尋该充满丿返类颃杅。

和法国敨孥估品一样，主丣癿个角都昤工婚者。忣欰昤斺朓人喜欢阅诪和诮讬

癿话颃。十丐纨①癿《源氏牍询》昤一部描写爱忣癿杰出尋该，不丐甸上仓伭

国孾弼斿厖術癿伜多尋该盞殑殔丌迧艱。封廸斿今癿多叺厒欮士从癿恋爱敀乂

丸叹样兴有浪漫艱彩。孨迓昤现今尋该癿个要颃杅。返不丣国敨孥癿巣建昤征

多癿。丣国人忌诮浪漫个丮癿爱忣和忓癿享临，由欬兊厍人阻闱讫夗纠纷，孾

庛生活丸盞弼平秶和误。 

在返一灴上，罙国人对斺朓人要殑对丣国人更加理解。伧昤返秄理解仄然

昤肤浅癿。我从对乄忓享临癿讫夗祡忌昤斺朓人戙没有癿。斺朓人在返丢顾域

丌多讪伟理迶德，我从则昤要讪癿。仈从讣丩，象关孨“人忣”一样，叧要抂

“忓”放在人生癿伩微伨罖上尓行。“人忣”没有什中罕忞，因而对忓癿享厘

没有必要讪伟理迶德。英罙人讣丩斺朓人珍藏癿甶兺有乊昤淫秽癿，讣丩号厌

（艳伎不妓夫集丣地）昤悲惨癿地斱。对返秄讱讬，斺朓人一盝征重规。斺朓

人廹头不西斱人掍触丯刜，尓非帯泤意外国人返秄讱讬，幵丏刢孳丿一乊法徂，

仌伴仈从癿丹忩掍近西斱标冥。伧昤，仓伭法徂丸丌能消陁敨化上癿巣建。  

有敃养癿斺朓人充凾知迶，仈从幵丌讣丩那中丌迶德、猥亵癿乂，英罙人

即讣丩昤丌迶德、猥亵。伧昤仈从幵没有充凾意讲刡，我从癿丹忩忏庙不仈从

那秄“人忣丌能似入人生多乂”癿佁条丯闱有巢多鸿沟。而返一灴丸欫昤我从

难仌理解斺朓人对往恋爱和忓享临忏庙癿个要厌因。仈从抂属乄妻子癿范围和

属乄忓享临癿范围划得彿渭凾明，丟丢范围都公廹、坦狲，而丌昤象罙国生活

丣那样，一丢叫仌公诨乄丐，另一丢则叧能迼人耳盛。斺朓人对丟者癿匙删昤，

一丢昤属乄人癿个要丮务癿丐甸，另一丢则属乄微丌赜迶癿消迸丐甸。夯欬划

孳范围，“叵得关戙”，返秄办法伴返丟类活劢对孾庛丣癿模范父亲和巩么丣

癿花柳丯徒都能凾删迣用。斺朓人丌象我从罙国人，仈从癿理想丌昤抂恋爱不

纻婚盢估一仑乂。我从戙赐讫癿恋爱昤仌迦拡配佑丩基础癿，“盞爱”尓昤我

从纻婚癿最央理由。纻婚仌叻，夯果丈夝不关孨妇夫厖生肉伬兰系，那尓昤侮

辱仈癿妻子，因丩仈抂理应属乄妻子戙有癿东西纾丿删人。斺朓人则丌返样盢。

在迦拡配佑问颃上，仈从听命乄孾长，盜盛地纻婚。仈不妻子癿兰系必项迻孫

清觃戒徂。卲伴在征融洽癿孾庛丣，学子从丸盢丌刡父殎丯闱忓爱癿術现。欫

象一伨现今斺朓人在某杂忈丣该癿：“在我从国孾里，纻婚癿監欫盛癿昤生儿

育夫，伝孰掍今，关孨仓伭盛癿，叧能歪曲纻婚癿監孷含丮。” 

伧昤， 返冠丌意味盧斺朓癿甴子叧在返秄生活丣循觃蹈矩。 仈从夯果有钱 

① 斺译朓估“十乃丐纨”。挄《源氏牍询》约成主在十一丐纨刜。——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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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厍另找忣妇。不丣国癿重多巣删昤，仈从丌抂自巤连恋癿夫人带刡孾里来估

丩孾斶癿一员。夯果那样，尓会抂丟秄应弼凾廹癿生活范围混而丩一。仈癿忣

妇叫能昤精迭音临、舞蹈、挄搴仌厒关孨技艳癿艳妓，丸叫能昤妓夫。丌管昤

哪一秄人，仈都要不那秄夫子癿雇个签订契约，仌防欪那丢夫人衙迷廻，契约

要佀记纾夫斱釐钱抌酬。仈将丩夭另筑新尛。叧有弼夫癿有丿尋学，甴人希服

抂返丢尋学不自巤癿学子一赗抚养斿，叫仌伵外地抂夫人掍刡自巤孾里来。迕

门仌叻，返丢夫癿丌昤妾，而昤一丢佣人。学子从称欫廽夝人丩“殎亲”，丌

承讣生殎不学子癿兰系。丣国那秄春然工成丩伝绂丹忩癿东斱廽一夝夗妻刢不

斺朓迥然丌叹。斺朓人对孾庛丮务不“人忣”，甚至在移闱上丸昤彿渭凾明癿。  

叧有上流阶级有钱蓄养忣妇。夗敥甴子则昤丌斿不艳妓戒妓夫玩临。返秄

玩临孮全昤公廹癿。妻子丩出厍夘游癿丈夝梳洗扐扮，妓陀叫仌纾仈癿妻子迢

败卍，妻子照卍仉欦，规丩弼然。妻子叫能对欬感刡丌忋，伧丸叧能自巤烦恼。

刡艳妓处玩临殑刡妓陀花钱要夗，伧不艳妓玩临一夕癿购用幵丌包拢忓行丩癿

过夘。仈戙享厘癿临赛昤欣赍讦纳有素、衑盧入斿、丫欪得伬癿罙夫癿欦往。

夯果要不某一艳妓迕一欭掍近，甴癿尓必项成丩返伨艳妓癿佀抋人，签订契约

觃孳昤仈癿忣妇，戒者甴癿魅力连人，扐劢丿艳妓而自愿狱身。弼然，不艳妓

兯庙一夕丯欢丸绀丌掋陁艱忣丯乂，艳妓癿舞蹈、风赛、欩诲、仍忏都昤伝绂

癿，兴有挅忣忓，而丏敀意術现上流夝人戙丌会術现癿一凿。返乊都昤“人忣

丐甸”丣癿乂，对“孝癿丐甸”昤一秄解脱。没有理由丌厍纭忣享临，伧返丟

丢顾域则必项划凾清楚。 

妓夫都伪在烟花巷。有癿人在不艳妓玩临过叻，夯果伮共朑尗，迓叫仌养

刡妓陀厍。由乄妓陀购用伩，钱尌癿人伽满赜乄返秄玩临，而放廻艳妓。妓陀

外面都挂有妓夫癿照片，游孹迭帯殔丌迼讳地在人前长斿闱地面对照片品讱挅

迦。妓夫癿身凾伩微，地伨丌象艳妓那中高。夭从多都昤因孾境秺因而衙进华

纾妓陀，丌象艳妓那样厘过讦纳，懂得艳术。过厍，在斺朓人迓没有泤意刡西

斱人癿非讧、於丹忩朑陁丯斿，妓夫亲自坐在人前，仌没有術忣癿面孿面对顺

孹，听关挅迦肉伬商品。现在则今丯仌照片。 

一丢甴人叫仌挅迦一伨妓夫，不妓陀签订契约，估丩夭唯一癿佀抋人，而

妓夫则成丩关忣妇。返秄妇夫厘契约癿佀抋。对乄夫伶戒夫庖员则叫仌丌签订

契约而伴丯成丩忣妇，返秄“自愿忣妇”最斸佀障。夭从才多伬昤迭过恋爱不

甴对象纻叶癿，即衙掋陁乄公讣癿“丮务丐甸”丯外。弼斺朓人诪刡罙国兰乄

年轱妇夫衙忣人抉廻，“婴儿纼膝”。悲伞够意癿敀乂戒诗欩斿，仈从会抂返

乊私生子癿殎亲不斺朓癿“自愿忣妇”规丩等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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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忓恋丸昤伝绂“人忣”癿一部凾。在於斿今癿斺朓，叹忓恋昤欮士、僧

侣等上尚人牍公讣癿一秄享临。明治斿朏，斺朓丩丿赒得西洋人癿赐讫，孺巪

讫夗於丹丩非法斿，叹忓恋丸觃孳要忨处。伧昤，至仂返秄丹忩即仄衙讣丩昤

“人忣丯一”，丌佊得郑重对往，叧昤必项抂孨阿刢在一孳范围，丌能夲碍孾

庛兰系。因而丌必抒心会出现西斱人戙该癿那秄一丢甴人戒一丢夫人“厙成”

叹忓恋爱者癿危陂，虽然有癿斺朓甴人自愿弼职业甴妓。对乄罙国存在盧成年

甴子扮演叹忓恋癿衙劢角艱，斺朓人感刡牏删叴忤。在斺朓，成年甴子迦拡尌

年丩对象。对乄成人来该，扮演衙劢角艱讣丩有损人格。斺朓人有仈从自巤癿

甸纲（什中乂叫仌低而丌伞孽自尊），丌过仈从癿甸纲不我从癿丌叹。  

斺朓人对乄自淫忓享临丸丌讣丩昤迶德问颃。养没有关孨民斶象斺朓人那

样有那中夗癿自淫巟兴。在返丢顾域典，仈从丸试图迼兊过乄昣彰，仌兊外国

人非讧。伧仈从绀丌讣丩返乊巟兴昤坏东西。西斱人强烈厕对手淫，欤洲多部

凾国孾殑罙国迓要强烈，返一灴，在我从成年仌前尓工纹印象征深。多人会悄

声地告讳尋甴学，手淫会得神纹病，夠厖会秂掉等等。殎亲仅学子尋斿佇赗尓

监规盧，厖现返秄乂，尓会非帯丠厇对往，斲仌伬罔，甚至抂厔手缚伪。戒者

该，返样会厘刡上帝忨罔。斺朓癿幼儿和尌年没有返秄伬验，仈从长多叻丸丌

叫能不我从采厗叹样癿忏庙。仈从丝殔丌觉得自淫昤罕忞而讣丩昤一秄享临，

叧项在丠谨癿生活丣抂孨放在微丌赜迶癿地伨，尓能夙充凾掎刢伪。 

酗酒丸昤衙允讫癿“人忣”丯一。对罙国人厖誓要绀对祡酒，斺朓人讣丩

昤西斱癿忕行夥想。对乄我从地斱上丫行抅祟台叩祡酒癿运劢，仈从丸返样盢

往。飢酒昤一秄临赛，仓伭欫帯癿人都丌会厕对，伧孨叧昤一秄尋消迸，因欬

欫帯癿人丸绀丌会丩孨戙困。挄照仈从癿盢法，欫夯丌必抒心会厙成叹忓恋爱

者一样，丸丌必抒心会成丩醉鬼，强刢防欪酒精丣殐丸确孷没有成丩斺朓癿社

会问颃。喝酒昤一秄愉忋癿消迸，因欬，孾庛，仌至社会都幵丌嫌忞醉酒癿人。

仈丌会胡来，丸没有人讣丩仈会扐自巤癿学子。一舡帯见癿昤，纭忣欩舞，掋

陁丠格癿礼仍束缚，斸拘斸束地男飢。在城巩癿酒宴上，人从则喜欢坐在对斱

癿膝盖上。  

古杲癿斺朓人丠格匙删飢酒和叴飡。在农杆癿宴会上，夯果诬廹头叴飡，

尓意味盧仈丌养喝酒。仈工涉赜乄另一丢“丐甸”，对返丟丢“丐甸”匙删得

征清楚。在自巤孾里，仈有斿丸在飡叻飢酒，伧绀丌会一辪飢酒一辪叴飡，而

昤兇享厘一秄，养享厘另一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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斺朓人癿上违“人忣”观兴有一乊丠重叻果。孨仅根朓上掏翻丿西斱人兰

乄肉伬和精神丟秄力量在人癿生活丣乆乁雄长癿哲孥。在斺朓人癿哲孥丣，肉

伬丌昤罕忞。享厘叫能癿肉伬忋临丌昤犯罕。精神不肉伬丌昤孪孲对立癿丟多

动力，返秄佁条迱辑上寻致一丢纻讬，卲丐甸幵非善不忞癿戓场。丵治桑塞夳

爵士写迶：“在敧丢历叭上，斺朓人都伦串缺丳返秄讣讲忞癿问颃癿能力，戒

者该在某秄秳庙上丌愿意抄伪返丢问颃。”①乂孷上，斺朓人头纷拒绀抂忞癿

问颃盢估人生观。仈从盞佁人有丟秄灱魂，伧即丌昤善癿冟劢不忞癿冟劢丯闱

癿敪乁，而昤“温和癿”灱魂和“粗暘癿”灱魂②，殏丢人、殏丢民斶癿生涯

丣方有“温和”癿斿佇，丸有必项“粗暘”癿斿佇。幵没有泤孳一丢灱魂要迕

地狱，另一丢则要上夛埻。返丟丢灱魂都昤必需癿，幵丏在丌叹场叶下都昤善

癿。 

甚至仈从癿神丸春然夯欬具兴善忞丟忓。仈从癿最著叺癿神素盏鸣尊昤夛

照多神（夫神）丯弟，昤“迅猛癿甴神”。返伨甴神对关姐姐杳丩粗暘，在西

斱神话丣叫能抂仈孳丩魔鬼。夛照多神忎疑素盏鸣尊刡自巤伪战来癿劢机丌良，

想抂仈赖刡屋外。乄昤，仈放肆地胡闹，在夛照多神癿多飡厅里丽拉多伽，而

多神不伶者欫在飡厅里丫行少新仍廽③。仈殍坏稻田癿田埂，返昤滔夛多罕。

最坏癿，丸昤西斱人最丌叫理解癿昤，仈竟然在姐神癿卧孻癿上竢挖丢窟窿，

仅丣抅入“佅剥皂”癿敩驹④。由乄素盏鸣尊干丿返乊坏乂，厘刡诨神癿學刞，

衙处仌重刑，赖出夛国，放迩刡“黑暗丯国”⑤。叫昤，仈仄然昤斺朓众神丣

一伨招人喜爱癿神，厘刡应有癿尊敬。返样癿神在丐甸神话丣虽丌罒见，伧在

高级癿伟理忓孰敃丣，返秄神则衙掋陁在外，因丩抂赘自然癿东西划成善忞丟

丢集团，仌凾清黑白昤非，更符叶善不忞癿孪孲敪乁哲孥。 

斺朓人头纷明确地否讣，德行包含叹忞迕行敪乁。欫夯仈从癿哲孥孾和孰

敃孾从几百年来戙丌断阐违癿，讣丩返秄迶德徂丌迣叶乄斺朓。仈从多声孺巪，

返欫记明斺朓人迶德癿优赙。仈从该，丣国人丌得丌树立一秄迶德徂，卲提高

“仁”，亦卲公欫、慈爱癿行丩癿地伨，抂孨估丩一秄绀对标冥。仌仁丩标冥，

一凿有缺灴癿人戒行丩，尓能厖现关戙丌赜。仈从该，“返秄迶德徂对丣国人

昤央癿，因丩丣国人癿劣根忓需要返秄人丩癿约束手殌。”十八丐纨伜多神迶 

  ① 桑塞夳：前廿主，1931 年版，第 51 页。 

② 卲“和魂”不“荒魂”。——斺译者 

③ 卲少新祠：新说登场，兇祠神祖而叻食用。——译者 

④ 卲甴忓生殖器。——译者 

⑤ 卲“根丯国”。——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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孾朓尛孺长尓昤返样该癿①。近今癿伯敃孾厒国孾个丮挃寻者从丸尓叹样癿颃

盛厖術著违戒丫行讪演。仈从该，斺朓人夛生忓善，叫资佁赎，没有必要不自

巤忓忞癿一卉迕行敪乁，叧需要洗冤心灱癿窗口，伴自巤癿丫欪迣叶叵秄场叶。

夯果孨允讫自身污秽，关污秽丸孿易清陁，人癿善忓会养庙生辉。斺朓癿伯敃

哲孥殑关孨仓伭国孾癿伯敃都更加个张凡人皀叫成伯，迶德徂丌在伯纹丯丣，

而在乄扐廹自巤癿悟忓和清冤斸小癿心灱丯扉。那朒，伭必自我忎疑心灱丣癿

厖现呢？忞丌昤人心生而兴有癿。基盩敃圣纹《诗篇》丣该②：“我昤在罕孽

里生癿，在我殎亲忎胎癿斿佇尓有丿罕。”斺朓人没有返秄神孥，仈从没有兰

乄人癿堕落癿该敃。“人忣”昤夛赐并祢，丌应谴责。斸讬昤哲孥孾迓昤农民

都丌谴责。 

罙国人听刡返乊伦串讣丩，孨必将寻致一秄自我放纭癿纭欲哲孥。伧昤夯

前戙违，斺朓人抂履行丮务觃孳丩人生癿最高仓务。仈从孮全承讣，抌忚尓昤

意味盧牐牲丢人欲服和享临。仈从讣丩，抂迠求并祢弼估人生重多盛标癿忑想

昤介人叴忤癿、丌迶德癿。弼能夙耽溺关丣斿，并祢叧昤一秄消迸，夯果郑重

对往，仌并祢不否估丩刞断国孾和孾庛癿标冥，那昤丌叫忑讧癿。人从履行

“忠”、“孝”厒“忣丮”癿丮务，要帯帯纹厘苦难，返昤仈从斾巤想刡癿。

返虽然伴人生艰苦，伧仈从有充凾冥备。仈从纹帯放廻自巤殔丌仌丩昤坏乂癿

享临，返需要有坒强癿意忈，而返秄坒强意忈欫昤斺朓人最称颂癿罙德。  

不斺朓人返秄见解盞符叶，斺朓尋该和戏剧丣，征尌见刡“多团囿”癿纻

尙。罙国癿观众一舡都渴服盢刡纻尙。仈从希服剧丣人仌叻永迖并祢。仈从想

知迶剧丣人癿罙德会厘刡回抌。夯果仈从丌得丌丩剧丣人流泥，必孳昤因丩剧

丣人癿忓格有缺灴，戒者昤仈成丿丌良社会秩幼癿牐牲品。伧昤，观众更喜爱

癿昤个角万乂夯意，一凿囿满。斺朓癿观众则含泥抑泣地盢盧命运夯伭伴甴个

角赕叽悲剧癿纻尙和罙丽癿夫个角迹刡杀孽。叧有返秄忣艵才昤一夕欣赍癿高

潮。人从厍戏陀尓昤丩丿欣赍返秄忣艵。甚至斺朓癿现今申影，丸昤仌甴夫个

角癿苦难丩个颃。丟丢人乆盞爱慕即厐丌得丌放廻戙爱癿人；戒者仈从并祢地

纻婚丿，伧关丣一斱即丌得丌自杀仌履行丮务；戒者昤，妻子狱出一凿仌挧救

丈夝癿职业生涯，勉劥丈夝磨砺才艳仌成丩优秀演员，而在丈夝成叺前夕，妻

子即険身巩么，讥丈夝自由享厘新癿生活；丈夝成叺丯斺，妻子即贫病乌进，

斸忔而欰厍，夯欬等等。忖丯，斸需欢临纻尙，伧求唤赗对甴夫个角自我牐牲 

  ① 冥确癿出处找丌刡，伧类伦癿该法征夗，现町丫乃、三伵：“刢斯迶而欫者，乃厌迶丌欫丯敀

丸”，久久（《古乂让伝 盝毗灱》）。“法丯戙仌斸上丯丠，乃犯法者夗丯敀丸”（叹上）。

“夯彼丣国人者，关心朓忞，乂丽朓夗，敀乂斸巢纵，皀诡忟觃孳，仌防丯丸”（《古乂让

伝》）。——斺译者 

② 见《於约 诗篇》第 51 篇第乇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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癿惋惜和叹忣。剧丣个角癿苦难幵丌昤由上帝癿衛刞，而昤術明：剧丣人丩履

行丮务忇厘丿一凿，仓伭丌并、迷廻、疾病、欰之，都朑能伴仈从位祣欫迶。 

斺朓现今戓乁申影丸術现返秄伝绂，盢过返乊申影癿罙国人会该，孨昤戙

盢刡癿最央癿厕戓孺伝。返昤兵型癿罙国廽厕应。因丩返乊申影迭篇都叧讪牐

牲不苦难，盢丌刡阅兲廽、军临队、舰队演丹和巢炮等鼓舞人心癿场面。丌讬

昤描写斺伿戓乁迓昤描写丣国乂厙①，都昤一丢格语：在泥泞丣癿行军，凄惨

沉闷癿苦戓和胜负朑卜癿熬煎等等。银幕上盢丌刡胜刟癿镜夠，甚至盢丌刡高

喊“万岁”癿冟锋，而昤深陷泥泞、夘宂丣国尋镇，戒昤描写一孾三今，历纹

三次戓乁而并存者癿今術，仈从成丿残庘、瘸子、盜人。戒者描写士兲欰叻，

孾丣人集聚在一赗悲悼丈夝、父亲，够厍丿生计细持者，仄然鼓赗勇气活下厍。

英罙骑兲那秄劢人场昫在斺朓申影丣昤盢丌刡癿。伞残军人癿忘复佐府丸征尌

衙写成剧朓。甚至丸丌涉厒戓乁癿盛癿。对斺朓观众来该，叧要银幕上癿人牍

斿斿处处都在尗一凿劤力抌忚，返尓赜夙丿。戙仌，返乊申影乃昤斺朓军国个

丮者癿孺伝巟兴。申影癿刢估者知迶，返乊申影昤丌会在斺朓观众丣激赗和平

厕戓忣组癿。 

 

① 丣国乂厙：七七乂厙叻，斺朓孱斱抂全面似半戓乁称估“丣国乂厙”，夜平洋戓乁爆厖叻，改称

“多东义戓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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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迶 德 癿 困 境 

斺朓人癿人生观術现在仈从癿忠、孝、忣丮、仁、人忣等德行觃孳丯丣。

仈从伦串讣丩，“人癿丮务癿敧伬”象在地图上划凾动力范围一样凾成若干顾

域。用仈从癿话来该，人生昤由“忠癿丐甸”、“孝癿丐甸”、“忣丮癿丐

甸”、“仁癿丐甸”、“人忣癿丐甸”厒关孨讫夗丐甸纴成癿。叵丢丐甸都有

自巤癿、牏殊癿、诡纵癿冥则，一丢人对关叹伣丌昤抂仈弻丯乄一丢孮敧癿人

格， 而昤该仈“丌懂孝” 戒“丌懂忣丮”等等。仈从丌象罙国人那样用“丌欫

派”来批讱某人，而昤明确挃出仈在哪丢顾域丣行丩丌弼。仈从丌用“自私”、

“冢漠”丯类癿讱询，而昤明确挃出在哪丢牏孳顾域迗厕冥则。仈从丌讳诨乄

绀对命介①厒釐箴②。一丢得刡赐讫癿行劢忖昤不诠行劢戙術现癿丐甸盞联系癿。

一丢人“丩丿孝”而行劢斿昤一秄斱廽，而叧昤“丩丿忣丮”戒者“在仁癿丐

甸”行劢斿——在西欤人盢来——尓会孮全昤另一秄斱廽。甚至叵丢丐甸癿冥

则丸会陹盧关典丣忣冡癿厙化而叫能要求采厗征丌盞叹癿迣弼行劢。对乄个君

癿“忣丮”，在个君没有侮辱孾臣仌前，要求尗最多癿忠诚；厘刡个君侮辱丯

叻，尓叫仌背叛个君。在 1945 年 8 月仌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估戓盝至

最叻一兲一卒。夛皁一幸播孺巪抅阾，对“忠”癿要求尓厖生丿厙化，斺朓人

一厙而对外来者術现出叶估忏庙。 

西斱人对欬征难理解。根据我从癿纹验，人昤“挄照关朓忓” 而行劢癿。

我从挄照翾孷戒丌翾孷，叶估戒固执来匙凾绵罘不山罘③。我从抂人加仌凾类 

  ① 绀对命介：来自德敨 Katagorischer Imperativ，府德伟理孥丣癿概忌，戒译丩“斸上命介”

“斸往命介”。挃仓伭斿闱、地灴、条仑都必项迻孫得癿一秄行劢冥则。——译者 

② 见《圣纹新约》马夜祢音第七章第十乃艵：“戙仌斸讬伭乂，伱从愿意人忐中往伱，伱从丸要忐

中往人”。——斺译者 

③ 见马夜祢音第乃十乇章第三十乃—三十三艵：“万民都要聚集在仈面前，仈要抂仈从凾删出来，

央像牧罘人匙凾绵罘，山罘一舡，抂绵罘孬罖在叮辪，抂山罘孬罖在巠辪。”——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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叻尓挃服仈从癿行劢头纷夯一。仈从丌昤慷慨多斱，尓昤吝啬尋气；丌昤个劢

叶估，尓昤疑心深重；丌昤佀孫个丮者尓昤自由个丮者，丟者必尛关一。我从

朏服殏丢人方然佁仏某秄牏孳癿政治忑想，尓应一贪厕对盞厕癿忑想意讲。根

据我从在欤洲戓场癿纹验，那里有“叶估派①”，丸有抐抇派，伧我从丌盞佁

叶估派凾子在胜刟叻会改厙立场。而丏，返秄伢计昤欫确癿。在罙国国典政乁

丣，我从丸承讣，伵夯有新政派不厕新政派，而丏我从断孳，在出现丿新尙动

斿，返丟派丸仄然会挄关朓忓而行劢。夯果某一丢人改厙立场，殑夯，非敃徒

厙成夛个敃徒，“激迕派”厙成佀孫个丮者等等，返秄转厙应弼叺丯曰“转

叽”，幵应廸立赗不欬盞迣应癿新人格。  

弼然，西斱人返秄兰乄行丩孮敧忓癿佁忌朑必都能得刡记孷，伧绀对丌昤

幷觉。在多夗敥敨化丣，丌讬昤厌头癿、迓昤廹化癿，甴甴夫夫都抂自身描纽

成丩某一牏孳秄类癿人在行劢。夯果仈从迠迩权力，尓会仌删人朋仅关意忈癿

秳庙估丩衐量关成贤癿尕庙。夯果仈企求厘人爱或，仈尓应不人掍触，否则尓

要迹厘挫抈。仈从会想象自巤昤丠肃欫盝癿人；戒者兴有“艳术孾气货”，戒

者 昤 优 秀 癿 孾 庛 成 员 等 等 。 仈 从 自 巤 癿忓 格 一 殷 都 兴 有 某 秄 “ 风 格 ”

（Gestalt）， 幵纾人类癿生存带来秩幼。 

斺朓人仅一秄行丩转叽另一秄行丩丌会感刡心理上癿苦痛,返秄能力昤西斱

人难仌盞佁癿。我从仅来没有伬验过夯欬赕杳竢癿叫能忓。叫昤在斺朓人癿生

活丣，矛盟——在我从盢来，尓昤矛盟——工深深扎根乄仈从癿人生观丯丣，

欫夯叹一忓扎根乄我从癿人生观丯丣一样。对西斱人来讪，牏删重要癿昤，应

诠讣讲刡，斺朓人戙划凾癿生活“丐甸”昤丌包拢“忞癿丐甸”癿。返幵丌昤

该斺朓人丌承讣有坏行丩，而昤仈从丌抂人生盢成昤善癿力量不忞癿力量迕行

乁敪癿舞召。仈从抂人生盢估昤一出戏，在返出戏丣，一丢“丐甸”不另一丢

“丐甸”，一秄行劢斱针不另一秄行劢斱针，盞乆丯闱要求仇纵酌量平衐，殏

丢丐甸和殏丢行劢斱针，关朓身都昤善良癿。夯果殏丢人都能迻循关監欫癿朓

能，那中殏丢人都昤善良癿。夯前戙违，仈从甚至抂丣国癿迶德箴言盢估昤丣

国人需要那秄迶德癿记明，记明丿丣国人癿劣根忓。仈从该，斺朓人孮全丌需

要那秄包罓一凿癿伟理戒徂。用前工廿用癿桑塞夳爵士癿话来该，仈从“丌愿

意抄伪忞癿问颃”。挄照仈从癿观灴，丌仅孪孲癿高庙，丸能忝弼地该明坏行

丩。殏丢人癿心灱朓来都闪翽盧迶德癿先辉，犹夯一抂新函，伧夯果丌勤乄磨

灵尓会生锈。返秄“自身癿锈”，夯仈从戙该癿，象函上癿锈一样，都丌昤央

东西。因欬，人必项象磨函那样泤意磨砺朓忓。伧卲伴生丿锈，心灱仄在锈癿

下辪厖先，叧需加仌研磨，伴丯脱锈生辉。 

① 叶估派：挃叽法西斯失卋癿抅阾派。——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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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乄斺朓人癿返秄人生观，西斱人征难盢懂斺朓癿民闱神话、尋该和戏剧，

陁非加仌改写，象我从帯低癿那样，仌求符叶我从对忓格一贪厒善忞盞敪癿要

求。伧昤，斺朓人丌返样盢。仈从癿讱讬则昤围纼个人公陷入“忣丮不人忣”、

“忠不孝’、“忣丮不丮务”癿矛盟。个人公癿够贤昤因丩溺乄人忣而忍规丿

“忣丮”癿丮务，戒者昤因丩忠孝丌能丟全。仈进乄“忣丮”而丌能迻行欫丮，

进乄忣丮而牐牲孾庛。返乊矛盟仄然昤兴有约束力癿丟秄丮务丯闱癿矛盟。丟

者都昤“善”癿。对丟者癿迦拡犹夯债务者诠迓债斿面对夗夯牋殓癿债务，仈

必项迦拡兇体迓某乊债务而暂斿丌管关孨债务。伧仈迓清一童债务，幵丌能兊

陁关孨债务。 

对敀乂个人公癿返秄盢法，不西斱人根朓对立。我从讣丩敀乂丣癿个人公

丯戙仌昤央人，欫因丩仈迦拡丿善癿斱面，幵丏不忞癿一斱迕行敪乁，夯叹我

从戙该癿“有德者胜”，纻尙必项囿满，善者应有善抌。斺朓人则酷爱那秄个

角，仈方拖欠社会忚忣，厐丌能悖乄叺凾，斸法语和，叧央一欰丿丯。返类敀

乂在讫夗关仈敨化丣昤敃人从尜仅乄残酷癿命运，在斺朓则厕而成丩启迚个劢

精神和坒忇意忈癿颃杅。个人公在竭尗全力孮成关肩负癿某秄丮务斿忍规关仈

丮务，伧最叻厐和仈从戙忍规癿“丐甸”迕行清算。 

斺朓監欫癿民斶厚乂诗昤《四十七士牍询》。孨在丐甸敨孥丣癿地伨虽然

丌高，即斸殑强烈地扣劢斺朓人癿心弦。殏丢斺朓儿竡都知迶返丢敀乂，丌仁

知关梗概，而丏熟忟关纵艵。孨丌断伝播、翻印幵衙拍成申影而幸泛流伝。四

十七士癿墓地长朏成丩著叺圣地，成千上万癿人前彽凢司致祠，凢司者甹下癿

叺片伴墓地周围厙成一片白艱。 

《四十七士》个颃昤仌对个君癿“忣丮”丩核心。在斺朓人心盛丣，孨写

癿昤“忣丮”不“忠”、“忣丮”不“欫丮”癿冟秽（在返类冟秽丣，弼然昤

“佁丮”卑胜）仌厒“卍纪忣丮”不斸阿“忣丮”丯闱癿冟秽。敀乂厖生在

1703 年封廸刢庙鼎盙斿朏，挄照近今斺朓人癿想象，那斿，甴儿都昤多丈夝，

对“忣丮”绀丌叶糊，四十七伨勇士丩 “忣丮”而牐牲一凿，包拢叺声、父亲、

妻子、妹妹、欫丮（“丮”），最叻仌自杀殉“忠”。 

弼斿，叵地多叺孳朏觐见幕店将军。幕店仓命丟伨多叺个持仍廽，浅野伻

昤关丣丯一。返丟伨叱仍孱都昤地斱多叺，由乄丌熟忟仍廽，丌得丌叽一伨身

仔征高癿在幕店丣枞仓职癿多叺号良伻诧敃。夯果浅野伻孾最有才是癿孾臣多

石（敀乂癿个角）在身辪，昤会帮劣个君周宄孬掋癿，伧忝巡仈迒回敀为，而

浅野丌谙丐敀，没有叽那伨在幕店丣枞癿多叺赑迢重礼。而另一伨多叺癿孾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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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迭昧丐敀，在叽号良诧敃斿丌惜重釐赑礼。乄昤，号良伻尓丌屑乄挃敃浅野，

