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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明生 

（东京大学教授） 

 

《日本当代中国研究》是日本人间文化研究机构（NIHU）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

目发行的一个刊物，本刊为第三期。日本关于现代中国研究的成果，基本上由日文发表，不

为广大的海外中国研究专家所阅读。如果不能让日本的研究成果为世人所知的话，那么这既

对海外研究者来说是件遗憾的事情，也意味着日本的研究者对世界的中国研究不能做出很大

的贡献。正是基于这个考虑，NIHU 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从 2008 年开始成立了本

刊的编辑委员会，在联合项目六个研究基地的协助下，选出最近一两年内公开发表的优秀论

文及著作，组织人员把这些论文以及对这些著作的书评译成中文后，以电子杂志形式予以公

开发行。本期除了一般的论文和书评外，还刊载了关于研究动向的论文。 

   本期收录的论文，都是坚持严谨的学风之上、经过缜密的实证研究之作，想必读者们可

以从中领略到日本学术研究的特色。与前两期相比，本期登载的关于国际关系的论文及书评

增多了。毫无疑问，这反映了近年来随着中国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学术界对国际关

系的关心也增强了。今后，与其他国家一样，在日本涉及中国外交和安全保障的研究成果将

会进一步增加，其中如何看待内政与外交的连动性的问题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在前两期也有所介绍，日本的台湾研究非常出色，不仅如此，对朝鲜的研究也很盛行。

本期的论文和书评都有所论及的中国和朝鲜的关系，会是日本今后继续发挥研究优势的一个

领域。 

   此外，本期在环境研究领域选择了两篇涉及水问题的论文，引人注目。同时，针对包括

经济和历史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各种问题，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研究活动非常活跃。正如书评

中已经提到的几册，用长时段的视角对中国进行系统分析的系列读物正不断出版发行。由此

可见，重视历史分析的视角进行研究正是日本的中国研究的一大特点。 

   当代中国地区研究基地联合项目总代表天儿慧教授对向海外介绍日本的现代中国研究成

果极为热心，对发行本刊给予了积极的指导。此外，对于英语国家的读者来说应该是一个非

常关心的话题，本联合项目除了对论文及书评译成中文外，还将探讨译成英文的可能性。 

   与前两期同样，各研究基地的编集委员、翻译组成员、以及核心基地早稻田大学现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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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研究所的研究员及助教为本期的编辑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同时，为了报答包括作者、翻译者、校阅者、编辑人员在内的所有参予者的辛勤劳动，让我

对各位读者提一点小小的要求。倘若您在阅读《日本当代中国研究》后多少感到有点意思或

有些意义的话，那么请您尽可能地向您的同事及研究伙伴推广这本刊物。倘若您有什么批评

意见的话，则请您一定告诉我们编辑部。通过本刊的发行，如能使世界的中国研究网络多少

有些拓展的话，那将是无上的喜悦。 

 

2011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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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与国际秩序观 

 

天儿慧 
（早稻田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日] 天児慧『アジア連合への道』筑摩书房，2010 年 6 月，135-167  

页。 

 江雅琦、李玮婧、邢成龙 译 

 

 
一、中国的国家战略及对亚洲地区外交的重视 

 

  中国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重大变化始于 200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以下简称“十六大”）。十六大上提出的国家战略目标是：高举“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的旗帜， GDP 到 2020 年比 2000 年翻两番即达到 4 万亿美元以上的规模，全面实现小康社

会。这意味着届时中国在经济整体规模上将与日本持平，在人均 GDP 上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

平。众所周知，2008 年中国的 GDP 已经大大超过 4 万亿美元的规模，提前实现了目标，甚

至按目前形势分析大有在 2010 年超越日本之势。业已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中国，

在经济上也欲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驾齐驱，这可谓是在向世界宣布其将成为名副其实的仅

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国。 

 那么，中国在此战略下推行的对外政策具有哪些特征呢？从十六大报告中可以概括出下

列对外方针：第一，与十五大相比，更加强调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由郑必坚

（前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兼日中友好 21世纪委员会中方主席）在 2003年提出的，与所谓的“和

平崛起”密切相关（后述）。第二，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参与国际社会的意识显著增强，致力于

不争当一极而促进多种力量和谐并存的世界多极化的意愿更加突出，积极参与并主导国际事

务的倾向日益明显。第三，扩大合作领域，提高合作效果1。第三项与推动东亚区域合作直接

相关，这将在后文做具体论述。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转换对外战略时，其对于国际秩序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众

所周知，中国在冷战后将国际秩序的发展趋势定位为“世界多极化”。毋庸赘言所谓“极”，是指

“大国”，“多极世界”就是指由多个大国相互协调、求得平衡，以稳定国际秩序。这既是中国对

于国际社会的基本认识，也是为肢解美国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代之以力量相对接近的

三个以上大国共同协调和维护世界秩序，因此这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多极化战略”。 

    现今，中国虽然在用语上并不否定“多极化”本身，但其内容开始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

                                                  
1  《中国外交》2003（1），22-23 页；《中国外交》2003（5），2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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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原中国驻日大使、现党中央台湾办公室主任王毅从大国协调体系的“多极格局”观出

发就“多极化”认识趋势提出了以下几点：①多种力量的和谐共存；②发展中国家是多极格局中

的重要力量；③多极化是客观趋势，中国的目标是各国的“平等协商、和谐共存”2。北京大学

的叶自成教授也明确表示：“多极化包含着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单边主义等内容”3。 

  是什么原因促成中国对于国际格局的认识发生这样的转变的呢？自不待言：第一，以超

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经济持续增长为背景，其“综合国力”的飞跃式发展带来了对自我力量认识

的变化。邓小平时代确实以“中国是小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大国也是小国）”、“以守为

主”为基本方针。然而，当今的中国已经认识到自身具备了由“被动”转为“积极主动” 地参与国

际社会的力量。 

  第二，中国对于自我力量认识愈是提高，其对于美国的威胁意识也愈是增强。美国在“波

斯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中所显现出的高科技军事力量的飞跃性进步足以震惊

中国。1999 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 年 4 月美侦察机强行降落海南岛，这

一系列事件足以使中国痛感到美国才是唯一能够真正进攻本国的国家。以鹰派为中心的“中国

潜在敌国”论在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社会根基。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曾如此强调他

对美国的危机感：“近两三年来，尤其是‘9.11’事件以来，美国的巨大优势和在世界政治的霸权

态势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它对中国真正崛起的戒备以及遏制中国具备强国的军事力量和

国际政治影响的倾向，也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4。这种对美危机感，在 2008 年奥巴马就

任总统后发生改变。发端于美国的世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经济停滞不前，而中国最早摆脱

经济危机并重返经济增长的正常轨道，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也随之显著增强。由此，中

国对于美国的危机感也开始发生显著变化。关于这一点将在后面展开系统的论述。 

  第三，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的决策者、智库及学者当中，构成“霸权型”国际秩序之基础

的权力政治观正在逐步被国际协调主义思想所取代，重视多边关系和区域合作的相互依存、

相互发展观在不断增加。其原因如下：①中国强烈地意识到自身已被卷入以各国经济相互依

存为基础的“依存共荣”型国际框架，而在经济上的国际协调是中国不断地谋求发展并提高综合

国力的基础。②中国的智库、智囊、国际关系学者，大多具有欧美留学背景，因此自由主义

思想的影响力不断扩大。③要想发挥作为“负责任大国”的主导性，就必须要尊重国际协调。④

至少在中短期内，需要坚持对美协调战略。采取对美协调政策，通过反恐合作与朝鲜半岛六

方会谈传达中美协调的重要性，既可以避免给美国的对华强硬派提供口实，又可以在台湾问

题上拉拢美国，从而达到孤立台湾的目的。 

总之，中国一方面对多极化开始持有疑虑，另一方面却在感到来自美国的威胁日益增强

的同时坚持采取对美协调政策。在这种矛盾中，中国的决策者们力图将东亚地区构建成为一

个能够反映自身意志与权益的利益共同体。于是，中国提出了自己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2  王毅：《世界知识》2003（2）。 
3  叶自成：《对中国多极化战略的历史与理论反思》，《国际政治研究》2004（2），9 页。 
4  《战略与管理》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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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的东亚共同体构想 

 

中国的外交，曾经只是就具体议题基本上采取当事国双边交涉原则，以及制定面向全球

性事务的大战略，如“三个世界论”、“反对霸权主义”、“大三角论”等，并没有针对处于中间地

带的战略空间提出过任何构想。然而如前所述，1997 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尤其是 2001 年以

来，中国开始主动积极地构筑与周边地区的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SCO）的设立、与东

盟（ASEAN）开始缔结 FTA 的谈判，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组织（TAC）、推进围绕朝鲜

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都是这一新政策的具体体现。 

十六大以后，中国开始明确地将东亚作为区域性战略空间。王毅等人反复地表示“以邻为

善、以邻为伴”、“周边是我国维护主权权益、发挥国际作用的首要依托”等主张，便是其典型

体现5。也有人发表论文极力主张“高度重视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大力倡导和促进亚洲

国家的团结互助，为维护我主权和利益建立强大依托．．．．．．中国如果能亲仁善邻、安定周边，

推进该地区合作，就会拥有强有力的后盾”6。 

上述主张最终发展成为“东亚共同体论”。中央党校的门洪华副教授指出：“加强与周边国

家的合作协调关系为中国地缘战略之首要目标，中国应确立在周边经济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以经济合作带动东亚一体化”7。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甚至强调：“大周边外交展

示新思维”，“凸显了中国在东亚经济合作中的地位。中国对东亚提供的市场份额已经超过日

本”，他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正在形成一个共发展、共繁荣的命运共同体”8。 

2004 年，政府层面也开始推进“东亚共同体”的建设。4 月，中国外交部直属的外交学院

主办了“东亚共同体”研讨会，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进行了专题演讲。他极其慎重而又概

括地提出了中国的战略，即：①对于东亚共同体的内涵不必过早定论，先将重点置于经济合

作领域，稳健地展开安全保障对话与合作。②在支持 ASEAN 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中日韩也

