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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述评

张建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一直呈现出文化现象描述与意义阐释、揭示共性规

律的宏观体系研究与追求个性细节描述的碎片化研究共存的特点。不断增强的日本文化基础研究成果向智

库成果转化的社会需求，对研究者们立足中日两国现实，放眼全球精准解析日本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跨学科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将更加有效推动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深化和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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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既受到东西方文明冲突
这一历史大背景的深刻影响，亦始终受到中日两国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的影响。自１９世纪中叶西
方文明东渐以来，由西方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格
局和秩序，逐渐摧毁、取代了东亚地区原有国际关
系格局和秩序。２０世纪中叶以前，东亚地区被抛
入到以少数发达工业国为中心、以大多数落后国家
和地区为周边地区的世界阶层体系。２０世纪中叶
以后，这一地区主权国家间的关系又被置于 “均势
稳定”和 “霸权下的稳定”这两大原理制约之下。

但是，随着东亚各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各国对
传统文明的自信也在逐步得到恢复，深受西方文明
影响形成的东亚格局也开始发生重大调整。在新时
代东亚国际关系乃至世界秩序重构过程中，文化因
素的意义日益凸显，文化对塑造全球政治的作用亦
越来越重要［１］。２０２０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
再度引发了人们对东西方价值体系等重要文化问题
的深入思考。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为了深入探讨

日本文化具有何种发展的可能性、日本文化对日本
未来发展道路及中日关系的影响等问题，回顾并探
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历程、

研究的主要领域与成果、研究的主要特征及其存在
的问题与展望等，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历程

１９世纪后期的罗森 《日本日记》与黄遵宪
《日本国志》，大概可以视为中国人最早的日本文化
研究。罗森在 《日本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日本横
滨、下田等地的风土人情、习俗物产等。由于罗森
是１８５３年７月作为培理舰队的汉文翻译随同赴日
并且亲自参与了美日谈判签约活动，所以他的 《日
本日记》还成为研究近代日本开国历史的重要史
料。另外，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外交家、史
学家和思想家的黄遵宪曾任驻日参赞，因感慨于中
国很多士大夫眼界过于狭隘，不熟悉国外情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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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时８年撰写 《日本国志》。该著作对日本历史文