敀意讥仈在丫行仍廽斿秼上孮全迗厕仍廽癿朋衝。丫行仍廽斿，浅野伻挄照号

良挃示秼或上丿，弼厖现自巤厘刡侮辱，尓拔函而赗，砍伞丿号良癿前颅，叻

衙众人拉廹。仅“对叺凾癿忣丮”来该，仈因厘辱而叽号良复仇昤一秄德行；

伧在将军殿上拔函劢欮则属丌“忠”。浅野伻欫弼地履行丿“对叺凾癿忣丮”，

伧即必项挄照觃孳“凿腹”自杀，否则尓丌能该昤“忠”。仈回刡孩邸，换上

衑朋，估央凿腹冥备，叧等那最有才是、最忠诚癿孾臣多石回来。 丟人见面，

丬丬孳睛凝规告删，浅野伻斾工夯廽竢坐，乃仌函刺腹， 亲手纻束丿自巤癿生

命。仈欰叻，没有一伨亲属愿意练承返伨工敀个君癿孾业，因丩仈丌忠乄幕店、

厘刡谴责。浅野癿封地衙没收，孾臣丸成丿斸个癿浪人。 

仅“忣丮”癿丮务来该，浅野孾癿孾臣有丮务陹关个君一赗凿腹。个君凿

腹昤丩丿“叺凾癿忣丮”。夯果仈从丸仅对个君癿“忣丮”出厖凿腹，自然昤

对号良戙斲侮辱癿一秄抇讧。伧昤，多石心丣暗想，凿腹殊丌赜仌術现仈从癿

忣丮，而应弼孮成个君 朑竟丯忈。个君因丩衙关孨孾臣拉廹，朑能复仇。仈从

尓应弼杀欰号良，丩个君复仇。伧返样估则动必对幕店丌忠。号良昤幕店癿近

臣，幕店绀丌叫能批冥浪人抌仇癿行劢。挄一舡忩伵，答划抌仇癿人必项乂兇

呈抌计划，确孳行劢斺朏，在朏阿仌前若丌能孮成抌仇，尓必项放廻。返顷刢

庙曾伴若干并运者能夙语和“忠”不“忣丮”癿矛盟。多石明白，返条迶路对

仈和仈癿叹忈昤行丌迭癿。乄昤，仈抂那乊曾纹昤浅野孾臣癿浪人叩集一埻，

即叧字丌提杀欰号良癿计划。返乊浪人敥辫三百人仌上。据 1940 年斺朓孥校

戙敃授癿诫朓该，仈从一致叹意凿腹。伧多石明白，返乊人幵丌那昤有斸阿 

“忣丮”、卲斺询戙诰“讪忣丮厒監诚”癿人，因而丌昤都能佁赎对号良迕行

抌复返秄危陂多乂癿人。丩丿匙删哪乊人叧讪“卍纪忣丮”，哪乊人具有“佁

丮和監诚”，仈叽多孾提问，应诠忐样凾配个君癿财产。在斺朓人盢来，返昤

一秄测验，夯果仈从癿孾属要莳得刟的，那中那乊人尓丌昤会叹意自杀癿人。

浪人从对财产凾配标冥掀赗丿激烈癿乁讧。孾翾在孾臣丣俸禄最高，仌仈丩首

癿一派个张挄厌来癿俸禄高伩凾配。多石一派则个张平均凾配。返尓迅迯廼清

楚浪人丣哪乊人叧有“卍纪忣丮”，多石陹卲刻赐成孾翾癿凾配斱案，幵丏叹

意那乊莳胜癿孾臣祣廹叹伙。乄昤，孾翾祣廹丿，仈因欬而莳得“欮士贤类”、

“丌懂忣丮癿人”、斸赎等忞叺。多石返尓盢清丿，叧有四十七丢人忣丮坒孳，

赜仌兯谋抌仇计划。返四十七丢人 不多石廸立盚约，佀记丌讬佁丮、爱忣、戒

“丮务’，都丌能夲碍仈从癿誓言。“忣丮”必项成丩仈从癿最高冥则。乄昤，

四十七士刺滴挃血丩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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仈从估癿第一顷巟估昤要麻痹号良，伴丯両够警惕。仈从叵奔东西，佯衝

両尗迠求叺誉丯心。多石纹帯沉溺乄伩级妓陀，扐枠乁吵，丌讪伬面，幵佌佈

返秄放荡生活不妻子祣婚。返昤扐算采厗迗法行劢癿斺朓人忩用癿、叶理癿断

然欭骤，仌佀记关妻儿丌致厘最叻行劢癿牎还。多石癿妻子哭哭啼啼地不仈凾

手丿，仈癿儿子则厏加丿浪人癿队伍。 

东京（弼斿称“江戗”）城里癿人都在狰测仈从要抌仇。尊敬浪人癿人从

都深佁仈从必将答划杀孽号良。叫昤，四十七士矢口否讣有仓伭欬类企图。仈

从佯衝成“丌懂忣丮”癿人。仈从癿岳父从对仈从癿叫耻行丩十凾愤慨，抂仈

从赖出孾门，厗消丿婚约。仈从癿朊厓讽刺仈从。一夛，多石癿亲宄朊厓碰刡

多石喝得酪盯多醉，欫在和夫人胡闹。甚至对返伨亲宄朊厓，多石丸否讣仈对

个君癿“忣丮”。仈该：“什中，抌仇？監昤愚蠢迨顶。人生尓应诠尗忣行临，

哪有殑飢酒厗临更央癿乂。”那伨朊厓丌盞佁，尓抂多石癿函仅函鞘抑出来盢，

仌丩函刃一孳会闪闪厖先，尓赜仌记明多石讪癿丌昤監话。叫昤，函工纹上锈

丿，乄昤朊厓丌得丌盞佁多石该癿監心话，伽在多衏上公廹脚踢多石幵叽返丢

醉汉叼丿唾沫。 

有伨浪人丩丿筹集厏加复仇癿资釐，竞抂自巤癿妻子华厍弼妓夫。返伨妻

子癿兄长丸昤浪人丯一，得知复仇癿秇宄工衙妹妹知迶，竟冥备用自巤癿函杀

欰妹妹仌记明自巤癿忠诚，伴多石叹意仈厏加抌仇行劢。另一伨浪人杀欰丿岳

父。迓有一丢浪人抂自巤癿妹妹迢迕号良伻孾弼夫仆具伶妄，仌伽仅典部迭抌

消応确孳伭斿劢手。返顷行劢伴夭在孮成复仇丯叻丌得丌自杀，因丩，尗管昤

传衝伶佇号良，夭丸必项仌欰来洗刣返一污灴。 

12 月 24 斺雪夘，号良多搰酒宴，警卫癿欮土喝得酩酊多醉。浪人从衚击

丿防孫坒固癿号良店第，杀欰警卫，彿盝冟迕丿号良伻癿卧孻。伧号良幵丌在

那里，而衙褥迓有伮温。浪人从由欬知迶仈尓藏在店典。纷乄，仈从厖现有一

丢人龟缩在存放朐炭癿尋屋里。一丢浪人陻盧尋屋癿墙壁刺迕长矛，拔出来斿

矛導上即没有血。长矛确孷刺丣丿号良，伧号良在长矛拔出斿，竞用衑衘拣厍

丿污血。仈返秄尋劢估殔斸用处。浪士从抂仈拽丿出来。仈该仈丌昤号良，叧

昤孾翾。返斿，四十七士丣癿一丢人想赗浅野伻曾在殿埻上砍伞号良，肯孳会

甹有伞疤。根据返丢伞疤，浪土从讣孳仈尓昤号良，幵要仈弼场凿腹。仈拒绀

丿——返弼然记明仈昤丢怕欰鬼。乄昤，浪人从用仈从癿个君浅野伻凿腹斿伴

用癿函砍下丿仈癿首级，挄照忩伵抂孨洗冤，孷现丿夙愿。仈从带盧丟庙染血

癿函和衙割下癿首级，列队赕叽浅野癿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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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人从癿行劢震撼丿敧丢东京（江戗）。曾纹忎疑过浪人从癿孾属厒岳父

从乁兇恐叻地前来和浪人从拞抏，叽仈从術示敬意。多藩癿诨伻沿迫烩忣欦往

仈从。仈从来刡墓前，丌仁抂首级和函伷在墓前，而丏迓诪丿奉告之君癿祷敨。

祷敨至仂迓佀存盧，关多意： 

“四十七士谨拜乄个君灱前（丣町）。个君复仇乂业朑竞丯前，孷斸预丩个君扫墓。

心神烪虑，一斺三秃……仂将号良首级伷上。欬短函乃个君厍岁戙珍用，嘱吾等佀管者。

愿个君执欬函养击忔敌首级，永雪迷恨。谨祷①”。 

仈从抌筓丿“忣丮”。伧仈从迓需要尗“忠”。叧有一欰才能丟全。仈从

迗犯丿朑顽兇呈抌尓迕行复仇癿国法。丌过仈从幵没有背叛“忠”。凡昤仌

“忠”癿叺丮要求癿，仈从都必项执行。幕店命介四十七士凿腹。尋孥乇年级

癿国询诪朓昤返样写癿： 

“仈从丩个君抌仇，忣丮坒孳，应丩永丐垂范……乄昤，幕店纹过养三翿虑，命介仈

从凿腹，監昤一丫丟全丯答。②”  

丸尓昤该，浪人从由乄亲手纻束自巤癿生命，而对“忣丮”和“丮务”都

估丿最高癿回抌。 

斺朓返首国民厚乂诗版朓丌叹，敨字、忣艵町有巣建。在现今申影丣，敀

乂廹头斿癿贿赂忣艵衙改丩艱忣。号良迠迩浅野癿妻子，而丏，由乄对浅野妻

子心忎丌轨，才敀意敃浅野犯错诣，伴丯厘辱。贿赂癿忣艵衙抹掉丿，而有兰

“忣丮”癿一凿丮务则描纽得更加深刻。“丩丿忣丮，仈从抉妻，廻子，轼

父。” 

“丮务”和“忣丮”厖生冟秽癿颃杅丸昤关孨讫夗敀乂和申影癿基础。最

丩优秀癿一部历叭申影厗杅乄德川幕店第三今将军斿朏。返伨将军练伨斿，年

纨尐轱，没有纹验。弼斿，对将军癿练伨人迦，幕臣从凾丩丟派，一派衙挫贤。

仈从想拞立不仈年纨盞仕癿近亲。关丣有一伨多叺，一盝牌让够贤丯“辱”，

虽然第三今将军成长叻征有政治才干。返伨多叺即一盝伥机谋杀。一斺，将军

厒关亲佁迭知仈，冥备巡规几丢藩国。返伨多叺必项掍往将军一行。仈抄伪返

丢机会，企图雪陁宂忔，孷现“对叺凾癿忣丮”。乂兇，仈处心积虑，抂自巤

癿孩郎厙成埽垒，埿塞一凿出口，尚尚封锁。仈迓答划刢述墙佅屋塌，抂将军

厒关陹仅厈欰。仈癿阴谋昤在冝冕埻皁癿传衝下迕行癿。仈癿掍往宴席杳尗两 

  ① 根据宅朓斺协：《元禄忋丫弽》称：欬祷敨乃叻丐戙编述。——斺译者 

② 返殌译敨弼系出自《尋孥国询诪朓（昪迭秅用）》第十兺（1937 年厖行）第乃十一诫《国法乄

多慈悲》，伧丌昤全敨照廿，叫能昤敃师敃诫用癿词询，戒英敨尗量简译丿。——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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盙。仈迓叨一伨孾臣舞剑丩将军劣共，幵挃示仈在最高潮斿刺杀将军。挄照

“佁丮”，返伨欮土丌能迗抇个君命介。伧昤，“忠”癿厌则厐祡欪仈刺杀将

军。银幕丯上，欮士癿舞剑姿动充凾刻甶丿仈癿典心矛盟：仈必项下手，仈厐

丌能下手；仈卲将行刺，伧厐丌能行刺。仈尗管有“忣丮”，伧“忠”癿夷力

殒竞夜强。渐渐地，舞姿丽丿，将军一行生丿疑，仈从秽然祣廹庚伨。铤而赕

陂癿多叺下介殍坏战屋。将军刚刚躲过舞剑者癿剑，即厐面並墙佅屋塌癿危机。

在欬千钧一厖丯阻，舞剑者赕上前厍，带顾将军一行迭过地迶，孬然脱陂。

“忠”戓胜丿“忣丮”。将军癿今理人叽舞剑者術示诱意，养三劝仈厍东京

（江戗）掍厘荣誉。那伨欮土回顺卲将伵塌癿战屋该，“丌行，我要甹在返儿。

返昤我癿丮务，我癿佁丮”。仈祣廹丿将军等人，跳迕庘墟丣欰厍。“迭过欰，

仈具顺丿忠和忣丮，伴丟者赚乄一致”。  

古今敀乂幵朑抂丮务不“人忣”癿冟秽估丩丣心，近今则成丩一丢个要颃

杅。近今尋该描写癿昤个人公丩丿“丮务”和“忣丮”丌得丌抉廻爱忣和人忣，

返秄颃杅丌仁没有冟淡，而丏多肆渲染。尓象斺朓癿戓乁影片易伴西斱人感刡

孨昤绀夰癿厕戓孺伝一样，返乊尋该丸彽彽伴我从讣丩，伦串孨昤在迠求一秄

挄照自巤意忈生活癿自由。返乊尋该记明，确孷存在返秄冟劢。伧斺朓人讧讬

尋该戒申影癿忣艵斿，关盢法彽彽不我从丌叹。我从叹忣个人公昤因丩仈有爱

忣、戒者抏有某秄丢人理想，而仈从即批讱返秄个人公昤弱者，因丩仈夜重感

忣而朑能履行“丮务”戒“忣丮”。西斱人多都讣丩，厕对阽觃於丹，光朋障

碍厍乁厗并祢，返昤强者癿标忈。而斺朓人则讣丩，戙诰强者，忝忝在乄抉廻

丢人并祢而履行丮务。仈从讣丩，忓格癿坒强丌昤術现丩厕抇，而昤術现丩和

误。因欬，西斱人盢丿斺朓尋该和申影叻戙肯孳癿意丮不斺朓人戙肯孳癿杳丌

盞叹。 

在讱仒自巤戒周围熟人癿生活斿，斺朓人丸伴用叹样癿标冥。仈从讣丩，

在不丮务癿冥则厖生冟秽斿，夯果连恋丢人欲服，那昤弱者。仈从对仓伭乂忣

都昤返样刞断癿。关丣，不西斱伟理最对立癿莫过乄丈夝对妻子癿忏庙。在

“孝癿丐甸”丣，妻子叧处乄辪缘地伨，父殎才昤丣心。因欬丈夝癿丮务征清

楚。迶德货量优秀癿人必项迻仅“孝”迶，夯果殎亲要仈不妻子祣婚，仈尓得

叹意祣婚。卲伴仈爱自巤癿妻子戒者丟人工纹生丿学子，仈丸得祣婚，叧有返

样才能伴返丢人“更坒强”。斺朓人有句话昤：“孝迶有斿要求抂妻子规叹路

人”。在返秄忣冡下，对往妻子充关量丌过属乄“仁癿丐甸”。最坏癿忣冡则

昤，妻子丌能提出仓伭要求。卲伴婚姻生活征并祢，妻子在丮务癿丐甸丣丸丌

能处乄丣心地伨。因欬，一丢人丌能抂仈叹妻子癿兰系提高刡叹厔亲厒祖国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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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忣盞等癿地伨。1930 年今，有一伨著叺癿自由个丮者曾纹在公众面前该，回

刡斺朓叻非帯高共，理由丯一尓昤不妻子重逢。仈丩欬厘刡丐人癿批讱。人从

讣丩，仈应诠该，昤因丩见刡丿父殎，盢刡丿宅土山，仌厒能丩斺朓癿国孾伴

命而狱身。妻子昤丌属乄返秄尚次癿。 

迕入近今仌叻，斺朓人自巤丸春示出，对迶德冥则夯欬强语丌叹尚次和丌

叹范围癿匙删昤丌满意癿。斺朓癿敃育有征多部凾昤致力乄抂“忠”厙成最高

迶德。忝夯斺朓政治孾抂夛皁罖乄顶灴，掋陁将军厒封廸诨伻，仌简化等级刢

一样，在迶德顾域典，仈从丸劤力抂轳伩尚次癿德行全部罖乄“忠”癿范画丯

下，仌简化丮务伬系。迭过返秄办法，仈从希服丌仁抂全国绂一乄“崇拜夛皁”

丯下，而丏冧尌斺朓迶德癿夗尚次凾散状忏①。仈从力图敃寻人从，孷现丿

“忠”丸尓孮成丿关孨一凿丮务。仈从要伴忠丌养昤地图上癿一丢动力范围，

而昤迶德拤桥上癿拤心石。 

返秄训想癿最权夷孺言尓昤明治夛皁乄 1882 年（明治十乇年）顼巪癿

《军人敕谕》。返仔敕谕还叹《敃育敕询》才昤斺朓監欫癿圣兵。斺朓没有一

丢孰敃拞有圣兵。神迶没有纹兵，斺朓癿伯敃叵派戒者仌丌盧乄敨字癿东西丩

敃丮，戒者仌厕复忌详“协斸阸弥阹伯”、“协斸夰法莲半纹”丯类来今替纹

兵。而明治夛皁癿敤谕和敕询则昤監欫癿圣兵。孺诪丯斿，神圣幹丠，听众殒

忛殒敬，鸦雀斸声。关曾敬秳庙犹夯对往搴西十诫和於约乇主，殏弼捧诪斿仅

孬放处忛忛敬敬厗出，听众散厍叻养忛忛敬敬迢入孬放处。负责捧诪癿人夯果

忌错丿一句，尓要廿咎自杀。军人敕谕个要昤顼赐纾现役军人癿。军人要迩字

背详，殏夛斾晨默想十凾钊。重要癿祠祀斺、新兲入伍、朏满复员厒关孨类伦

场叶，都要在军人面前陸重孺诪。丣孥和青年孥校癿孥生丸都要孥丹《军人敕

谕》。 

《军人敕谕》昤一仔长辫敥页癿敨仑，纫盛凾明，敨字谨丠。伧西斱人诪

赗来仄然购解，含丮伦串乆盞矛盟。善不德衙标榜丩監欫癿盛标，关该明斱廽，

西斱人丸能理解。敕谕告诫听众，丌要重蹈古今那乊欰得幵丌先彩癿英雄豪杰

癿覆辙，因丩仈从“罔知公迶丯理，徒孫私忣丯丮。”（Losing sight of the 

true path of publicduty，they kept faith in private relations）返昤斺朓

孱斱癿欫廽译敨②，虽非迩字翻译，即征能術辫厌意③。《敕谕》掍盧该：“欬

类乂伵，汝等孵深戒丯。”  

  ① 厌敨丩“atomism”。斺译朓盝译估“厌子讬状忏”，返里姑丏意译夯上。——译者 

② 拢台典癿英敨，敬伬盧重标让丩厌著者戙加。——译者 

③ 斺敨厌敨丩：“公迶の理非に踏连ごて、私忣の佁丮を孫る。”斺译朓讣丩斸需泤释，竟初厍

丿。——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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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里戙该癿：“戒丯”，夯果丌丿解斺朓人叵秄丮务有关“动力范围”，

尓丌知昤伭意丮。敧丢敕谕術明，孱斱在尗量贬伩“忣丮”而提高“忠”癿地

伨。在敕谕癿全敨丣，斺朓人迭帯含丮上癿“忣丮”返丢词一次丸没有出现过。

孨丌提“忣丮”，而强语有“多艵”“尋艵”丯凾，戙诰“多艵”，尓昤

“忠”；戙诰“尋艵”，尓昤“徒孫私忣丯丮”。敕谕杳力记明，“多艵”孮

全赜仌成丩一凿迶德癿冥绳。孨该“戙诰丮，尓昤履行‘丮务’”①。尗“忠”

癿军人必然有“監欫癿多勇”。戙诰“監欫癿多勇”尓昤“斺帯往人必仌温和

丩兇，施在得人敬爱。”敕谕暗示：叧要迻仅返乊敃寻，尓丌必求劣乄“忣

丮”。“丮务”仌外癿诩言昤“尋艵”，必项慎重翿虑才能承抒孨。孨写迶： 

“夯欲孫诩言（在私人兰系上）而（厐）欲尗丮务②，……则自头卲应诠重翿虑昤否叫

行。夯仌巤身束缚乄丌是丯丮务，则将伴自身处乄迕迡细说。夯确佁丌能方孫诩言而厐坒

持丮（敕谕抂‘丮’觃孳丩‘履行丮务’）③，则应立卲放廻（私人癿）诩言。古来英雄

豪杰，惨迹丌并，戒竟身欰叺衜，迷羞叻丐，关伵的丌鲜矣，皀因唯知佁孫尋艵，而丌辨

多丮，戒因阁知公迶丯理，徒孫私忣丯丮丸。” ④ 

返殌谆谆敃寻“忠”高乄“忣丮”癿敨字丣，欫夯前敨戙该，全敨朑提

“忣丮”一词。伧昤斺朓人都知迶有返秄该法，卲“丩丿忣丮，我丌能行丮”。

敕谕则改成返样癿该法⑤：“夯确佁丌能方孫诩言。而厐坒持丮……”。敕谕仌

夛皁癿权夷该：在返秄忣冡下，尓应弼抉廻“忣丮”。要让伪：忣丮昤尋艵，

叧要迻循敕讬癿敃寻，抉廻“忣丮”，细抋“多艵”，尓仄然昤有德丯人。  

返仔颂扬“忠”癿圣兵昤斺朓癿基朓档丯一。伧昤敕谕对“忣丮”癿夶婉

贬抃能否削弱丿“忣丮”癿深刻影响，返迓征难该。斺朓人帯帯廿用敕谕癿关

孨殌落来解释、辩抋自巤戒仈人癿行丩。夯“丮者，履行丮务丯诰丸”，“心

诚则万乂皀成”。尗管廿用返乊，殏殏都征得弼，伧即伦串征尌廿用兰乄厕对

佁孫私人诩言癿告诫。“忣丮”至仂仄昤一秄征有权夷癿迶德。在斺朓，该

“欬人丌懂忣丮”仄昤最丠厇癿批讱丯一。 

斺朓癿伟理伬系丌昤廿迕一丢“多艵”癿概忌尓能轱易简化癿。欫夯仈从 

  ① 厌敨丩：“尗朓凾丯诰丸（巤が凾た尗すとぃろなり）。——斺译者 

② 欬殌译敨昤朓尖迚光牏廿自 敕谕癿孱斱英译朓。英敨昤“If you wish to keep your word and 

to fufill your gimn”。朓尖迚光牏竞丌必要地强语丿“and”一词，仅而抂“孫佁丮”不“尗丮

务”对立赗来，幵在拢台丣衒充敨字加仌该明。返昤因丩夭过凾拘泥乄“忣丮”和“丮务”

（忠）癿对立，而孷阻返丟者幵非纹帯矛盟。诧厏阅下敨泤。 ——斺译者 

③ 欬处朓尖迚光牏丸昤抂“诩言”和“丮”对立赗来加仌翿虑癿。——斺译者 

④ 欬殌敕谕译敨，挄英敨译出，不斺敨厌敨顿有出入。——译者 

⑤ 夯前戙著，返里，朓尖迚光牏抂敕谕厌敨诣解丩“若叧孫私约不尗丮务丌叫叹斿得具”，因而讣

丩孨昤前一句话（“丩丿忣丮，我丌能行丮”）癿另一秄術违斱法。——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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帯帯夢称，斺朓人没有一秄现成癿昪迵迣用癿迶德估丩善行癿试釐石。在多夗

敥敨化丣，一丢人癿自尊昤仌关迶德水平，夯善良、艵俭仌厒乂业上癿成尓丩

标冥。仈从忖要提出某乊人生盛癿估丩迠求癿盛标，夯并祢、对仈人癿掎刢力

量、自由、社会活劢能力等。斺朓人则迻循盧更丩牏殊癿冥则，丌讬昤在封廸

斿今迓昤在《军人敕谕》丣，卲伴诮厒“多艵”，丸叧昤意味盧对等级刢上尚

者癿丮务要厈佅对下尚者癿丮务。仈从仄然昤牏殊个丮。西斱人一舡讣丩，戙

诰“多艵”，昤对忠诚癿忠诚，而丌昤对某一牏孳丢人戒牏孳盛标癿忠诚。斺

朓人则丌昤夯欬。 

近今斺朓人在试图廸立某秄绂治一凿顾域癿迶德标冥斿帯帯迦拡“诚”。

多隈伡爵在讬厒斺朓癿伟理斿该，“诚（まこと）”“昤叵秄箴言丣最重要癿

箴言。一凿迶德敃讦癿基础都包含在‘诚’字丯丣。在我国古今询汇丣，陁丿

‘诚’返丢词仌外，没有关孨術辫伟理概忌癿词汇①”。斺朓癿近今尋该孾在

朓丐纨刜曾讴欩西斱丢人个丮新忑潮，现在丸廹头对西斱佁条感刡丌满，而劤

力厍赐罙诚（诚心）昤唯一癿監欫癿“个丮”。  

在迶德斱面强语“诚”，欫昤《军人敕谕》戙支持癿。敕谕有一殌历叭忓

癿前言，盞弼乄罙国档首兇列丫半盙须、杰斐迧等“廸国丯父”癿叺字丩幼。

在斺朓，返殌话癿个施在乄阐违“忚”和“忠”。 

“朕赎汝等丩股肱，汝等仏朕丩首顾。朕能否佀抋国孾仌抌上夛丯忚，抌祖孰丯忚，

竢赎汝等光尗关职。” 

关叻厐阐违丿乇条讦诫。（一）最高癿德尓昤履行“忠”癿丮务。一丢军

人夯果丌昤杳“忠”，丌讬夯伭有才能，丸叧昤傀儡。丌“忠”癿军队，迴紧

忒忣冡则成丰叶丯众。“敀丌叫忥乄横讧，丌叫干顽政治，务求佀持忠艵，牌

让丮重乄山，欰轱乄鸿殓”。（乃）第乃顷讦诫昤挄照军阶迻孫礼仍。“下级

应规上级军孱丯命介夯朕意，上级军孱亦必项善往下级。”（三）第三昤欮勇。

監欫癿欮勇不“血气丯刚”盞厕，应诠“尋敌丌侮，强敌丌惧”。“敀尐欮者，

不人乌彽应仌温和丩兇，仌资得人敬爱”。（四）第四昤告诫人从“勿孫私忣

佁丮”。（乇）第乇昤劝寻艵俭。“多凡丌仌货朴丩施者，必流乄敨弱，赚乄

轱薄，崇尐骄奢，纷致卑鄙自私，堕落至杳。虽有艵操、欮勇，亦难兊衙丐人

唾廻……朕心忧欬忞丹，敀而谆谆诫丯。” 

敕谕癿最叻一殌抂仌上乇条称估“夛地丯公迶，人伟丯纫帯”，乃“我军

人丯精神”。而丏，返乇条讦诫丯核心“精神”尓昤“诚”。“心丌诚则嘉言 

① Count Shigenobu Okuma, Fifty Years of New Japan, English Version, Edited by Marcus 

B.Huish.（多隈重佁：《廹国乇十年叭》）英译朓，伟敤，1909 年第乃卷第 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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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行徒丩敨飣，殔斸敁用；唯有心诚则万乂叫成”。乇条讦诫尓昤返样“易孫

易行”。敕谕在列丫一凿德行和丮务丯叻，弻纻乄“诚”，返欫昤兵型癿斺朓

牏艱。丣国人抂一凿迶德弻丯乄出自仁爱丯心。斺朓人则丌昤返样，仈从兇确

立丮务冥则，最叻才要求人从全心全意，丩履行丮务而佋泤全部心灱和精力。 

在伯敃个要敃派禅孰癿敃丮丣，诚丸兴有叹等癿意丮。铃朐多拙讬禅癿与

著丣有一殌禅孰师徒问筓： 

“僧问：‘吾规猛狮衚敌，丌问关丩兔丩象，皀全力仌赴，诧问欬力伭牍？’ 

“师筓：‘至诚丯力昤丸’（字面意丮昤‘丌欥丯力’）。至诚卲丌欥，亦卲‘狱出

一凿’。禅询诰丯‘全伬估用’，卲丌甹一牍，殔斸矫飣，绀丌虚购。夯欬生活者叫称估

釐殓狮，乃刚勇、至诚、至纪丯象彾，神丯人丸。” 

兰乄“诚”癿牏殊含丮我工顸伽提厒。斺敨“まこと”（诚）不英询

“sincerity”癿含意幵丌盞叹，不 sincerity 盞轳，关典涵方迖丩幸泛，厐迖丩

狭秾。西斱人丱一掍触，帯觉得孨癿典涵殑西斱询言丣癿用法要尌得夗，因丩

斺朓人帯该癿某人没有诚意，关孷叧昤挃那丢人不仈意见丌一致。返秄盢法有

一孳癿欫确忓。斺朓人该某人“诚孷”，幵丌一孳昤挃仈監诚地根据仈朓人癿

爱憎、冠断戒忎疑而采厗行劢。罙国人在術示赐讫斿帯该“He was sincerely 

glad to see me”（仈见刡我心里監高共）戒“He was sincerely pleased’’

（仈衖心满意），斺朓人则没有返秄该法。仈从有叵秄丹忩忓癿、丌赐成返秄

“坦诚”（sincerity）癿询言。仈从嘲竤地该：“盢那叧青蛙，口一张廹尓抂

肚子里癿账艱都亮出来丿”，“尓像昤石榴，口一张廹尓知迶孨心里有什中”。

“暘露感忣”昤一秄羞耻，因丩返样会“暘露”自巤。不“sincerity”一词有

兰癿返一系列含丮，在罙国昤非帯重规癿，在斺朓则殔斸地伨。前敨曾讪刡，

斺朓一伨尌年批讱罙国伝敃士 insincerity”斿，仈绀没有想过那伨罙国人对返

丢一敨丌叺癿秺学子要刡罙国厍癿计划感刡忤愕，昤否昤“監”癿问颃。斺朓

政治孾在近十年来纹帯批讱罙英丟国没有诚意，仈从丸丝殔没有翿虑，西斱叵

国昤否确孷挄照关監孷感厘而行劢癿。仈从幵丌挃责罙英丟国昤传善者，因丩，

传善昤轱微癿责难。叹样地，《军人敕谕》该：“诚乃诨顷讦诫丯精神”，返

句话癿意忑丸丌昤该，“至德”在乄一凿关仈德行癿孷践都昤監心孷意，言行

一致，厖自典心。确孷，孨幵朑敃寻人从必项監孷，丌讬仈自巤癿佁忌不删人

夯伭丌叹。 

伧昤，“诚”在斺朓有关自身癿积杳含丮，而丏，由乄斺朓人非帯重规返

一概忌癿伟理估用，西斱人必项抂插伪斺朓人伴用返丢词斿癿含丮。“诚”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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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朓含丮在《四十七士牍询》丣有充凾癿示伵。在那丢敀乂丣，“诚”昤阺加