应尽量发挥各自的优势和作用。③并不认为中日之间存在主导权之争，期望通过中日协调推

动东亚区域合作。④极力强调重视与美国等区域外国家的对话和协调，奉行“开放的区域主义”

等。6 月，在青岛召开的“ASEAN+中国”会议中，中国政府强调东亚共同体的实现是东亚

合作的长期目标，并表示愿意召开东亚首脑会谈，支持 ASEAN 的主导作用。7 月，在雅加达

召开的ASEAN+3首脑会谈中，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发言时也提出了类似于上述内容的提议9。 

  那么，中国对于经济层面以外的“东亚一体化”又持有何种态度呢？首先，在认同感方面。

从“社会统合论”的观点来看，上述经济层面上“已经取得实际进展的区域统合”，说到底只是在

实用主义的脉络中去理解的产物，但实用主义的统合即便被不断充实甚至制度化，也未必一

定能够形成“共同体”。而且，除了经济之外的其它领域的统合，依然处于萌芽阶段，尚谈不上

取得了“进展”。从 1990 年代末至 2000 年初，中国提出了值得世人关注的主张，即所谓“创建

                                                  
5  王毅：《求是》2003（4）。 
6  王立勇：《当代世界》2003（4）。 
7  门洪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战略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6），18 页。 
8  阮宗泽：《中国外交创造和平崛起平台》，《瞭望》2003 年 12 月 15 日（50），15 页。 
9  《人民网》2004 年 5 月 23 日、6 月 22 日、7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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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共同家园”的概念。之后，亚洲各国的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诸如“东北亚共同家园”、“东亚

共同家园”等构想，而且还开展了若干相关的活动。 

    上述动向在某种意义上，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指出地那样，

是通过各民族的语言、宗教仪式等文化活动形成“共同体意识”，换言之，是在漠然中凝聚为“一

种铭记于心的印象”的过程，或许也可以说人们已经开始建设“想象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然而，众所周知，东亚认同感的结构是无法一言而蔽之的，是错综复杂的“多

重性”结构。虽然存在国家认同、种族认同、跨国界认同等宗教层面上的认同，乃至以某些形

态出现的精英之间的认同，但在民众层面上可以说是普遍较为浑沌的。在此，我们不得不思

考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理解潜在的最大且最具有囊括性的“中华认同”感。假设超过 13 亿人

口的“中华民族”形成一种认同感与一体感，那么相对于日本（1.3 亿人口）、韩国（4700 万人

口）、ASEAN（近 5 亿人口），就是具有压倒性优势的核心认同感。再者，如若追求对儒家文

化（中华文化）圈的认同感，则东北亚、越南等国家与地区均被纳入其中。中国提倡的“亚洲

共同家园”，是否是以这种中华认同感为基础的呢？中国的确存在持有如此观点的学者。但

2002 年的十六大以后，中国的领导人、学者已经很少提及“亚洲共同家园”，而是反复强调所

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便是鼓舞中华认同感的象征。 

  然而，既然认同感是通过某种活动由内部自发形成的，“亚洲共同家园”便不会等同于“扩

大的中华认同感”。众所周知，同为中华民族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就认同问题存在着严重的裂痕。

ASEAN 自 1967 年创设以来，经历了许多曲折，但现今却已成长为一个区域合作组织，其自

身内部的认同感不容忽视。因此，对于与东亚经济共同体相对应的“东亚共同家园”的认同感依

然处于逐步探索与形成的过程之中，目前尚无法描绘出整体远景。 

  中国在安全保障领域的区域合作构想及其动向是除了经济以外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考察

中国近一两年来的政策，可以看出中国对于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不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且在

安全保障领域也在积极推进区域合作机制。例如 2003 年夏天，中国主动表态加入东南亚友好

合作条约（TAC）。2004 年 7 月，外交部长李肇星在东盟区域论坛（ARF）上表示“积极参与

区域安全保障合作”，并提出了第一次安全保障政策会议在中国召开的邀请，得到大会通过。

从 2003 年 8 月开始的“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中，中国也在积极地发挥主导作用。

而且，中国还希望将来把六方会谈发展成为“东北亚安全保障组织”（《中国外交白皮书》2004

年），中国在非传统安全保障领域也在积极构建“和平机制”，并将 1996 年成立的“上海五国”

发展为“上海合作组织（SCO）”，这原本是以牵制少数民族的独立运动、进行信息交流与经济

合作为目的的组织，但 2004 年以来，也开始举行共同军事演习等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  

  那么，中国为何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如此热心地创设“区域共同体”呢？这是由于东亚区域

内的合作框架对于中国具有以下积极意义：①与近邻各国构建起稳定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

不仅有利于各自的经济发展，而且也可以协商合作应对来自外部经济体（尤其是美国）的冲

击（如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②有利于实现中国的国家战略重点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二项的核心可以说是在拥有不为他国意志所强迫的力量的同时，准备接受作为国际社会领

导者相称的评价和敬意。③中国还在致力于构筑能够在未来对整个国际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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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东亚秩序”。无论如何，如果整个东亚区域的综合力量得到提高，从而带来区域团结，

而中国又能在该地区发挥主导权，就可以规避来自美国的攻击（如 1999 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

使馆被炸事件）以及在西藏问题、台湾问题以及民主问题上的内政干涉。用长远的眼光来看，

东亚共同体的构筑甚至可以动摇中国向来就根本不信服的“美国单极霸权体系”。换言之，中国

似乎在力图经过一定的时间（或许 10~20 年）之后构筑起由“以美国为主的北美圈+EU 圈+东

亚共同体（EAC）圈”构成的三圈中心型国际秩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张蕴岭在讨论“东亚区域合作与美国的关系”的座

谈会中，就曾做过如下发言：“我们并不认为东亚区域合作不需要美国或是美国的存在并不重

要，而是认为东亚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保障等需要摸索东亚独自的合作道路。例如 EU

当然不包括美国。但是美欧关系是存在的，美欧关系是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实现了美国的

加入。我认为美国和东亚的理想关系，就应像美国与欧洲的关系一样。但是，在此之前，我

们首先需要构建起稳固的东亚合作体制”10。 

    当然，张蕴岭的想法在中国是否具有普遍性，尚需探讨。在上述的王毅所作的专题演讲

中便体现出若干的不同。然而，如前所述，中国对于美国的“单极霸权秩序”在本质上是持有异

议的，故而一直以来在倡导“世界多极化”。但是，这一构想一直未能变为现实。有基于此，可

以推断中国在构想新的“三圈中心型秩序”。而且，中国强调 ASEAN 的主导角色，实际上是口

惠而实不至，甚或可以说这是中国为其自身发挥领导地位而披上的“隐身衣”。实际上，考察中

国与 ASEAN 的 FTA 共识、SCO 的设立、六方会谈、东北亚区域安全保障组织的倡导，无不

是在中国的主导之下创设区域合作机制的举动。当然，亚洲唯一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地位，

也被灵活地用于推动这种主导权的掌控。 

 

三、国际秩序中的力量变迁与“东亚共同体” 

 

如前所述， 2005 年 12 月在吉隆坡召开的东亚峰会（EAS）在历史上首次聚集了亚洲各

国首脑，在会议一开始的时候中日就围绕加盟国的范围问题产生了对立。中国建议由 ASEAN+

中日韩 3 国构成东亚共同体（EAC），日本则主张在 10+3 的基础上再加上印度、澳大利亚、

新西兰。会议最终决定 ASEAN 扩大会议（10+3）和 EAS(10+6)在同一时期、地点举行，但

是需要错开日期。由此可见中国建设东亚共同体的势头已被大幅弱化。张蕴岭作为现实中的

积极推进者之一，于 2007 年秋在早稻田大学举行的国际研讨会上做了如下发言：“中国的边

境不仅有东亚，还有中亚和南亚。我们的目标不仅只有东亚合作，而且也力图在宏观远景下

制定多种多样的合作发展战略”（同会议记录）。 

可见，经济、军事实力大大增强的中国正在着力扩大“影响力”，其中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

软实力。2007 年 11 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

中再次确认了“和平发展”与“和谐世界”的路线。但是，“和平发展”、“和谐世界”战略是否与中

国行驶“软实力”具有直接关系，是否是中国强化“软实力”的长期外交战略的产物，对此众说纷

                                                  
10  《中日研究者座谈会：中国走向何方》，《论座》2003 年 2 月号，2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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纭。2007 年 12 月 28 日，新华社评论强调：“中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

在壮大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加强国防力量的同时，使国家文化软实力有一个大的提高。……

今后，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国民族凝聚力、促进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

发展的同时，必须提高中国文化的实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中国，更加重视国际合作的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者已经并不鲜见。其中的代表人物王

逸舟于 2008 年 1 月在早稻田大学的国际研讨会上指出：“全球化时代必然会形成‘多轨外交’结

构”，除了过去传统的政府外交（轨道 1）、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组织和顾问团（轨道 2）的活动

之外，还有以下七个对外交产生影响的行为及行为主体：商贸谈判，私人个体的和平建设活

动，研究交流、人才培养、学习，社会运动，非暴力和平宗教运动，和平建设基金，媒体活

动。同时王逸舟还指出：“这些复式组合外交是增强外交效果的有效手段，是国际关系的新动

向” 11。 

约瑟夫·奈将“外交软实力”定义为“不是强制或报酬性的，而是依靠魅力得到期望结果的一

种能力”，并进一步指出它的条件：“第一是文化，能够令其他国家通过文化感受到本国的魅力；

第二是政治价值观，在国内外都能依据某种价值观毫不羞愧地行动；第三是外交政策，要实

施被公认为正当的且受到尊敬的外交政策” 12。王逸舟所指出的第三种以后的行为及行为体就

属于软实力范围。而且，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中国正在开始重视相关方面的活动。王逸舟在其

它场合也曾强调：“必须意识到在法制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市场经济完善状况、民众的政治