化的记述条例精详、纲目备举。

此后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特定的学术生态

下，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几乎停滞。这一时期的代

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日本文化研究著述 《周作人

论日本》、戴季陶的 《日本论》、朱谦之的日本哲学

思想研究 “三部曲”——— 《日本的朱子学》 《日本

哲学史》《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周作人论日本》

主要从形态论的角度对日本文化进行了解析。《日

本论》则从 “政治为用”的角度对日本历史文化做

了潜心剖析。朱谦之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文

化学家、宗教学家，不仅学问广泛，而且成就斐

然，著述颇丰。著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 《日本的朱

子学》和 《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就是他传世的代

表作。

中国真正的日本文化研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展

开的。１９７２年中日恢复邦交，特别是１９７８年 《中

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之后，两国经济、文化、学

术交流频繁，中国国内涌现出了很多日本问题研究

的机构、团体和刊物。面对战后迅速取得现代化成

功的日本，一时间在中国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研究

热潮。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抱

着一种学习、借鉴日本文化建设经验的态度，主要

围绕着日本文化特征、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异同、日

本吸收外来文化的表现、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著作。

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

展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特别是

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ＧＤＰ）赶超日本，跃

居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之后，日本这只当年东亚经济

的 “领头雁”辉煌难再，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为牵

引力的 “大中华经济圈”日益繁荣昌盛。这一国际

社会发展格局的重大变化，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对

日本文化的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

关于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日本吸收外来

文化的表现和评价等得到学界持续关注，并涌现出

了一大批研究成果。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的日

本文化研究中，对日本文化进行省思的研究成果也

日渐增加。

所谓对日本文化进行的省思研究，主要体现在

如下两个方面：第一，是对日本文化内容本身评价

的反思。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曾大大增加了日本

人的自信，这在学术界的一个反映就是日本学者们

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更多的反思。以

伊东俊太郎、梅棹忠夫、上山春平、公文俊平、滨

口惠俊等人为代表的日本文明学派的一些学者，不

再满足于日本是 “亚流文化”“卫星文明”的定位，

而是视日本为一独立的文明体系；有的学者甚至走

得更远，认为日本文明是比西方和中国更为优越的

文明，其研究成果助长了 “日本文化特殊论”的宣

扬。随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国

际学界已经开始对 “日本文化特殊论”由不加分辨

的礼赞转向了理性的分析批判［２－３］。但是，直至

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内学界发表的文章，却大多还是

在争相对 “日本人”或者作为日本人 “身份”的对

象而存在的 “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进行礼赞或肯定

性评价，题名中含有 “日本型” “日本式”的文章

充斥于各类期刊杂志中。也许是中国经济的迅猛发

展和综合国力的提升，增强了中国学界同仁的信

心，自２０１０年以后，国内学界的日本文化研究也

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研究者从昔日对日本文化的

一味推崇，变得日趋冷静，开始尝试运用具有深厚

学理支撑的新分析工具，来对日本文化进行更为客

观的分析和研究，原创性研究成果也渐有增加［４］。

第二，对日本文化进行的省思研究，主要体现

在对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梳理的专论

文章增加了。２１世纪以前，相关文章仅见北京大

学教授王晓秋发表于１９９５年 《日本学研究》中的

《中国日本文化研究的历史、特色和展望》。该文章

实际上是作者关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一篇讲演

稿。文中对近代以前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进行了扼

要概述后，更多内容谈的是作者个人研究体会及关

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该如何开展的个人见解，对

当时即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并

未具体涉及。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对日本文化学科

进行综述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刊发。其中，既有对

几十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

文，亦有对每一年度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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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例如，２０１１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举行３０周年所庆之际，中华日本学会召开题为

“３０年来中国的日本研究”学术研讨会，中国社会

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崔世广的发言 “３０年来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３０

年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５］。２０１６年，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教授赵德宇发表的论文 《中国

的日本文化研究》，对１９世纪以来百余年的日本文

化研究成果进行了高度扼要的总结［６］。也有专门对

在中国出版的日本文化相关翻译论著进行综合述评

的文章。例如，复旦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贺平

发表论文 《国际日本研究的中文译介述略———第三

方镜鉴的意义》，通过对 《日本学刊》编辑部２０１６

年１２月编撰出版的 《中国的日本研究著作目录

（１９９３—２０１６）》中收录的在中国大陆出版的国外

日本研究成果２０７种样本的分析，探讨了国外日本

研究成果对中国的日本研究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也

对日本文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一定的述评［７］。关

于对单一年度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述的论文

则更多一些。例如，《日本学刊》前副主编林昶

２００６年至２０１１年发表的关于中国的日本社会文化

研究概况系列综述文章［８－１３］，以及王宝平 《２０１２年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１４］、王勇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中