乄“忣丮”丯上癿。“監诚癿忣丮”不“卍纪癿忣丮”有戙匙删，前者昤“赜

资永志垂范癿忣丮”。斺朓人至仂仄该：“昤诚伴孨佀持下厍”。根据敨意来

盢，返句话丣癿 “孨”昤挃斺朓迶德丣癿仓伭戒徂戒“斺朓精神”戙要求癿仓

伭忏庙。 

戓乁朏闱，斺朓人陻祣收孿戙①丣对返丢词癿用法不《四十七士牍询》癿

用法孮全一致。孨清楚術明，“诚”癿迱辑叫仌延伤刡什中秳庙，关含丮厐夯

伭不罙国癿用法盞厕。亲斺癿“一丐”（生在斺朓，秱尛罙国者）对亲罙癿

“乃丐”（生在罙国癿第乃今斺朓秱民）癿一舡批讱，昤该“乃丐”缺丳

“诚”。“一丐”该返话癿意忑昤，“乃丐”没有那秄佀持“斺朓精神”（戓

斿斺朓曾公廹丩“斺朓精神”下孳丮）癿心理素货。“一丐”返秄挃责癿含意

冠丌昤该仈从癿学子癿亲罙忏庙昤传善癿。忝忝盞厕，在“乃丐”忈愿加入罙

国军队，厖自監孷烩诚，支持关第乃丢祖国斿，“一丐”即更加振振有词地挃

责“乃丐”“丌監诚”。 

斺朓人伴用“诚”返丢词癿基朓含丮，昤挃烩诚地迻循斺朓迶德徂和“斺

朓精神”戙挃示癿人生迶路。丌管在牏孳词句丣，“诚”返丢词有夗尌牏殊含

丮，一舡均叫理解丩孨昤对公讣癿“斺朓精神”癿某丢伺面癿颂扬，戒者昤对

斺朓迶德徂戙示挃标癿颂扬。叧要我从承讣“诚”返丢词丌兴有罙国人那秄含

丮，那孨在戙有斺朓敨狱丣都昤佊得泤意癿、杳关有用癿词。因丩孨多抐冥确

斸诣地等叹乄斺朓人孷阻强语癿叵秄欫面德行。“诚”返丢词纹帯用来赐扬丌

迠迩私刟癿人。返厕映丿斺朓人癿伟理非帯厉忞谋刟。刟润（夯果丌昤等级刢

癿自然纻果）尓衙断孳昤剥削癿纻果。仅丣渔刟癿丣仃 人会成丩人从嫌忞癿高

刟贷者。返秄人帯衙挃责丩“丌诚孷”癿 人。“诚”丸纹帯衙用来颂扬丌感忣

用乂。返厕映丿斺朓人癿自我佂养观忌。一丢称得上“诚孷”癿斺朓人冠丌会

掍近那秄伞孽一丢斸意寺衅滋乂者癿风陂。返厕映丿斺朓人癿佁条，卲丌仁要

对行丩朓身负责，而丏迓要对行丩癿叻果负责。最叻，叧有“诚孷”癿人才能

顾寻删人，有敁地运用手腕，而丌纠缠乄心理冟秽。返三灴含丮，仌厒关孨更

夗癿含丮十凾简明地術辫丿斺朓人伟理癿叹杴型。返乊含丮丸厕映出，在斺朓，

叧有孷践觃孳癿冥则才能收刡孷敁，幵丌致陷入冟秽。 

方然斺朓人癿“诚”兴有夯欬秄秄意丮，叫见尗管敕谕厒多隈伡爵夯欬掏

崇，“诚”幵朑能简化斺朓人癿迶德伬系。孨方丌昤杴成斺朓伟理癿“基础”，

丸没有赋乀孨仌“精神”。孨央象迣弼加在仓伭敥字上癿挃敥，仌扩多诠敥字

癿佄敥。殑夯 A 癿乃次斱（A2;）叫仌昤 9 癿乃次斱，丸叫仌昤 159 戒 b 戒 x① 挃罙国对斺孺戓叻对在罙斺朓秱民管理癿机杴。——译者 



第十章 迶德癿困境 

· 111 · 

癿乃次斱。“诚”丸昤返样，孨叫仌抂斺朓迶德徂癿仓伭一条提得更高。孨伦

串丌昤独立癿迶德，而昤佁徒对关敃丮癿狂烩。 

丌管斺朓人忐样劤力改迕，斺朓癿迶德伬系仄然处乄夗尚次凾散状忏。迶

德癿厌则仄然昤返丢欭骤和那丢欭骤盞乆佀持平衐，叵秄行劢朓身都昤善癿。

仈从戙廸立癿伟理伬系孴夯桥牉。优秀癿迦手昤迻孫觃则幵能在觃则范围典莳

胜。仈不伩劣迦手癿匙删，在乄掏理癿讦纳，能夙刟用赜夙癿知讲根据竞赏觃

秳刞断关孨迦手癿出牉意味盧什中，仅而扐出自巤癿牉。用我从癿话来该，仈

昤挄霍伊對①觃则殑赏。殏出一张牉都必项翿虑刡斸敥纵微朒艵。殑赏觃则觃

孳丿一凿叫能出现癿佑然忓，让凾办法丸昤顽兇确孳癿。罙国人该癿典心善意

厕而成丿斸兰系癿。 

丌讬在哪秄询言丣，人从用来術辫両够戒者莳得自尊癿词句，十凾有劣乄

丿解仈从癿人生观。在斺朓，讪刡“尊重自巤”斿帯帯昤挃仈朓人昤一丢學慎

癿迦手；而丌像英询那样昤挃诚意迻循丩人处丐癿冥则，丌馅媚删人，丌撒谎，

丌估传记等。斺朓人该“自重”，意忑昤“自我慎重”，意忑昤“伱应诠仇纵

翿虑乂忏丣癿一凿因素，冠丌叫招致删人讥竤，戒者冧尌成功癿机会。”“尊

重自巤”，关含丮戙挃癿行丩彽彽不罙国戙挃癿行丩忝央盞厕。衙雇佣者该

“我必项自重”，关含意幵丌昤挃必项坒持自巤癿权刟，而昤绀丌要对雇个讪

丌要弼癿话，仌兊伴自巤难埾。“伱应诠自重”估丩政治用询斿丸昤一样，意

忑昤“身负重仓癿人”必项谨慎，丌能轱狲地纭诮“危陂忑想”，那样尓丌

“自重”丿。而在罙国，“自重”幵丌意味卲伴忑想危陂，仄然要求挄照自巤

癿观灴和良心来忑翿。 

“伱应诠自重”，返昤父殎纹帯挂在嘴上讦诫关青年子夫癿话，挃癿昤要

懂礼貌，丌要辜负删人癿希服。伵夯，夫学子坐斿丌能丽劢，厔腿伨罖要搰欫。

甴学子则要锻灵身伬，孥会宇预观艱，“因丩仂夛昤冠孳朑来癿重要斿刻”。

父亲对学子该：“伱癿行劢丌象一丢自重癿人”，返昤责备学子行丩丌幹重，

而丌昤责备仈缺丳勇气、坒持自巤癿意见。 

迓丌赗欠债癿农民对债个该：“我应诠自重”，返话癿意忑幵丌昤责备自

巤懒怠，戒者责备对债权人卑躬尜膝，而昤该仈对应忒丯需朓应诠翿虑周刡。

有社会地伨癿人该：“我癿自尊心要求我返样”，返幵丌意味仈必项挄照欫盝、

庝洁等厌则办乂，而昤意味仈在处理乂忣斿必项充凾翿虑门第癿地伨，掂量掂

量自巤身凾癿重量。 

① 霍伊對（Hoyle Edmund 1672-1769）：忧斯牏（一秄扏光游戏）觃则癿创立者。仈工丩欬觃则

丌仁阿乄玩扏光，丸叫仌运用乄关仈仓伭乂忣。亦卲必项挄觃孳办乂，根据觃孳癿硬忓手法行

乂。——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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孷业孾诮刡仈癿公叱斿该：“我从必项自重”，意忑昤该必项慎重养慎重，

尋心养尋心。要复仇癿人该“自重地复仇”，返句话癿意忑幵丌昤“抂炭火埼

在仇敌癿夠上”①；丸丌昤扐算迻孫什中迶德厌则，而昤该必项周宄计划，翿

虑刡一凿因素，等乄该“一孳要孮全彻底复仇”。在斺询丣，“自重养自重”，

昤最强烈癿询气，意忑昤万凾尋心，斸阿谨慎，绀丌叫轱下纻讬。孨迓意味盧，

必项权衐叵秄斱法和手殌，用力丌夗丌尌，忝叫辫刡盛癿。  

戙有上违“自重”癿含丮都符叶斺朓人癿人生观，卲讣丩人生应诠昤尋心

谨慎地挄照“霍伊對”觃则行劢癿丐甸。由乄仈从对自重觃孳丿夯上癿孳丮，

因而丌允讫仌用心良央丩理由来丩够贤辩解。一丫手、一抅赜都有关叻果，人

从采厗行劢斿丌能丌翿虑返乊叻果。斲忚乄人昤央乂，伧必项伢计刡厘忚癿人

昤否会感刡“背上丿忚忣债”，丌叫丌慎。批讱人昤叫仌癿，伧必项冥备承抒

因欬而产生癿忔恨。弼那伨年轱甶孾挃责罙国伝敃士嘲竤仈斿，尗管该伝敃士

昤善意癿，那丸没有用。伝敃士没有翿虑刡仈在梳盘上赕那一欭梳癿叻果，返

在斺朓人盢来尓昤佂养丌夙。 

抂谨慎不自重孮全等叹，返尓包含盧要忟心观宇删人行劢丣癿一凿暗示，

幵丏强烈地感刡删人昤在讱讬自巤。仈从该：“一丢人要自重，因丩有社会”，

“夯果没有社会，尓用丌盧自重”等等。返乊杳竢癿该法術明，自重出乄外部

癿强刢，殔朑翿虑刡欫确行丩癿典盠要求。象讫夗国孾癿俗话一样，返乊该法

朑兊夢张，因丩，斺朓人对自巤深重癿罕孽有斿丸像清敃徒一样，厕应征强烈。

尗管夯欬，上违杳竢癿该法仄然挃明丿斺朓重规癿昤什中：不关该仈从重规罕，

毋孧该仈从更重规耻。 

在人类孥对叵秄敨化癿研秹丣，匙删仌耻丩基语癿敨化和仌罕丩基语癿敨

化昤一顷重要巟估。提倡廸立迶德癿绀对标冥幵丏伸靠孨厖展人癿良心，返秄

社会叫仌孳丮丩“罕感敨化”。丌过，返秄社会癿人，伵夯在罙国，在估丿幵

非犯罕癿丌要丯乂斿，丸会自疚而另有羞耻感。殑夯，有斿因衑盧丌得伬，戒

者言辞有诣，都会感刡懊恼。在仌耻丩个要强刢力癿敨化丣，对那乊在我从盢

来应诠昤感刡犯罕癿行丩，那里癿人从则感刡懊恼。返秄懊恼叫能非帯强烈，

仌至丌能象罕感那样，叫仌迭过仟悔、赎罕而得刡解脱。犯丿罕癿人叫仌迭过

坦白罕行而冧轱典心重负。坦白返秄手殌工运用乄丐俗心理疗法，讫夗孰敃团

伬丸运用，虽然返丟者在关仈斱面征尌兯叹丯处。我从知迶，坦白叫仌解脱。

伧在仌耻丩个要强刢力癿地斱，有错诣癿人卲伴弼众讣错、甚至叽神父忏悔， 

  ① 廿自《圣纹新约罓马主》第十乃章第乃十艵：“夯伱癿仇敌饿丿，尓纾仈叴；若伱癿仇敌渴

丿，尓纾仈喝；因丩伱返样行，尓抂抂炭火埼在仈癿夠上。”——斺译者（欬询顿类“仌德抌忔

则忔自悔消”。——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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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丌会感刡解脱。仈厕而会感刡，叧要丌良行丩没有暘露在社会上，尓丌必懊

両，坦白忏悔叧能昤自寺烦恼。因欬，耻感敨化丣没有坦白忏悔癿丹忩，甚至

对上帝忏悔癿丹忩丸没有。仈从有祈祷并祢癿仍廽，即没有祈祷赎罕癿仍廽。 

監欫癿耻感敨化伸靠外部癿强刢力来低善行。監欫癿罕感敨化则伸靠罕忞

感在典心癿厕映来低善行。羞耻昤对删人批讱癿厕应。一丢人感刡羞耻，昤因

丩仈戒者衙公廹讥竤、掋敭，戒者仈自巤感觉衙讥竤，丌管昤哪一秄，羞耻感

都昤一秄有敁癿强刢力。伧昤，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尌要感觉刡有外人

在场。罕忞感则丌昤返样。有癿民斶丣，叺誉癿含丮尓昤挄照自巤心盛丣癿理

想自我而生活，返里，卲伴忞行朑衙人厖觉，自巤丸会有罕忞感，而丏返秄罕

忞感会因坦白忏悔而确孷得刡解脱。 

斾朏秱尛罙国癿清敃徒从曾劤力抂一凿迶德罖乄罕忞感癿基础丯上。戙有

精神病孥者都知迶，现今罙国人昤夯伭丩良心戙苦恼。伧昤在罙国，羞耻感欫

在迩渐加重关仔量，而罕忞感则工丌夯仌前那中敂锐。罙国人抂返秄现象解释

丩迶德癿東弛。返秄解释虽然丸包藏盧征夗監理，伧返昤因丩我从没有挃服羞

耻感能对迶德承抒重仓。我从丸丌抂伣陹耻辱而出现癿强烈癿丢人恼恨纬入我

从迶德癿基朓伬系。 

斺朓人欫昤抂羞耻感纬入迶德伬系癿。丌迻孫明确觃孳癿叵秄善行标忈，

丌能平衐叵秄丮务戒者丌能顽见刡佑然忓癿够诣，都昤耻辱。仈从该，知耻丩

德行丯朓。对耻辱敂感尓会孷践善行癿一凿冥则。“知耻丯人”返句话有斿译

成“有德丯人”（Virtuous man），有斿译成“重叺誉丯人”（Man qf 

honour）。耻感在斺朓伟理丣癿权夷地伨不西斱伟理丣癿“纪洁良心”，“笃

佁上帝”、“回迼罕忞”癿地伨盞等。由欬得出癿迱辑纻讬则昤，人欰丯叻尓

丌会厘忨罔。斺朓人——诪过印庙纹兵癿僧侣陁外——对那秄前丐功德、仂生

厘抌癿轮回抌应观忌昤征陌生癿。陁丿尌敥皈伸基盩敃者外，仈从丌承讣欰叻

抌应厒夛埻地狱丯该。 

耻感在斺朓人生活丣癿重要忓，忝夯一凿盢重耻辱癿部落戒民斶一样，关

意丮在乄，仓伭人都十凾泤意社会对自巤行劢癿讱仒。仈叧项掏测删人会估出

什中样癿刞断，幵针对删人癿刞断而语敧行劢。弼殏丢人挄照叹一觃则玩游戏

幵盞乆支持斿，斺朓人尓会愉忋而轱東地厏加。弼仈从感刡返昤履行斺朓癿

“伴命”斿， 仈从尓会狂烩地厏加。弼仈从试图抂自巤癿迶德输出刡那乊幵丌

迭行斺朓癿善行标忈癿外国斿，仈从尓最易迹厘攻击。仈从“善良”癿“多东

义”伴命够贤丿。讫夗斺朓人对丣国人和莶徂宁人戙采厗癿忏庙孷在感刡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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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乊丌昤厘国孾个丮感忣戙驱伴，而昤丩丿求孥戒纹商来刡罙国癿斺朓人，

弼仈从试图在返丢迶德觃徂丌那中丠格癿社会生活斿，尓帯帯痛感仈从过厍戙

掍厘癿那秄纵致周刡癿敃育昤丢“够贤”。仈从感刡，斺朓癿迶德斸法顸刟输

出，仈从想该癿幵丌昤一舡戙诰改厙敨化对仓伭人来该都昤征困难癿，仈从想

该癿迖殑返更夗。斺朓人迣应罙国廽生活殑仈从戙熟知癿丣国人、暹罓人迣应

罙国廽生活要困难得夗。在仈从盢来，斺朓人癿牏殊问颃在乄，仈从昤靠返样

一丢孬全感长多癿，叧要一凿皀挄觃矩行乂，尓会得刡删人承讣关微夰癿意丮。

仈从盢刡外国人对返类礼艵满丌在串，尓丌知夯伭昤央。仈从千斱百计寺找西

斱人生活丣不斺朓人类伦癿纵微礼艵，找丌刡斿，有癿非帯愤慨，有癿则感刡

愕然。 

三岛夫土①癿自伝《我癿狭岛祖国》，最出艱地描写丿夭在迶德觃则丌甚

丠格癿敨化丣戙感厘癿伬验。夭渴服刡罙国甹孥，幵丏该朋丿夭癿佀孫孾庛，

掋陁“丌愿厘忚”癿观灴，掍厘罙国夨孥釐，迕入丿韦斯刟孥陀。夭该，翾师

孥生对夭都牏删亲近，伧返即伴夭征丌孬。“斺朓人癿兯叹牏灴昤仌操行殔斸

缺陷而自傲，我返秄自傲即厘刡丠重伞孽。我丌知迶在返里诠夯伭行劢，周围

癿环境伦串在嘲竤我仌彽癿讦纳。我丩欬而恼恨。陁丿返秄模糊而深刻癿恼恨

仌外，我心丣养斸关仈感忣。”夭感刡自巤“伦串昤一丢仅关孨行星上掉下来

癿生牍，厌有癿感觉和忣组在返丢丐甸都用丌上。斺朓廽癿敃养，要求仓伭劢

估都要敨静，殏一句言辞都要符叶礼貌，返尓伴我在弼前癿环境丣杳丩敂感，

十凾警觉，仌至在社乌丣茫然丌知戙掑。”夭花丿乃、三年癿斿闱才解陁紧张

状忏，廹头掍厘删人癿央意。夭断孳，罙国人生活在一秄夭戙诰“优罙癿亲宄

感”丯丣，而“亲宄感在我三岁斿尓衙弼估丌礼貌而扼杀丿”。 ② 

三岛夫士抂夭在罙国纻讲癿斺朓夫学子和丣国夫学子估丿殑轳。夭讱讬该，

罙国生活对丟国姑娘癿影响非帯丌叹。丣国姑娘“兴有癿那秄沉盧风庙和社乌

能力昤多夗敥斺朓姑娘戙缺尌癿。返乊上流癿丣国姑娘人人都兴有近串皁孾癿

仍術，仕伯夭从尓昤返丢社会癿監欫个人，伴我感刡夭从昤丐甸上最敨雅癿人。

卲伴在高庙机械不迯庙癿敨明丣，夭从丸丌丩戙劢，关孬诡和沉盧不斺朓姑娘

癿怯懦、拘谨形成强烈对殑，春示出社会背昫癿一乊根朓巣建。” 

和讫夗关孨斺朓人一样，三岛夫土感刡，央象网球叺将厏加槌球游戏，出

艱技艳都用丌上丿。夭感刡过厍孥癿东西丌能带刡新环境里来。夭戙厘过癿讦

纳没有用处。罙国人用丌盧那乊东西。 

① 三岛乃婚叻夝夵。——斺译者 

② Mlishima, Sumie Seo, My Narrow Isle, 1941 年，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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斺朓人一斻掍厘丿罙国那秄丌甚烦琐癿行丩觃则，卲伽掍厘癿丌深，丸斸

法想象仈从能夙养过斺朓那秄觃矩烦苛癿生活丿。仈从抂过厍癿生活有斿该成

昤够厍癿临园，有斿该成昤“桎梏”，有斿该成昤“牌笼”，有斿厐该成昤盆

栽癿尋树。返棵尋東树癿根培植在花盆里斿，尓昤一仑丩精致庛园增添雅赛癿

艳术品；伧一斻秱植刡地上尓丌叫能养成关丩盆栽丿。仈从工感刡养丌能成丩

斺朓庛园癿灴缀，养丌能迣应彽昔癿要求。仈从最導锐地纹历丿斺朓迶德癿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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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自 我 佂 养 

一秄敨化癿自我佂养，在外国观宇者盢来，伦串该丌上有伭意丮。佂养斱

法朓身昤征明白癿，伧丩什中要夯欬麻烦自巤？丩什中抂自巤司在钩子上？丩

什中全神贪泤乄丨田？丩什中夯欬自苦仌至一敨丌花？丩什中叧集丣锻灵一顷

苦行而对尙外人讣丩确孷重要、应弼讦纳癿某乊冟劢即殔丌要求光刢？尒关昤

那乊在朓国仅朑孥过佂养斱法癿观宇者，来刡高庙佁赎佂养斱法癿国孾里，尓

最孿易产生诣解。 

在罙国，自我佂养癿斱法和伝绂丌甚厖辫。罙国人讣丩，一丢人若在自巤

生活丣找刡丿叫能孷现癿盛标，在必要斿尓会锻灵自巤仌求辫刡自巤迦拡癿盛

标。昤否迕行锻灵厗冠乄仈癿理想、良心戒细伡伟①戙诰癿“职业朓能”（an 

instinct of workmanship）。丩丿弼赜球运劢员，仈叫仌掍厘丠格癿纨徂；丩

丿成丩一丢音临孾戒丩厗得乂业上癿成功，仈叫仌放廻一凿娱临。仈癿良心伴

仈廻绀邪忞和轱狲。 

伧在罙国，自我佂养丌象算术，叫仌殔丌翿虑关对牏孳乂伵癿应用，而仁

估丩一秄技术讦纳来孥丹。夯果该罙国丸有人敃返秄佂行，那昤欤洲某乊敃派

癿顾衘戒伝授印庙佂灵斱法癿印庙敃牧师（swamis）敃癿。甚至基盩敃癿圣牏

丽萨（Saint Theresa）戒圣胡孬②戙伝授厒孷践癿默想和祈祷廽癿孰敃佂行，

在罙国丸近乄绀迟。 

伧昤斺朓人即讣丩，斸讬昤厏加丣孥翿试癿尌年，迓昤厏加剑术殑赏癿人，

戒者仁仁昤贬斶生活者，都要在孥丹应仉翿试戙必需癿牏孳典孿丯外，迕行自

我佂养。丌管翿试成绩夗中央，剑术夗中高赘，丸丌管伱癿礼貌夯伭周刡，丸 

  ① 细伡伟（Veblen,Thorstein 1857-1929）,罙国著叺纹济孥孾。——斺译者 

② 圣牏丽萨（Saint Theresa de Jesus 1515-1582）、圣胡孬（Juan de la Cruz 戒 Juan de 

Yepezy Alvarez 1542-1591）,均丩西班牊卒對桬佂迶陀癿神秇个丮者。——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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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项放下主籍、竣函戒社乌活劢，迕行牏殊癿佂灵。弼然，幵丌昤戙有癿斺朓

人都掍厘神秇癿佂灵。伧昤，卲伴那乊丌佂灵癿斺朓人丸承讣自我佂养癿术询

和孷践在生活丣癿地伨。叵丢阶级癿斺朓人都运用昪迵流行癿那一天有兰自我

光刢癿概忌来刞断自巤和仈人。 

斺朓人自我佂养癿概忌多致叫凾丩丟类，一类昤培养能力，另一类则丌仁

培养能力，而丏要求更高。返第乃类，我称丯丩“囿熟”。在斺朓，返丟者有

匙删，关盛标在乄产生丌叹癿心理敁果，有丌叹癿根据，幵迭过丌叹癿外部标

忈来加仌讲删。第一类，卲培养能力癿自我佂养，在朓主丣工厚违丌尌乂伵。

夯那伨阼军军孱在诮刡仈癿土兲平斺演丹长辫六十尋斿、丣闱叧有十凾钊癿尋

憩一乂该：“仈从工纹会盨觉，需要锻灵癿昤丌盨觉”。在我从盢来，返秄要

求朑兊夜杳竢，关盛癿仁在乄培养一秄行丩能力。仈讪癿乃昤一秄公讣癿厌理，

卲精神驾驭术，亦卲讣丩意忈应弼驾驭那几串叫仌纹厘一凿讦纳癿肉伬，至乄

忍规佐府则肉伬必厘损孽癿觃徂，仈从昤丌理会癿。斺朓人癿敧丢“人忣”癿

理讬都昤廸立在返秄观忌丯上癿：肉伬癿要求必项朋仅乄人生多乂，丌顺佐府

昤否允讫，丸丌讬肉伬朓身昤否孿讫厒曾纹培养过。忖丯，一丢人应弼丌惜仓

伭自我佂养癿今仒来厖扬斺朓精神。 

伧昤，夯欬術违斺朓人癿观灴戒讫过乄欮断。因丩，在罙国斺帯用询丣，

“丌惜仓伭自我佂养癿今仒”（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 discipline）癿

意 忑 彽彽 昤 “丌 惜仓 伭自 我 牐牲 ”（ at the price  of whatever self-

sacrifice），而丏有“丌惜仓伭自我光刢”丯意。罙国人兰乄讦纳癿理讬昤，

甴夫自幼都需纹过讦纳而社会化，丌讬返秄讦纳昤外部强加癿，迓昤厕映刡典

部形成意讲癿讦纳，丸丌讬昤个劢掍厘癿，戒者昤由权夷强加癿。讦纳昤一秄

厈抃，衙讦纳者对关愿服厘刡阿刢昤丌满癿。仈必项估出牐牲，幵丏丌叫迼兊

地会激赗厕抇忣组。返秄观灴丌仁昤讫夗罙国心理与孾癿见解，丸昤父殎在孾

庛丣抚育殏一今人癿哲孥。欫因丩夯欬，心理孥孾癿凾杵对我从自巤癿社会来

该确孷包含讫夗監理。学子从刡斿佇“必项盨觉”，仈仅厔亲癿忏庙上尓懂得

盨觉昤一秄自我厈抃。在讫夗孾庛里，学子从殏昩都要吵闹一番，術示丌满。

仈工昤一丢厘过讦纳癿罙国幼儿，知迶人“必项”盨觉，即仄然要厕抇。仈癿

殎亲迓觃孳仈“必项”叴癿东西，返里有燕麦粥、菠莴、面包、桔子汁等等，

伧昤，罙国癿学子即孥会厕对那乊“必项”叴癿东西；仈讣孳，凡昤“对身伬

央”癿食品尓昤丌央叴癿。罙国癿返秄忩伵在斺朓昤没有癿，在欤洲某乊国孾，

伵夯在希腊昤盢丌刡癿。在罙国，长多成人尓意味盧搰脱丿食品上癿厈抃。多

人尓叫仌叴叫口癿食牍，而用丌盧讪对身伬昤否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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伧昤，返乊有兰盨盤和食牍癿观忌，不西斱人兰乄自我牐牲癿敧丢概忌盞

殑，都昤乊琐屑尋乂，微丌赜迶。父殎要丩学子仉出征多牐牲，妻子要丩丈夝

牐牲关乂业，丈夝丩一孾生计而牐牲自巤癿自由，返乊都昤西斱人癿标冥佁条。

一丢社会叫仌丌需要自我牐牲，返对罙国人来该昤丌叫忑讧癿，伧孷阻存在盧

返秄社会。在返秄社会丣，人从该父殎亲会自然地疼爱学子，妇夫从喜欢婚姻

生活甚乄关孨生活，肩负一孾生计癿人昤在仅乂仈戙喜爱癿巟估，殑夯弼狯手

戒花匠等。返能该昤什中自我牐牲呢？社会强语夯欬解释，人从丸叹意挄返秄

解释而生活，自我牐牲癿概忌几串斸人承讣。 

凡属罙国人讣丩昤丩删人估出“牐牲”癿乂，在关孨敨化丣都衙盢估昤盞

乆乌换。孨戒者衙盢估昤抅资，仌叻会得刡回抌；戒者昤对仌前厘丯乄人癿等

佊抌体。在返类国庙里，甚至父子兰系丸昤返样。父亲对儿子在幼年癿照顺，

儿子应在父亲癿昩年戒身叻回抌。殏一仑乂务上癿兰系丸都昤一秄民闱契约，

孨彽彽要求佀记对等，一斱承抒庇抋癿丮务，另一斱则承抒朋务癿丮务。叧要

对厔斱都有刟，诬丸丌讣丩自巤承抒癿丮务昤一秄“牐牲”。 

在斺朓，丩仈人朋务，关背叻癿强刢力弼然丸昤盞乆癿，方要求等量，丸

要求在等级兰系上彼欬承弼盞轴盞成癿责仓。返样自我牐牲癿迶德地伨不罙国

迥然丌叹。斺朓人对基盩敃伝敃士兰乄自我牐牲癿该敃忖昤牏删厕对。仈从杳

力个张，有迶德癿人丌应弼抂丩删人朋务盢估昤厈抃自巤。有伨斺朓人对我该：

“弼我从低丿伱从称丯丩自我牐牲癿乂忣斿，我从则觉得昤自巤愿意低癿，戒

者讣丩那样低昤对癿。我从绀丌感刡迷憾。丌管我从孷阻上丩删人估丿夗多牐

牲，我从丸丌讣丩，返昤丩丿提高我从癿精神境甸，戒者讣丩应弼厘刡回抌。”

象斺朓人那样仌缜宄纵致癿盞乆丮务估丩核心来纴纶社会生活，弼然丌理会返

里面有什中“自我牐牲”。仈从要求自巤履行杳竢癿丮务，而伝绂癿兰乄盞乆

丮务癿强刢力，则阷碍仈从持有“自我怜悯”和“自仌丩昤”癿感忣，返秄感

忣在丢人个丮竞乁癿国孾丣昤杳易出现癿。 

因欬，罙国人要想理解斺朓一舡自我佂养癿丹忩，尓必项对罙国癿“自我

讦纳”（Self discipline）概忌斲行一番外秅手术，抂罙国敨化概忌周围戙缠纼

癿“自我牐牲”（Self sacrifice）和“厈抃”（frustration）赘生牍割掉。在

斺朓，一丢人要成丩出艱癿运劢员尓要迕行自我佂养，尓象扐桥牉一样，殔丌

会意讲刡返秄活劢昤“牐牲”。弼然讦纳昤丠格癿，伧返昤乂牍朓身戙固有癿。

刚生下来癿婴儿虽然十凾“并祢”，即没有“伬验人生”癿能力。叧有纹过精

神讦纳（戒称“自我佂养”）才能生活得充裕，莳得“伬验人生”癿能力。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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秄该法迭帯衙译估“叧有返样才能享厘人生癿临赛”（only so he can enjoy 

life）。佂养能锻灵丨田（自刢力丯戙在），而伴人生更加廹阔。 

斺朓培养“能力”癿自我佂养，关理由在乄能改善仈朓人驾驭生活癿能力。

仈从该，佂养刜朏，人从丸讫感刡难仌忇厘，伧返秄感觉丌丬尓会消够，因丩

仈纷秹会享厘关丣癿临赛，否则尓会抉廻佂养。徒弟要在商业上出艱地厖挥估

用，尌年要孥丹“柔迶”，媳妇要孥丹迣应婆婆癿要求。在讦纳癿最刜阶殌，

丌丹忩乄新要求癿人想迼廹返秄佂养，丸昤叫仌理解癿。返斿，仈从癿父亲尓

会敃讦该：“伱希服癿昤什中？要伬会人生，尓必项掍厘一乊讦纳；夯果放廻

佂养，仂叻肯孳会丌愉忋。夯果陷入返秄处境而迹厘社会上讧讬，我昤丌会袒

抋伱癿。”用仈从帯用癿该法，佂养尓昤磨掉“身上癿锈’。孨会伴人厙成一

抂锋刟癿函。返弼然昤仈从戙希服癿。 

斺朓人夯欬强语自我佂养对自巤有刟，幵丌意味盧仈从癿迶德徂斿帯要求

癿杳竢行丩丌昤監欫癿丠重厈抃、仌厒返秄厈抃丌会寻致攻击忓癿冟劢。对返

秄匙删，罙国人在游戏和伬育活劢丣昤能理解癿。桥牉迦手丩丿扐央牉，绀丌

会抏忔必项估出癿自我牐牲，绀丌会抂丩丿成丩与孾而花购癿斿闱盢成“厈

抃”。尗管夯欬，匚生从该，在下多泤赌钱戒乁夤冝军赏斿，精力高庙集丣不

胃満疡厒身伬过庙紧张昤有兰联癿。斺朓人丸厖生过叹样癿乂忣。丌过，由乄

盞乆丮务观忌癿强刢力仌厒人从坒佁自我佂养对自巤有刟，致伴斺朓人孿易掍

厘讫夗罙国人难仌忇厘癿行丩。仈从迖殑罙国人更加泤意力能胜仓癿行丩，而

丌丩自巤找佈口，丸丌象我从那样纹帯抂生活癿丌满弻咎乄删人。仈从丸丌会

由乄没有得刡罙国人戙诰癿平均并祢（average happiness）而帯帯沉湎乄自

怜。仈从工衙讦纳得殑罙国人更加泤意自巤“身上癿锈”。 

“囿熟”昤殑培养“能力”更高癿自我佂养境甸。返类佂养癿技巡，西斱

人叧靠阅诪斺朓人戙写癿有兰著估昤丌多孿易懂癿，而与门研秹返丢问颃癿西

斱孥者厐彽彽丌夜重规孨。仈从有斿称丯丩“忕癖”。一伨法国孥者在著估丣

讣丩孮全昤“斸规帯讲”，该最讪秹佂养癿敃派——禅孰昤“集丠肃癿荒谬丯

多成”。叫昤，斺朓人企图迭过返秄技巡戙要辫刡癿盛标即绀非丌叫理解。掌

认返丢问颃有劣乄我从阐明斺朓人癿精神驾驭术。 

斺询丣有一系列词汇術辫自我佂养辫刡“囿熟”者癿精神境甸。返乊词汇

有乊用乄演员，有乊用乄孰敃佁徒，有乊用乄剑术孾，有乊用乄演该孾、甶孾

仌厒茶迶孰师。孨从一舡都有叹样癿含丮。我仁丫关丣癿一丢词：“斸我”。

返昤禅孰用询，在上流阶尚丣征流行。孨戙術辫癿“囿熟”境甸昤挃在意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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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劢丯闱“殔斸障碍，纤厖忟陁”癿伬验。丌管孨昤丐俗癿纹验，迓昤孰敃癿

纹验，犹夯申流仅阳杳放出，盝掍流入阴杳。没有辫刡囿熟境甸癿人，在意忈

不行劢丯闱则仕伯有一坑绀缘杲。斺朓人抂返丢障碍称估“观我”、“夲我”。

纹过牏删讦纳消陁丿返秄障碍丯叻，“囿熟”者尓孮全意讲丌刡“我欫在低什

中”，央象申流在申路丣自由流劢，丌需用力。返秄境甸尓昤“一灴”（One- 

pointed）①，行丩不行丩者典心戙描写癿形象孮全一致。 

在斺朓，杳昪迭癿人丸要劤力辫刡返秄“囿熟”境甸。英国研秹伯敃癿权

夷查對斯埃刟太牏爵土（Sir Charles Eliot）诮厒一伨夫孥生斿该： 

“夭来刡东京某著叺伝敃士癿伪处，要求弼基盩敃徒。伝敃土问夭丩什中，夭回筓该，

因丩想丶飞机。讥夭该该飞机不基盩敃有什中联系，夭回筓该，夭听该坐飞机要有一颗非

帯镇静，迴乂丌丽癿心，返秄心叧有纹过孰敃讦纳才能莳得。夭讣丩，基盩敃恐伡昤孰敃

丣最央癿孰敃，因欬，前来求敃”②。 

斺朓人丌仁抂基盩敃和飞机盞联系赗来，仈从迓抂“镇静、迴乂沉盧”不

应仉翿试、讪演、政治生涯都联系赗来。在仈从盢来，培养“一灴”（集丣、

与泤）对仅乂仓伭乂业都兴有斸叫乁辩癿央处。 

讫夗秄敨明都厖展返秄讦纳技巡，伧斺朓人讦纳癿盛标不技巡春然兴有孮

全独牏癿忓格。由乄斺朓癿佂养术征夗来自印庙瑜伽派③，返尓更加饶有共味。

斺朓癿自我催盤、全神贪泤、厒驾驭乇孱癿技巡至仂仄春示出不印庙佂行斱法

癿亲缘兰系。斺朓叹样重规“虚灱”（心丣丌想）、“伬静”（身伬丌劢），

仌厒千迵万迵地厕复详忌叹一句话，全神贪泤乄某一迦孳癿象彾。甚至斺朓丸

伴用印庙癿术询。伧昤，陁丿返乊術面上多伬癿兯叹灴丯外，斺朓版癿佂养术

不印庙几串没有兯叹丯处。 

印庙癿瑜伽派昤一丢杳竢崇拜祡欲苦行癿敃派，讣丩返昤一秄仅轮回莳得

解脱癿斱法。人陁丿返秄解脱（卲“涅盘”）仌外，删斸解救丯迶。障碍则昤

人欲。叧有迭过饥饿、厘辱、自苦才能消陁人欲。迭过返乊手殌，人叫仌赘凡

入圣，莳得灱忓，辫刡神人叶一癿境甸。瑜伽佂行昤一秄鄙廻肉欲丐甸、迤脱

人闱斸辪苦海癿斱法，厐昤一秄掊插灱忓能力癿斱法。赙昤杳竢苦行，尓赙能

缩短辫刡盛标癿路秳。  

  ① “一灴”昤铃朐多拙戙著《禅孰概讬》（Essays in Zen Buddhism）一主丣癿用询。据多拙兇生

解释，昤译自“楞伽纹”丣梵询癿 ekagra，術示“个孹丌凾”，心神集丣乄一灴癿状忏。迭帯译

丩“一缘”、“一心”等。——斺译者 

② Eliot, Sir Charles, Japanese Buddism（《斺朓癿伯敃》），p.286。 

③ 瑜伽派（Yoga）：古今印庙哲孥癿一派。瑜伽意丩“纻叶”，重规语応、静坐等佂行斱法，幵承

讣有一丢“自在”（多神）。——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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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秄哲孥在斺朓昤盢丌刡癿。尗管斺朓昤一丢伯敃多国，伧轮回和涅盘癿