参与以及掌握国家间的外交方式这些方面，中国的‘软实力’尚存不足” 13。 

比如，近年中国开始在面向发展中国家的脱贫经济支援、PKO 支援等方面加大了力度。

3 月 31 日，温家宝总理在万象与亚洲开发银行总裁黑田东彦举行会谈时指出：“亚洲开发银行

为本地区扶贫和发展做出了长期的重要贡献。……以人为本、互惠互利及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是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各国共同的愿望”，并表达了中国扩大与亚洲开发银行的合作、促

进区域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意愿” 14。 

进入 21 世纪后，中国在世界各地积极设立“孔子学院”，这是中国实施软实力文化战略的

典型而又重要的行动。2007 年 12 月 11 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国务委员

陈至立说：“中国政府愿意与相关国家和地区一同经营孔子学院，架设加深友谊和理解的桥梁”，

同时强调“现在，中国已经在世界的 64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 210 所孔子学院。此外，还有 61

个国家的 200 多个机关正在申请。在以孔子学院为基地推广汉语教学的同时，还有必要开设

商业、文化、旅游、中医等相关的讲座，提高听讲生对中国的关心”。今后，中国在经济援助、

历史文化与汉语普及以及维和等方面，必然会切实贯彻软实力战略。 

但是，由此就认为中国开始轻视依靠硬实力展开外交战略的想法是一种误解。特别是在

与国家主权相关的问题上，中国依旧态度强硬。西藏问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奥运会前夕对

西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问题的处理和四川大地震是目前最令中国政府头疼的课题。但很明

                                                  
11  王逸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的十个特色》，2008 年 1 月。 
12  《软实力》日文翻译版，2004 年。 
13  王逸舟著，天儿慧、青山瑠妙译：《中国外交的新思维》，东京大学出版会，2007 年。 
14  《人民日报》2008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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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是，中国政府面对分裂独立活动会坚决地采用硬实力原则。可以认为，中国政府的外交

姿态是，在处理关乎主权、面子等问题时在通过硬实力表达毫不妥协的态度的同时，在解决

具体问题时是可以通过积极对话来协商解决的。从中国政府开始与达赖喇嘛进行对话谈判上

就可以看出这一方针。 

 

四、国际秩序观中的根本问题 

 

不论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只要崛起的中国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就需要思考未来的“国

际秩序”问题。而且通过考察中国理想中的国际秩序观，可以发现中国推动亚洲区域一体化的

真实意图。因此，近年来传统的中华秩序观被广为讨论。应该如何看待中华秩序观与现今的

民族国家体系即威斯特伐利亚体制下的秩序观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中华秩序观，具有以下两

个特征。 

第一，圆锥型结构并以同心圆方式拓展开的权威主义等级秩序。决定这个权威等级的是

对“文化”（儒家思想）的掌握程度。掌握程度最高的是天子（皇帝），然后依次为中央官僚、

地方官僚、官僚预备役（读书人、地方名士等）、一般汉人庶民（到此是“华”的范围），接下来

是处于其下的周边地区，他们是没有享受到中华文化的野蛮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统称为“夷”），这种文化等级结构被称为华夷秩序。需要注意的是，华夷秩序内并没有西方的

国境概念，天子统治的是无边无际的“天下”。 

第二，秩序形成的非法制性和主体的多重性。关于秩序的形成，儒家有句名言叫“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把人、家、国（地方）、世界同行为主体的关系多层化，且并不是依

靠法律制度而是依靠修养、教化形成的一种秩序。天子理想的统治不是凭借武力的“霸道”，而

是依靠文化教化及仁德实行统治，这种统治方式被称为“王道”政治。 

中华秩序观的确不同于西方秩序观，有其值得参考的内容。但最大的问题是，它以儒家

的价值观为标准，重视上下关系，抱有强烈的权威主义思想。当然，对于“华”的理解并不能固

定，因为也有像元朝、清朝那样由蒙古族、满族掌握政权之后成为“华”的情况。滨下武志依据

这种历史将中华秩序所具有的活力解读为“华夷变态论”15。明治维新后，日本朝着近代国民国

家的目标迈进，但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日本倡导大亚洲主义，力图建设东亚共同体。按照

滨下的观点来看，日本是想以自己为盟主，将日本人定位为拥有优秀文化的当政者即“华”，并

依据“一视同仁”的儒家秩序观统治东亚，这是向日本型“中华秩序观”的一种回归。诚然，当今

东亚区域体系的发展方向，就如同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金熙德所指出的那样， “东亚正在发展的

区域合作及区域共同体，既不会是对 19 世纪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的回归，也不

会是 20 世纪前半叶日本所力图建设过的‘大东亚共荣圈’”16。 

但问题是，中国人自身并没有意识到中华秩序中存在的问题。冯昭奎是中国的一位诚实

而又高水平的日本研究者。1990 年代中期，中国军事实力显著增强，强行实施核试验，而他

                                                  
15  滨下武志：《朝贡体系与近代亚洲》，东京：岩波书店，1997 年。 
16  西口清胜编：《东亚共同体的构筑》，米内鲁巴书房，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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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日召开的有关“中国威胁论”的研讨会上说：“外国人没有必要将中国视作一种威胁的存在。

因为我们要走的路是王道，而不是霸道”。对此，我进行了强烈的反驳：“ ‘王道’这个观念本身

就已经把自己置于优于他人的地位了，这本身就是问题”。天安门事件之后上台的第一届克林

顿政权将人权外交和最惠国待遇（MFN）问题联系起来，作为促进中美贸易的条件要求中国

政府改善国内的人权状况。1993 至 1994 年，中国对美国经济界采取猛烈攻势，宣传中国贸

易、生产市场的魅力以及商业机会用以拉拢美国经济界。美国经济界便向政界施压，终于迫

使克林顿在 1994 年宣布放弃将人权与经济（MFN）问题挂钩。有中国人评论这是“以夷治夷”

外交的功效。前者的“夷”是美国经济界，后者的“夷”则是美国政界。 

这种无意识的“夷”的说法体现了根深蒂固的“华夷思想”。笔者曾作为日本大使馆的“外交

官”在中国逗留考察各地，在要求采访地方领导的时候，曾得到过这样的提示：“以你的身份一

般情况下是见不到这个级别的领导的”。由上下等级形成的权威金字塔式思维盛行至今。这种

思维如果扩展到国际社会，则会令人担忧产生一种权威关系，即“强大的中国”轻视威慑周边地

区。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可以理解渡边利夫在新著《新脱亚论》当中的如下论断：“东亚共同

体不仅对于日本，对于整个东亚都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其背后有中国的地区霸权主义”。然

而，另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就如前文提及的那样，这样的中国正在发生着巨大而又充满活力

的变化，其行为主体也在多样化。 

那么，崛起的中国如何才能被周边各国乃至国际社会所接受呢？为此，我提出以下 4 点。 

第一，中国自身及外部世界都需要充分地意识到上述的诸多矛盾与问题是结构性的，只

有通过与国际社会合作并相互依存才能解决，中国越是积极地解决问题，中国和外部世界就

越会相互依存，形成一种非零和关系。 

第二，中国需要将自身相对化，应该充分理解到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大国化”与“国际合

作”是相互对立的关系。换言之，今后一个国家即使能够成为大国，但也难以成为一个“综合性

的超级强国”。未来的世界会朝着“大国混杂化”的方向发展，即一个大国即便在某一领域是显

著突出的，但在其他领域必将有其他大国异常优秀，大国们有着各不相同的先进领域。如果

认识到这一点的话，大国间的相互合作、共鸣就是有可能的。 

第三，解除“中国威胁论”的钥匙，是中国政府在面对恶性问题、事件乃至矛盾时，应该采

取“明示”而非“隐藏”的态度，不凭借强权而是努力寻找出令相关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西

藏问题、台湾问题、食品卫生问题等都是如此。用中国政府自身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听其言，

观其行”。如果没有实际行动，不管堆砌多少例如“以民为本”这样的“美丽辞句”，也会失信。 

第四，中国自身及其他国家都需要构筑以广泛的人口流动、人际交流及信息共享等为基

础的信赖关系，能够拥有共通的广义上的价值观和认同感，当然这里需要包含政治上的实质

性民主化。2000 年前后，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可以听到创建“亚洲共同家园”的声音。如果这

其中包含着浓烈的“上下关系”意识的“华夷思想”，那么遭到强烈的反感与抵抗是必然的。“亚洲

共同家园”应该意味着创建新的以个人和民族尊严为基础的亚洲认同感。毫无疑问，纵观时代

大潮及其深层动向可以发现这是一项极需耐力的事业。尽管如此，我也希望人们能够重视这

种漫长的认同感的创建事业。因为这才是能够支撑包含中国在内的亚洲一体化的最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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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 

 

五、中美争霸论——G2 的崛起 

 

如果结合之前的动向进行分析的话，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中国正在试图推进“亚

洲共同家园”这一计划，不如说中国正着手在全世界范围内构建新的国际秩序。而最能代表这

一趋势的便是近一两年内兴起的中美共治论（中美 G2）。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 2007 年初的时

候，美国民主党的各候选人为了竞选于 2008 年秋季改选而产生的总统席位，展开了白热化的

政治竞赛。当时，被视为总统最有力竞争者的希拉里·克林顿曾在《Foreign Affairs》杂志 11、

12 月号上阐述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让笔者惊讶的是，比起该文章中对日本篇幅不多的议论，

希拉里·克里顿不仅十分重视中美关系，更强调中美关系是“本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 17。 

但也不能片面地说中美关系是一帆风顺的。世界各国将不断崛起的中国视为对现有国际

秩序的挑战者，中国政府也已经不再使用“和平崛起”这一官方用语。但是，只要中国继续把构

建“取代一国主导型（单边主义）的世界新秩序”作为今后的国家战略，那么其与美国之间就自

然会产生一种“潜在的对立与冲突”。这种对立正是中美关系中最为基础而又核心的问题。今年

中国在不断加强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区域合作关系，与美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也促

