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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涛  唐永亮

【内容摘要】 清水几太郎是日本战后著名思想家，在 1945-1960 年间积极参加和平运动，被称为

“庶民思想家”“民众的代言人”。尽管其后来思想发生转向，但也不可否认其和平思想对当时日本和平运

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主要包括反对单独媾

和、军事基地、再军备、修宪等内容。这却促进了当时大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与和平思想的普及。支持激

进主义虽然是其思想的独特之处，但是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和反对。将清水几太郎的和平思想放在

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流脉中进行考察，分析其思想内涵、特征与影响，既有助于客观评价清水几太郎，也

有助于深刻把握当代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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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

“提起塑造战后日本论坛的知识分子，清水几

太郎是丝毫不逊色于丸山真男的存在。
[1]

”清水几

太郎（1907-1988）在战前参加昭和研究会，希望通

过自身的努力阻止日本的法西斯化进程；战时作为

读卖报纸社论委员，撰写了许多协助战争和迎合时

局的文章；战后作为和平主义思想家，通过文章、

演讲和实地考察等方式参加和平运动，1950 年代甚

至被称为“清水几太郎的时代”
[2]

；1960 年安保斗

争失败后，清水几太郎思想发生转向
①

，主张再评

价《治安维持法》、修宪、再军备与核武装。

日本对清水几太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生平

和思想转向原因的讨论
②

。中国学界对清水几太郎

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清水转向问题
③

的研究。对

于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国内外学界并未给

历史研究

  ①   转向是指思想或政治立场的变化，与变节同义。

  ②   大久保孝治：《被遗忘的思想家——清水几太郎论的演变》，《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998（44）；福田恒存：《近

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型——试论清水几太郎》，中央公论，1980 年第10 期；林健太郎：《昭和思想史与清水几太郎》，《诸君》，1988

年第10 期等。天野惠一：《危机的空想家——清水几太郎批判》，东京：批判社，1979 年；竹内洋：《媒体和知识分子——清水几太郎

的霸权和遗忘》，东京：中央公论新社，2012 年；田中五郎：《一位思想家走过的路——清水几太郎思想的变迁》，《政治·经济·法律

研究》，2002 年第一期等。.

  ③   高增杰：《日本的社会思潮与国民情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年；邱静：《民主主义、民族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张力——

清水几太郎与战后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征》，《政治思想史》，2014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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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充分关注。本文将 1945-1960 年间清水几太郎

的和平思想放在战后日本和平运动流脉中进行考

察，分析其思想内涵、特征与影响，既有助于客

观评价清水几太郎，也有助于深刻认识战后以来

日本和平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一、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基本流脉

战争与和平是人类社会长久以来面临的重要

课题。两者有着清晰的界线，却时而相互纠缠。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日本社会对于战争

与和平有了深刻认识，和平主义运动蓬勃发展。

从思想上看，战后的和平主义运动既继承了中江

兆民、幸德秋水、内村鉴三等开创的和平主义思

想的各流脉，又随着日本社会的民主化改造使和

平主义思想得到了深层次发展。就如藤原修所言：

“战后政治社会的民主化和自由化，意味着在近

现代日本首次出现能够真正地组织和平运动的环

境”
[3]

。

纵观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基本状况，大致可

以分为左翼运动、宗教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三个

流脉。

左翼和平运动是由日本社会党和共产党等领

导的反战和平运动。战后初期日本社会曾出现过

对战败责任的讨论，其中包括对日本共产党未有

效发挥“抵抗”责任的追问。对此，日本共产党

等左派力量也做了深刻反思，明确地将反核反战

作为中心任务之一 , 获得了日本不少左翼选民的长

期支持 , 反战和平运动也是日本共产党在国内外发

挥积极作用的重要载体
[4]