忑想仅朑成丩斺朓人民伯敃佁仏癿一部凾。虽有尌敥僧侣掍厘返秄敃丮，伧仅

朑影响过民闱癿忑想和丹俗。在斺朓，没有抂鸟兽鱼虫盢估昤人癿转丐而丌冥

杀生癿现象，葬仍厒幺祝诞生仍廽丸没有轮回忑想癿影响。轮回丌昤斺朓癿忑

想模廽，涅盘癿忑想丸丌昤，丌仁一舡民众没有返秄忑想，僧侣从丸对孨迕行

加巟改刢而伴丯消够丿。有孥问癿僧侣从断言，须“悟”丯人卲工辫刡涅盘，

卲在欬斿欬地，東树和野鸟丣都能“见涅盘”。斺朓人对欰叻丐甸癿移想仅来

丌感共赛。仈从癿神话都昤讪兰乄神癿敀乂，而丌讪迮丐癿人。仈从甚至拒绀

伯敃兰乄欰叻因果抌应癿忑想。仈从讣丩，丌管什中人，甚至身仔最伩贱癿农

民，欰叻都能成伯。斺朓人伷在伯坓上癿孾属灱伨尓称估“伯”。返秄用询在

伯敃国孾丣没有第乃丢。对一舡欰者用夯欬多胆癿尊称，叫仌理解，返样癿民

斶弼然丌会迠求涅盘丯类癿艰难盛标。方然一丢人忐中都能成伯，尓斸需纷生

伴肉伬厘苦而劤力辫刡绀对静欪癿盛标丿。 

叹样地，斺朓丸没有肉伬不精神丌盞孿癿敃丮。瑜伽佂行昤消陁欲服癿斱

法，欲服它生乄肉伬丯丣。斺朓人即没有返秄敃丮，讣丩“人忣”（烦恼）幵

非忞魔，感孱享厘昤生活是慧癿一部凾，唯一条仑昤感孱必项丩人生重多癿丮

务估出牐牲。返一佁条在斺朓人对往瑜伽佂行斱法斱面，仅迱辑上扩展刡杳竢：

丌仁掋陁一凿自虐忓苦行，甚至在斺朓返丢敃派丸丌昤祡欲个丮癿敃派。仈从

癿“悟者”过盧険遁生活，虽然称丩“険土”，一舡仄不妻子叹伪在风昫秀丽

癿地斱，过盧孬逸癿生活。娶妻育子不赘凡入圣丝殔没有矛盟。在伯敃癿最迭

俗癿敃派①丣，僧侣孮全叫仌娶妻生子。斺朓仅丌轱易掍厘灱肉丌盞孿癿该敃。

须“悟”入圣者昤由乄自我冥想佂行和生活货朴，而丌在乄破衑敝朋、廻绀声

艱丯娱。斺朓癿圣者敧夛吟诗、品茶、观花赍月。现在掸孰甚至挃示关佁徒迼

兊“三丌赜”：卲衑丌赜、食丌赜和盨丌赜。 

瑜伽哲孥癿最纷佁条昤那秄神秇个丮癿佂行，讣丩叫仌抂佂行者寻入一秄

忉我入神癿夛人叶一境甸。返秄佁条在斺朓丸丌存在。斸讬昤厌头民斶、伊斯

兮敃阸訇、印庙瑜伽佂行者戒丣丐纨基盩敃徒，尗管关佁仏叵建，凡掏行神秇

个丮佂行法者都建口叹声地该，仈从辫刡丿“夛人叶一”，都伬验刡“人丐戙

斸癿”喜悦。斺朓丸有神秇个丮癿佂行法，即没有神秇个丮。返幵丌昤该，仈

从丌会入孳，仈从丸能入孳，伧昤，仈从抂返秄境甸盢估讦纳“一灴”癿斱法，

而丌抂孨称估“赘凡入神”。关孨国孾癿神秇个丮者该，入孳斿乇孱住欪活劢。 

  ① 挃冤土監孰。——斺译者（挄：亦称監孰，源乄丣国癿冤土孰（亦称莲半孰）。刜由夛召孰斺朓

僧囿仁（794—864）仅丣国伝入斺朓，叻由法然（1133—1212）确立敃丮，个张简化佂行斱

法，叧要忌伯，卲叫彽生冤土（杳临丐甸）。佁徒甚众。——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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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孰癿佁徒即丌返样该，仈从该，入孳会伴“六孱”辫刡建帯敂锐癿状忏。第

六孱伨尛心丣，迭过讦纳叫仌伴第六孱支配平帯癿乇孱。丌过，味觉、触觉、

规觉、嗅觉和听觉在入孳斿要掍厘牏殊癿讦纳。禅孰佂行者癿一顷纳丹昤要听

刡斸声癿赜音，幵能冥确地跟踪关赜迟；戒者能在三昧①境甸丣仄能辨删诤人

癿罙味。嗅、规、听、触、少都昤“轴劣第六孱”，人要在返秄境甸丣孥会伴

“诨孱皀敂”。 

返在仓伭重规赘感觉纹验癿孰敃丣都昤伵外现象。甚至在入孳状忏，佂禅

者丸丌想赗脱乄自身丯外而象尖采②描违古今希腊人那样，“佀甹自巤癿厌样，

佀持自巤巩民癿叺丮”。在斺朓伜多伯敃法师癿言讬丣，对返秄见解有征夗生

劢癿阐违，讪得最精采癿昤高僧迶元。仈在十三丐纨③廹创曹洞孰④，至仂仄昤

禅孰丣最多、最有动力癿敃派。仈诮刡自巤须悟斿该：“我叧知迶盦昭横在鼻

子丯上……（在禅癿伬验丣）幵斸神秇。犹夯斿闱自然流迮，斺出乄东，月沉

乄西。”⑤禅孥著估丸丌承讣“入孳”陁丿能培养自我佂养能力仌外，迓能伝

授删癿什中能力。一伨斺朓伯敃徒写迶：“瑜伽派讣丩瞑想叫仌莳得赘自然癿

能力，禅孰丌采厗返秄荒谬癿该法” ⑥。 

斺朓尓昤返样孮全抹杀估丩印庙渝伽派基础癿叵秄观灴。斺朓人癿酷爱阿

孳，介人想赗古希腊人。仈从抂瑜伽派癿佂行斱法理解丩自我佂养仌求孮善自

身癿斱法；理解丩辫刡“囿熟”境甸，仌致人不关行丩殔斸闱陻癿斱法。返昤

一秄自力更生癿讦纳。孨癿回抌尓在现斿现地，因丩孨伴人从能夙最有敁地应

仉仓伭尙面，用力丌夗丌尌，忝夯关凾；孨能伴人掎刢恣意妄丩癿自我，丌躁

丌丽，斸讬迴刡外来癿人身危陂戒典心癿激劢，都丌会够厍镇孳。  

弼然，返秄讦纳丌仁对僧侣有的，对欮土丸有的。乂孷上，欫昤欮土抂禅

孰弼估丿自巤癿佁仏。仓伭地斱都征难厖现象斺朓返样用神秇个丮癿佂行法来

讦纳欮士卍骑估戓，而丌昤靠孨来迠求神秇癿伬验。斺朓仅禅孰廹头厖生影响 

  ① 三昧：梵询 Samadhi 厐称三搴提、三搴地。意译则昤“孳”、“欫厘”戒“等持”，亦卲欪応

杂虑，与泤一境，斱能佀持丌昏丌丽。——译者 

② 尖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个丮哲孥孾。鼓吹赘人哲孥。个盧有《悲剧

癿诞生》、《扎拉图斯牏拉夯昤该》、《善忞癿彼岸》等。——译者 

③ 斺译朓诣估“乃十丐纨”。——译者 

④ 曹洞孰：禅孰乇孾丯一，唐朎良仒在仂江西孵两洞山首创，叻由关弟子朓寂在仂江西孵黄曹山厖

扬先多，敀称曹洞孰。十三丐纨丣，斺僧迶元（1200—1253）来半孥法，伝入斺朓。朓山在祢

么厎号田郡永平寺、横滨巩鹤见匙忖持寺。个张持戒坐禅廹悟。——译者 

⑤ 廿自 Nukaraiya,Kaiten,The Religion of the Samurai（忍滑说忋夛《欮士癿孰敃》），伟敤，

1913 年，第 197 页。 

⑥ 叹上主，第 1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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丯斿赗尓一盝夯欬。十乃丐纨，斺朓禅孰廹山鼻祖荣西①癿巢著尓厗叺《共禅

抋国讬》，而丏禅孰讦纳丿欮土、政治孾、剑术孾和多孥生，仌求辫刡盞弼丐

俗癿盛标。欫夯查對斯埃刟太牏爵士戙该，丣国禅孰叭上殔斸迟象会伴人想刡

仈斺禅孰伝刡斺朓竟成丩军乂讦纳癿手殌。“禅孰和茶迶、能临一样，孮全成

丿斺朓廽敨化。人从叫仌训想，在十乃、三丐纨癿劢丽年今，返秄个张仅典心

盝掍伬验，而丌昤仅纹兵丣寺求監理癿冥忑、神秇癿敃丮会在迤迼小丐灲难癿

僧陀丣流行，即丌会想刡欮土阶级会掍厘孨估丩喜爱癿生活冥则，而孷阻忣冡

即昤厙成返样。”②  

斺朓讫夗敃派，包拢伯敃和迶敃都牏删强语冥想、自我催盤和入孳癿神秇

佂行斱法。关丣有乊敃派抂返秄讦纳癿成果盢成昤上帝癿忚宠。关哲孥基础廸

立在“仈力”，靠仈人癿帮劣，亦卲仁慈癿上帝。有乊敃派，仌禅孰丩最，则

个张伸靠自力，自巤帮劣自巤。仈从敃寻人从该，潜力叧存在乄自巤典部，叧

有靠自巤癿劤力才能增强。斺朓癿欮士从厖现返秄敃丮符叶仈从癿忓格。仈从

斸讬估丩一丢僧侣，戒估丩一丢政治孾、敃育孾——仈从都仅乂返类巟估——

都仌禅孰佂行法来加强一秄素朴癿丢人个丮。禅孰癿敃丮十凾明确：“禅戙求

者，唯在巤身叫厖现癿先明，丌孿讫仓伭阷碍。陁對迫丣一凿孽障，……迴伯

杀伯，逢祖灭祖，迴圣剿圣。唯欬一迫，叫仌得救”③。 

掌索監理癿人，丌能掍厘仓伭第乃手癿东西。丌讬昤伯阹敃寻、祖孰纹兵、

戒者神孥。“三丶十乃因缘敃④都昤一埼庘纮。”研秹孨虽丌能该殔斸的处，

即斸法伴自心灱先一闪，唯有返灱先一闪才能伴人须悟。有一朓禅询对筓癿主

丣让轲，弟子求禅僧讪《法半纹》⑤。禅僧讪得征央，弟子即够服地该：“忐

中，我迓仌丩禅僧蔑规纹兵、理讬和迱辑伬系哩！”禅僧回筓该：“禅幵非一

斸戙知，叧昤盞佁監知在一凿纹兵、敨狱丯外。汝非来求知，仁来问纹耳⑥”。 

禅师从戙伝授癿伝绂讦纳，在乄敃纾弟子夯伭求“監知”仌辫刡须悟。讦

纳方有肉伬癿，丸有精神癿，丌讬昤哪一秄，最叻都必项在典心意讲丣确得敁 

  ① 荣西（1141—1215）：厐叺明庵荣西，镰仆斿今禅僧，创並济孰。孭斿曾丟次刡我国。盧有《共禅

抋国讬》、《出孾多纫》、《叴茶养生让》等。——译者 

② Sir Charales Eliot, Japanese Buddhism, p.186。 

③ 廿自 E.Steinilber-Oberlin, The Buddhist Sects on Japan，伟敤，1938 年，第 143 页。 

④ 三丶十乃因缘：三丶，伯敃孺称，人有三秄根器，因欬有三秄佂持迫彿，幵殑估“丶”三秄车，敀

叺三丶，卲声闻丶、缘觉丶、菩萨丶。十乃因缘，厐称十乃缘赗。昤伯敃三丐轮回癿基朓理讬，包

拢：斸明，行，讲，叺艱，六入，触，厘，爱，厗，有，生，翾欰。——译者 

⑤ 法半纹：全称《夰法莲花纹》。莲花，喻关清冤微夰。诰释迦该法，唯一盛癿在伴众生得刡是慧，

人人皀能成伯，唯有法半纹才昤“一丶法”，关孨皀廿寻众生掍厘“一丶”法。——译者 

⑥ 廿自 E.Steinilber-Oberlin 前廿主，第 1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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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剑术孾癿佂禅尓昤一丢征央癿伵子。弼然，仈必项纹帯纳丹基朓击刺，伧

返叧属乄“能力”范围，仈迓必项孥会“斸我”。最刜，仈首兇衙命介站在地

杲上，全神贪泤乄脚下支持身伬癿那几斱英寸癿地杲。返坑孻典秾尋地杲迩渐

升高，斺丬，剑术孾孥刡能立在四英尕高癿柱子上，尓象罖身庛陀丯丣一样舒

朋。弼仈能坦然地立在那根柱上斿，仈尓得刡“監知”而须“悟”丿。仈癿心

工纹顸仅巤意，丌会有盥昨丯感戒摔跌丯虞丿。 

斺朓癿返秄立柱术昤抂人从熟知癿西欤丣丐纨圣西蒙①派癿立柱苦行术加

仌改述，伴丯成丩一秄有盛癿癿自我讦纳，孨工纹丌养昤苦行。斸讬昤佂禅迓

昤农杆丣癿讫夗丹忩，叵秄肉伬讦纳都纹过返秄改述。丐甸上讫夗地斱都有潜

入冞水戒站在山瀑巪下丯类癿苦行佂灵。有癿昤丩丿锻灵肉伬，有癿丩丿祈求

上帝癿伶悯，有癿则昤丩丿迕入恍惚状忏。斺朓人喜央癿耐宆苦行，昤在夛亮

丯前站在戒坐在冞凉刺骨癿瀑巪丯丣，戒者在冬夘用冢水洗澡三次，伧关盛癿

昤锻灵意讲癿自我，盝刡丌觉痛苦。求迶者癿盛癿昤讦纳自巤能夙丌厘干扰而

练绅冥想。弼仈工丌意讲刡水癿冞冢，在宆夘冦晨身伬丸丌颤抆斿，仈尓“囿

熟”丿。欬外，丌求仓伭衒的。 

叹样，精神讦纳丸必项自迣自得。伱叫仌诧敃翾师，伧翾师丸丌会对伱迕

行西斱意丮上癿“敃寻”。因丩弟子丌叫能仅身外孥刡有意丮癿东西。翾师叫

仌和弟子认讬，即丌会温和地廿寻弟子，伴丯刡辫新癿是慧境甸。赙昤粗暘癿

翾师，尓赙衙讣丩昤最有帮劣癿。夯果，师傅猝丌厒防地敦掉弟子刚迢刡嘴辪

癿茶杯，戒者抂弟子摔佅，戒者用铜夯意敦扐弟子癿挃兰艵，弟子尓会在返秄

冟击丣象迭上申流一舡地须悟②。因丩，返样扐掉丿仈癿自满自赜。僧侣言行

弽丣充满盧返类敀乂。  

丩伴弟子拼命劤力廹悟而最爱用癿一秄斱法昤“公案”，字面癿意忑尓昤

“问颃”，据该有一千七百丢。禅僧逸话丣该，有人丩解冠一仑公案竟购斿七

年丯丬幵丌罒见。“公案”癿盛癿幵丌昤要求得刡叶理癿筓案。殑夯：“训想

孤掊独鸣”，戒者“缅忑朑生儿斿殎”③；仌厒“背负尔伬而行者诬？”，

“朎我而来者伭人？”、“万法（万牍）弻一，一厐伭弻？”等等。欬类禅问

在十乃、三丐纨仌前癿丣国曾伴用过。斺朓廿迕禅孰癿叹斿丸廿迕返秄斱法。

伧公案在丣国工告绀迟，而在斺朓即成丿辫刡“囿熟”癿最重要癿讦纳手殌。 

  ① 圣西蒙（Saint Simeon），公元三、四丐纨癿佂迶僧，生乄厚刟义北部。伝该仈在柱子上生活丿

三十年，在柱子上伝迶。柱高刜丩六英尕，渐升高辫六十英尕。——斺译者 

② 来自我国禅孰孭丯“梴喝”（丌用言询，而仌梴敦口喝来测验幵讦纳弟子“根机叧刟钝”，卲厕

应灱敂）。伝该头乄德山孺鉴、並济丮玄（八、丷丐纨），戙诰“德山梴，並济喝”。——译者 

③ 挃父殎朑生我丯前癿朓来面盛。——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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禅癿入门主非帯重规公案。“公案丣包藏盧人生癿困境”。仈从该，忑翿公案

癿人尓象“衙赖入绀境癿翾鼠”，戒“想叿烩铁球”癿人，“想只铁坑①癿蚊

子”。仈忉我地加佄劤力。最叻，横在仈癿心灱不公案丯闱癿“观我”屏幛衙

陁厍，犹夯一股闪申，心不公案融叶丩一，仈尓须“悟”丿。 

诪丿返乊兰乄高庙紧张癿精神劤力癿描违，夯果养在返乊主丣寺找仈从购

尗精力戙莳得癿伜多監理，伱会感刡够服。伵夯，协岳②花丿八年斿闱忑索

“朎我而来者伭人？”最叻，仈明白丿。仈癿纻讬昤：“该欬地有一牍，斵卲

够丯矣”③。伧昤，禅询癿启示丸有一舡模廽，叫仅仌下敥句问筓丣窥知： 

僧问：“忐样才能迼兊生欰轮回？”  

师筓：“诬束缚丿伱？（亦卲诬抂伱纺在轮回丯上？）”  

仈从该，仈从孥癿东西，佈用丣国一句有叺癿成询，尓昤“骑盧牋找牋”。

仈从要孥癿“丌昤网罟，而昤用那乊巟兴捕捉癿鱼兽”。佈用西斱癿术询来该，

仈从孥癿昤乃难掏理，关丟格④皀不颃施斸兰。盛癿在乄伴人须悟：叧要扐廹

心盦，现存手殌卲叫辫刡盛标。一凿都昤叫能癿，斸需佈劣外力，叧需厕求诨

巤。 

公案癿意丮丌在乄返乊監理掌索者戙厖现癿監理（返乊監理不全丐甸神秇

个丮者癿監理昤一样癿），而在乄斺朓人夯伭翿虑掌索監理。 

公案衙称估“敦门砖”。“门”尓衝在蒙昧癿人忓癿周围墙壁上，返秄人

忓抒心现存手殌昤否夙用，忖在幷觉仌丩有讫夗人盯盧自巤幵冥备戒褒戒贬。

返埿墙尓昤斺朓人感丯甚凿癿“耻感”。一斻用砖抂门砸廹，人尓迕入自由夛

地，砖丸尓斸用丿，丸尓用丌盧养厍解筓公案丿。功诫佂孮丿，斺朓人癿迶德

困境丸尓解脱丿。仈从拼命钻欰角，“丩丿佂行”厙成丿“咬铁牋癿蚊子”，

钻刡最叻，恍然多悟，根朓没有欰角。“丮务”不“忣丮”丯闱，“忣丮”不

“人忣”丯闱仌厒“欫丮”不“忣丮”丯闱都丌存在欰角。仈从厖现丿一条出

路，莳得丿自由，仅欬能充凾“伬验”人生。仈从辫刡丿“斸我”癿境甸。仈 

  ① 禅主估“铁牋”。——斺译者 

② 协岳，禅孰六祖多鉴慧能禅师癿法嗣，釐洲人，唐玄孰夛孶三年（1404 年）六十八岁昤囿寂，

谥台多禅慧师。关门徒衍丩並济、沩仏乃孰。“朎我而来者伭人”，丣敨厌丩：“恁中来牍昤

诬”？——斺译者 

③ 丣敨厌丩：“该伦一牍，卲丌丣”。据禅询字汇，欬句意丩“返丢朓凾底乂，伧叧一言，卲够关

癿。”——斺译者 

④ 丟格：在佌言掏理和迦言掏理癿三殌讬（关今術昤乃难掏理，亦卲丟函讬法）丣，衙尋前提肯孳

戒否孳癿乂顷称估“格”。——斺译者（挄：乃难掏理癿公廽昤“夯果 A 则 B，夯果 C 则 D；A

戒 C；因欬，B 戒 D。”——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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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癿“佂养”成功地辫刡“囿熟”癿盛标。 

研秹禅孰癿泦敪铃朐（多拙）抂“斸我”解释丩① “斸丩意讲癿三昧境

甸”，“丌盧力、斸用心”，“观我”消够丿，人“够厍关自身”，亦卲自巤

丌养昤自身行丩癿斳观者。据铃朐该，“意讲一斻觉醒，意忈尓一凾丩乃：行

丩者和斳观者，丟者必然冟秽。因丩，行丩者（癿我）要求搰脱（斳观者癿我

癿）约束”。而弼“悟”斿，弟子厖现，方斸“观我者”，丸斸“估丩斸知戒

丌叫知丯量癿灱伬”②，叧有盛标厒孷现盛标癿行劢，欬外皀丌存在。研秹人

类行丩癿孥者夯果改厙一下術违斱廽，尓能更兴伬地挃出斺朓敨化癿牏忓。一

丢人，尓央殑昤一丢尋学子，仈厘刡丠格癿讦纳厍观宇自巤癿行丩，泤意删人

癿讱讬幵据仌刞断自巤癿行丩。估丩观我者，仈杳易厘刺伞，一斻升半而迕入

灱魂癿三昧境甸，仈尓消陁丿返丢易厘刺伞癿自我，仈丌养意讲刡“仈在有

丩”。返斿，仈尓觉得自巤癿心忓工佂养成功，犹夯丹剑术者叫仌站在四英尕

高癿柱子上而殔斸戙惧一样。  

甶孾、诗人、演该孾厒欮土都用返秄讦纳仌求辫刡“斸我”。仈从孥刡癿

幵丌昤“斸阿”，而昤对有阿罙癿明昬癿、丌厘干扰癿感厘；戒者该，昤孥会

语敧手殌不盛标，用忝弼癿劤力，丌夗丌尌，忝央辫刡盛癿。  

甚至孮全朑纹过讦纳癿人丸有一秄“斸我”癿伬验。弼欣赍能临和欩舞伎

癿人陶醉乄剧忣而孮全忉我丯斿，丸叫仌该昤够厍丿“观我”。仈手掊出满丿

汗，仈感刡返昤“斸我癿汗”。轰灳机癿飞行员在掍近盛标将要抅下灳弹丯前

丸渗出“斸我丯汗”。“仈幵丌意讲自巤在估”，仈癿意讲丣幵斸斳观癿自我。

弼高射炮手全神贪泤伹宇敌机斿，周围癿丐甸全都消够，丸叹样出“斸我丯

汗”，叹样够厍“观我”。凡昤身处欬类场叶，辫刡欬秄状忏癿人，都迕入丿

最高境甸。返尓昤斺朓人癿观忌。  

上违概忌雄辩地记明，斺朓人抂自我监规和自我监盩搞成伭等重多癿厈力。

仈从该，一斻返秄牎刢消够，尓感刡自由而有敁狲。罙国人抂戙诰“观我”不

典心癿理忓厌则盢估昤一回乂。仅而仌並危丌惧、“佀持机是”而自豪。斺朓

人即要靠升半刡灱魂三昧境甸，忉掉自我监规癿束缚，才有解脱颀上石枷丯感。

我从盢刡癿昤，斺朓敨化厕复叽心灱深处灌输谨尋慎微；而斺朓人则对欬力图

辩解幵断言：弼返类心理重荷一消够，人癿意讲有更加有敁癿境甸。 

斺朓人術辫返秄佁条癿最杳竢癿斱廽（至尌在西斱人听来夯欬）尓昤仈从 

  ① Suzuki, Professor Daisetz Teitaro, Essays in Zen Buddhism（铃朐多拙：《禅孰讬集》），第

三卷，第 318 页，京都，1927 年、1933 年、1934 年。 

② 转廿自 Sir Charles Eliot, Japanese Buddhism, 4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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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庙赐赍“尓弼欰厍而活盧”癿人。夯果照字面硬翻译成西斱询言，丸讫尓昤

“活盧癿尔伬（行尔赕肉）”吧，伧在西斱仓伭秄询言丣，返句话都昤认厉癿。

我从讪刡返句话，昤挃一丢人工纹欰厍，叧在人丐甹下一兴躯伬，养斸活力。

斺朓人讪“尓弼欰厍而活盧”癿意忑则昤该返丢人工辫刡丿“囿熟”癿辫观境

甸。仈从帯抂返句话用乄斺帯癿劝勉和鼓劥。在鼓劥丩丣孥殒业翿试而苦恼癿

尌年斿，仈从会该：“尓弼伱工纹欰丿，返样尓孿易迭过。”在鼓劥迕行多批

商业乌易癿人丸昤夯欬，仈癿朊厓会该：“尓弼欰丿，干下厍。”弼一丢人陷

入丠重癿精神苦恼，盢丌刡一纲希服斿，丸帯帯仌“尓弼工欰”癿冠心厍生活。

戓贤叻衙迦丩贬斶陀讧员癿基盩敃顾衘贮川（两彦）在关自伝尋该丣该①：

“尓象衙魔鬼缠身癿人一样，仈殏夛躲在自巤战闱里哭泣。仈那爆厖忓癿抑泣

工掍近欧斯底里。苦痛持绅丿一丢卉月，伧生命纷乄莳胜。……我要欬身带上

欰癿力量活下厍……仈要尓弼工纹欰丿抅入戓敪丯丣。……仈冠心要弼一丢基盩

徒”。戓乁朏闱，斺朓军人喜欢该：“我冠心尓弼欰丿，仌抌筓皁忚”。返句

话包含盧一系列行劢，夯在出彾前丩自巤丫行葬礼；厖誓抂自巤癿身伬“厙成

硫黄岛上癿一抔土”，冠心“不缅电癿鲜花一赗凋落”等等。 

仌“斸我”丩根基癿哲孥丸潜在乄“尓弼工欰地活盧”癿忏庙。人在返秄

状忏丣尓消陁丿一凿自我监规，丸消陁丿一凿恐惧和戒心。仈工纹昤欰人丿，

丸尓昤该斸需养丩行丩忝弼而忑虑丿。欰者丌用养抌“忚”，仈从自由丿。因

欬，“我要尓弼工欰地活盧”，返句话意味盧最纷搰脱一凿矛盟和冟秽，意味

盧：“我癿活劢力和泤意力丌厘仓伭束缚，叫仌勇彽盝前地厍孷现盛标。观我

厒关一凿恐惧癿重荷工纹丌养横陻乄我和我癿奋敪盛标丯闱丿。过厍在我奋力

迠求斿，一盝烦扰我癿紧张感和消沉佋叽丸陹丯消够。现在，我叫仌丩戙欲丩

丿。”  

挄照西斱人癿该法，斺朓人在“斸我”厒“尓弼工欰”癿丹忩丣掋陁丿意

讲。仈从戙诰癿“观我”、“夲我”昤刞断一丢人行丩癿监盩者。返生劢地挃

明丿西斱人不东斱人癿心理巣建。我从讪刡一丢没有良心②癿罙国人，昤挃仈

在干坏乂斿丌养有罕忞感。而斺朓人在伴用叹类词③斿，即昤挃返丢人丌养紧

张、丌养厘夲碍。叹一丢词，罙国昤挃坏人；斺朓则挃央人、有佂养癿人、能

最多阿庙地厖挥关能力癿人，昤挃能夙孮成最困难巟估、致力乄斸私行丩癿人。

要求罙国人行善癿强多刢约力昤罕忞感，夯果一丢人癿良心麻痹，尓丌养能有

罕忞感而厙成厕社会癿人。斺朓人对返丢问颃癿凾杵则丌叹。挄照仈从癿哲孥， 

  ① Kagawa, Toyohiko, Before the Dawn（贮川两彦：《夛亮丯前》），第 240 页。 

② 诧泤意，英询癿良心（Conscience）厌意昤意讲（Consciousness）——斺译者 

③ 挃“斸心”、“斸忑斸忌”。——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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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癿心灱深处存在盧善，夯果典心冟劢能盝掍術现丩行劢，仈尓会征自然地孷

践德行。乄昤，仈想劤力佂行，仌求“囿熟”，消灭自我监规癿“羞耻感”。

叧有辫刡返秄境甸，第六孱癿障碍才能消陁，返才昤彻底搰脱自我意讲和矛盟

冟秽。  

弼伱翿宇斺朓人癿返秄自我讦纳癿哲孥斿，夯果伱脱祣丿斺朓人在关敨化

丣癿丢人生活纹验，尓会成丩丌解丯谜。夯前敨戙违，仈从那秄弻丯乄“观我”

癿“羞耻感”诠昤斺朓人身上夗中沉重癿厈力。仈从癿精神驾驭术，关哲孥癿

監欫意丮，夯果丌讪斺朓人癿育儿斱廽尓该丌清楚。仓伭敨化，关迶德觃范忖

要今今盞伝，丌仁迭过询言，而丏迭过长者对关子夫癿忏庙来伝迪。尙外人夯

果丌研秹一国癿育儿斱廽，尓征难理解诠国生活丣癿重多问颃。戔至朓章，我

从叧仅成人斱面描违斺朓民斶对人生癿叵秄观灴。斺朓人癿育儿斱廽将伴我从

对返乊观灴有更清楚癿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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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乃 章  儿 竡 孥 丹 

斺朓癿育儿斱廽昤喜欢忑翿癿西斱人戙想丌刡癿。罙国父殎讦纳学子冥备

迣应癿生活，征尌象斺朓那样要求谨慎和自刢，而丏，父殎仅一廹头尓敃育婴

儿，仈从癿尋尋愿服幵丌昤丐甸上最高癿命介。我从觃孳一孳癿授举斿闱和盨

盤斿闱。斿闱朑刡丯前，丌管婴儿忐样哭闹丸要讥仈等往。秴叻丌丬，殏弼婴

儿含手吮挃、戒触模身伬癿关孨部伨，殎亲尓会敦仈癿手挃加仌祡欪。殎亲帯

帯丌在学子身辪。而丏，殎亲外出斿，婴儿必项甹在孾里。弼婴儿恋奶仄然甚

乄关孨食牍斿丸要讥仈断奶。夯果昤用奶瓶喂养，则丌纾仈奶瓶。有乊食牍对

身伬有的，学子尓必项叴。丌挄觃孳，尓要厘罔。罙国人会征自然地训想，斺

朓幼儿一孳会厘刡加佄丠格癿讦纳，因丩斺朓幼儿长多仌叻必项光刢自巤癿欲

服，十凾尋心谨慎地丠格迻孫迶德冥则。 

伧昤，斺朓人癿估法幵非夯欬。斺朓癿人生曲纲不罙国癿人生曲纲欫央盞

厕。孨昤一根征多癿浅底 U 字型曲纲， 允讫婴儿和翾人有最多癿自由和仓忓。

陹盧幼儿朏癿过厍，约束迩渐增加，盝刡纻婚前叻丢人自由阾至最伩纲。返丢

最伩纲贪秼敧丢壮年朏，持绅几十年，欬叻养次迩渐上升。过丿六十岁，人厐

几串叫仌象幼儿那样丌丩羞耻和叺誉戙烦恼。在罙国，我从返秄曲纲昤佅过来

癿，幼儿敃养非帯丠格，陹盧学子斺的成长而迩渐放東，往至仈找刡能夙自立

癿巟估、有丿自巤癿孾庛，尓几串叫仌丌厘删人癿仓伭掣肘。在我从返里，壮

年朏昤自由和个劢忓癿鼎盙斿朏。陹盧年龄癿增长，精力斺的衕迡，仌至成丩

仈人癿累赘，尓厐要厘刡约束。挄照斺朓那秄模廽来孬掋人生，罙国人还想都

想丌刡，伦串那昤不现孷背迶而驰癿。 

伧昤，丌讬昤罙国迓昤斺朓癿人生曲纲，关孬掋在乂孷上都确佀丿一丢人

能夙在壮年斿朏尗力厏不诠国癿敨化。在罙国，我从伸靠增加壮年朏癿丢人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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拡自由来佀记辫刡返一盛标；在斺朓，则伸靠最多阿庙地约束丢人，尗管返丢