使美国国内的“中国警戒论”不断升温。2005 年 7 月，美国国防部向议会提出的《关于中国军

事实力的年度报告》中明确将中国定义为“（亚太）地区的威胁”。同年 2 月与 9 月，日美召开

了由军事、外交高层人士参加的“日美安保协议 2+2”会议。通过此次会议，美国与其盟友日本

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合作关系。可以说，这一系列国际动向深受“中国警戒

论”的影响。2006 年 3 月 2 日，布什总统在访问印度时对美印共同开发原子能技术采取了特别

的措施,借以加强与印度的关系，从而防范中国。同年 3 月 18 日，日·美·澳三国外相还首次开

展了领导级别的战略对话。其中也将各国对于“崛起的中国”应采取何种对策列为重要的议题之

一。从这些举动也不难看出，美国对于中国的种种警戒之意。 

布什政权虽然与中国积极开展军事交流，但同时也担心中国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海军作

战能力的增强使得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军事上也成为美国强有力的“新竞争对手”。布什政

权在主张中国有必要在社会、政治、宗教领域提高透明度的同时，也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国

内市场、加强对禽流感及新型流感病毒的紧急对应、平衡对美贸易顺差、提高人民币汇率的

自由度、加强对知识产权侵害案件的取缔以及在解决朝鲜、伊朗核问题过程中积极地采取“负

责任大国”的态度。 

当然，中国也在 2006、2007 年加强了对美国一系列举动的警戒。外交部也针对美国国防

部的年度报告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与反对”。但是，中国政府依然坚持着与美国保持和谐关系的

基本路线。从中可以窥见到冷战以后邓小平提出的“24 字外交方针”中的“韬光养晦”思想依旧被

沿用至今。 

                                                  
17  原文载于[日]《日经商务》2007 年 10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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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的“国际责任” 
——高涨的国际要求、慎重的自我认识、严峻的国际局势认识 

 
增田雅之 

（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研究部主任研究官） 

 

 原文刊载于[日] 『アジア経済』第 50 卷第 4 号，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 

研究所，2009 年 4 月，2-24 页。 

 吴茂松 译 

 

 

导言 

 

在国际社会中，中国的崛起已被看作是既定的条件。的确，如果探讨崛起的真相，中国

的崛起也许尚为脆弱。胡锦涛在 2007 年 10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为党）第十七次

全国代表大会（十七大）上所作的报告回顾了过去的五年，指出“改革开放取得重大突破”、“经

济实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赞颂了迄今为止的政策成果。但是，贯穿整个报告，

对局势的认识是极其严峻的。即，胡锦涛总书记强调了中国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

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胡 2007b）。 

基于这一对局势的认识，胡锦涛政权在政策上的优先课题应是应对国内问题。但是，在

国际社会上，正在崛起的中国亦被要求具体地显示其外交政策的方向性。这是因为即使中国

有很多的国内问题需要解决，尚未拥有作为大国的充分的外交资源，但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崛

起已是一种明显现象。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平均年增长率（2003～2006 年）达到

10.4%，大大超过 4.9%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就 GDP 而言在 2008 年中国已成为继美国、

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在贸易方面的发展也很显著，2006 年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

17,604 亿美元，相当于 2002 年的近 3 倍，中国已由世界第 6 位变成世界第 3 位的贸易大国。 

   随着中国的相对地位的提高，中国被要求发挥更大的国际责任。2007 年 3 月，美国财政

部长亨利·保尔森（Henry M. Paulson）在上海发表的讲演中说道：“从世界市场中的中国的

规模与作用来说，中国已成为全球经济的领导者，亦可以做这样的评价。同时，这种领导者

的地位也带来了责任”，强调了在稳定全球经济中中国所负的责任很大（U.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2007）。也就是说，中国外交的政策动向已经在影响着全球经济甚至是国际安全的

稳定与发展，这样一种理解正在被国际社会所广泛认知。对此，中国是如何认识并做出反应

的呢？  

随着“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responsible stakeholder）的说法在美国被提出，以及其

后的“中国责任论”在国际社会中的兴起，在中国的领导层、外交圈及国际问题专家之间，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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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负的“国际责任”，换言之，关于中国对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所采取的政策方向性的讨论

也变得活跃起来。确实，迄今为止在中国也曾有过围绕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责任”的讨论。例

如，中国对 1997 年的亚洲货币金融危机的应对，在中国被理解为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对

外行动。虽然作为地区各国对中国的评价这是正确的，但是从中国的现实行动判断，这只是

事后的事实确认，是一种解释而已（高原 2005）。本文之所以讨论中国就“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者”说法的政策讨论与政策动向，是考虑到随着“中国责任论”在国际社会中兴起，不光是中国

的外交工作人员和专家，中国领导层也开始讨论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的外交方向性与国际角

色。2006 年 12 月，在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吴邦国主持举行

的第 24 次专题讲座上，对中国如何承担“国际责任”与国际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杜、毛 

2006）。2007 年 9 月，在胡锦涛总书记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第 44 次集体学习上，亦讨论了外

交政策中的“国际责任”问题（《人民日报》 2007 年 9 月 30 日）。领导层中讨论的详情尚不

清楚，但据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报道，似乎不光是对以往的中国外交进行了事后评

价或宣扬，还对外交战略与各领域中的“国际责任”的意义和内涵进行了讨论，不仅限于对美政

策，还对如何显示中国外交的方向性进行了讨论。 

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方向性，特别是关于中国的崛起对现行的国际规范、国际准则及国

际组织所带来的影响，此前已有很多的研究发表。这些研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从自由

主义的观点讨论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特别是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认为通过使中

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有可能使中国和平崛起（Ross 1999；Shambaugh 1997）。这是因为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在贸易、金融及外交方面加深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中所实

现的，如果中国的领导层或决策层认识到这一点，则中国外交的目标应是支持现行的国际体

系。也就是说，根据自由主义的观点，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特别是贸易关系的发展

将赋予相关国家回避纠纷的动机（Stein 1993；McMillan 1997）。而与此相反的讨论便是从

现实主义的观点聚焦于中国实力的增大，认为随着中国的相对力量的提高，中国想要改变现

行国际体系的愿望将会变得强烈，并试图作为对外政策予以执行（Miarsheimer 2001）。这种

讨论是将“新兴大国随着其相对实力的增大将会试图改变控制体系的规则”（Gilpin 1981：187）

这一命题，演绎性地套用在中国的崛起这一现象及其国际影响上进行分析的产物。例如，丹

尼·罗伊（Denny Roy）主张，“中国伴随着大国化也许会遵从”这样一种对外行动方式，即“在

规定与保护自己的利益方面，比起国力弱的国家，强国更是自作主张型的”（Roy 1996）。 

   这两种观点各指出了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年来中国自己关于中国外交的阐述

中自由主义的观点开始被重视起来。中国政府于 2005 年 12 月发表的《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

白皮书对中国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一体性表示了这样一种认识，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同

样世界的繁荣需要中国”，并强调中国“将来强大了也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 2005）。另一方面，现实主义的观点也指出了中国外交的传统性格，这可以

从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中窥见一斑。在 2001 年 10 月的一次人民解放军的内部会议上，时任中

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江泽民谈到了在“九一一事件”和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这样一种国

际局势中的中国的应对之策（江 2006）。江泽民强调了应以大国关系、周边关系及多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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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个外交舞台为中心，“在国际上营造有利的战略态势”。具体地来讲，对“九一一”后美军

在中亚的存在，江泽民强调了“加强同俄罗斯和中亚各国的合作”对保持“战略方向的相对稳定”

的意义，并以此语境将多边外交理解为“大国发挥作用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可以理解为，

江泽民强调了通过维持、扩大中国在周边地区与多边框架中的影响力来均衡美国的强权的重

要性。 

   根据中国自己的这种阐述，可以说目前中国外交的定位与方向性介于自由主义与现实主

义之间，基于单线的自由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讨论均未提出综合性的中国外交论。鉴于这一点，

以相互依赖的观点为中心，尝试为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观点搭桥的戴尔·科普兰（Dale C. 

Copeland）所提出的观点正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Copeland 2003）。也就是说，他在排斥了

相互依赖关系的加深将赋予中国回避纠纷的动机这样一种单线的自由主义观点之后，提出应

该就中国对将来相互依赖关系的“期待”（expectations）的方向性进行探讨。的确，他并不是

展开实证性的中国外交论，而是在讨论经济相互依赖关系深化的过程中，主要论述了新兴国

家的崛起与发生战争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科普兰的讨论作出了一种启示，如果中国对国家

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的获取及国际体系的制约的预期是悲观的，则即便中国正在加深与国际

体系的相互依赖，中国的对外行动也不一定会限于维持现状，这一点是值得关注的。 

   本文的问题意识与科普兰的问题意识同出一辙。这是因为胡锦涛在十七大上所做的报告

谈到了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表明中国对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的

现行的国际体系仍不满意。那么，在相互依赖关系不断加深的国际体系中，对现行的国际体

系仍不满意的中国会提出怎样的外交政策呢？  

   中国的学者们也试图对这一问题作出学术性的回答。例如，陈志敏的研究立足于沃尔兹

的新现实主义，从政治、经济及规范的侧面探讨了国际体系结构的全貌及中国对这些侧

面的特有的立场，提出了中国对外政策的选项（Chen 2007）。他提出应将中国的崛起理

解为一个新兴国家在“准单极体系（a quasi-unipolar system）”中的崛起。即，陈志敏认为，

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实力迅猛崛起的背景下发生了中国的崛起”，其结果，中国成为“在 21 世

纪最有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的国家。但是，陈志敏根据下述四点，即，（1）美国的军事优势

未变，（2）中国的崛起具有开放性1，（3）中国有贫富差距扩大等国内问题，（4）受到国际规

范的制约，认为中国外交不会追求与美国的直接对立与冲突。但是，据陈志敏所述，“准单极

体系”不仅是国际权力结构，也是中国对国际体系的认识，而中国是不认可美国的“单极支配”

的。其结果，如果考虑上述的制约因素，中国在外交上的可能选择是停留在“软均衡（soft 

balancing）”上2。而且，中国将主要是在迫于应对台湾问题、美国及其同盟国的导弹防御等

敏感问题的状况下谋求“软均衡”。 

但是，陈志敏所展开的讨论的重点在于，美国对作为霸权国家的挑战国而崛起的中国所进

                                                  
1  陈志敏将中国成为世界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及积极参与东亚地区的自贸区作为