国的日本文化研究》［１５］、江静 《２０１５年度中国的日

本文化研究》［１６］、吕顺长 《２０１６年中国的日本文化

研究》［１７］、韦立新 《２０１７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

究》［１８］、陈小法 《２０１８年度中国的日本文化研

究》［１９］等。另外，《日本学刊》自２０１８年以来每年

特意出版一期 《日本学刊·增刊》，其核心内容之

一便是对日本政治、外交、经济、社会、文化等几

大领域进行年度学科研究综述。作为中国最大的综

合性日本研究学术团体中华日本学会的机关刊物

《日本学刊》以及１９７９年创刊的中国日本语言、文

学和文化学界最具权威的综合性学术刊物 《日语学

习与研究》，连续刊发对日本文化研究成果进行综

述评析文章。这也说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已经由

既往那种偏重于照搬日本经验的研究，变得更加理

智和审慎。

二、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主要领域

与代表性成果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不同时期，中国的日

本文化研究所关注的主题也不尽相同。概言之，可

以分为如下几大部分内容。

（一）关于日本文化特征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

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形态论和形成

论两个角度，对日本文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解析。

由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所以采纳比较研

究的方法，通过日本与西方、特别是中日文化比较

研究来探讨日本文化特征的论著格外突出。这一时

期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一个基本共识是：日

本文化有不同于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一种多元共存

的文化。其中，梁策在 《日本之谜———东西文化的

融合》 （１９８６年）一书中提出的观点较具代表性。

该书指出，由于日本社会结构复杂多变，生活于其

中的日本人社会需求各异，对外来文化的态度也极

为宽容，从而促使多元结构的价值模式得以成立，

形成了多样性的日本文化。王家骅在 《日本儒学的

特色与日本文化》（１９８８年）一文中也通过对日本

儒学特色的梳理，对日本文化多元共存的特性进行

了论述。崔世广在 《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

西欧、中国的比较》（１９９５年）、《意的文化与情的

文化———中日文化的一个比较》（１９９６年）等论文

中，通过对中国、西欧及日本的文化结构等的比

较，分析了日本文化独有的文化原理和精神，提出

了日本文化周期性演变的观点。尚会鹏在 《中国人

与日本人———社会集团、行为方式和文化心理的比

较研究》（１９９８年）一书中，综合运用社会学、文

化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与日本人的集团缔结

原则、社会意识、行为模式等问题进行了精细的比

较和解析。卞崇道在 《跳跃与沉重：２０世纪日本

文化》（１９９９年）一书中，从哲学的视角深入探讨

了日本文化的相关理论问题。

（二）关于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研究

关于这个领域的研究也是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

的一大研究热点。大量相关研究中，既有选取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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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的研究，也有综合性的规律性探讨。在个案研