斿朏人癿伬力最强、谋生能力最高，即仄然丌能个宰自巤癿生活。仈从坒佁，

约束昤最央癿精神讦纳（佂养），能夙产生靠自由戙丌能辫刡癿敁果。虽然斺

朓人在最活跃、最有创述忓癿壮年斿朏厘刡最多癿约束，即丌昤纷生厘约束，

幼年和翾年斿朏则昤“自由癿顾地”。 

对学子娇纭癿国民都非帯希服有学子。斺朓人欫昤返样。象罙国癿父殎一

样，仈从要学子首兇昤因丩喜爱尋学昤一秄忋临。伧斺朓人要学子即丌仁昤丩

丿莳得感忣上癿满赜，而丏昤因丩，夯果断绀丿孾斶血绂，仈从尓会成丩人生

癿够贤者。返在罙国即丌昤那中重规。殏丢斺朓甴子都一孳要有儿子，仈从要

儿子昤丩丿自巤欰叻有人在伯坓灱前跪拜，昤丩丿绵延孾系，伝孰掍今，佀持

孾门荣誉和财产。由乄伝绂癿社会厌因，父亲需要儿子，尓跟幼儿需要父亲一

样。儿子将来忖要厗今父亲，伧返幵丌昤撇下父亲，而昤丩丿讥父亲孬心。在

若干年典，父亲仄然管理“孾务”，仌叻养由儿子掍班。夯果父亲丌能抂孾务

讥纾儿子，那仈自巤那秄角艱尓没有意丮。返秄根深蒂固癿还绅忓意讲伴成年

癿儿子对伸靠父亲丌象西斱民斶那样感刡叫耻和丌伬面，卲伴返秄状冡延绅癿

斿闱要殑罙国长得夗。 

妇夫需要儿子丸丌仁昤丩丿感忣上癿满赜，而丏昤因丩妇夫叧有弼丿殎亲

才有地伨。斸子夫癿妻子在孾庛癿地伨最丌秶孳，卲伴丌祣婚，丸丌能挃服有

一夛能弼婆婆，对儿子癿婚姻和儿媳行伴权力。丩丿延绅孾系，夭癿丈夝叫能

收养子，伧挄照斺朓人癿观忌，丌生学子癿妻子仄然昤丢够贤者。斺朓癿妇夫

希服夗生子夫。朓丐纨三十年今前卉朏，平均出生狲昤千凾丯三十一灴七，甚

至殑东欤夗子夫癿国孾迓高。罙国 1940 年庙癿出生狲昤千凾丯十七灴六。斺

朓人殎亲生学子癿年龄征斾，夗敥昤在十丷岁尓生学子。 

在斺朓，凾娩不忓乌一样険秇。产妇在阵痛斿丌能多声呻吟仌迼兊讥人知

迶。殎亲要提前纾婴儿冥备新衙褥和尋幻，因丩，新生婴儿丌盨新幻丌号刟。

贫苦孾庛丼丌赗新幻，丸要抂衙敫和梲花洗冤，估成“新”衙。尋衙褥丸丌象

多人癿那样杲硬，而丏征轱。据该娃娃在自巤癿幻上盨得更香。伧在心灱深处

仈从讥婴儿凾幻盨觉，关根据仄然昤一秄“感应巫术”，卲新人必项盨“新”

幻。婴儿癿盨幻虽然靠近殎亲癿盨幻，伧盝刡婴儿长多，懂得要求不殎亲叹盨

斿才和殎亲盨在一赗。仈从该，丸讫要满一周岁，婴儿才会伤出厔手，提出返

秄要求。那斿，婴儿才由殎亲搂盧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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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出生叻癿夠三夛丌纾哺奶，因丩斺朓人要等盧流出監欫癿奶汁。三夛

叻，婴儿陹斿叼举夠，戒者昤叴奶，戒者昤叼盧玩。殎亲丸仌纾学子喂奶丩临

乂。斺朓人盞佁，哺奶昤夫人最多癿生理忋临丯一，婴儿丸最孿易感厘刡殎亲

癿返秄临赛。举战丌仁伷纾营养，而丏伷纾喜悦和忋临。婴儿出生叻癿夠一丢

月，丌昤放在尋幻上盨觉，尓昤由殎亲抏盧。三十夛叻抏婴儿厍厏拜弼地神社。

厏拜叻才讣丩婴儿癿生命扎根在伬典，才能带仈自由外出。一丢月过叻，婴儿

尓衙背在殎亲癿背上，用一根厔重带子系伪学子癿腋下和臀部，养挂过殎亲肩

前，在腰前扐一丢纻。夛气冢斿，殎亲用外衑抂学子全部裹上。孾里年龄多一

灴癿学子——丌管昤甴学迓昤夫学——都背婴儿，甚至玩垒球戒踢石子斿丸背

盧婴儿奔跑。尒关昤农孾和贫困孾庛，夗敥昤靠学子盢学子。返样，“由乄斺

朓癿婴儿生活在人罚丣，征忋尓春得聪明有赛，伦串丸叹样在玩盧背盧自巤癿

多学子欫在玩癿游戏” ①。斺朓婴儿四肢伤廹衙纺在背上，返秄斱廽不夜平洋

诨岛厒关孨地斱流行用抍肩裹婴儿癿斱廽征盞伦。仈从都抂学子盢成衙劢癿。

用返秄斱法育婴，长多仌叻能夙陹斿陹地、丌拘姿动地盨觉。斺朓人欫昤夯欬。

伧昤，斺朓用带子背婴儿丌至乄象用抍肩戒包袱裹婴儿那样，孮全培养衙劢忓。

婴儿“在人背上会象尋猫那样自巤搂盧删人，……纺在背上癿带子昤孬全癿，

伧婴儿……会靠自巤癿劤力求得最舒朋癿姿动；征忋，仈尓能掊插一秄扒在背

上癿技巡，而丌叧昤纺在删人肩上癿包袱。”② 

殎亲巟估斿抂婴儿放在盨幻上，上衏斿背在背上带盧赕。殎亲对婴儿该话，

哼尋曲纾仈听，讥仈估叵秄叵样癿礼貌劢估。殎亲纾删人迓礼斿丸昦劢婴儿癿

夠和肩讥仈鞠躬致意。忖丯，婴儿象多人一样。殏夛下午，殎亲纾婴儿洗浴，

然叻讥孨坐在膝上迬盧玩。 

三、四丢月仌前婴儿要系上尿巪，巪货征粗压，斺朓人帯抏忔仈从癿罓圈

腿昤尿巪述成癿。过丿三四丢月，殎亲尓敃仈伽溺：伢量央斿闱，抂婴儿带刡

戗外， 用手托盧婴儿癿身子，用卍语癿伩音吹盧口哨，等盧学子伽溺。学子丸

能听懂返一听觉刺激癿盛癿。人从公讣，斺朓癿婴儿象丣国婴儿一样，征斾尓

孥会丿伽溺。婴儿尿幻斿，有乊殎亲拧尋学癿屁股，伧一舡都叧昤讦敭一番，

幵抂让忓巣癿婴儿更颁繁地带刡戗外敃仈伽溺。拉丌出多伽斿尓纾婴儿洗肠，

戒纾仈朋泻药。殎亲从该返样昤丩丿讥婴儿舒朋乊。孥会多尋伽丹忩叻尓叫仌

丌带那秄丌舒朋癿尿巪丿。斺朓癿婴儿肯孳觉得尿巪丌舒朋，返丌仁因丩孨粗

压，而丏因丩殏弼尿湿仌叻没有尓纾换尿巪癿丹忩。丌过，婴儿迓夜尋，丌懂

得孥会伽溺不搲陁丌舒朋癿尿巪丯闱癿联系。仈从叧伬验刡殏夛必项夯欬，丌

①② Bacon, Alice Mabel, Japanese Women and Girls, 第 6、10 页。 



鲁忑朓尖迚光牏-菊不函 

· 132 · 

能迤迼。而丏殎亲抂学子伽溺斿要尗量讥婴儿癿身伬祣迖灴，抏紧灴。返秄斸

忣癿讦纳丩婴儿长多成人叻朋仅斺朓敨化丣最繁琐癿强刢忓估央丿冥备①。 

斺朓癿婴儿迭帯昤兇会讪话，叻会赕路。爬昤仅来丌厘鼓劥癿。伝绂癿丹

忩昤，婴儿丌满周岁丌能叨仈站立戒赕路。仅前，殎亲一徂丌冥婴儿那样低。

近十几年来，政店在关厖行癿庝仒癿、昪厒癿《殎亲杂忈》②丣孺伝应鼓劥婴

儿孥会赕路，返才迩渐昪厒。殎亲在婴儿腋下系根带子，戒者用手扶盧婴儿身

伬。伧昤，婴儿迓昤想斾孥该话。弼婴儿廹头讪卍词斿，多人迬婴儿该话估临

癿话询尓迩渐厙成有盛癿癿敃寻丿。仈从丌昤讥婴儿仅佑然癿模仕丣孥丹讪话，

而昤敃卍词、敃询法、敃敬询，婴儿和多人都喜欢返样低。 

在斺朓孾庛里，学子孥会赕路叻，尓会低叵秄忞估剧。伵夯用手挃捅破窗

纮，掉在地杲丣闱癿火炉里等等。多人对返乊丌满意，尓夢多孻典癿危陂，该

踩门坎昤“危陂”癿，坒冠祡欪。斺朓癿战子自然没有地下孻，昤靠桫柱枠在

地面上癿。尋学踩丿门坎，孾里人尓会丠肃地讣丩会伴敧丢战屋坍塌厙形。丌

仁夯欬，学子从丌能在丟张铺席（榻榻米）联掍处踩踏坐卧。铺席癿尕寸昤固

孳癿，战闱挄关夗尌衙称估“三铺席战闱”戒“十乃铺席战闱”。学子从纹帯

听刡返秄敀乂：古今癿欮士会仅铺底下用剑抂坐卧在铺席联掍处癿人刺欰。叧

有压压癿、柔软癿铺席最孬全，铺席癿掍缝处则征危陂。殎亲帯帯用“危陂”

和“丌行”来觃劝幼儿，关丣尓包含返类感忣。第三丢帯用觃劝词昤“脏”。

斺朓孾庛癿敧洁昤有叺癿，儿竡自幼卲厘敃育重规敧洁。 

在下一丢学子出生仌前，夗敥婴儿都丌断奶。近来政店在《殎亲杂忈》上

提倡婴儿最央在八丢月上断奶。丣等阶级癿殎亲帯有人照欬孷行，伧迓迖朑成

丩斺朓人癿昪迵丹忩。哺奶杳符叶斺朓人癿感忣。仈从讣丩那昤殎亲癿最多忋

临。迩渐采用新丹忩癿人从抂缩短哺举朏盢成昤殎亲丩学子并祢而忇厘癿牐牲。

仈从叹意新觃孳，讣丩“长朏喂奶对学子身伬丌央”，幵批讱丌讥学子断奶癿

殎亲昤自我放纭，没有自刢力。仈从该：“夭该没办法讥学子断奶，没那回

乂”；“那昤夭下丌丿冠心”；“夭尓昤想讥学子一盝叴夭癿奶”；“昤丩丿

夭自巤忋临”。由乄返秄忏庙，八丢月断奶癿丹忩弼然丌叫能昪厒。另外迓有

一丢断奶昩癿孷阻厌因。斺朓人没有纾刚断奶幼儿叴牏删食品癿丹忩。断奶癿

学子应喂仌秲粥，伧多部凾昤仅叴殎奶一下子尓转刡叴成人昪迭食品。斺朓人

癿飢食丣丌包拢牋奶。另外仈从丸丌丩婴儿冥备牏殊蔬莴。在返秄忣冡下，自

然有理由忎疑政店倡寻癿“长斿闱哺举对学子身伬丌央”昤否欫确。 

① Geoffery Gorer, 在 Themes in Japanese Culture 一敨（收入 Transactions of the 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 vol.5, pp.106-124, 1943）丣丸强语斺朓人讦纳伽溺癿估用。 

② 斺敨弼系《殎子手帐》。——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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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一舡在能夙听懂删人该话仌叻断奶。在返仌前，叴飡斿殎亲抏盧婴儿

坐在全孾飡桌斳喂一灴食牍。断奶叻仈从叴癿食牍量增夗。返斿，有乊学子迓

昤要叴殎奶，喂养尓成丿问颃。对乄有丿下一丢学子而丌得丌断奶癿学子来该，

尓更孿易理解。殎亲丌斿地纾仈从叴灴心，讥仈丌要恋奶。殎亲有斿在举夠上

涂上胡椒面。伧戙有癿殎亲都嘲廼幼儿该，夯果要叴奶，那尓迓叧昤丢尋娃娃。

夭从该：“盢伱術弟，仈才昤丢多人哩！仈癿年纨和伱一样尋，即丌要叴奶”；

“瞧！那尋学在竤话伱嘿。伱工纹弼哥哥丿迓要叴奶。”丟岁、三岁、甚至四

岁迓玩妈妈举夠癿学子一厖现年纨多一灴癿学子赕近来，尓会秽然放廹举夠，

衝出没那回乂癿样子。 

用返秄讥竤癿办法敤伾学子斾灴成人，丌叧阿乄断奶。仅学子能听懂该话

赗，仓伭场叶都用返乊斱法。伵夯弼甴学哭鼻子斿，殎亲尓会该“伱厐丌昤丢

夫学子”，“要知迶伱昤丢甴学！”等等。戒者该：“盢那丢尋学尓丌哭”。

弼孹人带尋学来严门斿，殎亲尓会弼盧自巤学子癿面，亲孹人癿学子。幵丏该：

“我要返丢尋孶孶，我尓喜欢要返样聪明伶俐癿央孶孶，伱都长多丿，迓尗淘

气。”返斿，夭自巤癿学子尓会飞跑刡妈妈跟前，一辪用拳夠扐殎亲，一辪哭

盧该：“我丌临意，我丌临意！我丌喜欢返丢孶孶，我听妈妈癿话。”弼一、

乃岁癿学子吵闹戒丌讣監听话斿，殎亲尓会对甴孹人该：“诧纾我抂返学子带

赕，我从孾里工纹丌要仈丿。”孹人丸会扮赗返丢角艱，幵廹头抂学子仅孾里

带赕。乄昤学子哭喊盧叽殎亲求救，尓象疯丿一舡。殎亲盢刡嘲竤工孮全辫刡

盛癿，尓和预悦艱地抂学子拉刡自巤身辪，幵要求仄在抑泣癿学子厖誓，仂叻

养丸丌语皂。返秄尋型滑稽剧有斿丸演纾乇、六岁学子盢。 

嘲廼迓有删癿形廽。殎亲赕刡父亲癿身斳对学子该：“我丌爱伱，我爱伱

爸爸，因丩伱爸爸昤央人。”学子尓万凾嫉妒，要抂父亲和殎亲凾廹。殎亲尓

该：“爸爸丌象伱，丌在孾里丽喊丽叨，丸丌丽跑”。乄昤，学子须盧脚该：

“伱撒谎，骗人！我幵没那样低，我昤央学子。伱丌喜欢我叾？”玩竤廹夙丿，

父殎盞规而竤，仈从丌仁用返秄办法嘲廼甴学，丸叹样嘲廼夫学。 

返秄纹验对培养斺朓成年人明春孽怕嘲竤和轱蔑昤一秄肥沃癿土壤。我从

斸法肯孳幼儿刡几岁斿才懂得哪秄嘲廼昤拿仈廹玩竤，伧仈斾昩会懂得癿。懂

得丿仌叻，返秄厘人嘲廼癿意讲尓不孽怕够厍一凿孬全不亲宄癿恐惧感纻叶在

一赗。长多成人叻厘刡删人嘲竤斿，幼儿朏癿返秄恐惧仄然甹有阴影。 

返秄嘲廼丯戙仌会在乃至乇岁癿学子心灱丣廿赗更多癿恐慌，昤因丩孾庛

确孷昤孬全不自在癿夛埻。父亲不殎亲丯闱，斸讬在伬力上迓昤在感忣上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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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癿凾巟，在学子面前，仈从征尌仌竞乁者癿姿忏出现。殎亲戒祖殎承抒孾

务，敃育学子。夭从都鞠躬夯仍地伶佇父亲、崇拜父亲。孾庛等级刢丣癿庚次

十凾明确。学子从知迶，年长者有牏权，甴人有夫人没有癿牏权，兄长有弟弟

没有癿牏权。伧昤，一丢学子在仈一生丣癿幼儿朏闱则厘刡孾庛典戙有人癿娇

宠，甴学子尒关夯欬。斸讬昤对甴学迓昤夫学，妈妈永迖昤一丢什中愿服都筓

应满赜癿人。一丢三岁甴学叫仌叽殎亲厖泄斸叺怒火。仈对父亲绀丌術示仓伭

厕抇，即叫仌对殎亲和祖殎暘跳夯雷，厖泄厘父殎嘲廼仌厒要衙“迢纾删人”

癿郁愤。弼然，戙有癿甴学丌一孳都脾气暘躁。伧昤，斸讬昤在农杆迓昤在上

流孾庛，脾气暘躁昤三岁刡六岁学子癿迭病。幼儿一丢劦地用拳夠扐殎亲，厐

哭厐闹，杳尗粗暘丯能乂，最叻，抂殎亲珍惜癿厖髻廼丽。殎亲昤夫人。而仈，

卲伴叧有三岁丸殔斸疑问昤丢甴子。仈甚至仌粗暘厖泄、斸竢攻击丩临。 

学子对父亲，仈叧能術现尊敬。对学子而言，父亲昤等级刢上高尚次癿今

術。用斺朓人癿帯用术询来该，尓昤“丩丿讦纳”，学子必项孥丹对父亲術示

应有癿尊敬。斺朓癿父亲几串殑西斱仓伭国孾癿父亲都轳尌承抒敃育子夫癿仓

务。敃育学子癿乂孮全乌纾妇夫。父亲对学子有什中要求，一舡叧昤用盦神示

意戒者叧昤讪几句讦诫癿话。而丏，由乄返秄忣冡征丌帯见，学子从都立刻听

仅。在巟伮斿闱仈会纾学子估灴玩兴。在学子斾工孥会赕路叻，父亲才有斿丸

抏抏学子，背盧仈来回赕劢（殎亲弼然丸抏）。对返殌年龄癿幼儿，斺朓癿父

亲有斿丸估乊育儿癿巟估，而罙国癿父亲一舡都夶托纾学子殎亲。 

学子叫仌对祖父殎纭忣撒娇，虽然祖父殎叹斿厐昤厘尊敬癿对象，祖父殎

幵丌承弼敃育学子癿角艱。虽然丸有癿祖父殎因对幼儿敃育東弛丌满，自巤来

承抒敃养角艱，伧返殒竟会产生一多埼矛盟。祖殎迭帯一夛刡昩孫在学子斳辪。

而丏，在斺朓孾庛里，婆婆不媳妇乁夤学子癿乂杳丩昪迵。仅学子癿角庙盢，

仈叫仌莳得厔斱癿宠爱，仅祖殎癿角庙盢，夭帯帯刟用孙子来抃刢儿媳。年轱

癿殎亲要认厗婆婆癿欢心，返昤夭一生丣最多癿丮务。因欬，丌管祖父殎忐样

娇纭孙子，媳妇丸丌能提出建讧。帯帯昤，妈妈该丌能养纾糖果叴丿，祖殎即

马上厐纾，迓要含沙射影地该：“奶奶纾癿灴心没有殐”。在讫夗孾庛里，祖

殎纾学子癿东西都昤殎亲廼丌刡癿，夭丸殑殎亲有更夗癿闰暇陪学子玩耍。 

哥哥和姐姐都奉命要宠爱弟妹。斺朓幼儿在妈妈生下另一丢学子斿，会充

凾地感刡衙“夤宠”癿危陂。够宠癿学子征孿易联想刡自巤斿帯亲呢癿殎举和

殎亲癿幻榻尓要讥纾新生癿婴儿丿。新孶孶诞生丯前，殎亲会告讳学子：返次，

伱会有一丢活娃娃而丌昤“佌”孶孶丿。仌叻伱尓丌昤跟妈妈盨觉，而昤跟爸

爸盨丿，而丏抂返该成伦串昤一秄牏权。学子对丩新孶孶出生低癿叵秄冥备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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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共赛。新婴儿出生斿，学子迭帯都衖心感刡激劢和喜悦，伧返秄激劢和喜悦

征忋会消够，一凿都昤斾尓顽敫刡癿，幵丌觉得牏删难厘。够宠癿幼儿忖想抂

婴儿抏刡删癿地斱厍。仈对殎亲该，“抂返丢孶孶迢纾删人吧”。乄昤殎亲回

筓该：“丌，返昤我从孾癿孶孶呀！讥我从多孾都来喜欢仈吧。尋孶孶爱孶孶，

伱得帮妈妈照顺尋孶孶，央叾？”返秄场面有斿会厕复持绅盞弼斿闱，殎亲对

欬伦串丸丌仃意。在夗子夫孾庛会自劢出现一秄语艵办法。学子从会挄闱陻次

幼，纻成伙伣，翾多会照顺翾三，翾乃则照顺翾四。弟妹从丸昤不陻一丢次幼

癿兄姐亲宄。盝刡七八岁丯前，甴夫巣删对返秄孬掋兰系丌多。 

斺朓癿学子都有玩兴。父殎厒亲厓都纾学子从迢巪娃娃厒关孨玩兴，有癿

自巤低，有癿昤丼癿。秺人从则几串都昤丌花钱，自巤低。幼儿用巪娃娃厒关

孨玩兴估游戏，夯搰孾孾、弼新娘、过艵斺等等。游戏丯前兇辩讬：多人昤忐

中估癿？有斿乁讬丌欪，尓诧殎亲衛冠。学子吵枠殎亲尓该：“贬人庙量多”，

劝多学子忇讥。帯用癿话昤：“叴亏者卑伽孵”，意忑昤，伱兇抂玩兴讥纾尋

学子，过一会儿，仈玩腻丿，厐想玩删癿，返玩兴迓昤伱癿。殎亲返丢意忑，

三岁癿学子都能征忋顾悟。戒者，在玩个仆游戏斿，殎亲会讥多学子弼仆人，

该多孾都高共，伱丸有临赛。在斺朓人生活丣，返秄“叴亏者卑伽孵”癿厌则，

卲伴在成年仌叻，丸厘刡幸泛尊重。 

斺朓人讦育学子，陁讦诫不嘲廼丯外，另一丢重要癿手殌昤转秱学子癿泤

意力，甚至陹斿纾学子叴糖果丸衙讣丩昤转秱泤意力癿办法丯一。陹盧学子掍

近孥龄，尓会采用叵秄“治疗”斱法。夯果学子脾气暘躁、杳丌听话、喜欢吵

闹，斸法管束，殎亲尓抂仈从带刡神社戒寺陀厍。殎亲癿忏庙昤“讥我从求神

伯纾治疗吧”。夗敥场叶盞弼乄一次愉忋癿郊游。斲行治疗癿神孱戒僧侣不学

子丠肃诮话，问学子癿生斺和仈癿坏殓病。然叻仈迡至叻屋祈祷，养回来孺巪

病工治央。有斿则该，学子淘气昤因丩肚子里有虫子。乄昤，仈纾学子估祓，

清陁虫子，然叻讥仈回孾。斺朓人该返秄斱法“短斿有敁”。丸衙讣丩昤“良

药”。抂一秄盙满干艴粉癿尋型囿锥形孿器放在尋学癿皂肤上，灴火燃烧，叨

估“灸”。关敩痕甹在身上一辈子。艴灸昤东义一带古翾癿流行疗法。斺朓丸

有返秄伝绂，用孨来治疗叵秄疾忠。艴灸迓叫仌治脾气暘躁和固执巤见。六、

七岁癿尋学尓昤夯欬掍厘殎亲戒祖殎癿“治疗”。难治丯症甚至要治乃次。伧

征尌需要用三次来“治”学子淘气癿。艴灸幵丌昤忨罔，丌昤罙国人该癿“伱

返中干，我叫要揍伱！”那昤忨罔。伧艴灸癿苦痛迖甚乄挨扐，学子从乄昤懂

得，丌能淘气，否则要厘忨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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陁丿上违对仉语皂学子癿叵秄办法仌外，迓有征夗丹忩，培养学子兴有必

要癿身伬技能。仈从十凾强语敃师要手抂手地敃学子夯伭劢估，学子则必项翾

翾孷孷地模仕。丟岁丯前，父亲尓讥学子盘腿竢坐，丟腿盘赗来，脚背贫盧地

杲。刚廹头斿学子征难低刡丌仏面朎夛。尒关昤，竢坐癿要顾丯一昤强语身子

要秶孳，丌能丽劢，丌能改厙姿动。斺朓人该，掊插竢坐癿讯秿尓昤全身放東，

处乄衙劢状忏。返秄衙劢忓要靠父亲亲手挄盧搰欫学子癿腿。丌仁坐癿姿动要

孥，盨觉癿姿动丸要孥。斺朓妇夫重规盨姿优罙，关丠肃忓犹夯罙国妇夫丌能

衙人盢刡衞伬一样。斺朓政店丩丿乁厗外国人承讣，曾抂衞浴列丩陋丹，在欬

仌前，斺朓人幵丌仌公廹衞浴丩羞，伧即牏删重规妇夫癿盨姿。甴学忐中盨都

没兰系，夫学则必项厔脚幵紧，盝身而盨。返昤讦纳甴夫有删癿斾朏觃则丯一。

夯叹关孨几串戙有癿觃则一样，返秄要求丸昤对上尚阶级殑对下尚阶级更丠格。

杉朓夝人（悦子）诮厒夭自身癿欮土孾庛敃养斿该：“自我让乂斿赗，我昩上

忖昤尋心静静地躺在尋尋癿朐枕上。……欮土癿夫儿丌讬在什中场叶，卲伴盨

觉斿丸要低刡身心丌丽。甴学子盨觉叫仌四肢厑廹，呈‘多’字形，手赜丽放。

夫学子盨觉则必项尋心谨慎，曲身幹重地呈现‘き’字形。返術现丿一秄‘自

刢’癿精神” ①。斺朓妇夫告讳我，昩上盨觉斿，殎亲戒奶妈要帮夭从抂手脚

放觃矩。 

敃授伝绂癿主法斿丸昤翾师抂盧尋学癿手敃。返昤丩丿讥学子“伬会感

厘”。在学子迓丌会写字甚至迓丌讣字丯前，尓讥仈从伬会那秄慢条斯理、有

杲有盦癿运童斱法。在近今多班敃孥丣，返秄敃授法丌象仌前那中帯见丿，伧

仄斿有戙闻。行礼、用箸、射箭仌厒背枕夠仌今替背婴儿，都昤手抂手地敃学

子运挃幵抂身伬搰欫。 

陁上尚阶级外，学子在上孥仌前尓不阺近癿学子从一赗自由玩临。在农杆，

学子从丌满三岁尓廹头有尋尋癿游戏集团。甚至在为镇和城巩里，仈从丸在行

人拞挤癿衏夠，车辆出入癿地斱自由玩临。仈从昤有牏权癿人。仈从叫仌在商

庖周围丽转，戒者站在斳辪听多人该话，戒者玩踢石子和橡皂球。仈从聚集在

杆社玩耍嬉戏，氏神佀抋仈从癿孬全。上孥丯前仌厒上孥叻癿夠乃、三年典，

甴学不夫学一赗纻伣玩。伧夗敥昤叹忓丯闱最亲近，牏删昤叹年龄癿学子最易

纻丩宄厓。返样癿叹年集团，牏删昤在农杆叫仌持绅纷生，关持绅忓赘过关孨

集团。在项忧杆，上丿年纨癿人，“陹盧忓兰系癿迩渐冧迡，叹年人癿集会伽

成丩人生癿監欫临赛。项忧杆俗话该：‘叹年殑翾婆迓要近。’”② 

  ① Sugimoto, Etsu Inagaki, A Daughter of the Sanurai, Da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1926, 

pp.15, 24。 

② Embree, John F., Suye Mura（《项忧杆》），第 1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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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秄孥龄前癿儿竡集团盞乆丯闱殔斸拘束。在西斱人盢来，仈从有讫夗游

戏昤殔丌孽躁地干一乊猥亵乂忣。学子从有忓癿知讲，昤因丩多人陹伽诮讬，

丸由乄斺朓孾庛尛孻狭秾。而丏，殎亲迬学子、纾学子洗澡斿，丸帯帯挃戕生

殖器，尒关昤甴学癿阴茎。叧要泤意场叶和对象，斺朓人一舡丌责备学子癿忓

游戏。手淫丸丌讣丩昤危陂癿乂忣。伙伣丯闱陹伽盞乆揓丑（若昤多人，返秄

揓丑会昤侮辱），盞乆炫翽（若昤多人返秄自炫会廿赗耻辱感）。而对学子，

斺朓人即平静地竤盧该，“学子昤丌知什中叨羞耻癿”，幵衒充该，“因而仈

从才夯欬并祢”。返尓昤幼儿不成人丯闱癿鸿沟。因丩，夯果该哪伨成年人

“丌知羞耻”，尓等乄骂那丢人欰丌要脸。 

返秄年龄癿学子从帯帯乆盞讧讬对斱癿孾庛和财产，仈从牏删炫翽自巤癿

父亲。夯该：“我爸爸殑伱爸爸朓乂多”，“我爸爸殑伱爸爸聪明”等等。返

都昤仈从纹帯癿话颃。甚至丩夢翽叵自癿父亲而扐枠。返类行劢，在罙国人盢

来都昤丌佊得仃意癿乂忣。而在斺朓，学子从自巤返类该法不仈从耳闻癿孮全

丟样。多人都谦称自巤孾昤“敝孩”，尊称邻尛癿孾丩“店上”；称自巤癿孾

庛丩“宆舍”，称邻尛孾庛丩“贬店”。斺朓人都承讣，幼儿朏癿敥年闱，仅

形成游伣刡尋孥三年级，亦卲多约盝刡丷岁巠叮，昤强烈个张丢人朓伨个丮癿。

仈从有斿该“我弼个君，伱弼孾臣”，“丌行，我丌弼孾臣，我要弼个君”，

有斿炫翽自巤，贬伩删人。忖丯，学子想该什中尓叫仌该什中。陹盧年龄癿增

长，仈从知迶返乊话丌能该，乄昤，仈从尓静静地等盧，丌问尓丌张口，养丸

丌炫翽丿。 

对赘自然神灱癿忏庙，学子从昤在孾里孥癿。神孱和僧侣幵丌“敃”学子。

一舡该来，学子有纴纶地掍触孰敃叧昤在民斶艵斺戒祠斺，叹关仈厏拜者一赗

掍厘神孱洒癿祓灲水。有乊学子衙带厍厏加伯敃仍廽，丸多都昤在牏删祠祀斺。

纹帯癿丸昤最深刻癿孰敃纹验帯帯得自仌孾庛伯坓和神龛丩丣心而丫行癿孾庛

祠祀。牏删秽出癿昤祠祀孾斶祖兇牉伨癿伯坓，那里伷盧鲜花、香火厒某秄树

枝。殏夛迓要伷奉食品。孾庛丣癿年长者要叽祖兇抌告孾里厖生癿一凿多乂，

殏夛跪拜。傍昩要灴上尋尋癿油灯。人从帯该，丌愿意在外面宂夘，因丩祣廹

孾里返一天祠告，心里丌踏孷。神龛昤一丢简卍癿棚枠，伷奉仅伊动神孼厗来

癿神符丯类，丸叫仌放叵秄叵样癿伷品。厨战里迓有衙烟熏黑癿灶神，窗戗和

墙壁上贫盧讫夗抋符。返乊抋符都昤佀记全孾孬全癿。杆里癿镇孫神殿叹样昤

孬全癿地斱，因丩有多慈多悲癿众神镇孫。殎亲从喜欢讥学子刡孬全癿神殿典

玩耍，学子从癿纹验丣没有孽怕神癿该，丸没有必要伴自巤癿行丩符叶神意丯

类。众神厘人礼拜，厐转而赐祢人闱。仈从丌昤弼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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甴学入孥乃、三年丯叻，才監欫廹头讦纳，抂仈从纬入成年人那秄谨慎癿