中国的崛起所具备的开放性的具体例子（Chen 2007：51-53）。 
2  在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均衡”，不是指各国以实力最大化为目的而采取的行动，而是指为了保存本国或在

国际体系中维持本国的地位而采取的行动，是各国与其后被支配的可能性小的较弱国家组成同盟，共同与

强大的国家相对峙的行动（铃木 2000：37）。陈志敏之所以将中国的对外行动称为“软均衡”，是因为

中国并未积极地试图挑战美国的核心利益，而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与主权而采取行动（Chen 200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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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均衡引起了中国的软均衡，但正如下面所述，这种观点并未充分反映要将“主导性”、“建

设性” 赋予在中国国际责任承担中的中国自己的政策讨论与政策动向。这意味着，由于他更多

地关注决定中国外交方向性的国际结构，而未对政策讨论等进行思考。因此，他所提出的对

外政策的选项，是胡锦涛政权所特有的还是与以往的历届政权所共通的，这一点尚不清楚。

如果像陈志敏所指出的，认为“准单极体系”也是中国对国际体系的主观认识，则领导层内部或

代际间对这一点的认识的一致与差异将是极其重要的。 

本文通过研讨中国对美国提出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说法及其发展过程所进行的政策

讨论及具体的政策动向，以实证方式揭示中国自己所定义的“国际责任”的逻辑，厘清胡锦涛政

权下中国外交的定位与方向性。 

 

一、“中国责任论”的兴起――“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的发展过程 

 

关于中国的“国际责任”的议论变得活跃起来的契机，是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罗伯特·佐利

克（Robert B. Zoellick）于 2005 年 9 月所做的讲演3。在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上，佐利克在“中

国对世界的影响力正在扩大”这样一种前提下，强调了中美关系转型的必要性。他指出应超越

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这一美国以往的对华政策的方针，“需要促使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

方”，并提出，为了在政治、经济、安全等方面追求共同利益，应与中国采取共同行动（Zoellick 

2005）。此外，据佐利克于 2006 年 5 月 10 日在美国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上所做的证言，

这一“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说法，是指在国际体系中将中国看作是与欧盟、日本等同样具有强

大影响力的参与者，促使中国对世界经济、国际安全负起责任的政策体系（U.S. House,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06）。这一“利益攸关方”说法基本承认从克林顿政

府起执行的“接触”政策是成功的，并在继承该政策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

的崛起，把促使中国成为负起国际责任的参与者设为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排除了与“接触”

政策相反的“遏制”政策。 

的确，“利益攸关方”说法在美国的兴起时，从担忧中国军事崛起的立场出发，亦有人指出

了对华“对冲”战略的必要性。例如，美国战略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库尔特·坎贝尔（Kurt M. 

Campbell）认为，佐利克的讲演是关于中美之间“广泛的接触与建设性合作”的论述，并提出

该讲演本应同时关注将中国理解为美国将来的“战略对手”甚至是“军事威胁”的观点（Campbell 

2005）。事实上，美国国防部不断对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增强军力的倾向表示了担忧。

2005 年 6 月在新加坡召开的亚洲安全会议上，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Donald H. Rumsfeld）在批评中国军费的增加倾向与不透明的同时，谈及中国“除了提高

将太平洋地区作为瞄准目标的导弹能力之外，还似乎正在扩充全球射程的导弹能力”，对中国

军力的增强表示了强烈的关切（U.S. State Department 2005）。在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

                                                  
3  在 2005 年 9 月的佐利克讲演之前，亦有人表述过同样的想法。同年 3 月访问日本的莱斯国务卿在上智大

学所做的讲演中，谈及了中国对六方会谈、阿富汗问题、南亚的稳定及反恐等问题的姿态与政策，并阐述

道：“美国有欢迎充满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的理由。我们希望中国成为具有负起与其增长能力相

应的国际责任能力与意愿的世界性伙伴”（U.S. States News Service 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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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报告》（2005 年、2006 年）及 2006 年 2 月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06QDR）中

也沿袭了这种见解。这些报告均将中国定位于“站在战略歧路上的国家”， 06QDR 则指出“在

正在崛起的主要大国中，中国具有与美国进行军事竞争的最大潜力”，对中国军事能力增强倾

向表示了强烈的戒备（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a）。如果基于这种对华戒备，也许

对冲中国军事崛起将会成为美国的基本对华政策。 

但是，美国的对华安全政策并非完全倒向对冲，而是为了促使中国在安全保障方面也起

到建设性的作用，一直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以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于 2005 年 10

月访华为契机，中美军事交流呈现活跃，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于 2006 年 7 月访问美国，与

美方达成了由两国海军举行海上联合搜救演习的协议（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b）。

根据该协议，两国海军于同年 9 月与 11 月在南加利福尼亚海面与南中国海分别举行了海上联

合搜救演习。除此之外，现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Bobert Gates)于 2007 年 11 月访问

中国，与时任国防部长曹刚川举行会谈，除了原则同意在两国军方之间设置热线电话之外，

还就举行人道救援、救灾演习达成了协议（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b）。 

必须指出，美国的这种对华安全政策的背景是“利益攸关方”说法也已渗透到美国国防部门

中。对中国军力的增强表示出强烈关切的 06QDR 及《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均论及了中国应成

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U.S. Whitehouse 2005: 41;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6a: 

29），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亦于 2006 年 6 月在亚洲安全会议上明确表示，“利益攸关者”

说法不仅是副国务卿佐利克个人的想法，也是美国政府的想法（IISS 2006: 35）。拉姆斯菲

尔德指出，“中国是世界体系中的重要的利益攸关方，中国负有使这一体系成功的义务，

中国通过这一成功而获得利益”。 

于 2006 年 12 月就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盖茨也继承了“利益攸关方”说法。在 2007 年 11 月

中美军方高层会谈后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盖茨就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作用发表了如下

的谈话：“经过大约 30 年史无前例的经济增长，现在中国已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亚太地

区的领导者。随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为了维护国际体系的健全及成功，中国应

当承担更多的责任”（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b）。美方要求中国负起的责任，正

如佐利克所指出的那样，涉及到世界经济与国际安全两个方面，而在中美军方首脑会谈中，

对伊朗核问题的应对则成为中国在国际安全方面所负的国际责任的焦点。据美国国防部高级

官员透露，在伊朗不应拥有核武器这一点上，中美双方达成了一致。但是，针对美方向中方

提出的、中国与其他国家为了解决伊朗核问题“应施加经济压力”的要求，中方虽然未否定对伊

朗实施经济制裁的可能性，但表明了不应急于实施制裁的立场（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a）。 

也许这种“利益攸关方”说法仍很脆弱。这是因为，此说法若要成为有效的政策体系，中国

的积极应对不可或缺，但如下所述，中国并未完全接受美国所作出的关于利益攸关者的责任

与作用的定义。但是，盖茨在指出中美之间显然存在着看法“一致的问题”与“不一致的问题”的

同时，谈到“讨论这两方面的问题有益于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加强两军关系表现出了积极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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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US Fed News, 2007）。事实上，中美军方首脑同意加强两军在各层次上的交流与对话，

其中包括了关于核战略对话（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7b）。 

也就是说，从美国的政策的发展过程来判断，“利益攸关方”说法并非只是“接触”政策的延

伸，从重视“对冲”的立场上也可以说，它是能够要求中国负起维护国际体系的责任的政策体系

4。换言之，“利益攸关方”说法未依据“接触”与“对冲”二元对立的对华政策逻辑，而是根据中国

的崛起这一事实，将中国描述为应与美国一起追求维护秩序与构建规则的国际体系的主体。

而且在安全领域，对有可能威胁美国军事优势的中国军力的增强，不只是进行对冲，而是在

互相交往中试图引导中国不断增大的实力在维护秩序方面发挥作用。即，“利益攸关方”说法是

新的责任分担论。 

 

二、中国与“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论 

 

1．国际地位的提高 

对“利益攸关方”说法在美国的提出，中国的领导层与专家当初大致表现出了欢迎的姿态。

在“利益攸关方” 说法提出后的 2005 年 11 月举行的中美首脑会谈中，除了两国间的议题之外，

双方就朝鲜核问题、联合国改革、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应对自然灾害及禽流感

等广泛的议题进行了讨论（Xing 2005）。根据“利益攸关方” 说法的观点，时任美国国务卿康

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对此次首脑会谈就广泛的“战略性议题”交换意见的意义做了

如下的阐述：“中国将会继续增大实力，也将继续扩大影响力。如若如此，我们希望中国负责

任地融入国际体系，在国际体系中采取负责任的行动”（U.S. Whitehouse 2005）。国家主席

胡锦涛也表现基本接受美方这种定位的姿态。在首脑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胡锦涛就上述

的“战略性议题”强调了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负有“重大的共同责任”（王、高 

2005）。人民日报旗下的国际新闻报纸《环球时报》（2005 年 12 月 9 日）的报道，将胡锦涛

的这一发言理解为中国对“利益攸关方”的实质性的、积极的回答（隗、达 2005）。 

在这次的中美首脑会谈前后，亦有很多专家对“利益攸关方”说法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例如，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马小军注意到了“利益攸关方”说法提出后的美国对华政策的“渐

进式的变化”（马 2005a；2005b）。也就是说，马教授从提出“利益攸关方” 说法的佐利克的

讲演中，看出了美国“需要改变对华战略思维”的意思，评价“利益攸关方” 说法得到了赖斯国

务卿与布什总统的支持。事实上，如上所述，赖斯国务卿是从“利益攸关方”说法的观点对中美

首脑会谈进行了定位。的确，马教授指出美国对华政策是“渐进式的变化，而不是大幅度的调

整”。尽管如此，他还是强调了“当前的中美关系越来越具有可管理性和可控制性，这是中美关

系趋向于成熟的标志”，对接受“利益攸关方”说法表现出积极的姿态。外交部主管的国际问题

期刊《世界知识》亦刊登了对“利益攸关方”说法的提出予以积极评价的评论。即，将“利益攸

关方”说法的提出理解为是布什政府的对华姿态正变得“客观、务实”的证明，做出了布什政府

已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的结论（黄 2005）。 

                                                  
4  关于“利益攸关方”说法在美国的发展及逻辑，参阅神保（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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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对“和平演变”的潜在戒备――“责任”意味着什么？ 