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研究有王家骅的论文 《幕末

日本人西洋观的变迁》（１９８０年）与吕万和、罗澍

伟的论文 《西学在封建末期的中国与日本》 （１９８１

年）等。在这些论文中，详尽梳理了明治维新前西

方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情况，

均指出了西洋文明的传入对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影

响。在综合性、理论性研究方面，较具代表性的是

武安隆的论文 《日本人涉外文化心理的史学考察》

（１９８９年）、 《试论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

（１９９２年）、《日本知识阶层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作

用及心态》（１９９３年）及其专著 《文化的抉择与发

展：日本吸收外来文化史说》 （１９９３年）。在这些

论著中，武安隆对日本人的对外认识、自我认知状

况、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的角

色地位、吸收外来文化的周期性特点等若干问题进

行了全面详尽的探讨，高度评价了日本大力吸收、

改造、融合外来先进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长足发展

的意义，同时也强调了日本经验对于世界其他国家

的借鉴和参考价值。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

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形成鲜明对照。这一时期中

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依旧比较关注日本吸收外来文

化的特点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并涌现出了一大批

研究成果。如高增杰 《东亚文明撞击：日本文化的

历史与特征》 （２００１年）、赵德宇 《西学东渐与中

日两国的对应———中日西学比较研究》（２００１年）、

王勇 《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２００１年）、

李卓 《中日家族制度比较研究》 （２００４年）、王守

华等 《神道与中日文化交流》 （２０１０年）、李卓

《“儒教国家”日本的实像———社会史视野的文化

考察》（２０１３年）等，均是较具代表性的著作。

（三）关于日本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大多都会

强调日本现代化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是得益于日

本文化所具有的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二重性结

构，但对其中的外来文化具体侧重的内容却观点不

尽相同。

有的成果较为强调西洋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融

合的效果。如高增杰著 《日本近代成功的启示》

（１９８７年）与叶渭渠的论文 《冲突、并存、融合模

式———再论日本的传统与现代化》（１９９０年）等是

较具代表性的成果，均强调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二

者的融合才是日本近代化成功的重要原因。高增杰

在其著书中，还详细分析了在日本近代化过程中，

拥有西洋文化与传统文化二重结构的日本近代文化

所发挥的减轻外来文化冲击、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

作用。

有的成果则比较强调中国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

的融合效果，如国内较早提出 “汉字文化圈” “儒

学文化圈”的学者、南开大学教授王家骅先后撰写

《日中儒学的比较》 （１９８８年）、《儒家思想与日本

文化》 （１９９０年）、 《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

（１９９５年）、《日本的近代化与儒学》（１９９８年）等

论著，对前近代中日两国儒学的异同以及日本儒学

的特质、中国的儒学思想对日本文化各个领域以及

现代化进程发挥的重大且深远的影响，进行了翔实

的论评。也有的成果尝试从理论上阐释同属于儒学

文化圈的中日两国近代以来走上不同道路的历史文

化原因。如盛邦和在 《内核与外缘：中日文化论》

（１９８８年）一书中，将世界划分为 “儒学文化区”

“佛教文化区” “伊斯兰文化区” “基督教文化区”

这样四个主要文化区，提出每个文化区都是一个由

文化 “内核”与 “外缘”构成的同心圆。中国与日

本分属于 “东亚儒家文化区”这个同心圆的 “内

核”与 “外缘”。近代以前，“东亚儒家文化区”以

中国为 “内核”，日本为 “外缘”；但近代以后，

“东亚儒家文化区”发生了以日本为 “内核”中国

为 “外缘”的 “核缘”位置逆转，这成为两国现代

化迟速的深层原因。

也有的成果针对儒学与现代化关系问题提出了

与上述截然相反的观点。如宋东亮在 《关于日本现

代化的 “文化动力”———兼与中国比较》 （１９９７

年）一文中指出：“日本传统文化之不同于中国传

统文化乃一种深层的事实，任何有意无意将两者混

为一谈的做法都是一种不明智之举，尤其是那些在

当今还仍以日本的成功为例而演绎什么以儒学为代

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亦具现代化功能者，更似不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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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待的 ‘护短’与保 ‘面’之嫌。日本传统文化

之强烈的民族主义特质使它可以为了民族和国家的

利益而不惜任何 ‘屈’‘伸’，因而具有着……对于

外界形势变化的适应型弹性。特别是由于其支持现

政权的意识蕴涵所产生的民族凝聚力而又使它极具

一种浓厚的 ‘全民动员’色彩。这种极强的 ‘适应

型弹性’与浓厚的 ‘全民动员’色彩，又使得

它……极易意识危机和克服危机，极善于化危机为

‘机遇’而面对世界各个重大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

不同历史发展潮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有效

的把握。”［２０］

（四）关于日本文化战略的研究

日本文化战略研究，是近年来中国的日本文化

研究者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也是中国的日本文

化研究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既往的研究大多只注

重静态勾勒日本文化特色，或者是探讨日本文化如

何吸纳外来文化来完善自身等问题。随着文化软实

力、酷实力、文化权力等概念的普及，中国的日本

文化研究者也开始关注日本文化在日本国家战略目

标选择、国家战略方针和战略实施方式以及提升日

本国际形象等方面的作用。

日本文化战略涵盖的内容是一个包括文化产

业、政治文化、社会整合、文化外交等在内的相互

联系的有机系统。冷战结束以后，特别是进入２１

世纪以来，日本开始加紧构筑新的文化战略。这主

要表现在：对日本文化进行重新定位，由文化认同

确立民族自信心；重新进行社会的整合，以维持日

本社会的和谐发展；构筑文化产业战略，确立新的

经济增长点；提升日本文化的软实力，争夺外交上

的话语权。日本的这种文化战略，必将对日本的未

来发展以及对中日长远战略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因

此，很多学者不仅仅是从借鉴日本经验的角度，更

是带着一定的危机意识展开了对日本国家战略以及

日本文化战略的研究，涌现出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

研究成果。如骆莉 《日本文化立国战略推动下的文

化产业发展》 （２００６年）、李娟和李月敏 《日本动

漫文化输出战略》 （２００７年）、刘江永 《论日本的

“价值观外交”》（２００７年）、唐永亮 《试析日本文

化产业战略的内涵和特征》 （２０１３年）、庄严 《日

本文化产业发展的多重创新及其启示》 （２０１４年）

等。这些论文的可贵之处，是对日本文化战略中的

某个侧面进行了一定的介绍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

建议。但是，这些研究不仅远远不能涵盖日本文化

战略的所有层面，而且这些研究由于缺少全局的视

点，难以把自己的研究放到日本文化战略的大系统

中加以认识和考察，因而分析往往又难以切中实质

和要害。

２０２０年４月，崔世广等著 《２１世纪初期日本

的文化战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首次对

日本文化战略进行了系统、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２１世纪初期日本的文化战略》全书由八章构成，