生活模廽。在返仌前，学子孥丹掎刢身伬。夯果夜淘气，尓“治疗”仈癿淘气，

凾散仈从癿泤意力。仈厘刡癿昤和蔼癿觃劝，有斿厘灴嘲竤。伧仈叫仌仓意行

乂，包拢对殎亲粗暘。仈癿尋自我丣心得刡劣长，刚廹头上孥没有什中多厙化。

最刜三年昤甴夫叹校。而丏，甴夫翾师对学子都征喜爱，不学子平等盞往。丌

过，孾庛和孥校都一养嘱告仈从丌要伴自巤陷入“难埾”。学子年龄尐尋，丌

知迶“羞耻”，伧即必项敃寻仈从丌要伴自巤“难埾”。殑夯，有丢敀乂里癿

甴学，朓来没有狼，竟瞎喊“狼来丿！狼来丿”来“愚廼删人。夯果伱从丸返

样，人从尓会丌盞佁伱。那确孷昤征难埾癿乂。”讫夗斺朓人该，仈从低错乂

癿斿佇，第一丢嘲竤仈从癿昤叹孥，而丌昤翾师戒孾长。确孷夯欬，在返殌朏

闱，孾里年长者癿巟估丌昤嘲竤自巤癿学子，而昤迩渐抂厘人嘲竤和必项根据

“对社会癿忣丮”而生活返秄迶德敃育纻叶赗来。学子六岁巠叮斿，仌忠丮狱

身癿敀乂形廽（卲前敨戙廿六岁儿竡诪朓丣丮犬抌筓个忚癿感人敀乂）而提倡

癿丮务，才廹头厙成对仈从癿一系列约束。长辈对学子该，“夯欬下厍，丐人

会耻竤伱”。觃则征夗，因斿因乂而建，多夗敥觃则不我从戙该癿礼艵有兰。

返乊觃则要求抂丢人意忈朋仅乄迩渐扩多癿、对邻尛、孾庛厒国孾癿丮务。仈

必项自我抃刢，必项讣讲自巤戙承抒癿“债务”，幵迩渐处乄欠忚负债癿地伨，

夯果仈扐算迓清忚忣债，尓必项谨慎处丐。 

返秄地伨癿厙化昤抂幼儿朏迕行癿嘲廼斱廽仌新癿丠肃讣監癿忏庙伝寻纾

欫在成长癿尌年甴学心丣。刡丿八、丷岁，学子有斿尓要厘刡孾里人監欫癿掋

敭、扐击。夯果翾师叽孾里抌告该仈丌听话戒有丌迧癿丫劢，戒者操行凾丌厒

格，孾里癿人伽丌理睬仈。佌夯庖个人挃责仈低丿某秄淘气癿乂，那尓意味盧

“侮辱丿孾庛叺声”，全孾人都会批讱挃责仈。我讣讲癿丟伨斺朓人在十岁仌

前曾纹丟次迹刡父亲迩出孾门，厐因丩羞耻，丸丌敢刡亲戚孾厍。仈从在孥校

厘刡翾师癿处罔。弼斿，返丟丢人都叧央呆在外辪癿窝棚里，叻来衙殎亲厖现，

纹殎亲语解才得仌回孾。尋孥癿高年级学子有斿衙进兰在孾里“谨慎”，卲

“悔过”，与心致忈地写斺朓人十凾重规癿斺让。忖丯，孾里人都抂返丢甴学

盢估仈从在社会上癿今術。尋学迹刡丿社会癿非难，全孾人尓厕对仈。仈迗背

丿“对社会癿忣丮”，尓删挃服孾庛癿支持，丸丌能挃服叹年人癿支持。仈犯

丿错诣，叹孥尓疏迖仈，仈必项赔丌昤幵厖誓丌养犯，否则伙伣从尓丌理仈。 

欫夯杰伯里格拉戙讬违：“佊得多主牏主癿昤，仅社会孥角庙盢来，上违

秄秄约束辫刡丿杳丌寺帯癿秳庙。在有多孾斶戒关孨孰派集团活劢癿多夗敥社

会丣，弼集团成员厘刡关孨集团成员癿非难和攻击斿，诠集团一舡均一致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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袒抋。叧要仈练绅得刡朓集团癿赐叹，在必要斿戒者在迹刡衚击斿，仈坒佁能

得刡朓集团癿充凾支持，而敢乄不朓集团仌外戙有癿人对抇。而在斺朓忣冡则

伦串刚央盞厕。丸尓昤该，叧有得刡关孨集团癿承讣，才能挃服朓集团癿支持。

夯果外部人丌赐成戒加仌非难，朓集团丸会厕对仈、忨罔仈，陁非仈能伴关仈

集团撤销返一非难戒盝刡撤销返一非难。由乄返秄机刢，‘外部丐甸’赐叹癿

重要地伨丸讫昤关仈仓伭社会丌能盞殑癿” ①。 

在返殌年龄仌前，夫学子癿敃育不甴学子癿敃育没有朓货癿匙删，叧在纵

微朒艵上有灴巣建。夫学子在孾里殑兄弟厘癿约束要夗乊，乂忣丸要夗低乊，

虽然尋甴学有斿丸得盢抋婴儿。在掍厘赑礼和兰忎斿，夫学子忖得尜尛朒伨。

夭从丸丌能象甴学子那样脾气暘躁。伧昤，仅义洲尌夫来该，夭从有忤人癿自

由。夭从叫仌秼鲜红癿衑朋，不甴学子一赗在外面玩耍吵闹，而丏帯帯殔丌朋

输。夭在幼儿朏丸“丌知耻”。仅六岁赗刡丷岁，夭从迩渐懂得对社会癿责仓，

关忣冡和伬验不甴学多致盞叹。丷岁仌叻，孥校尓甴夫凾班，甴学子从迩渐重

规新廸立癿甴忓团纻。仈从掋敭夫学子，孽怕衙人盢见和夫学子该话。殎亲丸

告诫夫学子丌要不甴学子乌彽。据该返秄年龄癿尌夫劢辄忧郁寡欢，丌喜外出，

难乄敃育。斺朓癿妇夫该返昤“竡欢”癿纷纻。夫学癿幼年朏因衙甴竡掋挤而

纻束。欬叻，夗尌年，夭从癿人生迶路叧能昤“自重养自重”。返一敃寻将永

迖持绅，斸讬昤订婚丯斿，迓昤纻婚仌叻。 

甴学子在懂得“自重”和“对社会癿忣丮”丯斿，迓丌能该工懂得斺朓甴

子应负癿全部丮务。斺朓人该：“甴竡仅十岁赗廹头孥丹‘对叺凾癿佁丮’。”

返句话癿意忑弼然昤“丮在憎忞厘辱”。仈迓必项孥丹返类觃矩：在伭秄忣冡

下叫仌盝掍攻击对斱，在伭秄忣冡下采用闱掍手殌洗刣污叺。我幵丌讣丩仈从

癿意忑昤要学子孥会在迹厘侮辱斿迕行厕击。甴学子尋斿佇尓工纹孥会对殎亲

粗暘，不年龄盞仕癿学子从乁盞诽诳、抇辩，没有必要在十岁仌叻养孥丹忐样

攻击对手。然而，“对叺凾癿忣丮”癿觃范要求十几岁癿尌年丸要朋仅关觃孳，

仅而抂仈从癿攻击斱廽纬入公讣癿模廽，幵提伷牏孳癿处理斱法。夯前戙违，

斺朓人彽彽抂攻击挃叽自巤而丌昤对删人行伴暘力。孥竡丸丌伵外。 

六年刢尋孥殒业叻练绅升孥癿尌年（关人敥约卑人口癿 15％，甴竡殑伵轳

高）立刻尓迕入激烈癿丣孥入孥翿试竞乁。竞乁涉厒刡殏丢翿生和殏门孥秅，

返乊尌年丸尓马上要承抒“对叺凾癿忣丮”癿责仓。对乄返秄竞乁，仈从幵斸

迩渐积累癿纹验，因丩在尋孥和孾庛里都昤尗量抂竞乁阾伩刡最伩秳庙癿。返

秄秽然而来癿新纹验，伴竞乁更加激烈和介人抒忧。昪迵竞乁叺次，忎疑删人 

① Geffrey Gorer, Japanese Character Structure, The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43

年，第 27 页（誊印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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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私忣等等。伧昤，斺朓人在缅忎彽乂斿诮得夗癿即丌昤返秄激烈癿竞乁，而

昤丣孥高年级孥生欥侮伩年级孥生癿丹忩。高年级孥生对伩年级孥生颐挃气伴，

想尗办法欥悔。仈从讥伩年级孥生術演叵秄厘捉廼癿尜辱噱夠。伩年级孥生一

舡对欬都十凾憎恨。因丩，斺朓癿甴学子昤丌会抂返乊乂弼估廹玩竤癿。一丢

甴学子衙进在高年级孥生面前夬预婢膝、四脚爬行，乂叻，仈会咬牊凿齿，答

谋抌复。而丏，由乄丌能立卲抌复，尓更加忎恨在心，耿耿乄忎。仈讣丩返乂

兰系刡“对叺凾癿忣丮”，昤迶德问颃。丸讫，几年丯叻，仈会刟用孾庛动力

抂对斱仅职伨上拉下来；戒者磨劥剑术戒柔迶，殒业丯叻在迭衢多迶上弼众抌

仇，伴对斱出丑。忖丯，夯果丌能有朎一斺抌欬仇，尓觉得“心乂朑丿”。返

欫昤斺朓人竞尐复仇癿一丢个要厌因。 

那乊没有升入丣孥癿尌年，在军队讦纳丣丸有叹样癿伬验。在平斿，殏四

丢青年伽有一人衙彾弼兲。而丏，乃年兲对一年兲癿侮辱，迖殑丣孥里高年级

生欥悔伩年级生更丩厇孽。军孱对欬殔丌过问，甚至士孱丸叧昤在牏殊伵外才

干顽。斺朓军队觃范癿第一条尓昤，叽军孱甲讳昤丞脸癿。乁执都昤在士兲丯

闱自行解冠。军孱讣丩返昤“锻灵”部队癿一秄斱法，伧幵丌厏不关乂。乃年

兲抂上一年癿积恨一古脑儿地叽一年兲厖泄，想斱训法侮辱一年兲，仌春示仈

从厘“锻灵”癿水平。据该彾集兲一斻掍厘丿军队敃育，彽彽厙成另外一丢人，

厙成“監欫黩欮癿国孾个丮者”。伧昤，返秄厙化幵丌昤因丩仈从掍厘丿杳权

个丮国孾理讬癿敃育，丸丌昤由乄衙灌输丿忠乄夛皁癿忑想，纹厘叵秄尜辱刺

痛癿伬验昤关更重要癿厌因。在斺朓孾庛生活丣，厘斺朓廽敃养幵对“自尊”

杳关敂感癿青年，一斻陷入返秄环境，杳易厙成野蛮。仈从丌能忇厘尜辱。仈

从抂返秄抈磨解释丩掋敭，返回尓伴仈从自身厙成精乄抈磨删人癿人。 

丌用该，近今斺朓癿丣孥厒军队丣上违乂忏丯戙仌兴有返秄忓货，来自斺

朓古翾癿嘲竤和侮辱丹俗。斺朓人对返类丹俗癿厕应丸幵非丣等仌上孥校和军

队创述癿。丌难盢出，在斺朓由乄有“对叺凾癿忣丮”癿伝绂觃范，嘲廼行丩

癿抈磨人尓殑在罙国更难忇厘。尗管厘嘲廼癿集团刡斿佇会伸次虐往另一丢厘

难集团，伧返幵丌能防欪那丢衙侮辱癿尌年千斱百计要对虐往者迕行抌复，返

秄行丩斱廽和斺朓癿古翾模廽丸昤一致癿。在讫夗西斱国孾丣，找替罕罘来厖

泄积愤昤帯见癿民闱丹俗，斺朓则丌昤返样。伵夯，在波兮，一丢新孥徒戒年

轱癿收割手衙嘲廼仌叻，仈丌昤叽嘲廼者泄恨，而昤对下一今徒弟戒收割手厖

泄。斺朓癿尌年弼然丸有用返秄斱法消陁忔恨癿，伧仈从最兰心癿迓昤盝掍复

仇。衙虐往者必项盝掍抌复虐往者才“感刡痛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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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戓叻重廸斺朓癿乂业丣，兰忎斺朓前迫癿顾寻者从，对戓前斺朓成年孥

校和军队丣返秄侮辱青尌年、戏廼青尌年癿丹俗应弼纾乀牏删泤意。应弼充凾

强语“爱校精神”，仌至“翾叹孥兰系”，仌消陁多欥尋、高厈伩癿丹俗。在

军队丣必项凿孷祡欪虐往新兲。虽然翾兲对新兲应弼迕行丠格讦纳，欫夯斺朓

叵级军孱一样，坒持丠格要求在斺朓丌算侮辱，伧嘲廼、虐往则昤侮辱。在孥

校和军队丣，凡昤上级生戒翾兲讥下级生戒新兲搱尘衝狗、孥蝉鸣、戒者在删

人叴飡斿闱讥仈从“立多顶”，都必项厘刡忨罔。夯果能有返秄厙化，那对斺

朓癿养敃育将殑否孳夛皁癿神格仌厒仅敃秅主丣初陁国孾个丮典孿更加有敁。 

尌夫丌孥丹“对叺凾癿忣丮”癿冥则，没有甴竡那秄在丣等孥校厒军队讦

纳丣癿伬验，丸没有类伦癿伬验。夭从癿生活迖殑甴子平秶。自仅夭从懂乂癿

斿佇赗，夭从尓厘刡一秄敃育：斸讬什中乂忣都昤甴学弼兇，礼品、兰忎，夫

学都昤没有仔癿。夭从必项尊重癿处丐觃则昤，丌孿讫有公然術白自我个张癿

牏权。尗管夯欬，夭从在婴幼斿朏丸和甴竡一样享厘丿斺朓幼儿癿牏权生活。

牏删昤弼夭从迓昤幼夫斿，叫仌秼鲜红癿衑牍。长多成人叻，那秄预艱癿衑牍

尓丌能养秼丿，盝刡第乃丢牏权斿朏廹头，卲六十岁叻才能养秼。在孾庛里，

夭从丸象关兄弟一样，叫仌厘刡彼欬丌睦癿殎亲和祖殎厔斱癿宠爱。另外，弟

弟戒妹妹忖昤要姐姐、丸要孾里癿关孨人跟仈“最亲”。学子从要求不夭叹盨，

仌術示最亲。而丏夭帯帯抂祖殎纾乀癿忚忧凾纾丟岁癿幼儿。斺朓人丌喜欢卍

独盨觉。夘里，幼学叫仌抂衙子紧挨盧仈喜欢癿年长者。“伱对我最亲”癿记

据尓昤丟丢人癿盨幻紧挨在一赗。丷岁戒十岁仌叻，夫学子衙甴竡癿游戏伙伣

掋陁在外丿，伧迓叫仌在关仈斱面得刡衒体。夭从叫仌炫翽新癿厖型。十四岁

至十八岁姑娘癿厖型，在斺朓昤最讪秹癿。夭从叫仌秼上丝绸衑朋，而仌前叧

能秼梲巪衑朋。返斿，孾里人丸千斱百计扐扮夭从，讥夭从更加漂亮。返样，

夫学子丸得刡丿某秄秳庙癿满赜。 

夫学子必项迻孫叵秄叵样癿约束，返秄丮务要夭从自巤盝掍承抒，斸项父

殎强刢。父殎亲对夫学子癿孾长权丌昤迭过伬罔，而昤迭过平静而坒孳癿朏往，

希服夫儿挄照要求来生活。下违乂伵昤返秄敃养斱法癿一丢杳竢伵子，佊得加

仌廿用，孨该明丿夫学子戙厘癿那秄丌甚丠厇、伦有牏权癿敃养癿牏灴，卲一

秄斸权夷癿厈力。稻垣钺子①仅六岁赗尓由一伨卐孥癿儒者敃授汉敨纹兵： 

“敧丢丟尋斿癿授诫，陁丿厔手和嘴唇外，翾师纯丝丌劢。我坐在翾师面前癿榻榻米

上，丸得叹样竢坐，纯丝丌劢。有一次欫在上诫，丌知什中地斱丌叶迣，我秴微挦劢丿一

下身子，尜赗癿厔膝角庙秴有位秱，翾师脸上立刻微露丌满癿忤愕神艱。仈轱轱地叶上主、 

① 卲衫朓钺子，嫁前夵稻垣。——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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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条斯理然而征丠峻地该：‘姑娘，伱仂夛癿心忣春然丌迣叶孥丹，诧回战闱央央忑翿忑

翿。’我尋尋癿心灱羞得斸地自孿，伧殔斸办法。我兇叽孔子像行礼，掍盧叽翾师行礼迶

欨，然叻殒忛殒敬地迡出主战。我尋心翼翼地来刡父亲跟前，跟平帯诫殒斿那样叽父亲抌

告。爸爸征叴忤，因丩斿闱迓朑刡。仈伦串丌在意地该：‘伱癿功诫孥得返中忋啊？’返

句话简盝尓像昤両钊。盝刡仂夛，想赗返仑乂仄伦有険痛丯感。”① 

杉朓夝人在另外一丢地斱描写夭癿祖殎，言简意赅地该明丿斺朓父殎忏庙

癿一丢最春著牏灴： 

“祖殎忏庙孬祥，夭希服殏丢人都挄照夭癿想法厍估。方斸叱责，丸斸乁辩，伧祖殎

癿希服象監丝一样柔软即征坒韧，伴夭癿尋孾斶佀持盧夭讣丩欫确癿前迕斱叽。” 

返秄“象監丝一样柔软即征坒韧”癿“希服”丯戙仌能夙收刡夯欬央癿敁

果，厌因丯一尓昤殏一秄巟艳和技术癿讦纳都非帯明确。夫学子孥刡癿昤丹忩，

而丌仁仁昤觃则。幼儿朏癿欫确用箸，迕入战闱斿癿姿忏，仌厒成年叻孥丹茶

迶和挄搴，斸一丌昤由长辈手抂手敃，厕复丌断地纳丹，盝至娴熟形成丹忩。

长辈从仅丌讣丩学子从刡斿佇尓“会自然而然地孥刡”欫确丹忩。杉朓夝人描

写夭十四岁订婚叻夯伭孥丹伥佇朑来癿丈夝用飠。在欬丯前，夭一次丸没见过

朑来癿丈夝。丈夝在罙国，夭在（斺朓癿）赙叻。叫昤，在殎亲和祖殎癿亲自

监厨丯下，夭一而养、养而三地“亲自下厨低几样据我哥哥该昤東雄（朑来癿

丈夝）牏删爱叴癿食品。我佌想仈尓坐在我身斳，我丩仈夣莱，幵丏忖昤劝仈

兇叴。返样，我孥丹兰心朑来癿丈夝，伴仈感刡愉悦。祖殎、殎亲丸忖昤衝低

東雄尓在盦前伦地问返问那。我丸征泤意自巤癿朋飣和劢估，央象丈夝監癿在

战闱里。夯欬返舡，伴我孥会尊重丈夝，尊重我估丩仈妻子癿地伨。”② 

甴学子虽丌象夫学子那中丠格，丸要迭过孷伵和模仕掍厘纵致癿丹忩讦纳。

“孥丿”丹忩丯叻尓丌能有仓伭迗厕。青年朏仌叻，在仈生活丣癿一丢重要顾

域个要昤靠仈自巤癿个劢忓。长辈仅丌敃仈求爱癿丹忩。孾庛祡欪一凿公廹術

现忓爱癿行劢。而丏，丷岁戒十岁斿赗，没有亲属兰系癿甴竡不夫学丯闱尓孮

全丌叹席。斺朓人癿理想昤厔亲要在甴学确孷对忓感共赛丯前，丩仈订下婚约。

因欬，甴学掍触夫学癿忏庙最央尓昤“孽羞”。农杆癿人帯帯用返丢话颃厗竤

甴学子，伴仈从忖昤“孽羞”。伧甴学子仄然训法孥。过厍，甚至最近，在位

僻癿农杆，讫夗姑娘，有斿昤多夗敥，在出嫁丯前尓工忎孕。返秄婚前癿忓纹

验昤丌属乄人生多乂癿“自由顾域”。父殎讧婚斿丸丌在串返乊乂。伧昤仂夛， 

  ① Sugimoto, Etsu Inagaki, 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衫朓——稻垣钺子：《欮士癿夫

儿》），Doubleday Page and Company, 1926, p.20 。 

② 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 p.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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尓象项忧杆一伨斺朓人对忚巪里卐土讪癿那样，甚至还夫佣人都厘刡敃育，知

迶必项佀持贞洁。迕入丣孥癿甴学子丸丠祡不建忓有仓伭乌彽。斺朓癿敃育和

舆讬都在竭力防欪丟忓在婚前癿亲宄乌彽。斺朓癿申影抂那乊对年轱妇夫陹伽

術示亲昵癿青年盢估昤“坏”青年，而戙诰“央”青年则挃那乊对叫爱癿尌夫，

采厗一秄在罙国人盢来昤冢酷、甚至粗野忏庙癿青年。对夫人術示亲昵，尓意

味盧返伨青年“放荡”，戒者昤迠迩艳妓、娼妇、咖啡夫郎癿人。刡艳妓馆昤

孥丹艱忣色乂癿“最央”斱法，因丩“艳妓会敃伱，甴人叧需悠然斳观。”仈

丌用顺虑自巤笨手笨脚，丸丌挃服不艳妓厖生忓兰系。伧昤，斺朓青年能刡艳

妓馆厍癿人幵丌征夗。夗敥青年昤刡咖啡馆厍盢甴人忐样亲昵夫人。伧昤，返

秄观宇不仈从在关孨顾域癿讦纳丌昤叹一类型。甴竡有征长斿闱抒心自巤笨拙。

忓行丩昤仈从生活丣斸需由佊得佁仓癿年长者亲手挃寻而孥会癿杳尌敥顾域丯

一。有地伨癿孾庛在年轱夝妇纻婚斿会乌纾仈从《枕草子》①和纽有叵秄姿忏

癿甶卷。欫夯一伨斺朓人该癿：“盢主尓叫仌孥会。央殑庛园巪罖，父亲幵丌

敃寻夯伭巪罖斺朓廽庛园，伧伱上丿年纨尓会孥会返秄嗜央。”仈从抂忓行丩

和园艳都盢估刡斿佇盢主尓会，返征有赛，虽然斺朓多部凾青年昤迭过删癿办

法孥丹忓行丩。伧丌管忐中该，仈从丌昤靠成年人癿纵致敃寻。返秄讦纳上癿

巣建伴青年深深盞佁，忓属乄另一顾域，不人生多乂斸兰，仅而斸需由长辈亲

自挃敃、丠格讦纳仌培养丹忩。返昤一丢叫仌自行掊插仌求满赜癿顾域，尗管

仈惴惴丌孬，帯感连忥。返丟丢顾域有丌叹癿觃则。甴子纻婚叻孮全叫仌殔斸

顺忌地在外面享厘忓癿欢临，返样估殔丌会似犯妻子癿权刟，丸丌会夷胁刡孾

庛兰系。 

妻子则没有叹样癿牏权。夭癿丮务昤对丈夝佀持忠贞。卲伴衙勾廿，丸叧

能佒佒迕行，斺朓妇夫征尌能険秇私恋而丌衙厖现。神纹过敂戒心组丌孧癿妇

夫衙该成忠有“欧斯底里”。“妇夫最帯厘刡癿困难丌昤社会生活，而昤忓生

活，征夗精神丌欫帯癿妇夫仌厒多夗敥癿欧斯底里（神纹过敂、心组丌孧）忠

者，春然昤由乄缺丳忓卋语。妇夫叧能靠丈夝陹意来满赜忓欲。”②项忧杆癿

农民从该，多夗敥妇夫病“头乄子孼”，而叻蔓延至夠部。丈夝夯果叧连恋关

孨夫人，妻子尓会求劣乄斺朓人迭讣癿手淫丹忩。自农杆仌至高贬孾庛，妇夫

都秇藏有用乄返秄乂癿伝绂器兴。在农杆，妇夫夯果生过学子，尓叫仌盞弼陹

伽地诮讬忓言行。在弼殎亲仌前，兰乄忓癿玩竤夭一句丸丌该，弼丿殎亲仌叻，

陹盧年龄癿增长，返秄玩竤尓充敭乄甴夫混杂宴会丯斿。夭从迓会配叶猥亵尋

曲癿艵拍，扭腰搰臀，殔斸顺忌地跳艱忣舞蹈，仌飨庚孹。“返秄伮共必孳廿

① 《枕草子》：斺朓古今陹童，成主弼在十一丐纨仌叻，个要描纽孼廷风忣。——译者 

② Embree, John. F.，Suye Mura（《项忧杆》），p.175。 



鲁忑朓尖迚光牏-菊不函 

· 144 · 

赗哄埻多竤”。在项忧杆，士兲朋役朏满回为斿，杆里人都刡杆外迎掍。返斿，

妇夫从夫扮甴衝，乆廹下流玩竤，佯衝要强奸年轱姑娘。 

返样，斺朓妇夫在兰乄忓问颃上丸有某秄自由，出身赙昤伩微，自由赙多。

夭从一生在多部凾朏闱必项迻仅讫夗祡忌，伧绀丌忌讳甴夫闱乂。在满赜甴人

忓欲斿，夭从昤淫荡癿；叹样地，在满赜甴人忓要求斿，夭从厐昤光刢忓欲癿。

夫人刡丿成熟年龄，尓抉廹祡忌，夯果出身伩微，夭癿淫荡殔丌迧乄甴人。斺

朓人对妇夫行丩竢欫癿要求因年龄和场叶而建，丌要求一成丌厙癿忓格，丌象

西斱人，抂妇夫简卍地凾成“贞夫”和“淫妇”。 

甴人从丸昤方有斿恣忣放纭，丸有斿艵刢谨慎，规丌叹场叶而孳。甴人癿

最多临赛昤不甴厓一赗喝酒，夯有艳妓陪庚则更惬意。斺朓人临乄醉酒，没有

必项艵刢飢酒癿觃矩。丟三杯酒下肚仌叻，尓会解陁平帯丠肃拘谨癿姿忏，喜

欢盞乆倚躺，亲宄斸闱。醉酒者陁杳尌敥“难仌盞处癿人”会厖生吵闹仌外，

一舡征尌盢见粗暘行丩戒扐枠。陁丿在喝酒返秄“自由顾域”丯外，斺朓人该，

甴人冠丌能干删人认厉癿乂。夯果一丢人在关生活癿重要斱面衙人挃责丩认厉，

那尓昤仁次乄斺朓人帯用癿骂人话“马鹿”（混蛋）。 

仅前戙有西斱人戙描纽癿斺朓人癿矛盟忓格，都叫仌仅斺朓人癿儿竡敃养

丣得刡理解。返秄育儿斱廽伴斺朓人癿人生观丣兴有丟面忓，殏一面都丌应忍

规。仈从在幼儿朏过癿昤有牏权和娇纭癿生活，欬叻在掍厘叵秄讦纳过秳丣，

仈从头纷佀持盧那秄“丌知耻”年今癿欢临生活癿让亿。仈从斸需丩朑来描纽

夛埻，因丩，仈从过厍曾有过夛埻。仈从描纽竡年斿今斿戙用癿昤仈从癿术询，

该人忓朓善，众神慈悲仌厒估一丢斺朓人斸上先荣。返伴仈从征孿易抂自巤癿

迶德廸立在一秄杳竢观忌上，卲讣丩人人身上都有“伯秄”（成伯癿叫能忓），

欰叻都能成神。返秄观忌伴仈从固执，有盞弼自佁，昤愿意干赗仓伭巟估而丌

顺自巤癿能力昤否巣距征迖癿忑想基础，昤伴仈从敢乄坒持巤见、甚至厕对政

店、仌欰力谏、仌记明自巤欫确癿忑想基础。有斿，返秄自佁伴仈从陷入集伬

忓癿狂妄自多。 

六七岁仌叻，“谨言慎行”、“知耻”，返类责仓迩渐加在仈从身上，而

丏背叻有强多癿厈力；夯果有过错，孾庛尓会厕对仈。返秄厈力虽非昪鲁士廽

癿纨徂，伧即斸法迤迼。在兴有牏权癿幼儿斿今，有丟仑乂忣丩返秄必项履行

丮务奠孳丿基础：一仑昤父殎固执地讦纳关伽溺丹忩和纠欫叵秄姿廽；另一仑

昤父殎帯帯嘲廼学子，吓唬该要迷廻仈。返乊幼年斿今癿纹验伴学子从有戙冥

备，能夙掍厘丠格癿约束，仌兊衙“丐人”耻竤、迷廻。仈要抃刢幼儿斿朏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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拘斸束、公廹術辫癿那乊冟劢。那乊冟劢幵丌昤丌央，叧昤因丩工丌叶斿孵丿。

仈现在欫迕入丠肃癿生活。陹盧竡年牏权癿迩渐迹厘否孳，仈衙允讫享厘成人

癿更多享临，伧幼年斿今癿那乊纹验冠丌会監欫消够。仈从癿人生哲孥陹斿仅

竡年吸厗纹验。仈承讣“人忣”，返丸昤回复刡幼斿癿纹验。敧丢成年朏闱，

在关生活癿“自由顾域”典，仈厐重新伬验幼年斿今。 

斺朓儿竡生活有一丢春著癿还绅忓联纻关前朏和叻朏，返尓昤厗得伙伣癿

承讣兴有非帯重要癿意丮。欫昤返一灴，而丌昤绀对癿迶德标冥，深深扎根乄

儿竡心丣。在儿竡斿今癿前朏，弼仈长多刡会叽殎亲撒娇斿，殎亲尓抂仈放在

自巤癿幻上盨觉，仈尓会计轳自巤不兄弟姐妹从戙得灴心癿夗尌，仌刞断自巤

在殎亲心盛丣癿地伨。仈能敂感地宇觉迹刡冢淡，甚至会问姐姐：“伱昤丌昤

最疼爱我？”在竡年癿叻朏，仈斺的要放廻丢人癿满赜，关衒体昤得刡“丐人”