但是，对美国提出的“利益攸关方”说法，中国的论调并不是清一色的欢迎。例如，人民解

放军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研究员彭光谦少将指出，对“利益攸关方”说法应关注以下三点（彭 

2005）：一是美国对华政策重点的转移；即，美国的对华政策的重点由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转

向“促使中国在国际体系内成为‘负责任’的一员”。二是美国强调中国在谋求自身利益时，要充

分照顾、不要挑战美国的利益；三是美国“欢迎一个自信、和平、繁荣的中国”，但要求中国在

发展过程中要增加“透明度”。对于这种政策重点的转移，彭研究员在注意到其积极的一面的同

时，提醒关注加在“利益攸关方”前面的“负责任”这一限制词。他解释“负责任”这一限制词表明

美国对华政策思考仍有一定保留，所谓“利益攸关方”说法是有条件的。 

可以说这种疑虑呈表面化的是于 2005 年 12 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第二次中美 “战略对话”5。

在第二次“战略对话”结束之际，美方代表佐利克副国务卿说明“战略对话”就是“讨论中美关系战

略框架”的框架。据他所述，在这次对话中，美方处理问题的方法便是于同年 9 月他提出的“利

益攸关方”说法。他强调，“战略对话”的目的就是促使已成为“主要的全球参与者”的中国成为与

美国一起行动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U.S States News Service 2005c）。此外，据美国国

务院公布，在第二次“战略对话”中置于讨论桌面上的议题为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

能源安全、传染病风险的降低等，涉及的国家与地区包括了伊拉克、阿富汗、伊朗、朝鲜、

非洲、南美、南亚及中亚。值得关注的是，从美方的新闻稿与中方的报道来看，被认为是中

美关系的“最敏感的核心问题”的台湾问题未被列入第二次“战略对话”的议题之中（李 2005；

《人民日报》2005 年 12 月 9 日）。贯穿于第二次“战略对话”议题的问题意识是“中美关系已大

大超越了两国间的范畴”，地区与全球安全问题而不是台湾问题这样的两国间议题成为讨论的

中心议题6。 

当然，在第二次“战略对话”中，美方并未要求中国就如此广泛的全部议题、对“与美国一

起行动”一一作出回答或应对。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亚当·埃尔利（Adam Ereli）指出，战略

对话的目的“不是禁止对方的一系列的行为或特定的动向”，而是“在现有国际体系内，如何合

作处理国际性议题”（U.S. State News Service 2005b）。此外，担任中方代表的外交部常务

副部长戴秉国在“增进相互理解与战略互信，减少误解与疑虑”方面，评价了“战略对话”的作用

（杨 2006：58）。这些定位与评价所透露的信息是，对于“战略性议题”未能找出具体的政策

协调办法。因此，戴秉国评价“战略对话仍处于初级阶段”。在第二次“战略对话”中，中方详细

阐述了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并表明了“中国的发展不仅是对中国人民负责，也是对世界负

责”的原则（李 2005）。而且，人民日报在报道第二次“战略对话”时称，两国就“全面推进建设

                                                  
5  美方将与中国的“战略对话”称为“高层对话”（Senior Dialogue）。据美国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

特所述，因中国没有与美国的同盟关系这一技术上的理由，所以美方不将该框架称为“战略”对话（U.S. 
State Department 2008）。 

6  当然，在第二次“战略对话”上亦对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但由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常务副主任朱之鑫随同中方代表、外交部副部长戴秉国访美，在与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农业事务的副

国务卿乔塞特·夏纳举行的第五次“经济发展与改革对话”（经济政策对话）中，对经济问题集中进行了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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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合作关系”取得了共识（李 2005），但在美方的正式发表中则见不到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词句，

美方强调的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说法。也就是说，比起“利益攸关方”中方更倾向于“建设性

合作关系”这一既有的框架。 

正如彭研究员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在其前面带有“负责任”这一限制词，因此，在中方对“利

益攸关方”这种定位存有疑虑的背景下，中方认为存在着这一表述要求中国的对外行动按照美

国的标准统一步调的判断不断强化。《新快报》在 2005 年 12 月 9 日的报道中，直言不讳地对

“利益攸关者”说法提出了疑虑：“佐利克所说的‘国际体系’是指什么？‘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标

准是什么？这个标准是由谁来确定的？”。在专家中亦有很多要求应慎重对待“利益攸关方”说

法的意见。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指出，“利益攸关者”说法并未脱离“美国应在对

华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思维，并将此说法理解为要引导中国将内外政策转向有利于美国

利益的方向的表述。（王緝思 2006：64-65）。此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2006 年

第五期）刊登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马振岗论文指出，“应理性地应对国际环境的新变化

与新局势，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盲目悲观”，并提醒人们注意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迅速

发展的疑虑、担忧正在加深。马所长强调，虽然“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有了

很大的改善与发展”，但西方敌对势力企图“分裂、西化”中国的基本战略目标没有变7。他接着

指出“不应过低评价美国对华政策中存在的消极影响”，要求人们应慎重应对“利益攸关方”这一

说法。 

在领导层的内部亦有应慎重应对“利益攸关方”说法的见解。2005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的第

四届中国国家安全论坛上，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蒋正华就“利益攸关方”说法的提

出，阐述了如下的意见（蒋 2006：6）：“他（笔者注：指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所提出的美

国今后应考虑的问题是如何使已融入世界中的中国在国际体系内负起责任。他认为美国可以

接受中国的崛起，但其前提是根据现行规则改变中国，而未认可中国改变现行规则”。蒋正华

副委员长在注意到由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关方”说法积极的一面的同时，还指出“当前的局势

仍为不明朗”。也就是说，中国虽然对“利益攸关方”说法中关于美国接受中国的崛起这一点予

以积极的评价，但对于美国要求中国负起“责任”这一点，则对其中含有的美国的“和平演变”意

图予以了强烈的关注。 

 

三、中国定义的“国际责任”与中国外交的重点 

 

1．中国的定位――“发展中大国” 

虽然以第二次中美“战略对话”为契机，在中国“利益攸关方”说法的消极的一面更加受到关

注，但中国却不能拒绝这种要求中国负起“国际责任”的讨论。这是因为要求中国负起更大的国

际责任的讨论不仅是在中美关系中发生的，而是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通的议题。例如，

欧盟于 2006 年 10 月发表的题为《欧盟与中国：紧密的伙伴、更多的责任》的对华政策文件

将欧盟对华政策的基础定为“接触与伙伴关系”，并将对华政策的目的设立为不是只考虑自己的

                                                  
7  关于对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华形象进行的研究，参阅高木（2007）与刘明（2007）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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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而是与中国共同发挥“更积极的、负责任的国际作用”（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2006）。有中国的专家指出，如果对在国际社会上兴起的这种“中国责任论”应对

不好，则有可能会重新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招致外部环境的恶化（刘建飞 2007：

64）。《2007 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也强调对“中国责任论”在国际社会中的扩大，需要“对关键性

问题表现出中国的‘国际责任’”（张、黄 2007：10）。也就是说，人们认识到不仅要在对美关

系上应对“中国责任论”，还需要在中国的外交战略中予以回答。 

马振岗所长主张，“应将中国所负的国际责任与西方主张的‘中国责任论’结合起来，但两者

具有本质的区别”（马 2007：1）。马所长认为，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的“中国责任论”背景中，存

在着“中国未负起责任”这样一种对现状的基本认识，由此要求中国对世界上所发生的问题——

石油价格上涨、资源竞争、环境污染、地球变暖等负起责任。而另一方面，他虽然未明确列

出中国应确定的“国际责任”的内容，但强调了应正确认识中国的国际定位（马 2007：2）。 

在中国，关于其“国际责任”的讨论，普遍会首先指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问题。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建设和谐世界”课题组也指出“要冷静对待‘中国责任论’”，主张“需准确把握

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环境，找准自己的定位”（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建设和谐世界”课

题组 2007：28-29）。他们所设定的中国的国际定位是“发展中大国”。另外，中央党校国际战

略研究所教授刘建飞也提出了同样的见解。他指出从中国的国土面积、人口、文化、社会制

度及发展模式等因素来看，中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综合判断，表述为“走社

会主义道路的、发展中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应为妥当（刘建飞 2007：64）。 

不过，是将定位的重点放在“发展中”这一侧面，还是放在崛起的“大国”这一侧面，专家们

的意见并非一致。新华社发行的时事周刊《瞭望新闻周刊》（2007 年第 41 期）刊登的题为“‘大

国责任’的挑战”的文章指出，在国际社会兴起的“大国责任论”是一柄“双刃剑”，并强调了“超出

现有能力过多承担此类责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明显不利”。这篇文章提醒人们注意中国人均

国民收入低、贫困人口多的基本国情，认为应将应对国内问题作为中国的中心政策课题，强

调需要在国际舞台上树立“重承诺、负责任、守信用、低姿态”的大国形象（江 2007：29-31）。 

当然，亦有人提出应将定位的重点放在正在崛起的大国的侧面，更积极地负起中国的国

际责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王公龙主张，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有必要在国际社

会中承担与其自身实力和外部世界期待相适应的国际责任”。他所设定的中国的国际责任的范

围不仅包括了地区性问题，还包括了全球性问题，其领域包括了经济、政治及安全（王公龙 

2007：27-29）。 

但是，大多数官方媒体刊登的是要求冷静认识自己国家的国力的论述。这些并未否定中

国应积极承担国际责任，但强调了中国尚不拥有作为大国的充分的资源8。在 2006 年 12 月由

外交部主管的期刊《世界知识》主办的“中国是个‘大国’吗？”座谈会上，也对中国的国际定位

进行了集中讨论（沈 2007：16-27）。其中，有人指出“中国的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但无论