在 “序章”中对文化与文化战略概念进行严谨界定

后，对本研究课题的目的及意义进行了精要阐释。

接下来是 “第一章２１世纪初期日本文化战略的形

成”“第二章日本文化的重新塑造”“第三章 日本

社会的重新整合” “第四章 日本的文化产业战略”

“第五章 日本的对外文化战略”“第六章 日本文化

战略的结构特征”“终章 日本文化战略的发展前景

及影响”。该著作把日本的文化战略放在冷战后特

别是２１世纪日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中加以考察，

梳理其形成和发展的脉络，运用系统论的方法对日

本文化战略的各个部分进行探讨，揭示了其相互依

存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该著作不仅把日本的文化战

略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一环来把握，归纳出日本文

化战略的总体特征，而且还把日本文化战略放到日

本这个大系统中去，进一步考察了其对未来日本政

治、经济、社会、外交的影响，尝试建立了研究日

本文化战略的初步框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

基础。

三、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从研究者队伍构成、研

究成果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来看，主要有如下几个

特点。

（一）研究者队伍构成特点

首先，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本科学历来

看，如果以时间为界做一个大概的分期，在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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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期，中国从事日本文化研究

的学者大多为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和日本历史专业毕

业生。自进入２１世纪以来，部分非日语专业和非

日本历史专业毕业的研究人员开始越来越多地加入

进来。例如，不仅哲学专业、汉语语言文学专业、

英语专业、国际政治专业毕业报考日本思想文化专

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人员增加了，而且来

自相关专业领域的研究人员也在逐渐增加。非日语

或非日本历史专业出身研究人员，往往不仅精通日

语，尤其擅长英语，而且相应的学科训练扎实，学

术积累深厚，这对于拓展日本文化研究视野无疑是

非常有益的，也有助于研究人员将研究日本文化的

参照物从中国、亚洲扩展到全世界，更加全面深入

地研究日本文化，更加前瞻性地研判日本社会的发

展态势。与此同时，也有部分起初是从事日本文化

研究的学者，中途转向了日本政治、外交、安保等

领域的研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

究员高洪本是宗教学专业出身，就职后投身日本政

治学研究，为中国的对日政策建言献策，至今仍在

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部分在职时从事日本政治或

日本经济研究的研究者，退休后仍然壮志不衰，宣

称要接着搞日本文化研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研究员蒋立峰即是如此。其退休后在日

本文化研究上也做得有声有色。中国道文化东传问

题是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一项重要专题。蒋立

峰２０１９年连续刊发在 《日本学刊》的姊妹刊 《日

本文论》第一辑、第二辑上的论文 《中日文化交流

中的道文化东传问题》（上、下），梳理多方面的历

史资料及考古成果，对中国道文化东传日本的时

间、规模及影响等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上述这

类情况，在其他大学或者科研机构也有很多，就不

一一例举。

其次，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所属地域分布

以及从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

日本文化研究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河北、辽

宁、浙江、吉林、上海等地。天津南开大学日本研

究院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中国的日本文化研

究培养了大量的人才，刚刚退休以及现在仍活跃在

日本文化研究第一线的很多学者都是出自这两个科

研机构。杭州的王勇教授带领的日本文化研究团

队，对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例

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由石田一良、周一良先生任

总主编，中西进、王勇教授任副主编的 《日中文化

交流史丛书》全十卷本，由中国浙江人民出版社与

日本大修馆同时在中日两国出版。该丛书其实主要

是由王勇教授组织当时中日两国日本文化研究学界

最优秀的学者共同撰写完成的。中日双方学者驱使

最新资科，共同执笔，从历史、法律制度、思想、

宗教、风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典籍、人物

等十大领域，在论及中国文化对日木影响的同时，

也论述了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发展的促进意义。至

今，中日两国关于中日人文交流的著作大概尚无出

其右者。遗憾的是，昔日日本文化研究较为兴盛的

一些研究机构现在几乎没有人在从事日本文化研

究，而大多是转向侧重日本政治、外交和经济领域

的研究了。目前，唯一设立有日本文化研究专门机

构的大概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北京日