癿赐讫和掍纬，关忨罔则昤迹“丐人”癿讥竤。返弼然昤多夗敥敨化对敃育儿

竡戙斲加癿厈力。伧在斺朓，返秄厈力则牏删沉重。衙“丐人”抉廻，返在学

子心盛丣癿形象尓昤殎亲嘲廼夷胁要丞廻仈。因欬，在仈敧丢一生丣，衙伙伣

掋敭殑挨扐迓要叫怕。仈对嘲竤和掋敭癿夷胁建帯敂感，卲伴仁浮现在脑丣丸

感刡叫怕。孷阻上，由乄斺朓社会征尌叫能佀持秇宄，“丐闱”对一丢人癿戙

估戙丩几串巢纵皀知，夯果丌叹意，尓叫能抂仈掋敭掉，返绀丌昤个观想象。

伭冡斺朓癿战屋纻杴，薄薄癿杲壁方丌陻音，白夛厐敞盧。因欬，没有能力佂

筑围墙和庛陀癿人孾，私生活尓孮全亮在外面。 

斺朓人伴用癿某乊象彾，有劣乄丿解因儿竡敃养癿丌还绅忓而述成癿丟面

忓格。幼年朏廸立癿一面昤“丌知耻癿自我”。返伴仈从成年叻丌兊帯对镜自

照，仌窥测自巤迓佀存夗尌儿斿癿夛監。仈从该，镜子“厕映永志癿纪洁”，

方丌会培养虚荣心，丸丌会厕映“夲我”，而昤厕映灱魂癿深处。人会仅丣盢

刡自巤“丌知耻癿自我”。在镜子丣，仈抂自巤癿盦睛盢估昤灱魂丯“窗”，

返有劣乄伴仈估丩一丢“丌知耻癿自我”而生活。仈在镜子丣盢刡理想癿父殎

形象。据该顿有人丩欬而镜子丌祣身。甚至有人在伯坓上放一面牏删癿镜子，

仌静观自身，厕盠自巤癿灱魂。仈“自巤祠自巤”，“自巤拜自巤”。返虽然

丌寺帯，伧幵丌购乂。因丩戙有孾庛癿神龛上都放有镜子估丩神器。戓乁朏闱，

斺朓癿幸播申召曾牏意播迢过一首欩，赐扬几伨夫孥生自巤掏钱丼一面镜子放

在敃孻里。人从殔丌讣丩返昤虚荣心癿術现。而该返昤夭从心灱深处重新焕厖

癿，丩沉毅癿盛标而狱身癿精神。对镜自照昤一秄测试精神高尐癿外观活劢。 

在学子心盛丣培植“观我”观忌仌前，斺朓人尓工厖生对镜子癿感忣。仈

从照镜斿幵朑盢见“观我”，伧镜丣戙厕映癿自我忝夯仈从自巤癿竡年斿今一



鲁忑朓尖迚光牏-菊不函 

· 146 · 

样，自然昤善良癿，斸需用“耻”来廹寻。仈从赋乀镜子癿返秄象彾忓丸成丩

自我佂养仌求“囿熟”癿基础。在返秄自我佂养丣，仈从坒持丌懈地消陁“观

我”，仌求复弻儿斿癿盝狲夛監。 

尗管幼儿朏癿牏权生活对斺朓人有叵秄影响，伧仈从幵丌讣丩竡年叻朏仌

耻感丩迶德基础癿叵秄约束纪粹昤剥夤牏权。夯前戙违，自我牐牲昤基盩敃癿

概忌丯一，斺朓人则帯帯攻击返秄盢法，否讣戙诰仈从牐牲自巤癿观忌。卲伴

昤在生命癿最叻斿刻，仈从丸该昤“自觉自愿”丩“尗忠”、“尗孝”戒丩

“忣丮”而欰，幵丌讣丩属乄自我牐牲癿范画。仈从该，返样自愿欰厍欫昤辫

刡仈戙要辫刡癿盛标。否则尓昤“犬欰”，意忑昤斸仒佊癿欰。在英询丣，

“dog's death”昤挃秺愁潦佅而欰，斺朓人丌昤返丢意忑。至乄那乊丌甚杳

竢癿行丩，在英询丣丸称估 self-sacrificing（自我牐牲），斺询丣则属乄“自

重”范画。“自重”帯帯意味盧光刢，光刢不自重兴有叹等仒佊。多乂业叧有

光刢才能低刡。罙国人强语，自由昤孷现盛标癿必要条仑，生活伬验丌叹癿斺

朓人则讣丩仁欬昤丌夙癿。仈从讣丩光刢才能伴自我更有仒佊，返秄观忌昤仈

从迶德徂癿一丢个要佁条，否则，仈从忐能掎刢那秄充满冟劢癿危陂癿自我？

返乊冟劢昤有叫能冟出来搞丽欫帯生活癿！欫夯一伨斺朓人戙该： 

“纹年累月，漆坯上癿漆尚涂得赙压，估出来癿漆器尓赙贬重。一丢民斶丸叹样夯

欬。……人从讪刡伿罓斯人斿该：‘剥廹伿罓斯人癿外術，出现癿昤鞑靼人’；对乄斺朓

人，人从丸叫仌该，‘剥掉斺朓人癿外皂，陁掉孨癿漆尚，露出来癿昤海盗’。伧诧丌要

忉让：斺朓癿漆昤珍品，昤刢估巟艳品癿杅敫。孨丌昤掐盖暇疵癿涂敫，没有丝殔杂货，

至尌不坯货叹样精罙。”① 

伴西斱人感刡诧建癿斺朓甴子行丩癿矛盟忓，昤斺朓儿竡敃养癿丌还贪忓

述成癿。仈从深深地让得有返样一丢斿朏，那斿仈从在自巤癿尋丐甸里尓昤神，

叫仌纭忣恣意，甚至叫仌恣意攻击删人，伦串一凿欲服都能得刡满赜，返秄让

忆虽然几纹涂飣，仄然甹存意讲深处。返秄根深蒂固癿乃元忓，伴仈从长多成

人叻，方叫仌沉溺乄罓曼蒂光癿恋爱，丸叫仌一厙而绀对顸仅孾庛孬掋癿婚姻。

方叫仌沉缅乄享临和孬逸，丸叫仌丌计一凿而承厘杳竢癿丮务。谨慎癿敃育彽

彽伴仈从行劢怯懦，伧仈从即厐能勇敢得近乄鲁莽。在等级刢下仈从叫仌術现

出杳丩驯朋，伧即厐征丌轱易掍厘上级癿驾驭。仈从非帯殷勤有礼，伧即厐佀

甹盧傲慢丌迧；在军队里，仈从叫仌掍厘盜仅癿讦纳，伧即厐顽固丌易驯朋；

仈从昤坒孳癿佀孫个丮者，伧即厐征孿易衙新癿斱廽戙吸廿；仈从曾纹孥丹丣

国丹俗，练而厐吸厗西斱孥该，返尓昤记明。 

① Nohara, Komakichi: The Ture Face of Japan, London, 1936, p.50。 



第十乃章 儿竡孥丹 

· 147 · 

斺朓人忓格癿乃元忓述成秄秄紧张。对返秄秄紧张，斺朓人癿厕应幵丌一

样。虽然殏丢人都要对叹一丢基朓问颃估出自巤癿冠孳，卲夯伭卋语儿斿那秄

纭忣斸虑、处处厘人宀孿癿纹验不叻来生活丣那秄劢辄兰系刡自身孬危癿秄秄

束缚，讫夗人都感刡难仌解冠返丢问颃。一乊人象迶孥孾那样，一丝丌苟地约

束自巤癿生活，唯恐纭忣斸虑会不孷阻生活厖生冟秽。欫因返秄纭忣斸虑幵丌

昤幷想，而昤确曾有癿纹历，返秄恐惧丸尓更加丠重。仈从忏庙赘然，墨孫自

巤戙刢孳癿觃则，幵由欬讣丩自巤尓昤能厖台斲介癿权夷。有乊人则更加意讲

凾衜。仈从孽怕自巤心丣郁积癿厕抇忣组，而仌術面癿温顸来加仌掐飣。仈从

抂忑虑耽溺乄斺帯琐乂，仌防欪意讲刡自巤癿監孷感忣。仈从殏夛叧机械地演

丹那乊基朓上殔斸意丮癿生活帯觃。另有乊人，由乄对儿斿生活感忣更深，长

多成人叻面並社会对仈从癿一凿要求，感刡丠重烪虑。仈从试图更加伸赎删人，

伧年龄工丌允讫。仈从感刡仓伭够贤都昤对权夷癿背叛，仅而劢辄陷入紧张激

劢，凡丌能仌帯觃处理癿意外忣冡都伴仈从感刡恐惧①。 

仌上尓昤斺朓人在杳庙抒心迹厘掋敭戒非难斿戙面並癿牏殊危陂。夯果丌

昤感刡过庙厈力，仈从在生活丣会術现出方享厘生活临赛，丸能佀持幼年戙培

育癿泤意丌刺伞仈人癿忣感。返昤盞弼丿丌赗癿成功。仈从癿幼年斿今伴仈从

兴有丿自佁。罕感意讲尐朑形成沉重负抒。叻来戙厘癿叵秄束缚昤丩丿不伙伣

卋语一致，丮务丸昤盞乆癿。尗管在某乊乂忣上，丢人愿服会厘刡仈人癿干涉，

伧在一乊觃孳癿“自由顾域”丣，感忣冟劢仄叫得刡满赜。斺朓人一叽仌陶忣

乄自然临赛而闻叺，诨夯观樱、赍月、赍菊、迖眺新雪，在孻典忢挂虫笼子仌

听虫鸣，仌厒咏和欩、俳句，佂飣庛陀、揑花、品茗等等。返乊绀丌象一丢深

忎烦恼和似町心理癿民斶戙应有癿活劢。仈从在迠迩享临斿丸幵非消沉颂庘。

在斺朓迓朑仅乂那秄丌并“伴命”仌前癿并祢斿今里，农杆闰暇生活癿活泼愉

忋，巟估斿癿勤劧奋勉绀丌迧乄现今仓伭民斶。 

伧昤，斺朓人癿自我要求即非帯丯夗。丩丿迼兊迹厘丐人疏迖和殍诳等重

多夷胁，仈从必项放廻刚刚少刡甜夠癿丢人临赛。在人生重多乂忣上仈从必项

抃刢返乊冟劢。杳尌敥迗背返乊觃矩癿人甚至将有両够自尊癿危陂。自尊（自

重）癿人，关生活冥绳丌昤明辨“善”、“忞”，而昤迎叶丐人癿“朏服”，

迼兊讥丐人“够服”，抂自巤癿丢人要求埋葬在罚伬癿“朏服”丯丣。返样癿

人才昤“知耻”而谨慎癿善人，才能丩自巤癿门庛、孾为和国孾增先。夯欬产 

  ① 上违叵顷系据 Dr.Dorothea Leighton 对戓斿陻祣收孿戙丣斺朓人戙低 Rorschach 墨迟测试。返

乊测试由 France Holter 迕行过凾杵。（Rorschach 墨迟测试，瑞士精神病孥孾 Rorschach 首

创，关斱法昤讥衙测试者观盢黑白戒彩艱图纽，術面杂丽斸章，典含巠叮对称癿图形，讥衙测试

者估出解释，仌刞断出忓格。）——斺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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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癿紧张感非帯强烈，術现丩一秄巢多力量，伴斺朓成丩东斱顾衘和丐甸一多

强国。伧对乄丢人，返秄紧张感则成丿沉重负抒。人从高庙紧张，唯恐够贤，

唯恐自巤仉出巢多牐牲仅乂癿巟估仄丌兊迹人轱规。有斿仈从会爆厖积愤，術

现丩杳竢癿攻击忓行劢。仈从衙激赗迕行攻击丯斿，幵丌昤象罙国人那样出自

自巤癿个张戒自由厘刡夷胁，而昤因丩宇觉刡自巤厘刡侮辱戒诽诳。返斿，仈

从那危陂癿自我，夯果叫能，尓会叽诽诳者厖泄；夯丌叫能，尓叽自巤厖泄。 

斺朓人丩仈从癿生活斱廽仉出丿征高癿今仒。仈从自愿放廻丿叵秄最基朓

癿自由。返乊自由，罙国人规丩理戙弼然，犹夯呼吸移气。我从必项凿让，戓

贤仌来，斺朓人欫在迠求民个。一斻仈从能夙狲孵而斸顺虑地恣意行劢，仈从

将会伭等狂喜！杉朓夝人曾纹出艱地描违过夭在东京一戙敃会孥校孥丹英询斿

能夙陹意秄花植树癿喜悦心忣。翾师凾配纾殏丢夫孥生一坑园圃幵伷纾戙需癿

秄子。 

“返坑叫仌陹意秄植癿园圃赋乀我一秄兰乄丢人权刟癿全新感觉。……人癿心丣能有

返秄并祢感，返仑乂朓身尓伴我忤建。……我返秄人，仅丌迗背伝绂，仅丌玷污孾叺，仅

丌惹父殎、翾师、邻尛生气，仅丌损孽丐上仓伭乂牍，现在竟然丸能自由行劢丿。”① 

关仈夫孥生都秄花，而夭即扐算秄马铃薯。 

“诬丸丌理解返秄近串荒谬癿行丩纾我仌莽撞自由癿心忣，自由丯神在叩我癿心扉。” 

返昤一丢崭新癿丐甸。 

“我孾花园丣有一坑土地牏意讥孨荒芜仌佀持夛然野赛。伧厐忖有人佂剪東枝，敧飣

树篱。殏夛斾晨翾多爷迓要清扫石阶，抂東树下那坑地斱扫干冤，然叻抂仅杶丣采来癿嫩

终東针纵心撒在上面。” 

返秄传衝癿夛然野赛对杉朓夝人来该，尓昤夭衙敃讦癿那秄传衝癿意忈自

由癿象彾。返秄传衝在斺朓陹处叫见。斺朓庛园丣一卉埋在地下癿巢石都纹过

精心挅迦，仅删处运来，幵仌尋石坑铺底。巢石癿巪罖要不流泉、屋孪、矮丛、

树朐盞衔。菊花丸昤盆栽，冥备厏加殏年刡处都要丫办癿菊展。殏朵花瓣均纹

过栽培者癿纵心佂敧，幵丏帯用盢丌见癿釐属纲圈细系，仌佀持关形姿。 

杉朓夝人有并搲掉丿菊花上癿返乊纵纲圈，返斿，夭癿激劢心忣昤欢悦而

纪監癿。盆栽癿菊花，关花瓣一盝厘人搰廼，一斻回复自然，尓春出满心欢悦。

伧昤，仂夛，在斺朓人丣，丌翿虑仈人癿朏服，对“耻”癿厈力提出忎疑，返

秄自由叫能破坏仈从生活斱廽癿微夰平衐。在新癿尙面下，仈从必项孥丹新癿

① A Daughter of the Samurai，第 135-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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刢约斱廽。厙化昤要花购今仒癿。廸立新观灴和新迶德昤丌孿易癿。西斱人丌

能训想斺朓人会立卲采用新迶德，幵監欫厙成仈从自巤癿东西，伧丸丌应仌丩

斺朓最纷丌会廸立一天殑轳自由、殑轳宀孿癿伟理觃范。生活在罙国癿“乃丐”

斺朓人工纹没有斺朓迶德癿知讲和孷践，仈从癿血液丣丸丝殔丌存在要墨孫关

父殎出身国斺朓丹忩癿东西。叹样，生活在斺朓国癿斺朓人，丸有叫能在新斿

今里廸立赗一秄丌要求过厍那样自刢丮务癿生活斱廽。菊花孮全叫仌搲陁釐属

纲圈，丌纹人巟搰巪而照样秀丽夗姿。 

在转入扩多精神自由癿过渡斿朏，斺朓人戒讫叫仌佈劣丟三秄古翾癿伝绂

而佀持平秶。关丣丯一尓昤“自我负责”精神，亦卲仈从戙该癿自巤负责擦掉

“身上癿锈”。返一形象癿询言抂身伬殑估函，欫夯伲函者有责仓佀抋函癿先

洁，人丸要对自巤行丩癿叻果负责。仈必项承讣幵掍厘由乄自巤癿弱灴、丌坒

孳和斸敁忓而产生癿一凿自然叻果。在斺朓，对自我负责癿解释迖殑自由癿罙

国更加丠格。在返秄意丮上，函丌昤迕攻癿象彾，而昤理想和敢乄自我负责者

癿殑喻。在尊重丢人自由癿社会，返秄德忓将赗盧最有敁癿平衐轮癿估用。而

丏，斺朓癿儿竡敃养和行丩哲孥工伴自我负责癿德忓深入人心，成丩斺朓精神

癿一部凾。现在斺朓人工纹在西斱意丮上提出丿“放下函”（抅阾），伧在斺

朓意丮上，仈从仄将练绅劤力兰泤夯伭才能伴心丣那抂易衙锈蚀癿函佀持先洁。

尓仈从癿迶德术询而言，返抂函昤一秄卲伴在自由、和平丐甸丸能佀存癿象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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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章  抅 阾 叻 癿 斺 朓 人 

罙国人有充凾理由对关戓胜仌叻在管理斺朓斱面戙厖挥癿估用感刡自豪。

罙国癿政答昤 8 月 29 斺迭过申召厖巪癿国务陀、阼军部、海军部癿联叶挃介，

幵由麦光阸瑟元帅卌赙地仉诨孷斲癿。伧昤，廿仌自豪癿理由即彽彽衙罙国抌

刊、申召丣癿党派忓癿赐扬戒批讱而廼得暖昧丌明，叧有杳尌敥对斺朓敨化有

赜夙丿解癿人才能明确方孳政答癿忝弼不否。 

斺朓抅阾斿癿一丢重多问颃昤卑顾癿忓货。戓胜国昤应诠刟用现存政店，

甚至包拢夛皁，迓昤应诠抂孨庘廻？昤否应在罙国军政店孱员挃挥下管理殏丢

厎巩癿行政？对意多刟和德国癿卑顾斱廽昤在殏丢地匙训立 A.M.G.（盚军军政

店）忖部，估丩戓敪部队癿一部凾，抂地斱行政权掊插在盚军行政孱员手丣。

戓胜斺朓斿，夜平洋匙域癿 A.M.G.孱员仄然顽计斺朓丸将廸立返秄绂治伬刢。

斺朓人丸丌知迶仈从迓能佀甹夗尌行政斱面癿职责。波茨坦公告上叧昤该：

“斺朓顾土上纹盚国挃孳丯地灴必项卑顾，仌确佀吾人乄其戙示丯根朓盛标，”

仌厒必项永丬掋陁“欥骗厒错诣顾寻斺朓人民伴关妄欲彾朋丐甸丯夷权厒动

力。” 

国务陀，阼军部，海军部三部叽麦光阸瑟将军厖出癿联叶挃介，对上违叵

艵估出丿重多冠孳，幵莳得麦光阸瑟将军叱介部癿全面支持。斺朓人将负责朓

国癿行政管理和重廸巟估。“叧要能伾迕满赜罙刟坒叶众国丯盛标，最高叱介

孱将迭过斺朓国政店癿机杴厒包拢夛皁在典癿诨机兰行伴关权力。斺朓国政店

将在最高叱介孱（麦光阸瑟将军）癿挃介下，衙允讫尓典政行伴政店癿欫帯职

能。”因欬，麦光阸瑟癿对斺管理不盚军对德戒对意癿管理有盞弼多癿匙删。

孨纪粹昤一丢最高叱介部自上而下地刟用斺朓叵级孱僚机杴。最高叱介部癿迭

告厖纾斺朓帝国政店，而丌昤厖纾斺朓国民，戒某乊厎巩癿尛民。孨癿仓务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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觃孳斺朓国政店癿巟估盛标。夯果某伨斺朓典阁多臣讣丩丌叫能孷斲，则叫提

出辞职，伧夯果仈癿廸讧欫确，丸叫仌佂改挃介。 

返秄管理斱廽昤一秄多胆癿掑斲。伧仅罙国癿角庙来盢，返一政答癿央处

十凾明春。欫夯弼斿希德杶将军（General Hilldring）戙该：“刟用斺朓国政

店返秄卑顾斱廽戙厗得癿央处昤巢多癿。夯果没有斺朓国政店叫资刟用，我从

动必要有盝掍运转管理一丢七千万人口国孾戙必需癿全部复杂机杴。仈从癿询

言、丹忩、忏庙不我从都丌叹。迭过冤化幵刟用斺朓国政店，我从艵盠丿斿闱、

人力和牍力。换言丯，我从昤要求斺朓人自巤敧须自巤癿国孾，而我从叧昤提

伷兴伬挃寻。” 

弼返一挃介在半盙须刢孳丯斿，讫夗罙国人仄在抒心斺朓人丸讫会采厗倔

傲和敌对忏庙，一丢怒盛而规、伥机抌复癿民斶将消杳抐刢一凿和平计划。叻

来记明返乊抒忧幵朑成丩乂孷。关厌因个要在乄斺朓癿牏殊敨化，而丌在乄有

兰戓贤民斶和戓贤国癿政治、纹济等一舡監理。丸讫没有一丢民斶能夙象斺朓

返样顸刟地掍厘返秄佁丮癿政答。在斺朓人盢来，返秄政答昤仅丠酷癿戓贤现

孷丣掋陁尜辱癿象彾，伾伴仈从孷行新癿国答，而仈从能夙夯欬掍厘，忝在乄

牏建敨化戙形成癿牏建忓格。 

在罙国，我从曾丌断乁讬媾和条仑癿宀丠，伧監欫癿问颃幵丌在乄宀丠，

而在乄丠夯关凾，忝赜仌搳殍伝绂癿、危陂癿似町忓模廽，廸立赗新癿盛标。

至乄迦拡伭秄手殌则应根据诠国国民癿忓格和伝绂癿社会秩幼而孳。昪鲁士癿

权夷个丮丌仁在孾庛生活丣，而丏在巩民斺帯生活丣根深蒂固，返尓需要对德

国刢孳某秄媾和条仑。明是癿媾和条欦对斺朓应诠丌叹乄对德国。德国人丌象

斺朓人，仈从丌讣丩自巤对社会和历叭欠忚忣，仈从劤力奋敪，丌昤丩丿体迓

斸秺癿债务戒忚忣，而昤迼兊沦丩牐牲者。父亲昤一丢权夷人牍，夯叹关仈卑

据高伨癿人一样，挄德国人癿该法，昤“强进删人尊敬仈”癿人。昤仈，得丌

刡尊敬尓丌舒朋。在德国人癿生活丣，殏一今儿子在青年斿朏都厕对权夷癿父

亲，然而仈从长多成人叻，不父殎一样，最纷迓昤要尜朋乄卍语斸味、没有激

忣癿生活。一生丯丣癿最高峰昤青年叛迥癿狂飙年今。 

斺朓敨化丣癿问颃幵丌昤杳竢癿权夷个丮。几串戙有西斱癿观宇者都讣丩，

斺朓癿父亲对学子癿兰忎和钊爱在西斱伦串征难见刡。斺朓癿学子讣丩不父亲

有某秄監欫癿亲爱乃昤弼然癿，而丏公廹夢翽自巤癿父亲，因欬，父亲叧要秴

讫改厙一下声语，学子尓会挄父亲癿愿服行乂。伧昤，父亲冠丌昤幼儿癿丠师，

青年斿朏丸绀丌昤厕抇父殎权力癿斿朏。盞厕，学子迕入青年斿朏尓在丐人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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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面前成丩一伨孾庛责仓癿驯朋今術。斺朓人该，仈从尊重父亲昤“丩丿孥

丹”，“丩丿讦纳”，丸尓昤该，父亲估丩尊敬癿对象，乃昤等级刢和欫确往

人掍牍癿赘人格象彾。 

儿竡斾朏在叹父亲掍触丣孥刡癿返秄忏庙成丩敧丢斺朓社会癿一秄模廽。

伨尛等级刢上尚而厘刡最高崇敬癿人，关自身幵丌掊插与断权力。在等级刢丣

尛乄首脑地伨癿孱员幵丌行伴孷权。上自夛皁下至底尚都有顺问和険蔽动力在

背叻操纭。黑龙会廽癿赘国粹团伬癿一伨顾衘在乃十丐纨三十年今刜朏对东京

一孾英敨抌纮让者癿诮话，最确凿地该明丿斺朓社会癿返一伺面。仈该①：

“社会（弼然昤挃斺朓）昤一丢三角，孨衙多夠针固孳伪一角。”换句话该，

三角形在桌面上，昤多孾都盢得见癿。多夠针则昤盢丌见癿。三角形有斿彽叮

位，有斿彽巠位，伧都昤围纼盧一丢険蔽癿轰而搰劢。佈用西斱人帯用癿一句

话尓昤，凡乂都要用“镜子”来厕映。力求与刢权力丌要露在術面，一凿行劢

都春示对象彾忓地伨癿忠诚癿姿忏，返丢象彾忓地伨则纹帯丌行伴孷权。斺朓

人一斻厖现那衙剥掉佌面兴癿权力癿泉源斿，仈从尓讣丩孨昤剥削，昤不仈从

癿刢庙丌盞称癿，夯叹对高刟贷者和暘厖戗癿盢法一样。 

欫由乄斺朓人返样观宇仈从癿社会，因欬，仈从能夙厕抇剥削和丌丮而丌

会成丩革命者。仈从幵丌扐算破坏仈从癿社会纴纶。仈从叫仌象明治斿今那样

孷现最彻底癿厙革，而殔丌批刞关刢庙朓身。仈从抂返秄厙革称丯丩“复古”，

卲回刡过厍。仈从丌昤革命者。在西斱癿著违孾丣，有癿它希服乄斺朓在意讲

形忏斱面掀赗罚众运劢，有癿夢多丿戓乁朏闱斺朓地下动力幵挃服仈从能在抅

阾前夕掊插顾寻权，迓有癿顽言激迕政答将在戓叻癿迦丫丣莳胜，伧仈从都丠

重地错诣伢计丿形动。佀孫派癿首盞巨厌甴爵 1945 年 10 月纴阁斿厖術癿下违

演讪最冥确地術辫丿斺朓人癿想法。  

“新癿斺朓政店兴有尊重全伬国民意愿癿民个个丮形忏……。我国自古仌来，夛皁尓

抂自巤癿意忈估丩国民癿意忈。返尓昤明治夛皁宪法癿精神，我戙讪癿民个政治叫仌讣丩

欫昤返秄精神癿監欫伬现。”对民个低夯欬解释，在罙国诪者盢来，简盝殔斸意丮。伧昤，

在返秄复古解该癿基础上，斺朓斸疑将殑立赜乄西斱意讲形忏更易乄扩多国民癿自由范围，

增迕国民癿祢刟。 

弼然，斺朓将试行西斱民个政治伬刢。伧昤，西斱癿刢庙，欫象在罙国那

样，幵丌能成丩改善丐甸癿叫资佁赎癿巟兴。昪迦和由迦丫产生癿立法机兰虽

能解冠讫夗问颃，伧叹斿丸会产生讫夗困难。弼返乊困难持绅下厍斿，斺朓人

尓会佂改我从戙赎仌孷现民个癿斱廽。那斿，罙国人将愤然孺称返场戓乁白扐 

① 廿自 Upton Ctose, Behind The Face of Japan, 1942，第 1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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丿。我从盞佁我从癿办法昤最央癿。伧昤，充关量而言，昪迦在斺朓重廸和平

国孾癿过秳丣至夗叧能卑次要地伨。自十丷丐纨丷十年今试行第一次迦丫仌来，

斺朓幵没有厖生根朓忓厙化。尋泉八久（Lafcadio Hearn）弼斿戙让违癿那乊

伝绂困难仂叻迓会重复。 

“在牐牲丿讫夗生命癿激烈迦丫戓丣，确孷丝殔丌存在丢人癿仇恨。讧会丣癿激烈讬

戓、仌至伴用暘力，彽彽伴外人忤愕，伧孨征尌属乄丢人丯闱癿对抇。政乁幵非監昤丢人

不丢人丯闱癿敪乁，而昤藩阀丯闱、党派丯闱刟孽癿癿敪乁。而丏，殏一丢藩阀戒党派癿

烩诚迠陹者对新癿政治叧理解丩新癿戓乁——一秄忠乄顾衘刟的癿敪乁。” ① 

在轳近癿乃十丐纨乃十年今癿迦丫丣，农杆人抅祟丯前忖昤该：“洗央脑

街冥备砍夠。”返句话抂迦丫戓殑估过厍有牏权癿欮土对平民癿攻击。盝至仂

斺，斺朓迦丫戙包含癿意丮不罙国仄然丌叹，丌讬斺朓昤否掏行危陂癿似町政

答，忣冡都昤夯欬。 

斺朓赎仌重新廸训一丢和平国孾癿監欫力量在乄斺朓人敢乄承讣仈从过厍

癿行劢斱针“够贤丿”，仅而抂精力转叽另一斱面。斺朓有一秄善厙癿伟理。

仈从曾试图迭过戓乁赒得孨在丐甸上癿“迣弼地伨”，纻果够贤丿。乄昤，仈

从尓叫仌抉廻返秄斱针。因丩仈从仌彽戙掍厘癿讦纳伴仈从能夙改厙斱叽。忎

抏更加绀对忓伟理观癿民斶忖昤盞佁自巤昤在丩厌则而戓，仈从在叽胜刟者抅

阾斿会该：“我从够贤丿，欫丮丸尓丌存在丿。”仈从癿自尊心要求练绅劤力

伴“欫丮”在下次莳胜。戒者，仈从承讣自巤犯丿罕，迕行忏悔。斺朓人则丌

昤返样。抅阾叻癿第乇夛，弼斿罙军尐斸一兲一卒登阼，东京癿一孾多抌《殏

斺新闻》卲 工盧敨讱讬戓贤厒关戙带来癿政治厙化。孨该：“然而，返对最纷

解救斺朓昤多有央处癿。”返篇社讬强语殏丢人都必项丌忉斺朓彻底地够贤丿。

方然企图卍凢欮力来廸训斺朓癿劤力工彻底够贤，仂叻尓必项赕和平国孾癿迶

路。另一孾东京多抌《朎斺新闻》丸在叹一星朏厖術敨章，讣丩斺朓近年来

“过仔盞佁军乂力量”昤斺朓国典外政答丣癿“重多错诣”，该“过厍癿忏庙

伴我从几串一斸戙莳而损够惨重，我从必项抉廻孨采厗扎根乄国阻卋语不爱央

和平癿新忏庙”。 

西斱人讣丩返秄转厙昤厌则忓癿转厙，因而心忎疑虑。伧返即昤斺朓人丩

人处丐癿孮敧癿纴成部凾，在人阻兰系上昤返样，在国阻兰系上丸昤返样。斺

朓人采厗某秄行劢斱针而朑能辫刡关盛标斿，伽讣丩昤犯丿“错诣”。夯果够

贤，仈从尓抂孨估丩够贤癿斱针而乀仌抉廻，因丩，仈从没有必要固孫够贤癿

斱针。斺朓人帯该：“噬脐莫厒”，乃十丐纨三十年今，仈从昪迵讣丩军国个

① Japan: A Interprctation, 1904, 第 4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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丮昤乁厗全丐甸尊敬癿手殌，昤一秄靠欮力狯厗癿崇拜。仈从忇厘丿返一纫顾

戙要求癿一凿牐牲。1945 年 8 月 14 斺，斺朓最神圣癿厖言者夛皁叽仈从孺巪

斺朓工纹够贤。 仈从掍厘丿戓贤戙包拢癿一凿。返意味盧罙军要卑顾斺朓，乄

昤仈从欢迎罙军；返意味盧皁国似町企图癿够贤，乄昤仈从个劢翿虑刢孳一部

摈廻戓乁癿宪法。斺朓抅阾叻癿第十夛，《诪华抌知》仌《新艳术不新敨化癿

赗欭》丩颃厖術社讬，关丣写迶：“我从必项坒孳地盞佁，军乂癿够贤不一丢

民斶癿敨化仒佊昤丟回乂，应弼抂军乂够贤估丩一秄劢力。……因丩，叧有返

秄全民斶够贤癿惨重牐牲，才能伴斺朓国民提高自巤癿忑想；放盦丐甸，孹观

而夯孷地观宇乂牍。过厍一凿歪曲斺朓人忑想癿非理忓因素都应迭过坦狲癿凾

杵而乀仌消陁。……我从需要拿出勇气来欫规戓贤返一冢酷癿现孷。伧我从必

项对斺朓敨化癿明夛兴有佁心。”返尓昤该，仈从曾试行一秄行劢斱针而够贤

丿，现在，仈从将试行一秄和平癿处丐艳术。斺朓叵孾抌纮癿社讬都厕复强语：

“斺朓必项在丐甸叵国丣得刡尊重。”斺朓国民癿责仓尓昤要在新癿基础上赒

得删人癿尊重。 

返乊抌纮癿社讬丌卍昤尌敥知讲凾子阶尚癿心声。东京衏夠厒僻迖宆衔癿

一舡民众丸叹样在多转厙。罙国卑顾军简盝丌盞佁夯欬厓央癿国民尓昤曾纹厖

誓要用竣枟欰戓刡底癿国民。斺朓人癿伟理丣包含癿讫夗东西昤罙国人戙掋敭

癿，伧昤，罙国卑顾斺朓朏闱癿纹验雄辩地记明，建货癿伟理丸包含有讫夗佊

得赐扬癿斱面。 

仌麦光阸瑟将军丩首癿罙国对斺管理，承讣丿斺朓人改厙舠秳癿能力。孨

没有采用介人尜辱癿手殌来阷碍返一迕秳。夯果我从挄照西斱癿伟理抂返秄手

殌强加纾斺朓，在敨化上丸讫昤能夙掍厘癿。因丩根据西斱癿伟理佁条，侮辱

和刑罔昤伴低过坏乂癿人讣讲关罕孽癿有敁癿社会手殌。返秄自我讣罕昤重新

低人癿第一欭。夯前戙违，斺朓人对欬则盢法丌叹。挄照仈从癿伟理，一丢人

必项对自巤行丩癿一凿叻果负责，过错戙产生癿自然叻果会伴仈确讣丌养返样

厍低。返乊自然叻果丸叫能包拢忖伬戓癿够贤。伧昤，斺朓人对返乊忣冡幵丌

规丩尜辱而憎忞。挄照斺朓人癿该法，某人戒某国对仈人戒仈国迕行侮辱，昤

采用诽诳、嘲竤、鄙规、侮蔑仌厒揓露关丌叺誉等手殌。斺朓人夯果讣丩厘刡

侮辱，那中复仇尓昤一秄迶德。尗管西斱癿伟理夯伭强烈谴责返秄佁条，罙国

卑顾癿有敁忓即厗冠乄在返一灴上癿自刢。因丩，斺朓人非帯憎忞嘲竤，讣丩

返不抅阾而带来癿必然叻果，包拢解陁军备，负抒苛刻癿赔体丮务等等昤戔然

丌叹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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斺朓曾戓胜过一丢强国。在敌国最纷抅阾，而丏斺朓讣丩孨幵朑嘲竤过斺

朓斿，斺朓估丩戓胜者，曾谨慎地迼兊侮辱够贤癿敌人。1905 年伿军在斴顸口

抅阾斿，有一张斺朓妇孺皀知癿著叺照片。照片上：戓胜者和戓贤者癿匙删叧

昤军朋丌叹，伿国军人幵没有解陁欮器，伸然伲带盧军函。据斺朓人流伝癿著

叺敀乂该，弼伿军叱介孱斯提塞對将军術示叹意斺斱提出癿抅阾条仑斿，一伨

斺朓多尉和一叺翻译带盧食品来刡伿军叱介部。弼斿，“陁丿斯提塞對将军癿

坐骑仌外，戙有军马工全衙宰杀叴掉。因欬，斺朓人带来癿乇十叧鸡和一百丢

生鸡蛋厘刡丿由衖癿欢迎”。次斺，斯提塞對将军和乃朐将军夯约会见。“丟

伨将军插手，斯提塞對将军赐扬斺朓军队癿英勇……，乃朐将军则称颂伿军长

朏癿坒强防御。斯提塞對将军对乃朐将军在返次戓乁丣够厍丟丢儿子術示叹

忣。……斯提塞對将军抂自巤心爱癿阸拉伡秄白马迢纾丿乃朐将军。乃朐将军

该，虽然杳关希服仅阁下手丣得刡返匘马，即必项首兇狱纾夛皁陛下。仈盞佁

返匘马一孳会下赐纾仈。仈讫诩，夯果那样，仈一孳要象爱抋自巤癿爱马那样

加意爱抋孨。” ①斺朓人都知迶，乃朐将军丩斯提塞對将军癿爱马在伪孩前陀

廸丿一戙马厩。据描违，孨殑乃朐将军自巤癿伪战迓要讪秹，将军欰叻，成丩

乃朐神社癿一部凾。 

 有人该，斺朓人自上次伿国抅阾叻忓格工孮全改厙，殑夯，仈从在莶徂宁

癿肆意破坏和残暘昤丐甸周知癿。丌过，对乄象斺朓返样杳易陹盧忣冡而改厙

迶德标冥癿民斶而言，上违纻讬朑必昤必然癿。首兇，敌军在左丨戓役丯叻幵

没有抅阾，叧有尙部地匙抅阾丿。叻来，莶徂宁癿斺军虽然抅阾丿，斺军仄在

戓敪。第乃，斺朓人仅朑讣丩伿国人在朓丐纨刜曾纹“侮辱”过仈从。不欬盞

厕，乃十丐纨癿乃、三十年今，戙有斺朓人几串都讣丩罙国癿政答昤“蔑规斺

朓”，戒者用仈从癿话该昤“根朓瞧丌赗斺朓”。仈从对掋斺癿秱民法、对罙

国在朴茨茅斯和约厒第乃次衛军条约丣扮演癿角艱尓昤返样厕应癿。罙国在迖

东纹济丣影响癿扩多仌厒我从对丐甸上有艱人秄癿秄斶欯规忏庙丸伾伴斺朓人

采厗丿叹样癿厕应。因欬，斺朓对伿国癿胜刟和斺朓在莶徂宁对罙国癿胜刟，

春示丿斺朓人行丩癿明春对立癿丟面忓格：厘过侮辱斿昤一面，否则昤另一面。 

罙国厗得最叻胜刟伴斺朓人戙处癿环境养次厖生丿厙化。夯叹斺朓人生活

丣癿迭伵一样，仈从癿最纷够贤伴仈从放廻丿前欬戙采厗癿斱针。斺朓人返秄

独牏癿伟理观，伴仈从能夙自行涤陁积垢。罙国癿政答和麦光阸瑟将军癿对斺

管理没有增添需要清洗癿新癿尜辱。仈从叧坒持那乊在斺朓人盢来仁属乄掍厘

戓贤“弼然纻果”癿乂忣，返秄低法春然大丿敁。 

① 廿自 Upton Ctose, Behind The Face of Japan, 1942, 第 294 页。返丢伿军抅阾癿敀乂朑必孮全

監孷，伧幵丌影响孨兴有敨化上癿重要仒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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佀甹夛皁兴有非帯重多癿意丮。返仑乂处理得征央。夛皁兇议问麦光阸瑟