。

宗教运动可以分为基于战争责任和战后忏悔

而开展的旧宗教和平运动和新兴宗教和平活动。

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旧宗教在战时依附和支

持军国主义，经过战后反思和教团革新运动，成

立宗教者和平运动协议会、日本和平推进国民会

议，积极地组织反战和平运动。战后日本涌现出

创价学会、生长之家、天理教等大批新兴宗教，

新宗教通过制定符合现代生活的教义和开展和平

活动，获得了民众的支持。

民主主义运动是指战后民主主义者或民主团

体基于人权理念、战争体验和战后反省而开展的

和平运动。以丸山真男为首的战后知识分子基于

战争体验，开始思考战争与和平、战争责任与历

史认识问题，成为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先驱。

战后著名的民主团体有“和平问题谈话会”与

“宪法问题研究会”，前者提出“全面讲和、坚持

中立、反对军事基地、反对再军备”的和平四原

则，成为战后日本和平思想的渊源之一；后者通

过批判现实中侵犯宪法及其原理的现象，有力地

推动护宪运动的发展。

除实践性和平运动外，理论性和平学也是日

本和平运动研究的重要领域，安斋育郎、池尾靖

志的《从日本出发的和平学》是以和平宪法理念

为轴心，在概观日本军事化、和平运动、历史问

题的基础上，从和平学视角分析日本的安全保障、

ODA、人权、环境等政策的重要著作。

清水几太郎作为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者，他

的和平思想对战后和平运动的发展产生了重要

的影响。

二、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的主要内涵

清水根据 1950 年的对日媾和问题，将战后日

本的和平运动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 1945-

1950 年，“这个时期的最大成果是在内外权力推动

和支持下颁布的《日本国宪法》。
[5]

”第二时期是

1950-1960 年，和平运动被划分为反对军事基地运

动、反核运动、恢复邦交运动、护宪运动。“虽然

和平运动有多种形态，但是《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简称“安保条约”）才是和平运动的共同敌人，

和‘安保条约’的战斗才是和平运动的主轴。
[6]

”

清水的战后和平思想也是围绕着和平运动展开的。

（一）撰写《和平声明》

战后日本知识分子基于战争体验，开始战后

反思和批判。清水发表《体验和内省》，主张“知

识分子在委身于个人努力难以影响现实的错误观

念之前，在叹息随现实行动的国民的无知和轻浮

之前，必须展现出抗拒现实的力量。
[7]

”经过战后

反思，清水“出于对战争的厌恶，开始热情地拥

护和平思想。
[8]

”

1948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八名

社会科学人员关于战争原因的声明》，该《声明》

虽然只有简短的 12 条，但是成为清水参加和平运

动的契机，甚至影响到清水以后 10 余年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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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吉野源三郎的组织下，清水积极参加“和平问

题谈话会”的组建和活动，拟写前两次声明草案

和第三次声明总论，做出以下贡献：首先，他提

出“两个世界和平共存”理念。虽然存在两个世

界，但是“在美国出台杜鲁门主义、苏联武力封

锁柏林、中国‘国共内战’、朝鲜半岛南北对峙的

混乱局势下，处在东西阵营的学者能够达成《声

明》”
[9]

。这表明两个世界存在和平的可能性。其

次，他宣传和平思想。清水不满足“和平问题谈

话会”的理论研究，经常和“日本教职工组合”

（简称“日教组”）合作，前往日本各地进行演

讲，向大众宣传和平思想。

通过对清水撰写《和平声明》的分析，可以

探究清水和平思想的内容。第一，战争与和平的

反思。清水虽然在反对单独媾和、再军备、军事

基地以及呼吁中立等方面，与日本学界的主流观

点相一致，但是认为战争作为解决人类矛盾的一

种极其原始的方法，在过去即使被承认有效，在

现代也完全不同。“即使战争发生在美苏之间，也

应该将威胁和平的方向聚焦在掌握大多数国民希

望的国内政治权力方面，向外部寻求和平只是本

末倒置的表现。
[10]

”第二，怀疑广泛主义
①

。在

“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内部，存在着集团观念的差

异，尤其是东京部会与近畿部会的地域性和心理

性隔阂。清水作为东京和京都地区的协调人，认

为近畿部会的成员“跨越不同的政治立场，对东

京有着一种共同的敌意。
[11]

”清水在协调双边意见

时，需要顾及政治立场和心理情感的多样性。长

期为此苦恼的清水，“在面对超过必要的多样性集

团或者合作时，经常表现出明显的怀疑态度，也

就是对广泛主义的怀疑。
[12]

”

（二）反对军事基地运动

“和平问题谈话会”失败后，清水在左派社

会党和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简称“总评”）的邀

请下参加和平运动，从而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

“为了贯彻‘和平问题谈话会’的和平理念，清

水开始从‘会议室和平主义’转变为‘现场和平

主义’，积极参加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成为和平

运动的教祖式人物。
[13]

”