是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离成为世界强国还有很大一段距离”（潘振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学

                                                  
8  关于围绕着中国的外交战略胡锦涛政权对内外局势的认识等的变化与调整，参阅增田（2008a，2008b）。  
此外，亦可以参考浅野（2008）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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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交流基金会副会长），亦有人强调了“中国正在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如果国外对我们抱有过

高的期望值，就会超出我们实际能做到的事情”（秦亚青，外交学院党委书记）。 

 

2．作为“国际责任”的“共同发展”――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如果将中国的国际定位的重点放在“发展中”这一侧面，则中国应负国际责任的逻辑重点将

被置于与本国经济发展有关的内政问题的相关性上。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

主任林利民指出：“就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真实能力而言，尽管中国正在加速崛起，但并

未完全崛起。从根本上说，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是现代化未完成的穷国”。因此，中国“有

很多内部问题需要集中力量解决，中国只能在国力允许的条件下承担有限的‘国际责任’”。他还

指出，美国及西方要求中国所负起的“国际责任”，“很多都大大超过了中国的国际能力，明显

超过了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战略能力，也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林 2007：53）9。即，林

主任表述了应将应对中国的发展这一内政课题优先于积极承担“国际责任”的见解。 

这种认识大致与领导层的认识相同。温家宝总理在 2007 年 2 月发表的题为“关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和我国对外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文章中，重新提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指出生产力不发达的中国“一定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基于

这种观点，温家宝总理就对外政策指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国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

主张“坚持这个方针，就要抓住机遇，排除干扰，专心致志，发展自己；在国际上坚持不扛旗、

不当头”，即使综合国力增强，还“要继续坚持这个方针”（温 2007）。 

当然，中国领导层并非未表明要承担国际责任。在十七大上胡锦涛宣布中国将“承担相应

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胡 2007b：47）。这种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的逻辑，是指

在有助于内政的中心课题即经济发展的范围内，中国将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2007 年 9 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 44 次集体学习时谈到了要“主动承担与我国发展水平和能力相

适应的国际责任”。的确，看起来好像这一逻辑表现出中国领导层对承担“国际责任”的消极姿

态。 

但是，正如胡锦涛所指出的，中国有要发挥“建设性”、“主导性”的意识，试图对中国自己

所提出的“国际责任”赋予积极的逻辑。这种逻辑从国务委员唐家璇的讲话中也可窥见一斑。唐

家璇在指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就是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就是利用和平的国

际环境发展自己”的同时，谈及“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与共同发展”（中国新

闻网 2007）。 

中国在“国际责任论”中追求由自己发挥建设性、主导性作用所强调的逻辑之一便是“共同

发展”的思想及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追求与世界及地区的“共同发展”，这作为中国外交

的一个方针已在 2000 年 10 月举行的党的第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十五届五中

全会）上得到确认。此后，在 2001 年 7 月举行的庆祝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及 2002 年 11 月

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十六大）上，“促进共同发展”的方针也得到了反复确认。

                                                  
9  林利民所指出的超出中国的能力的国际上的要求，指的是要求中国“压”朝鲜弃核、要求人民币大幅快速

升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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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胡锦涛政权下，在周边地区政策中“共同发展”已进入执行阶段（张 2004：36）。这一“共

同发展”的思想在近年的发展特征便是强烈意识到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胡锦涛于 2005

年 9 月系统提出的“和谐世界”思想中，虽然使用了“共同繁荣”这一词语，但也表示了对发展中

国家的关照。胡锦涛主席指出应“坚持互惠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并强调“经济的全球化应该

使各国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受益”。胡锦涛还宣布，为了推动这种“共同繁荣”或“共同发

展”，中国将“尽可能做出积极的贡献”（新华月报社 2006：1649）。实际上，在发表这一讲话

的前一天，胡锦涛宣布中国“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为此将采取

下列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举措：（1）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待遇；（2）扩大对重债穷国和最

不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3）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援；（4）增加对非洲国家

的援助；（5）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三万名各类人才（新华月报社 2006：1643-1645）。 

此外，中国在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双边关系中的合作与支援的同时，还把在全球

舞台上表示对发展中国家立场的关照也作为自己的国际责任之一。即，积极参与全球经济的

决策，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反映发展中国家立场。为此，胡锦涛的十七大报告将中国的对外战

略表述为“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并强调了“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兼顾对

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  

据胡锦涛的讲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

善”，中国所面临的内外条件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所谓“深刻的变化”，指的就是对外开放不

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而且面临着“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国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

中，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2007 年 2 月，在由《世界知识》杂志主办

的“国际接轨：接什么？怎样接？”座谈会上，该杂志的编审王亚娟提出了“在经贸方面更多地

是与规则接轨，强制性色彩比较浓”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强调：“由于许多国际规则是由发达国家制订的，因此发展中国家在与国

际接轨的过程中经常处于不利地位”，并指出了与巴西、印度、南非等“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

制订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规则”的重要性（王亚娟 2007：17）。中国正在追求通过获得

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在摆脱国际竞争中的不利地位的同时，在“国际责任论”中发挥建设性与主

导性的作用。 

具体地来说，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中，鲜明地表达了

应照顾发展中国家的立场。2008 年 1 月，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会见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

米（Pascal Lamy）时强调了“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应切实体现发展的主题，充分考虑广大

发展中成员的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08）。的确，中国想要发

挥的作用应该不只是代言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中国有的专家认为，在多哈回合上西方对中国

的国际责任的压力加大的同时，“对全球化和国际秩序不满的发展中国家也希望中国去推动建

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因此，中国围绕这一问题所起的作用应是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王义桅 2007）10。但是，在中国占主流的意见是，形成反映占世贸组织

                                                  
10  对于多哈回合，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 2006 年 12 月举行的第一次“中美战略对话”上也作了同样的讲话。

讲话的全文，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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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近 80%的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的、公正的国际规则与决策机制，才是中国在多哈回合中应

采取的对策，体现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关照（黄 2007）。 

 

3．作为“国际责任”的国际安全合作――地区合作的制度化与能力建设 

中国所提的“国际责任”，并不只是体现在以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作为中心课题的“共同

发展”思想方面。正如国务委员唐家璇所指出的，中国还将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

在国际安全方面也将体现自己的国际责任。在这一语境下特别被强调的是积极派遣军事人员

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PKO）的任务。在 2007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14 日中国中央电视

台播放的十七大系列报道《科学发展  和谐中国》的最后一集，作为透过自身的发展“促进世

界和平与发展”的对外行动的事例，特辑介绍了中国联合国维和部队，强调了中国“履行着自己

的大国责任”11。实际上，截至 2008 年 12 月底，中国在 11 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务中已累

计派出了 2,146 人次的军事人员（维和警察 204 人，军事观察员 53 人，兵员 1,889 人）（United 

Nations, DPKO 2008）。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人数最多的国家。 

但是，中国在全球性安全保障空间承担国际责任的军事手段并不多，向联合国维和行动

任务派遣军事人员可能属于例外。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阎学通主张中国的崛起主要

是国际经济地位的提高，中国能够积极承担的主要“国际责任”是经济方面的责任。他指出，由

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影响力远远小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因此“中国在国际安全方面

所能承担的责任小于经济责任和政治责任”（阎 2006）。在现阶段，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

任务主要是提供工程、医疗、运输等后勤保障分队（李 2006）。据中国国防部维和事务办公

室统计，在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务中，迄今为止中国工程兵部队累计新建、修复道路 7300

多公里，运输部队的运输总里程达 410 万多公里，排出地雷及各类未爆炸物 7600 多枚，接诊

病人 36000 多人次（赵、露 2008）。对于中国发挥的作用，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

家让•玛丽•盖埃诺(Jean-Marie Guehenno)给予了“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实际作用”的评价，并

表示中国的“国际责任感正日益增强”（刘坤喆 2007）。 

但是，在更广泛的语境下讨论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的国际责任，人民解放军目前对外发

挥的作用仍不充分。2008 年 2 月 26 日出版的《解放军报》的一篇文章论述了中国军费的增

长，指出中国军费增长的积极意义之一就是“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国际合作”。这篇文章

还指出，“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我国有自己的大国地位与责任，需要维护世界和平，维护

区域稳定。特别是近年来恐怖活动猖獗、国际犯罪日益增多，为了减小其危害性，我们需要

加强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合作，更多地参与国际维和、联合反恐演习等活动，军费增加将为这

些活动提供保障”（黄、张 2008）。 

2003 年 12 月发生的苏门答腊附近海域的大地震与印度洋海啸，成了人民解放军认识到

作为将来承担国际责任的手段而增强军力的必要性的契机，是于。据熊光楷副总参谋长所述，

中国“尽最大的努力”提供了救援（熊 2006：126）。接到发生灾害的消息之后，在中国政府

                                                  
11  “追寻和平和谐  中国展示负责任大国形象”由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四套于 2007 年 10 月 14 日播

放。此外，该节目可以在 CCTV 网站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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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对受灾国进行支援的同时，中国国防部启动进行对外援助的“紧急应对机制”，向受灾地区

运去救援物资，并派遣了医疗队。而美军则在受灾初期的紧急救援阶段，就立即以驻冲绳海

军陆战队第三陆战师为中心组建了第 536 联合特遣部队（JTF-536），并由日本、澳大利亚、

印度等国参与其中，启动了调整框架。而且，JTF-536 发展成由多国部队组成的第 536 联合

支援部队（CSF-536），在泰国、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等地开展了人道主义救援、抢险救灾。

但是，中国未能将人民解放军的部队派往受灾地，特别是未能在紧急救援阶段显示出存在感。

2007 年 6 月笔者在北京进行采访时，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大校表示，中国努力实施军队特别是

海空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中，有人民解放军未能在苏门答腊大地震、印度洋海啸中显示出存

在感的教训，为了使国际安全合作取得进展，也需要增强人民解放军的快速部署能力。 

在这种语境下，正如阎学通所长所言，当前作为国际责任的国际安全合作的重点不是通

过军事手段，而是通过政治影响力来发挥作用，重视推进周边地区的多边合作。的确，中国

重视多边合作的姿态可以追溯到 2002 年 11 月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江泽民在十六大所做的政