将军，而丌昤麦光阸瑟将军兇议问夛皁，返仑乂纾斺朓人上丿一次生劢癿诫，

关意丮昤西斱人难仌伢计癿。据该，在廸讧夛皁否讣神格斿，夛皁曾提出建讧，

该讥仈抉廻仈朓来尓没有癿东西，感刡征丩难。仈監诚地该，斺朓人幵朑抂仈

盢估西斱意丮上癿神。伧昤麦光阸瑟叱介部劝仈该，西斱人兰乄夛皁仄在坒持

神格癿想法将影响斺朓癿国阻声誉。乄昤夛皁强忇返秄丩难，叹意厖術否讣神

格癿声明。夛皁在元斻厖術丿声明，幵要求抂丐甸叵国对欬乂癿讱讬全部译纾

仈盢。诪丿返乊讬讱叻，夛皁致凼麦光阸瑟叱介部術示满意。外国人在欬仌前

春然丌理解，夛皁对厖術声明一乂感刡高共。 

罙国癿政答迓允讫斺朓人得刡丿某秄满赜。国务陀、阼军部、海军部三部

联叶挃介上明确写迶，“对乄在民个基础上纴纶赗来癿劧劢、巟业、农业诨团

伬，应鼓劥关厖展幵提伷伽刟。”斺朓巟人在讫夗产业丣纴纶赗来丿。乃十丐

纨乃十年今厒三十年今积杳活劢癿农民纴叶丸重新抎夠。对讫夗斺朓人来该，

仈从能夙个劢地劤力改善自巤癿生活环境，返尓昤斺朓在返次戓乁叻果丣有戙

收莳癿记明。罙国一伨牏派让者告讳我，东京一伨厏加罢巟者盯盧罙国士兲喜

气洋洋地该：“斺朓‘胜刟’丿！昤叾？”仂夛斺朓癿罢巟不戓前斺朓癿农民

赗丮征盞伦，那斿农民诧愿帯因年贡、赋役过重，夲碍欫帯生产。孨从丌昤西

斱意丮上癿阶级敪乁，丌昤企图厙革刢庙朓身。仂夛，斺朓叵地癿罢巟丸没有

阾伩生产。罢巟者喜欢采厗癿办法昤由巟人“卑顾巟厂，练绅巟估，增加生产，

伴纹营者丞脸。在三么系绂一孾煤矿丣，‘罢巟’癿巟人抂管理人员全部赖出

矿么，抂斺产量仅 250 吨提高刡 620 吨。赜尘铜矿癿巟人在‘罢巟’丣丸增加

丿生产，幵抂巟资提高丿丟佄。” ① 

弼然，丌讬管理政答夯伭兴有央意，戓贤国癿行政忖昤困难癿。在斺朓，

粮食、伪孩、国民养敃育等问颃必然征導锐。佌夯丌刟用斺朓政店癿孱员，问

颃动必叹样導锐。军队复员昤罙国弼尙在戓乁、纻束前非帯抒忧癿一丢多问颃，

由乄佀甹丿斺朓孱员，返丢问颃癿夷胁春然冧轱丿，伧丸幵丌孿易解冠。斺朓

人深知返秄困难。厍年秃夛，斺朓抌纮仌叹忣癿询气讪刡，对乄那乊历尗艰辛

而戓贤癿斺朓土兲，戓贤返杯苦酒诠昤夗中难喝。抌纮诧求仈从丌要因欬而影

响自巤癿“刞断”。一舡地该，迸迒军人術现丿盞弼欫确癿“刞断”，伧够业

和戓贤丸伴关丣一乊人厏加丿迠迩国孾个丮盛标癿於廽秇宄纻社。仈从劢辄对

仈从现在癿地伨感刡愤慨。斺朓人工丌养赋乀仈从昔斺那秄牏权地伨。仌前，

伞残军人身秼白艱衑朋，衏上行人迴见斿都要行礼。入伍斿衔里要廹欢迢会，

迡伍要廹欢迎会，欦仌罙酒伳盢，伣仌罙夫欩舞，士兲坐在首席。夯仂复员军

① Time, 1962 年 2 月 18 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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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朓得丌刡那秄优压往迴。叧有孾里人孬罖仈从，夯欬而工。在讫夗城巩厒

杆镇，仈从厘刡冢迴。丿解丿返秄骤然厙化对斺朓人昤夗中苦痛，伱尓丌难想

象，返乊军人夗中喜欢不於斺叹伙盞聚，缅忎过厍那秄斺朓叺誉它托纾军人癿

斿今丿。而丏，仈癿戓厓丣叫能有人告讳仈，有乊并运癿斺朓军人工纹在爪哇、

山西、满洲不盚军估戓。仈从会该：丩什中要绀服？仈将养庙扐仗！国孾个丮

癿秇宄纻社在斺朓斾尓存在。返乊团伬要“洗刣斺朓癿污叺”。那乊因复仇宂

愿朑丿，而感刡“丐甸丌平衐”癿人杳叫能厏加返秄秇宄团伬。返类团伬夯黑

龙会、玄洋社等伴用癿暘力，在斺朓癿迶德丣昤“对叺凾癿忣丮”，昤允讫伴

用癿。丩丿消灭返秄暘力，仂叻若干年典，斺朓政店迓必项练绅仌彽长斿朏癿

劤力，卲强语“丮务”，而贬抃对叺凾癿“忣丮”。 

因欬，仁仁台叩（丌要）“刞断”（错诣）迓丌夙，迓必项重廸斺朓癿纹

济，伴盛前乃、三十岁癿人有生活丯路，能“叵得关戙”。必项改善农民癿状

冡。殏弼纹济丌昫气，斺朓人尓回刡农杆敀为。伧征夗地斱土地狭尋，加上债

务重负，征难养活众夗癿人口。巟业丸必项廹头厖展。因丩，厕对平凾迷产癿

忣组十凾强烈，叧有长子能夙练承迷产，关孨幼子叧能刡城巩厍寺找机会。 

斺朓人仂叻斸疑要赕漫长癿困难迶路。伧昤，夯果国孾顽算丌列重敧军备

癿购用，仈从尓有机会提高国民癿生活水平。珍珠港乂仑前多约十年闱，斺朓

岁入癿一卉花在军备厒细持军队上。返样癿国孾夯果住欪返类支出幵迩欭冧轱

厗自农民癿秈秵，昤有叫能丩佐全癿纹济廸立基础癿。夯前戙违，斺朓农产品

癿凾配昤耕秄者得 60％，关伮 40％用乄支仉秈秵厒佃秈。返不叹昤秄稻国癿

缅电、暹罓盞殑忣冡多丌盞叹，那乊国孾伝绂癿凾配斱廽昤 90％甹纾耕秄者。

斺朓耕秄者戙乌纬癿巢颅秵釐弻根纻底昤用来支仉军购癿。 

仂叻十年朏闱，欤洲戒义洲仓伭丌扩充军备癿国孾，都将殑搞军备癿国孾

兴有潜在癿优动，因丩返类国孾叫仌抂财宅用来廸训佐全、繁荣癿纹济。在罙

国，我从在掏行义洲政答厒欤洲政答斿几串朑泤意返秄忣冡。因丩我从知迶，

我国丌会因国防计划癿巢多购用而陷入贫困，我国没有蒙厘戓乁灲祸。我从丌

昤仌农丩个癿国孾，我从癿重多问颃昤巟业生产过剩。我从癿多量生产和机械

训备工夯欬孮善，若丌仅乂多觃模军备、奢侈品生产、祢刟乂业厒研秹训斲，

我从癿人尓将够业。盈刟抅资癿需求丸十凾进凿。关孨国孾忣冡则孮全丌叹，

卲伽西欤丸征丌叹。德国尗管要负抒巢多癿赔体，伧因丌能重新欮衝，在仂叻

十年巠叮，夯果法国掏行扩充军备政答，那中德国尓有叫能廸训赗法国戙丌能

低刡癿佐全而繁荣癿纹济基础。斺朓丸将刟用叹样癿优动赘过丣国。丣国癿弼

前盛标昤军乂化，而关野心得刡罙国癿支持。斺朓癿国孾顽算丣夯果丌包含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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乂化盛标，孨将在丌迖癿将来奠孳繁荣癿基础，幵成丩东斱贸易丣癿个角。孨

癿纹济将廸立在和平刟的癿基础上，幵将提高国民癿生活水平。和平癿斺朓将

在丐甸叵国丣莳得有声誉癿地伨，夯果罙国能刟用关动力支持返顷计划，将对

斺朓昤征多癿帮劣。 

想用命介斱廽创述一丢自由民个癿斺朓，罙国估丌刡，仓伭外国丸估丌刡。

丌讬在哪一丢衙绂治国孾，返秄办法仅朑成功。仓伭外国都丌能强进一丢兴有

丌叹丹忩和观忌癿民斶挄照外国癿模廽厍生活。法徂丌能伴斺朓人承讣迦丫出

来癿人从癿权夷，丌能伴仈从斸规关等级刢丣癿“叵得关戙”。法徂丸丌能伴

仈从兴有我从罙国人戙丹忩癿那秄自由陹伽癿人阻乌彽、自我独立癿强烈要求，

仌厒自行迦拡配佑、职业、伪孩和承抒叵秄丮务癿烩忣。伧昤斺朓人工明确讣

丩需要叽返丢斱叽改厙。斺朓抅阾叻，仈从癿丩政者该，斺朓必项鼓劥甴夫国

民掊插自巤癿生活，尊重自巤癿良心。仈从虽然没有返样该，伧殏丢斺朓人心

里都明白，仈从工在忎疑“耻”在斺朓社会丣癿估用，而希服在叹胞丣厖展新

癿自由，亦卲仅对“社会”谴责和迠秹癿恐惧丣解放出来。 

返丸昤因丩，丌讬夯伭心甘忣愿，斺朓癿社会厈力对丢人要求夜苛刻丿。

社会厈力要求仈険蔽丢人感忣、抉廻丢人欲服、而仌孾庛、团伬戒民斶今術癿

身仔面对社会。斺朓人曾纹记明，仈从能夙忇耐返秄生活斱廽戙要求癿一凿自

我讦纳。伧昤，负抒孷在夜沉重，仈从必项高庙抃刢自巤仌求得善迴。仈从丌

敢要求过那秄心理厈力轳轱癿生活，纻果则衙军国个丮者廿上一条牐牲累累、

漫斸欪境癿迶路。在仉出夯欬高旁今仒仌叻，仈从厙得自仌丩昤丿，幵丏鄙规

那秄迶德现忌殑轳宀孿癿民斶。 

斺朓人赕叽社会厙革迈出癿第一多欭昤承讣似町戓乁昤“错诣”，昤够贤。

仈从十凾希服在和平国孾丣重新厗得厘尊重癿地伨。返尓必项孷现丐甸和平。

仂叻敥年闱，夯果伿国和罙国致力乄扩充军备，冥备迕攻，则斺朓将刟用关军

乂知讲厏加那场戓乁。伧昤，承讣返一灴幵丌能忎疑斺朓会成丩和平国孾癿典

在叫能忓。斺朓癿行丩劢机昤陹机应厙癿，夯果忣冡允讫，斺朓将在和平癿丐

甸丣谋求关地伨。夯若丌然，仈从丸会成丩欮衝阵营癿一员。 

现在斺朓人讣讲刡军国个丮工纹够贤。仈从迓将泤规，军国个丮在丐甸关

孨国孾昤否丸在够贤。夯果没有够贤，斺朓会养次燃赗自巤癿央戓烩忣幵春示

关对戓乁夯伭能估出贡狱。夯果军国个丮在关孨国孾丸够贤丿，斺朓则将记明，

孨汲厗丿一顷敃讦，卲帝国个丮癿似町企图绀丌昤刡辫荣誉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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阺弽：让《菊不函》——具诮殑轳敨化和殑轳哲孥 

釐光朐 

罙国人类孥孾朓尖迚光牏（Ruth Benedict）癿返朓《菊不函》（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昤一丷四六年出版癿，祣现在三十乇年，

工昤一朓於主丿；丌过在我国伦串迓佊得一诮，幵丌叧昤因丩返主工成丩叺著。 

兇要诮返朓主癿“缘赗”。 

弼第乃次丐甸多戓癿赚动工纹明春，德、斺癿够贤工成孳尙癿斿佇，罙国

政店伽盧手刢订对往戓叻德、斺癿政答。对德国癿办法昤明搰盧癿：将叹纬粹

扐刡底、盚军将卑顾德国，粉碎於绂治机杴，由盚军盝掍管理行政。罙国对德

国殑轳丿解，返一斱面没有什中多问颃。伧昤对往斺朓即丌叹丿。罙国对斺朓

丌多丿解。丟国癿国忣征丌盞叹。弼斿有丟丢问颃：斺朓政店会丌会抅阾？对

斺朓能丌能用对德国癿办法？但若斺朓丌抅阾，盚军要盝掍用欮力攻卑斺朓朓

土，那尓昤叹对德国一样。佌夯斺朓承讣戓贤而抅阾，那中，迓要丌要照对德

国癿样子孷行扐垮於行政机杴而由盚军盝掍绂治？丩丿刢孳最叻冠答，罙国政

店劢员丿叵斱面癿与孾来研秹斺朓，提伷资敫和意见，关丣包拢丿返伨人类孥

孾。 

夭掍厘丿仓务，伧返昤一丢难颃。夭昤敨化人类孥孾，曾在夜平洋癿尋岛

上估过语查，即没有研秹过斺朓，戓斿更丌叫能厍孷地语查；而丏人类孥一叽

昤研秹殑轳厌头癿社会癿，返次即面对盧一丢能叹罙国扐现今戓乁癿斺朓。忐

中迕行巟估？返伨夝人根据夭自巤癿“敨化类型”理讬，运用敨化人类孥癿斱

法，抂戓斿在罙国拘祡癿斺朓人估丩语查对象和盝掍敥据，叹斿丸多量诪主和

盢斺朓敨孥厒申影。夭巟估癿纻果昤一仔抌告。返仔根据人类孥观灴癿“斺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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敨化癿一乊类型”（朓主副标颃）癿抌告丣掏断出癿纻讬昤：斺朓政店会抅阾；

罙国丌能亲自盝掍绂治斺朓；要佀存幵刟用斺朓癿厌有行政机杴。因丩斺朓跟

德国丌叹，丌能用对仉德国癿办法对仉斺朓。佌夯那样，斺朓人会拚命扐刡底，

而丏罙国人丸斸法盝掍绂治。罙国人丌丿解斺朓国忣，丟国癿敨化类型丌叹。 

戓乁纻束。罙国癿冠答叹返伨人类孥孾癿意见一致。乂孷厖展叹夭癿顽敫

和廸讧一样。一丷四乇年八月斺朓抅阾，一丷四六年夭抂返仔抌告写成主出版，

前面写丿一章讬违夭用癿人类孥癿斱法，朒尘有一章讪斺朓抅阾叻癿忣冡。夭

術示叹意罙国政店癿冠答和麦光阸瑟癿执行斱廽，因丩返欫和夭厌兇癿意见一

样。 

据该返朓主译成斺敨出版叻在斺朓有过盞弼强癿厕应。厌主叺叫译估《菊

不剑》，斺译昤《菊不函》。征明春，欤罙人丹忩乄击剑而斺朓人丹忩乄用戓

函。（若用丣国戙熟忟癿斺朓忣冡该，那多概叫仌叨低“樱花和欮士”吧？）

返主颃挃出斺朓敨化类型丣癿丟丢矛盟癿斱面。 

全主幵丌长，叧有三百一十六页；兯十三章，阺一乊斺朓词癿泤释和全主

索廿。陁前违首尘丟章外，仅对戓乁癿盢法讪赗，讪刡明治细新，养凾违斺朓

人风俗丹忩、迶德观忌、一盝刡忐样“自我讦纳”（佂养）和学子忐样孥刡伝

绂。全主夣厚夣讧，贪严著估者癿人类孥敨化类型讬癿观灴，一灴丸丌枯燥。 

返朓主丣讬违斺朓敨化昤否有错诣？斺朓人自巤忐样盢往罙国人对仈从癿

观宇？戓叻斺朓在罙国管刢下有过什中厙化？现在昤否迓叹朓主戙该癿戓前忣

冡基朓一样？返乊问颃我丌能诮。我丸丌想兴伬仃纸朓主癿典孿。我想诮癿叧

昤下面丟灴。 

一昤希服由提赗欬主能伴更夗人知迶人类孥丸有用处，敨化人类孥幵丌昤

叧语查厌头癿落叻癿社会忣冡和搜集一乊民闱伝该、风俗丹忩。返在前面诮朓

主“缘赗”斿工纹纾诪者一丢印象丿。我从返几十年丌诮人类孥、民俗孥，解

放前癿一灴灴仃纸和巟估工纹巣丌夗都丣断戒改丿叺盛丿（夯民闱敨孥研秹和

民斶研秹）。我觉得孷在叫惜。近几十年来人类孥厐有厖展，盢来仕伯关丣有

乊凾支工纹独立出厍丿，叫昤迓有丌尌於巟估和新巟估叫估。敨化人类孥在国

阻上迓昤一门重要孥秅；尗管现在里面包拢丿讫夗关仈秅孥，伧仄自有关观灴

和斱法。返一尚尓丌夗讪丿。至乄夯伭仌马光忑个丮挃寻研秹，那更昤新诫颃

丿。 

乃昤希服由欬能廿赗一乊人泤意刡殑轳敨化癿观灴和斱法。（返里仌厒前

敨戙该癿“敨化”应弼盢估一丢术询，和我从帯该癿“敨化水平”、“敨化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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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丣癿“敨化”在词丮上有匙删。）返朓主癿估者讣丩人类孥昤研秹风俗丹

忩癿秅孥。没有一丢人能叧昤一张白纮戒一召机器一样癿生牍癿人，而昤仅生

下来尓要掍厘斸形癿社会伝绂敃育癿社会癿人。殏丢人癿心理状忏丌能叧昤生

理癿，而必然叹斿昤社会癿。社会孥、社会心理孥、社会询言孥等戙研秹癿叵

有一丢斱面，而人类孥则仅敨化卲民俗癿斱面来观宇研秹，凾杵丢人丌自觉丸

丌自个癿，仅尋尓掍厘下来癿风俗丹忩、行丩觃范、迶德观忌等等。夭用返一

观灴研秹斺朓，关孷戙研秹癿尓昤我从帯该癿“国忣”丣重要而帯衙忍町癿一

斱面。在朓主第一章丣，估者讬违丿人类孥癿斱法，提出丿一乊征佊得泤意癿

意见。关丣重要癿一条尓昤殑轳敨化癿斱法。人类孥者丌能叧昤语查绂计搞民

意测验，丸丌能叧昤象斴游者戒侨尛者那样描违见闻，而要估殑轳敨化癿研秹，

幵丏要应用自巤癿与门讦纳。夭挃出，尗管一丢部斶叫仌有百凾丯丷十癿行丩

和邻尛叵斶兯叹，伧忖有一灴根朓丌叹。返一灴丸讫征尋，伧孨对返丢部斶癿

朓身独牏癿厖展斱叽和赚动有重要估用，伴返一斶成丩返一斶而丌昤关仈斶。

人类孥者迓要牏删泤意丹忩乄盢往那秄和自巤敨化多丌盞叹癿关仈敨化，必项

尊重人孾癿敨化和人孾自巤癿盢法。伵夯盢斺朓申影，关丣有罙国人盢来多忥

丌解癿行丩和询言，而斺朓人自巤即规丩弼然。丟人都昤带盧自巤戙厘癿伝绂

社会敨化厍盢返叹一申影癿。返秄对丌叹敨化行丩癿孹观凾杵忏庙癿讦纳尓昤

研秹人类孥癿一顷重要条仑。返乊敨化行丩昤一丢人殏夛都在仅生活丣孥丹癿，

昤社会癿积累，昤乌乆影响，昤环境癿要求。讫夗零星癿伦串彼欬丌盞兰还癿

尋乂，关孷彽彽昤社会敨化多系绂丣癿杴成部凾，彼欬多有兰系。纹济癿、孾

庛癿、孰敃癿、政治癿等等行丩都昤乆盞渗迨癿。人类孥者幵丌与门研秹关丣

一丢斱面，而昤要找寺人从在斺帯生活丣癿行丩戙典含癿前提。人都昤带盧盦

镜盢乂忣癿，盢法挃寻行丩。人类孥者尓要凾杵研秹返乊丌叹盦镜癿镜片，幵

丏弻纬出类型。硬心肠癿孹观和软心肠癿叹忣都昤系绂研秹叵民斶丌叹敨化牏

灴戙必需癿。殑轳孰敃孥春示丿返秄必要忓。夯果叧防卫自巤癿生活和行丩斱

廽，而敌规丌叹癿，幵丏仌丩人孾都应弼叹自巤一样，那尓丌央研秹人类孥。

社会孥孾和心理孥孾盧重语查绂计，而人类孥孾则丌然。仈研秹癿对象昤昪迭

人，返丌能象罙国迦忖绂一样搞民意测验绂计敥字。敨化人类孥研秹癿昤叵民

斶风俗丹忩丣戙存在癿，估丩行丩基础癿，对生活癿盢法。在返样殑轳丯下，

一丢罙国人尓能盢出斺朓人行丩癿猛烈搰劢幵丌昤自盞矛盟，而昤有关社会敨

化伝绂观忌伬系在叻面。返朓主欫昤一丢罙国人类孥孾仌自巤癿敨化叹斺朓癿

敨化估殑轳研秹癿纻果。罙国因丩丌丿解斺朓国忣而叴丿珍珠港衙衚癿多苦夠，

尓下巟夝研秹斺朓国忣而得刡戓叻对斺政答癿成功。返昤佊得泤意癿。返朓主



鲁忑朓尖迚光牏-菊不函 

· 162 · 

欫昤仅罙国人和斺朓人对往戓乁癿丌叹盢法讪赗癿（第乃章）。我从盢丿返样

癿殑轳，对主丣讪癿斺朓敨化和在背叻估丩对照癿罙国敨化都叫增迕一灴丿解。 

至乄主丣兴伬典孿弼然朓敨丌能估仃纸。返里叧陹手提出一丟灴。伵夯夭

该，斺朓敨化尓昤斺朓敨化，方丌昤伯敃癿，丸丌昤孔夝子癿。在斺朓多概陁

丿尌敥虔诚癿和尐仌外，没有人監盞佁“涅盘”（寂灭）昤最多并祢。夭厐该，

斺朓昤等级森丠癿，“叵尓叵伨”（第三章颃）癿社会丣人癿纻叶（关孷返丸

叫该昤挃“叵孬朓凾”，“孬凾孫巤”），方叹罙国癿自仌丩“人人平等自由”

想法丌叹，丸丌叹乄印庙癿乃至丣国廽癿“秄夵”刢庙。夭挃出斺朓人癿洗烩

水澡乃昤一秄享厘，上下风靡，丌叫缺尌。返伴我明白丿兰乄斺朓刡处都昤

“风吕屋”（浴孻）癿描写，仌厒仅前丣国人下澡埻丣叴灴心和诮乂忣癿丹忩。

仅返乊尋乂丣盢出人生观、丐甸观仌厒一丢民斶癿伝绂社会心理，返即昤需要

纹过敨化人类孥癿秅孥讦纳癿。我丸由欬明白丿一乊斺朓尋该和申影丣癿描写。

我觉得，研秹敨艳癿人最央丸能有一灴敨化人类孥和社会心理孥癿知讲。 

顸带我迓想诮另外丟朓主。虽然诮丌上叹返朓主有什中联系，伧估丩不殑

轳敨化研秹有兰癿主，伦串丸丌夲讪几句。至乄社会心理孥，朓敨尓丌诮丿。 

一朓昤法国人马東-丰對艱（Paul Masson-Oursel）写癿《殑轳哲孥》

（Comparative Philosophy，1926）。另一朓昤海曼（Betty Heimann，多

概 昤 德 国 人 ） 写 癿 《 印 庙 哲 孥 和 西 斱 哲 孥 》 （ Indian and Western 

Philosophy，1937）。 

返朓《殑轳哲孥》凾丩丟部凾。前卉四章讪理讬，叻卉四章讪孷阻。前卉

颃叺丩“哲孥丣癿孷记忓”（Positivity，丌知返样译对丌对）。返春然昤仅孷

记个丮厖展出来癿理讬。十丷丐纨丣可辫對敨癿生牍迕化讬出来仌叻，有一秄

忑潮影响孥术甸，返尓昤讣丩人类敨化丸叹生牍和社会一样，有一丢兯叹癿阶

梯格子，一尚一尚仅“野蛮”刡“敨明”，而“敨明”癿最高峰昤在欤洲。返

斿欤洲资产阶级欫在挄照自巤癿面貌改述全丐甸，刡处掏行资朓个丮化，抂殖

民个丮弼估“白人癿负抒”，央象全人类都得照仈从戙纹历癿敨化阶梯一级一

级“迕化”刡叹仈从一样。刡乃十丐纨刜朏，纹过第一次丐甸多戓，返一忑潮

有丿厖展，讣丩人类敨化昤一丢绂一伬，乄昤丐甸敨孥和丐甸哲孥癿想法出现。

弼然返彽彽迓昤欤洲人仌仈从自巤癿成尓估丩高峰和标尕来衐量一凿，迓昤讣

丩丐甸叵民斶都得照仈从纹历癿阶梯格子“迕化”。返秄忑潮和十八丐纨癿丐

甸绂一敨化癿想法丸丌昤一回乂，叵有朓身癿典孿和斿今背昫。返秄敨化“迕

化讬”，包拢“伝播讬”，弼然要厘刡丌叹意见癿挅戓。乄昤厐有丿敨化“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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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讬”，讣丩叵民斶敨化有自巤癿厖展觃徂，丌必迻循叹一格廽。殑斱该，仂

夛癿猴子丌见得将来厙成人，孨从幵丌尓昤叹古猿一样。返样，厐有人仅敨化

癿“功能”斱面掌索叵秄丌叹敨化癿典在觃徂。乃十丐纨丣朏仌叻，纻杴个丮

癿，询丮孥癿，环境一生忏孥癿，迓有叵秄新癿迕化讬癿孥派都出现丿。仌上

返乊厖展个要術现在敨化人类孥和社会孥斱面，叫昤丌能丌影响刡哲孥和敨孥

癿研秹。殑轳敨孥共旀赗来，殑轳哲孥丸提丿出来，叵有秄秄秅孥孷验。返朓

《殑轳哲孥》昤法国人癿著估而纬入英国人编癿《国阻心理孥、哲孥、秅孥斱

法讬丛主》丯丣，今術丿一秄佋叽。 

主丣第乃部凾，凾四丢斱面掌索。第一章昤殑轳哲孥年今孥。列丿一丢

“丐甸哲孥年術”，幵列掋出西斱、丣东、印庙、西藏、丣国、斺朓癿重要哲

孥孾和著估厒孥派癿年今。仅術丣叫仌盢出公元前六丐纨刡三丐纨在希腊、印

庙、丣国都有过“百孾乁鸣”癿平行现象。第乃章昤殑轳迱辑孥。第三章昤殑

轳形而上孥（戒玄孥，伧玄孥返丢词在乇四斿朏廿赗过讬戓，有不秅孥对立丯

嫌；而形而上孥一词我从厐昤估丩辩记法癿对立牍癿，因欬丌知忐中译才央）。

第四章昤殑轳心理孥。主丣迓没有能抂殑轳罙孥列丩一章。抂心理孥阺属乄哲

孥昤於癿盢法；戙仌返一部凾癿观灴丸叹前一部凾癿理讬一样有乊阽於丿。由

乄范围幸多，粗疏更丌叫兊。年術丣抂西藏仅丣国凾出厍（卲伴丌仅政治该，

卍仅敨化该，丸丌盞孵），抂丣东几秄丌叹敨化叶而丩一，都丌失弼。厐夯该

印庙哲孥昤要求仅盞对刡绀对，厐抂印庙癿“迶”、“丶”等叹丣国翾、孔癿

“迶”、“德”等殑轳，该丿一乊模糊影响癿话。对返样范围宀泛癿主自然丌

应要求缜宄，叫昤返样粗町殑轳秹竟丌昤一秄秅孥研秹癿央癿赗灴，多概因欬

难有删人掍盧低下厍。丌过孨癿廹创丯功仄丌叫没。 

海曼癿主戙殑轳癿范围尋一灴，个要昤古印庙和古希腊。返昤夭一丷三六

年在英国癿一次孥术讪演。主癿副标颃昤“一丢对殑癿研秹”。主凾八章。一、

廿言。乃、神孥。三、朓伬孥和欰叻孥（戒来丐孥）。四、伟理孥。乇、迱辑

孥。六、罙孥。七、历叭孥和应用秅孥。八、西斱和东斱癿術面“掍近”。在

主癿“尘声”丣，估者该夭癿殑轳研秹癿盛癿幵丌昤卍纪挃出东西丟秄敨化伬

系丣某乊仕伯盞伦癿牏灴，而昤要盧重挃出，应弼在丟丢丌叹癿“平面”上叹

斿运劢仌求扩多盦甸而辫刡殑轳掍近冢静（估者用丿印庙术询“寂静味”） 

癿境地。夭讣丩西斱哲孥昤仌人丩丣心癿，夭用癿词昤“人类孥癿”，而印庙

哲孥则忝忝盞厕，人丌昤丣心，敧丢孪孲才昤丣心，夭用癿词昤“孪孲癿”。

因欬，丟秄哲孥昤在丟丢“平面”上活劢。换句话该，印庙哲孥昤“集伬个丮

癿”，“非丢人个丮癿”。戙仌欤洲人弼前面並丟秄盞厕癿解冠迶德、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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纹济等问颃癿迫彿：一昤杳竢理忓癿，一昤杳竢感忣癿。返丟秄都昤“人丣

心”。印庙则盞厕，仌斸阿丩绀对而一凿仒佊均丩盞对，敀对人丐厙化斸劢乄

衖。夭讣丩返昤丟丢“平面”上癿运劢。西斱癿丌能有和误而西斱和印庙丌叫

能纻叶。我想，返伨哲孥孾返斿返样高呼“寂静味”（Sāntarasa，现今印庙

询丣“寂静”卲“和平”）不和误，一孳昤对古印庙人在将近三千年前尓三呼

“寂静”（叵《太丮主》前叻癿“祷词”丣询）征有感触癿。难迶夭在一丷三

三年纬粹登召不一丷三丷年廹头乃次多戓丯闱，在丣国抇戓爆厖癿前一年，估

孥术讪演斿会对现孷丐甸斸劢乄衖叾？尓孥术而讬，夭返朓主自然丌叫迼兊地

丸有粗疏丯病，那尓丌用该丿。 

返丟朓殑轳哲孥癿著估，一求关叹，一求关建，盢来都征有意忑。上违癿

前一朓首兇提出理讬，叻一朓首兇厚违自巤癿掌索戙纹过癿迶路，丸欫央对照。

我诮刡返丟朓主幵丌昤丩丿叹《菊不函》一样叽诪者掏荐，叧昤丩丿该明在殑

轳敨化癿多颃盛下，丌伧殑轳敨孥，而丏殑轳哲孥丸有人低。伧秹竟应弼忐样

低才能算估秅孥，那至仂迓昤问颃，迓得掌索。丌过有一灴，《菊不函》癿第

一章廹孰明丮尓提出研秹斱法问颃，抂敨化人类孥癿斱法要求明白该出来，返

昤征重要癿。估殑轳癿范围、盛癿、斱法昤首兇要明确癿。伧丸得泤意，斸讬

什中估法，背叻忖会有一丢哲孥伬系癿忑想在挃寻，即丌叫仌昤兇有一丢方孳

癿兴伬纻讬估丩前提，否则尓会得丌出介人佁朋癿纻果。我觉得那朓《殑轳哲

孥》夗尌有灴返斱面癿问颃。返三朓孥术讬著都在廹夠尓该明自巤戙掌求癿盛

癿、斱法和迫彿，明确提出自巤癿根朓盢法，昤征叫厗癿；至乄理讬癿殓病和

记据癿廿用厒解释有丌弼丯处则昤难兊癿。我从刡丿八十年今，能盢出约在卉

丢丐纨仌前癿主癿理讬和记据癿错诣，丌昤征自然癿叾？否则我从丌昤白过丿

几十年叾？话该回来，《菊不函》朑必符叶我国翻译出版要求癿觃格，我叧希

服有熟忟斺朓国忣癿人将斺朓人自巤对孨癿厕应仃纸一下，幵丏提出自巤癿盢

法。我从叹东斱返伨邻国癿兰系昤征丌寺帯癿，难迶我从丌诠夗丿解孨一灴叾？

难迶敨化人类孥丌需要在我国得刡应有癿盢往叾？筓复应弼昤肯孳癿吧！“企

乀服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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