1951 年的《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简称《旧

金山和约》）使日本重获独立。其附带的“安保

条约”和《日美行政协定》（简称《行政协定》）

又使日本成为美军的永久军事基地。日本国民基

于和平理念，积极参加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清水

缘于 1952 年在金泽被媒体询问对石川县内滩村民

众 1952 年反对美军征用沙丘地修建射击场的“内

滩斗争”的看法而参与其中。他在 1953 年先后四

次前往内滩。基地问题的出现使清水找到了实现

和平运动理想的最佳舞台。“内滩斗争”虽然以失

败告终，但是全国的反对军事基地运动持续高涨。

在成功阻止浅间山和妙义山的军事基地化后，东

京砂川地区运动在劳动者和全学联学生的支援下

展开激烈的抵抗运动，最终获得胜利。

清水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具有以下特征。第

一，基地问题的祸根是《旧金山和约》和“安保

条约”，以及附带的《行政协定》。清水认为，“与

护宪运动仅限于狭窄的知识分子阶层不同，反对

军事基地运动能够为和平运动发展成真正的国民

运动创造条件。
[14]

”反对军事基地运动不仅扎根于

民众的日常生活，而且和掌握日本命运的两条约

的废除密切相关，这将成为和平运动的重心。第

二，反对基地社会。美军驻日军事基地的出现破

坏了当地原有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居民为维持生

计，被迫与军事基地建立新的经济和社会联系，

最后沦为军事基地的附庸。因此，基地社会是在

军事基地中产生的畸形社会。基地居民应该断然

牺牲现在的生活，坚决反对军事基地。然而在

“内滩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清水认识到村民的排

他性和封建性缺陷，认为只有广泛联合反对军事

基地的势力，才能克服这种狭隘性。清水对广泛

主义的态度，从怀疑到支持，再到反核运动时的

反对。这种变化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源于清水思

想深层中的实用主义精神。第三，支持抵抗斗争。

虽然日本政府决定永久接收内滩试射场，并且派

遣近 2000 名警察强制驱逐在试射场内静坐示威的

村民，但是试射场再开后，村民仍旧继续在美军

  ①   所谓广泛主义，是指为了广泛的范围而牺牲运动目标的方针，最早源于 1934 年的法国人民战线运动，是跨越思想、信仰和阶

级的广泛势力联合方针。（清水几太郎：《清水几太郎著作集》第10 卷，讲谈社，1992 年，第 22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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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营前静坐示威。清水对此大加赞扬，认为“静

坐不只是反抗的象征，而且具有阻止试射的现实

效果。
[15]

”清水的暴力斗争思想，在“内滩斗争”

时尚处在萌芽期，直到安保斗争时才真正地开花

结果，“成为清水思想和行动的一个内核。
[16]

”

（三）反核运动

1954 年 3 月，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氢弹试验，

导致在附近海域捕鱼的日本渔船“第五福龙丸”

的 23 名船员受到核辐射伤害。受该事件的影响，

日本人回忆起了广岛和长崎核爆的恐怖，更持反

核与期望和平的态度。东京都杉并区妇女以此为

契机，发起反对核试验的签名运动，该活动扩展

到全国乃至全世界。据不完全统计，“1958 年日本

国内的签名人数达 3500 万，世界的签名人数超过

7 亿。
[17]

”

1955 年 8 月，首届禁止核武器世界大会在广

岛召开，会上制定了反核运动的基本原则，并计划

每年 8 月都举办该活动。在 1962 年的第八届禁止

核武器世界大会中，面对苏联核试验的问题，日本

共产党认为美国才是和平的敌人，应该支持作为和

平力量的苏联核试验。清水认为，日本共产党不仅

违背反核运动不偏向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基本原则，

而且“将日本的和平运动推入混乱的深渊。
[18]

”