本学研究中心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了吧。

（二）研究内容特点

总体而言，日本文化研究一般被视为基础研

究，但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探讨日本文化研究

成果如何研以致用一直是一个主旋律。所谓日本文

化研究成果的研以致用，至少包含如下３个层次的

内容。

第一，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研以致用，目的是

如何借鉴日本的经验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

个层次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也是目前积累最多的。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面对迅速取得现代化的成

功、正处于战后巅峰时期的日本，一时间在中国国

内掀起了一股日本文化研究热潮。比较而言，２１

世纪以前的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可谓是对日本文化褒

多贬少，述而少作。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中，崔

世广的研究成果还是颇具独创性的。崔世广首先在

其论文 《日本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与西欧、中

国的比较》中提出 “西方文化是知的文化，中国文

化是意的文化，日本文化是情的文化”的观点［２１］，

继而又撰文 《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中日文化的

一个比较》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论证［２２］。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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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文化与情的文化”还被直接用作国际研讨会

论文集的名称，在日本出版［２３］。当然，也有学者

从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对此提出了商榷意见，指出

“将文化这样归类未必妥当，但如果 ‘情’是指与

人的自然情绪相联系的 ‘感情’，‘意’指与道德、

信仰、修养等相联系的 ‘意志’，那么这种差异至

少在主流意识形态层面是存在的。从我们的视角

看，这种差异反映了中日两种文化对自然感情的不

同评价取向和遵循着不同的控制机制。”［２４］类似这

样颇具建设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实在是凤毛麟角。

第二，日本文化研究成果的研以致用，目的是

为了制定有关对日政策提供重要参考。这个层面上

的研究成果，是在上述研究积累的延长线上衍生的

成果形式。目前，不仅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这样的智库机构，很多大学也纷纷成立了 “日本

研究中心”之类的综合性智库研究机构，学者们纷

纷从日本文化的视角为中国的对日政策建言献策。

第三，随着中日关系的起伏，日本文化研究成

果的研以致用，目的在于从文化深层解读现实问

题，增进中日相互理解。因此，特别是进入２１世

纪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者也开始把注意力转

向了当代日本文化，对日本文化现状及各种文化现

象的具体分析增多起来。如高增杰主编 《日本的社

会思潮与国民情绪》 （２００１年）、纪廷许 《现代日

本社会与社会思潮》（２００７年）等著作，对日本社

会思潮的主要表现及对日本政治外交的影响做了较

深入探讨。崔世广在合著 《再生还是衰落———２１

世纪日本的抉择》（２００１年）中，从国民意识、价

值观念、社会思潮、社会结构四个方面，对当代日

本文化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另外，学者们还对日

本大众文化、文化战略、文化外交，以及历史问

题、靖国神社问题等展开了广泛研究，发表了大量

成果，回应了社会对当代日本文化研究的要求。

最后需提请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日本

文化学科方面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无论是著作还

是论文，其内容还有一个较明显的特点是关于日本

思想文化的宏观和体系性研究成果以及对日本思想

文化深入研究的成果骤减，取而代之的是对日本文

化细部关注和研究增多了。关注日本文化的细节部

分，对于了解日本社会、日本人虽然也能发挥积极

作用，但忽略关于日本文化整体性、体系性的研

究，长此以往不仅对日本文化学科的发展不利，而

且对整个日本研究都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三）研究方法特点

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发表的中国的日本文化

研究成果来看，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依然是日本文化

研究领域比较通用的一种方法，尤其是关于中日文

化比较问题、日本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日本文化

与现代化问题等研究领域，历史学研究方法的应用

比较突出。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日本文化研究热潮兴起之初，

就有学者对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进行过关注和探讨。

如高增杰 《日本文化研究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１９９７年）、崔世广 《日本文化研究方法论》（１９９８