清水在这一时期的和平思想，可以概括为三

点内容。第一，反对美国的“原子弹外交”
①

。清

水认为，比基尼岛氢弹试验既是美国威慑苏联的

手段，也是战后美国“原子弹外交”的一部分。

第二，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日本共产党

在 1955 年第六次全国协议会（简称“六全协”）

后，放弃极左冒险主义，主张团结所有势力的广

泛主义。日本共产党的神山茂夫在《和平运动的

理论》中指出，和平运动已经成为没有范围的广

泛“协商”运动，为了将人们从核武器的威胁中

解放出来，反核运动可以团结军国主义者和好战

主义者。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虽然在短期内

使反核运动获得蓬勃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只

会加剧反核运动的内部分化与衰落。第三，提倡

新的运动方式。国际上一旦出现核试验国，以诺

贝尔奖获奖者为首的国际著名人士就会发表反对

声明，外交部长会给该国大使递交抗议书，政党

和学生代表也会前往该国大使馆抗议，但是核试

验国都会做好应对措施。在全世界倡导反核的现

在，不管是署名、发表声明，还是抗议，仅仅依

靠国际舆论难以阻止核试验。因此，大众有必要

独自找出阻止核试验的新的运动方式。清水在思

考新的运动方式时，相当推崇激进主义斗争，极

力称赞开高健
②

提出的全体日本人通过绝食静坐来

反对苏联核试验的方案。

（四）护宪运动

虽然《日本国宪法》是战后日本民主与和平

思想的基本文书，但是“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

要求日本再军备，成为日本国内修宪派抬头的重

要原因。
[19]

”岸信介上台执政后，比起吉田茂的

“渐近式再军备”，更加主张通过修宪实现“堂堂

正正再军备”。为实现修宪和再军备目标，岸内阁

在 1957 年成立“宪法调查会”。

面对逐渐高涨的修宪运动，左翼政党、组织

和学者纷纷开展护宪运动。1954 年，左右两派社

会党、劳农党、“总评”等 144 个组织和团体成立

护宪联合，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在野党始终占据国

会的 1/3 议席，对护宪运动的胜利发挥着实质性作

用。1958 年，以大内兵卫、我妻荣、宫泽俊义为

首的约 50 名学者成立“宪法问题研究会”，通过

宪法研究和启蒙活动的方式参加护宪运动。

清水积极地参加护宪运动，其和平思想主要

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和平主义宪法观。

“虽然大内兵卫和丸山真男等“宪法问题研究会”

成员认为宪法是战后日本最重要的政治问题，护

宪运动关系到战后日本民主政治的方向，但是清

水认为宪法是战后日本和平运动的成果和保障，

护 宪 运 动 只 是 和 平 运 动 的 一 种 形 式。
[20]

” 随 着

1950 年媾和问题的出现，“一直以来抽象的和平

问题，瞬间变成具体的问题。
[21]

”从理论上来讲，

只有全面媾和才符合《日本国宪法》的和平理念，

  ①   清水将美国的核试验称为“原子弹外交”，认为其开始于 1945 年向广岛和长崎投射原子弹，而美国当时的目的不仅是督促日

本投降，更是威慑苏联。（清水几太郎：《清水几太郎著作集》第10 卷，讲谈社，1992 年，第110 页。）

  ②   开高健（1930-1989），日本的小说家，参加过越平连等反战和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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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单独媾和开始，日本政府就走上了违宪的

道路。签署“安保条约”违背宪法的和平理念、

加入资本主义阵营违背中立原则、建立武装力量

违背宪法第九条。随着政府违宪行为的日益增加，

民众以反权力的姿态，拥护曾经在日美权力支持

下颁布的《日本国宪法》。因此，拥护宪法就是拥

护和平主义，护宪运动就是全面媾和运动的延续。

第二，反对修改“安保条约”。“安保条约”与《日

本国宪法》是表里两面的关系，现行的“安保条

约”已经无视《日本国宪法》的和平理念，岸内

阁为实现条约平等化和扩大国际影响力而修改条

约，只会加剧《日本国宪法》的消亡。如果成功

修改条约，那么“‘宪法问题研究会’最关心的

《日本国宪法》将失去生命。
[22]

”因此，清水主张

“宪法问题研究会”应“将街头请愿作为首要的护

宪运动方针。
[23]

”护宪运动只有坚决反对修改“安

保条约”，才能挽救《日本国宪法》的生命。

（五）安保斗争

除岸内阁希望修改“安保条约”外，美国也

希望通过修改该条约来减少日本国内反对美军军

事基地的运动。新安保条约没有回应日本国民希

望中立和废除驻日美军基地的诉求，所以在左派

组织“阻止修改‘安保条约’国民会议”（简称

“国民会议”）的领导下，日本国内掀起大规模的

反对修改“安保条约”运动。清水通过反对军事

基地运动，很早就关注到安保问题，他“在 1959

年，同时参加安保问题研究会、安保批判会、和

平问题恳谈会、国际问题谈话会等主要反对修改

‘安保条约’组织。
[24]

”经过战后各种和平运动，

清水终于迎来战后和平运动最高峰的 1960 年安保

斗争。

清水在安保斗争时期的和平思想，主要归纳

为两点内容。第一，反对民主的广泛主义。“之所

以对‘拥护民主主义’感到生气，是因为刚脱离

和平的广泛主义，又陷入民主的广泛主义。
[25]

”在

战后日本，民主主义运动的范围可以扩展到安保

斗争范围的数千倍、数万倍、甚至数十万倍。政

府即使对民主主义的定义和解释有所不同，也不

会反对民主主义。昨天的敌人成为今天的朋友，

在一举扩大范围的同时，也变得没有敌人。如果

没有明确的敌人，就没有斗争的必要。第二，倡

导激进斗争。首先，他支持劳动者和学生的示威

游行。全学联主流派在乱入国会事件
①

和羽田机场

事件
②

中的激进行为，使“国民会议”诸组织将全

学联主流派批判为“极左激进主义者”。清水发表

《对诸组织的要求》，反对“国民会议”对全学联主

流派的批判，认为羽田机场事件成功吸引到大众对

政治的关心，这是举行百场大型演讲会也难以做到

的事情。其次，主张激进的民主主义斗争。清水接

受吉野源三郎的提议，将参加安保斗争的知识分子

的共同意见以文章的形式表现出来，发表《正是现

在向国会进发——请愿的劝告》，呼吁国民手持请

愿书前往国会请愿。一千万人即使花费几天时间，

也要逐个进入国会，亲手将请愿书递交众参两院议

长。这将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清水虽然没有主

张直接使用暴力，但是呼吁国民行使宪法保障权利

的做法，无疑是激进的民主主义斗争的一部分。
[26]

”

清水认为 1960 年安保斗争是战后日本和平运

动的总决算，支持安保斗争的力量主要有两种：

“第一，基于战前、战中、战后经验的民族主义。

大多数日本国民共同经历过战争的恐怖，以及战

败后的贫穷和不安。为了防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

的道路，他们毅然参加安保斗争。第二，国民生

活的贫穷。许多劳动者虽然参加安保斗争，但是

更关心反对修改‘安保条约’的政治要求如何与

加薪的经济要求联系起来。
[27]

”随着 1960 年后日

本经济的高速增长，支持安保斗争的两种力量逐

渐消失，“和平运动也宣告结束。
[28]

”

三、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思想的转变及原因

日本提出“新的战后”
③

问题。安保斗争后，

池田勇人内阁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从

  ①   乱入国会事件是指在 1959 年 11 月 27 日，由“国民会议”组织的数万名劳动者和数千名学生闯入日本国会的事件。

  ②   羽田机场事件是指在 1960 年1月16日，为阻止岸信介赴美签署新安保条约，学生和少数劳动者在羽田机场静坐示威的事件。

  ③   所谓“新的战后”，是指1970 年代苏联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超过美国，美攻苏守转变为苏攻美守。（清水几太郎：《日本是国家——

核的选择》，东京：文艺春秋，1980 年，第 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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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发展。经济的成功使日本国内

大国主义思潮涌动，出现了谋求政治大国的动向；

美苏军事实力的变化，为了保卫日本和防御苏联，

日本国内要求修宪和再军备的呼声日益高涨。在

这种背景下，脱离和平运动的清水，通过总结和

平运动的经验和教训，开始朝着以怀疑社会主义

为明显特征的保守思想转变。

安保斗争后清水的思想和行动，主要表现在

三个方面。第一，批判日本马克思主义。清水认

为日本马克思主义宣扬的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和建

立社会主义的口号已经过时，呼吁建立新的历史

观。第二，批判战后
①

。清水通过再评价《治安维

持法》、天皇制和《日本国宪法》，提出一种不同

于战后初期民主主义者的见解，肯定和认同战前

政治的合理性。清水认为，日本制定《治安维持

法》，是面对共产主义势力“以结社对抗国家”行

为的自卫手段；保留天皇制有利于稳定战后日本

社会的各要素；美国制定《日本国宪法》，“是为

了彻底弱化日本。
[29]