年）等。另外，尚会鹏也发表了若干文章，对本尼

迪克特、中根千枝、土居健郎、许烺光等人的研究

方法进行了批判性介绍。自从２０１０年以来，日本

文化研究学者们则变得更加注重对跨学科、跨文化

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的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

研究所前所长李薇曾提出日本研究要 “接地气”的

观点，只有接地气才能更有底气。具体从研究方法

的角度来看，所谓 “接地气”，就是要提升中国的

学理经验，建构中国学术特色的日本研究理论体

系，多角度地研究日本，确立和提升中国对日本问

题研究的学术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许烺光在参

考中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经由尚会鹏、游国龙完

善的 “心理文化学”理论，不仅是２０１０年以来国

内外日本文化学科最新理论，也将是今后很长时期

内从事日本文化研究所要参照的重要理论方法

之一［２５］。

四、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被称为中日关系的蜜月期，友

好氛围浓郁，日本文化研究也格外引人注目。自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日两国间因日本的历史认

识问题以及近年来的领土争端问题等，中日关系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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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所谓 “政冷经热”“政冷经温”乃至 “政冷经凉”

等发展阶段后，中日两国间政治、外交、安保、经

济等所谓应用领域的问题日益引发学界关注。虽然

学者们口头上依然会讲日本文化研究如何重要，但

从事日本文化研究的队伍却在悄然缩小，特别是近

年来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在日本研究领域重要专业学

术杂志上的发表空间也被严重压缩。在此关于日本

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与展望，谈如下三点看法。

（一）有效解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问

题关乎日本文化学科的未来发展

为了实现日本文化研究成果向智库成果的顺利

转化，关键在于如何有效处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的关系。这不仅是近年来一直困扰日本文化研究学