”第三，主张再军备与核武

装。1970 年代后，随着核武器重要性的凸显、苏

攻美守、日本经济的成功，清水主张日本应加大

国防开支，建立与经济实力相符的军事力量。随

着军事力量的增强，日本的国际政治实力也会得

到提升，只有同时具备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政

治力量，日本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大国。

对于清水思想的转向，除了日本政府所采取

的对学者的高压和分化瓦解政策之外，清水本

身思想内在的“缺陷”也为后来学者所批判。有

些学者经过研究指出，清水思想具有一贯性的特

征。鹤见俊辅在《翼赞运动的学问论——杉靖三

郎·清水几太郎·大熊信行》（1960 年）中指出，

清水在战争中就曾从马克思主义转向支持“翼赞

体制”。其认为清水在二战中向翼赞运动的妥协，

“表面上是教权力者如何有效地行使权力，实际上

是教权力的反对者如何有效地深入权力的缝隙”，

并且称其为“完全的伪装转向者”和“不完全的

翼赞运动家”。天野惠一在《危机的空想家——清

水几太郎批判》（1979 年）中对清水的批判更为彻

底，认为清水既不是抵抗者，也不是伪装转向者，

而是法西斯主义者。林健太郎在《竹山道雄和清

水几太郎》（1964 年）中指出，战后初期的清水是

处于“脱离期”，安保斗争后清水的“变节”乃是

“荡儿的回归”。小熊英二在《清水几太郎——一

位战后知识分子的轨迹》（2003 年）一书中认为，

和“民主”“爱国”的丸山真男、大塚久雄、鹤见

俊辅等战后知识分子不同，清水是“没有固定思

想的人物”。福田恒存在《近代日本知识分子的典

型——试论清水几太郎》（1980 年）中对清水思想

转向的分析更为深刻。他认为清水在马克思主义、

孔德理念、实用主义之间来回奔走，欠缺“对良

心的忠诚心”，难以保持思想主张的一致性，从而

导致人格的崩坏。田中五郎在《一位思想家走过

的路——清水几太郎思想的变迁》（2002 年）中将

清水思想的原点概括为实用主义。在实用主义视

域下，思想若要继续保持对现实的有效性，就要

根据形势加以改变。

四、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思想的特征及影响

虽然清水在安保斗争后思想逐渐保守化，但

其和平思想依然产生了一定影响，需要从学理上

客观地加以把握。

（一）清水几太郎和平思想的主要特征

1. 实用主义

清水的思想原点是实用主义，一言以蔽之，

就是重视“经验”
②

。重视“经验”既是清水思想

和行动的主要特征，也是 1970 年代后清水思想变

化的主要原因。“如果作为‘经验’基础的客观形

势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由‘经验’形成的思想自

然也会受到影响，思想只有不断变化，才能继续

为现实提供有效对策。
[30]

”

清水曾明言，“因为我本来就是以实用主义为

信条，所以完全没有任何事情必须以一元论进行

  ①   所谓“批判战后”，是指对战后初期民主主义者批判过的东西进行再次评价。（大久保孝治：《被遗忘的思想家——清水几

太郎论的演变》，《早稻田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研究科纪要》，1998(44)，第146 页。）

  ②   所谓“经验”，是指有机体深刻理解与环境之间关系而获得的东西。（藤竹晓 .清水几太郎的业绩和思想[A].清水几太郎研究[C].

东京：稻穗书房，2019 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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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才会安心，必须系统完善才会满足的心理。

不管由来是什么，只要是对解决眼前问题有用的

工具，不管是什么观念都会借来使用。
[31]

”与鹤见

俊辅“依据行动或结果来考察思想意义
[32]

”的实

用主义不同，清水的实用主义更倾向于现实可塑

性，即现实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可以塑造的。随

着现实情况的变化，只要是符合现实需要的思想，

清水都会借来使用。实用主义虽然使清水一直处

在战后论坛的前沿，但是也出现了无原则地迎合

时局的问题。战后初期，清水积极宣传和平思想，

被誉为和平运动的舆论领袖；1970 年代后，随着

新民族主义思潮的出现，“清水从热心宣传和平主

义的进步思想家转变为鼓吹战争的极端民族主义

者”
[33]

，被福田恒存批判为“近代日本知识分子

的典型恶例。
[34]

”

2. 反对广泛主义

基于实用主义的清水，对广泛主义的态度并

非一成不变，从“和平问题谈话会”时的怀疑，

到“内滩斗争”时的支持，再到反核运动时的反

对，“反对广泛主义最终成为安保斗争时期清水思

想和行动的重要内核。
[35]

”

作为斗争手段的广泛主义，联合的势力太少，

会显得力量不足；联合势力过多，又显得力量过

剩。清水认为，在和平运动中，包括军国主义者

和好战主义者在内的广泛主义，显然没有任何意

义。“如果没有这种担忧，那么就可能抛弃最初的

运动目标，将扩展运动范围当成新运动目标。
[36]

”

日共“六全协”后，在和平运动中，经常可以看

到这种极端的广泛主义。不管是为扩大砂川斗争

范围而联合砂川的反对派和条件派
①

，还是为扩

大反核运动范围而团结军国主义者与好战主义者。

日本共产党的广泛主义是建立在牺牲运动原则的

基础上，“这只会使目标变得暧昧，并且失去达成

目标的激情。
[37]

”清水不仅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广泛

主义，而且反对民主的广泛主义，他认为：“民主

主义是跨越众参两院的问题，是胜负难辨的问题，

难以判断目标或者敌人。
[38]

”如果没有明确的敌

人，“即使是大规模的集会运动，只要可有可无的

仪式性‘烧香’活动结束，也不过是没有意义的

巨大人群。
[39]

”

如果有明确地规定目标，朝着目标前进的部

队越多越好。但是放弃目标的广泛主义，却不可

能给和平运动带来任何好处。这不仅会造成统一

团体的内部分裂，而且会造成和平运动的混乱。

3. 支持激进主义

清水倡导敏锐和果断的行动力，经常使用

“战斗的”“激进的”等词语，其激进主义思想主要

表现为“直接行动和暴力。
[40]

”杜威排斥将斗争

和暴力作为解决问题的手段，提倡基于信赖人性

的讨论。虽然杜威对清水的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

但是清水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斗争和暴力作为解决

问题手段的重要性。

第一，他认为只有直接诉诸行动，才能确保

斗争胜利。清水在反对军事基地运动中，支持当

地居民激烈的抵抗斗争；在反核运动中，提倡新

的激进主义斗争方法。在安保斗争中，清水不仅

和日高六郎、丸山真男等 50 名学者前往首相官

邸，主张强行会见首相，而且发表《对诸组织的

要求》，赞扬和支持全学联主流派的激进行为。神

山茂夫认为，“以清水为代表的《对诸组织的要

求》，是支持托洛茨基的极左激进主义行为。
[41]

”

第二，在政治层面上，以议会制度为中心的

民主主义程序存在缺陷，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

目标，暴力的存在变得不可避免和不可欠缺。在

护宪运动时，清水主张只有反对修改‘安保条

约’，才能维护宪法的正当性；在安保斗争时，呼

吁国民行使个人请愿权，从而引起声势浩大的国

民请愿运动。他认为桦美智子遇害事件，“标志着

议会主义的危机……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

都应该回应国民的期待，共同守护议会主义。
[42]

”

“日本国民的经验，一方面止于受害者意识，

另一方面具有诉诸‘国际舆论’的固定倾向。
[43]

”

在面对具体问题时，国民不仅缺乏内部的主体积

极性，而且过度依赖外部的援助。然而，“和平”

这种状态或者价值，不是自然给予的东西，而是

人们必须努力守护和维持的东西。“政治运动成功

的关键，不是无害和仪式性的广泛主义，而是从

人格底部涌现的具有彻底献身精神的极少数精锐

  ①   反对派是指反对军事基地扩张的居民，条件派是指希望销售土地的居民。



63日本研究·2020 年第 4 期

试析清水几太郎的战后和平思想

的激进主义。
[44]

”

（二）清水几太郎和平思想的影响

1. 促进大众运动的蓬勃发展

清水倡导“各种各样的人跨越各种经验，朝

着某个期望的方向实现成长
[45]

”的大众运动，并

且认为国民主体性的确立，可能会为日本社会主

义开辟出新的道路。

清水通过文章、演讲等方式，呼吁大众参加

和平运动，有力地推动大众运动的发展。其执笔

撰写的《正是现在向国会进发——请愿的劝告》，

“从 4 月 7 日首次发售后，到 24 日总共收到 160

万人的签名，25 日请愿者急剧增加到 190 万人（1

天收集 30 万人的签名），使用文件请愿的数量达

到 12000 份。
[46]