者的问题，也是关乎日本文化学科未来发展的一个

重要问题。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能够各得其宜并能相互补益。但是，在现实开

展日本文化研究的工作中，由于研究者的工作环

境、个人能力等原因，想要达到这种理想状态并非

易事。特别是对于本应成为日本文化研究主力的全

国高校日语院系教师而言，近年来这一问题尤为

突出。

（二）拓展视野多角度全方位地开展日本文化

研究势在必行

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大多精通日语，部分学者还

兼通韩语、英语等，这对于学者们超越国别研究及

中日双边研究的框架，以区域研究的眼光乃至全球

视野来审视日本历史文化，前瞻性精准研判全球化

时代的日本社会发展态势，推出一些立意新颖的成

果至关重要。今后的日本文化研究尤其需要扩展视

野，建立多角度、多学科、多层次、全方位的日本

文化研究体系。把日本文化放在东亚文化圈的视野

中、放在中日文化交流的长河中、放在东西方文化

摩擦融合中开展比较研究，既要从世界和亚洲的角

度对日本文化进行宏观把握，又要在微观研究、个

案分析上下功夫，这样才能使日本文化研究达到新

的高度和新的深度，才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日

本文化研究体系。有些学者已经进行了这方面的尝

试，如张晓刚等 《锁国时期中日韩三国港口城市发

展的政治背景微探———以１７世纪的广州、长崎和

釜山为中心》［２６］等。顺便提及一点，作为一名日本

文化研究学者，能够精通英语等多语种对日本文化

研究而言如虎添翼固然是好事，但首先还是要对研

究对象国的语言做到精通为好。特别是对一名日本

文化研究学者而言，仅仅精通现代日语显然是不够

的，即使是专门研究现当代日本文化的学者，也需

要精通日本古典日语，至少达到能够借助词典等工

具书阅读日本文献中的 “古文书”等一手文献的水

准，否则想获得对日本文化更为深入的了解，往往

会因受文献资料制约等而却步不前。

（三）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方法有待进一步提升

所谓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论语·

卫灵公》），欲获得可资凭信的科研成果，就必须

依凭科学的研究方法。因此，在今后的日本文化研

究实践中，努力开创最具解释力的研究方法，探寻

在中国语境下的日本文化研究新范式，使中国的日

本文化研究更加 “接地气”，是今后日本文化学科

的发展方向之一。在日本文化研究方法方面，除了

加强理论建构方面的研究外，还有必要在技术层面

借鉴国外日本文化研究的一些经验。

例如，在日本，与时俱进的信息技术应用于日

本文化研究已经日趋常态化。如位于日本京都的国

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井上章一主持的 “画像

数据库的制作与用画像资料进行的日本文化研究”、

小松和彦主持的 “怪异、妖怪文化资料数据库计

划”、山田奖治主持的 “数码人文学研究计划”、仓

本一宏主持的 “摄关期古记录数据库计划”等，都

是这方面的典型个案。当今时代已经进入大数据时

代，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若能掌握和自由地驱

使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将会如虎添翼。早在日本

文部省推进ＣＯ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卓越研

究基地）以及全球性ＣＯＥ科研资助计划时，数字

信息化技术多是应用于自然科学，仅有立命馆大学

等部分大学、研究机构尝试将其引进人文科学领

域。初期工作尚难免粗糙，但从京都日本文化研究

中心的上述项目来看，将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应用

于日本文化研究已经日趋常态化。借鉴国际上运用

先进的信息技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经验，有

助于提升日本文化研究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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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学者们

加大了对尝试综合运用遗传学、大脑科学等自然科

学领域的理论方法，来研究日本人的社会行为的支

持力度。这些研究若能够取得预期成果，将有助于

避免既往日本思想文化研究易流于抽象肆意的弊

端。特别是对于从事日本国民性研究，可以提供更

客观的学术性和科学性支撑。例如，日本学术振兴

会对其资助金额高达１亿日元以上的科研课题，都

会在其网页上进行较详细的立项经过等介绍。２０１５

年度，关于社科人文方面的大力度支持课题有３

项。京都大学大学院情报学研究科教授神谷之康主

持的课题 “内心印象的神经基盘的阐明”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９年度），该研究旨在对人的意识形成机制进行

解析，以期不仅能对人的精神疾患进行更直观的解

析，而且对分析人的社会行为也可提供生物学理论

和实证的支撑。筑波大学教授小川园子主持的课题

“掌管形成和维持社会性的神经内分泌结构的阐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度），该研究旨在运用生理学、神

经组织学、光遗传学、行动遗传学等领域的知识，

通过对大数据的解析来分析人因性别差异，其荷尔

蒙是在人脑的什么部位，又是对哪些部位、何时、

如何发生影响，因而导致人们产生了怎样的社会行

为，从而明确解析掌控人的社会行为形成与维持的

神经内分泌的结构。一桥大学大学院国际企业战略

研究科特任教授山岸俊男主持的课题 “支撑面向社

会行动的心与社会的相互建构” （２０１５—２０１９年

度），可谓是山岸俊男持续多年的相关课题研究的

升级版，该研究旨在通过对多年积累起来的实验数

据的分析，研究作为生物性的人如何在社会化的过

程中形成自洽的社会秩序，从而为打造一个更加充

满活力的日本社会秩序提供理性支撑。上述这些研

究，不仅其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因为上述研究课题

的对象都是日本人，所以及时关注这些课题的研究

进展和成果，对深入了解日本人及日本文化的演化

也非常有帮助。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积累

深厚，仅仅是罗列相关论著的题目大概用数万字也

难以做到周全。篇幅所限，无法面面俱到。

综上，本文通过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的

日本文化研究历程、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及成

果、日本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日本文化研究存在

的问题与展望等的述评，只是大体上梳理出了一个

中国的日本文化研究发展脉络，疏漏之处还望学界

同道海涵、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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