”虽然该文受到日本共产党派势力

的反对，但是许多大学依然邀请清水演讲，“从 4

月中旬到 6 月底，演讲次数就远远超过 20 回。
[47]

”

在清水言论的熏染下，国民经常在国会附近举行

10 余万人规模的请愿运动，从而被安田武评价为

“恐怕没有多少例子能够像这样的言论，推动如此

多的人同时行动。
[48]

”

2. 促进和平思想的普及

南博将清水称为庶民思想家，认为“清水不

是高高在上进行启蒙，而是知道庶民思想和行动

背后的东西，并且正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家。
[49]

”大

久保孝治也认为，“清水不是向高级报刊投稿的书

斋型知识分子，而是和平运动现场的知识分子。
[50]

”

如果前往和平运动现场，就会有庶民，那么清水

就能向庶民宣传和平思想。

和平思想经常与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交织在

一起，可以表现为反对军事基地思想、反核思想、

护宪思想等各种内涵和形式。1951 年，清水相继

发表《不能再军备》《抵抗现代魔术》《寄给媾和问

题会议》等文章，尔后收到众多读者的来信。清

水从中挑选 38 份普通民众的来信编撰成《无声民

众的声音》，受到社会的极大追捧。其中叙述到，

“清水敢于向当权者吐露个人信念，尖锐地批判

日本人的错误道路，并指引出正确的道路，是我

们民众的代言人与先驱者。
[51]

”清水在序言中说，

“不仅收录赞同我的观点的来信，而且收录过度称

赞我的来信。虽然感到惭愧，但是依然原封不动

地收录在内。这些赞语不只是给予我这个人，而

且是赋予为和平与独立做出努力的我。
[52]

”

虽然日本学者对清水的暴力思想褒贬不一，

但是清水提出的暴力与和平关系问题，确实令人

深思。关于和平与暴力关系，清水的思想也发生

过变化。清水撰写的《小小的暴力》一文被收入

1951 年出版的《与日本同命运》一书，其认为人

们一旦使用暴力解决问题，就很难摆脱暴力，因

此，“不是暴力而是依据和平与合作来解决问题

的自我统制显得尤为必要。
[53]

”但是在 1968 年

的东京大学事件
①

中，学生使用暴力推动大学改

革的做法，使清水认识到社会还存在只有暴力才

能解决的问题。1970 年代后，清水主张和平具有

表里之分，表面是舒适安稳的生活，内部是军事

力量的平衡。只有国家间的军事力量保持平衡，

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由此，他主张日本应该再

军备与核武装，为日本的和平提供军事保障，这

也是清水的暴力与和平思想从国内延伸到国际的

重要表现。

清水基于战后反思与和平理念，积极参加

1945-1960 年间的和平运动。从撰写《和平声明》

到反对军事基地运动、反核运动、护宪运动、安

保斗争，再到安保斗争后的思想保守化，清水的

和平思想表现出实用主义、反对广泛主义和支持

激进主义的特征。作为思想原点的实用主义，甚

至是 1970 年代后清水思想保守化的主要原因。

安倍晋三在执政时期将修改和平宪法作为自

民党政权的重要目标，菅义伟政权成立后，修宪

活动是否会进一步被推进，牵动着包括周边国家

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视线。对清水几太郎战后和平

思想的研究，对于分析和把握当前日本和平运动

的发展具有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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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Shimizu Ikutaro's Post-WWII Peace Thoughts

Wang  Zhentao  Tang  Yongliang

Abstract： Shimizu Ikutaro was a famous Post-WWII thinker in Japan. He actively participated in the peace movement from 1945 

to 1960, and was known as the "thinker of the common people" and "the spokesperson of the people." Although his thinking changed 

later, it is undeniable that his peace thoughts ha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apanese peace movement at that 

time. Shimizu Ikutaro’s Post-WWII peace thoughts revolved around the peace movement, mainly including opposition to separate 

peace, military bases, re-arms, and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This promo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mass movements and the 

popularization of peace thoughts at that time. Although supporting radicalism is unique in his thinking, it has also been criticized and 

opposed by some scholars. Putting Shimizu Ikutaro's peace thoughts in the context of the Post-WWII Japanese peace movement, and 

analyzing its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it will not only help to objectively evaluate Shimizu Ikutaro, but also 

help to deeply grasp the development and trend of the contemporary Japanese peace m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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