治报告中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新的外交政策。此后诞生的胡锦涛政权则明确提出将

“周边外交”作为一个外交路线，将其定位于与“大国外交“并列的高度。外交部长李肇星将中国

外交定位于“大国为关键，周边为首要”。 

但本文要强调的是，在中国对承担国际责任的讨论的过程中，将与周边地区合作作为中

国应承担的国际责任来定位的论述的增加，在“周边外交”中加入了“国际责任”这一新的语境。

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王海运论及中国的国际定位，总体上将中国定位为“负责任的发展

中大国”的同时，认为就地位与影响而言中国是“地区大国”。因此，他主张将“周边稳定”作为中

国应负起的“国际责任”的“战略任务”之一（王海运 2006）。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

伟提出了中国的国际责任主要体现在“在亚洲的责任”的见解。他指出“大多数邻国从中国的发

展受益，使得中国可以从他们那里受益更多”，强调了建立、运用地区合作机制是中国在亚洲

应负起的国际责任。在国家安全方面，亦有具体的建议根据同样的观点而提出。国防大学的

研究项目《21 世纪初期中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依据中国的国力与影响力，国际安全合作

的“重点应放在周边”，并提出了如下的四点具体的政策措施建议（刘 2007：270-271）： 

第一，在北方，在加强反恐合作与军事互信的同时，开拓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合作等功

能；第二，在东南亚，以经济合作与建立自由贸易区为基础，进一步加强政治合作与安全合

作；第三个重点是在东北亚，应以争取解决朝鲜核问题为基础，以各种形式采取地区多边安

全合作的措施；第四，在南亚地区也应通过多边机制推进新的合作。具体地来讲，建议在南

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与中国之间设置“八加一”机制。 

这一建议的共同部分就是旨在将地区合作制度化。对于上海合作组织，以将其发展成为

包括安全、经济合作在内的地区合作组织为目标。在与东南亚的关系上，亦主张不只是通过

经济一体化，还通过加深政治、安全合作形成“东亚共同体”。事实上，在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

盟）的关系上，为了提高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等的能力，中国已主动倡议开始具体的合作。

对于确保海上治安，在 2006 年 8 月底于大连举行的“中国与东盟海上执法合作研讨会”上，中

国公安部边防管理局副局长郭顺提出了尽快建立海上执法机构之间的联络机制与信息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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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共同应对海上安全威胁的建议（孙、张 2006）。此外，2007 年 11 月在北京由中国国防

部维和事务办公室主持举行了“中国—东盟维和研讨会”（《解放军报》2007 年 11 月 20 日）。

在这次研讨会上，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马晓天主张在保证联合国在维和行动中的主导作用

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区组织的积极作用”12。为此，地区的能力建设不可或缺，因此会上对

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合作交流的可能性进行了研讨（黎 2007），中方还安排东盟代表团参观了

曾派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MONUC）工程兵大队所属的 61975 部队（王、

赵 2008）。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寻求促进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作用相对低的框架的制度化。例如，

在正在力求促进上海合作组织成为中亚的综合性地区合作组织，而该组织尚未充分备有美国

等西方国家参与的渠道。而且，在南亚联盟与中国之间设置“八加一”机制的建议中，也几乎未

设想其他国家的参加，并试图加强中国自身处于主导性地位的上海合作组织与南盟的合作。

即，可以认为，中国在承担通过建立地区合作机制提供与地区各国合作的平台这样一种“国际

责任”的同时，加强在自身影响力相对大的周边地区的存在感，进而遏制“单边主义与强权政

治”。 2007 年 8 月在比什凯克举行的第七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在指出“当今世

界仍存在诸多不和谐不稳定的因素”后，强调了“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和非传统

安全威胁依然严峻，经济全球化未能惠及广大发展中国家”。据胡锦涛所述，为了应对这些问

题，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团结与合作”不可或缺，强调了地区合作的重要性（胡 2007a）。 

 

结束语 

 

在中国，围绕着承担“国际责任”的讨论并未得出最后的结论。其原因之一在于官方提出的

“发展中大国”这一国际定位含有两面性。即，依据将定位的重点是放在“发展中”上，还是放在

崛起的“大国”上，所确定的“国际责任”及其方向性随之发生变化。 

官方重新确认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将持续发展经济与应对各种社会矛盾设为政策的

中心课题，强调外交应有助于解决这些政策课题。在 2006 年 8 月举行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

胡锦涛强调了“为了实现我们确定的宏伟目标，不仅需要切实做好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各项工

作，而且需要切实做好对外方面的各项工作”（《人民日报》2006 年 8 月 24 日）。如果基于领

导层的这种认识，则中国的定位重点将放在“发展中”上，中国将难以积极赞同美国等国对中国

所要求的“国际责任”。这是因为中国认为这些要求超出了中国的实际能力。从这种意义上，中

国定义的“国际责任”将不得不是如胡锦涛所述的“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有限的责任。 

但是，在另一方面，亦有在“关键问题”上必须积极地体现中国的国际责任的意见。这是因

为，在以美国提出的“利益攸关者”说法为契机在国际社会传播的“中国责任论”中，中国不仅注

意到了积极的一面，还注意到了其中存在着不仅要改变中国的对外行动，还要改变政治社会

制度即“和平演变”的意图。因此，对于应对“中国责任论”的焦点之一的反恐及大规模杀伤性武

                                                  
12  亦可参阅外交部部长助理翟隽在该研讨会上的发言。翟隽发言的全文，请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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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扩散问题，中国虽然将其称为国际社会全体的“共同利益“，但试图定义有别于西方国家的

“国际责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司副处长李杰撰文指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以反恐、防扩散

为借口推行多重标准，甚至使用武力推翻一国政权”（李 2008：37）。对于美国及西方国家通

过“中国责任论”要求中国承担的“国际责任”，如果从中国的政策讨论与政策动向来判断，也不

得不说各国特别是中美定义的“国际责任”的内容是不相一致的。 

因此，在中国的外交中，在发挥“主导性”、“建设性”作用的同时承担“国际责任”这一语境

的中心，不是在于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上，而是如本文所论述的，一方面在于通过“共同

发展”思想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在于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关系（地区合作）上。

进而，在“共同发展”思想的延伸线上，有着通过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崛起”形成国际权力结构多

极化的设想，而对于地区合作，亦含有通过扩大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来牵制“单边主义与强

权政治”的意图。 

中国外交的这种现状与方向性，可以说正如陈志敏所说的“软均衡（soft balancing）”。

但是，本文的研究表明，并非如陈志敏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只是在应对台湾问题、导弹防御

系统等个别议题时谋求软均衡，而是从维护或获得中国的国际地位的观点看也在谋求软均衡。

而且，与其说这是中国领导层对中国崛起的自信的表现，倒不如说是确认了领导层对国力及

内外环境的慎重认识。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外交政策，已成为平衡高涨的国际要求、严峻的国

际局势认识及慎重的自我认识这样一种难解的方程式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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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现在中朝同盟条约虽还是有效条约，但可以说其同盟机能早已丧失了。甚至有议论称中

国成了朝鲜的“人质”，因在朝鲜对华经济依赖程度加深的同时，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却一直在

下降1。朝鲜接受着巨额的经济支援，却又对中国的朝鲜半岛要求置之不理。那么，中国究竟

要向朝鲜传达什么讯号，又期待什么形式的中朝同盟呢？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需要理解现存

的中朝同盟。本文旨在通过追溯中朝同盟的形成过程，来考察产生此条约的动因。 

    1961 年 7 月，朝鲜几乎同时与中国、苏联分别签订了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7 月 11 日，

以下简称中朝同盟条约）、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7 月 6 日，以下简称苏朝同盟条约）。这个

同时性是说明签订两个条约原因的关键所在。换言之，这两个条约是由于 5 月 16 日韩国发生

的军事政变被朝鲜视为是与自身安全保障相关的深刻问题，并主动向中苏两国积极靠近的结

果。那么我们能否认为这两个同盟，特别是中朝同盟，只是单纯为了应对当时朝鲜面临的安

全危机而缔结的防守性同盟？中朝同盟条约又是在怎样的战略环境中、在谁的主导下签订的

呢？ 

    结成同盟有多种原因。一般认为同盟是由于军事安全上受到（多个）敌国的威胁，为了

对抗威胁而形成的2。当然，具体结成同盟的动机会因各国处境而不同3。比如对中国来说，中

朝同盟可能也是为了牵制美国，美国在东亚的存在，包括台湾问题在内，对中国构成了威胁。

另一方面，对于小国朝鲜来说，与曾在朝鲜战争中共同作战的中国结盟，更可能是为了牵制

美韩同盟。但如果在考察中朝联盟的原因时单纯关注结盟动机中敌国的存在因素，不考虑结

                                                  
1  Scott Snyder, China’s Rise and the Two Koreas, Boulder,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p. 132. 
2  同盟的定义参见 Glenn Snyder, Alliance Politics,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Ch.1. 
3  形成同盟的动机可以参考同书 pp.43-49。关于同盟形成的“内在机能”可以参见 Patrica A. Weitsman, 

Dangerous Alliance: proponents of Peace, Weapons of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Robert L. Rothstein, Alliances and Small Power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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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成本，就会过分强调安全危机的存在。正因为如此，本文将重点考察中苏对立、社会主

义阵营内部的政治力学，而不是两个敌对同盟之间的倾轧。虽然在以往的解释中也强调中苏

对立，却是从朝鲜巧妙挑起中苏竞争的角度来阐述的。在这种阐述中，中苏对立与其说是中

朝结盟的真正原因，还不如说是仅仅是中朝、苏朝同盟条约同时、顺利签订的背景而以，而

朝鲜军事安全的不确定性则成为前提。 

    以往对中朝同盟关系的研究，大多谈及同盟条约的内容与意义，并没有真正涉及同盟结

成的原因4。虽然这也是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但主要还是因为一般同盟条约的特点和冷战这个

特定环境下，结盟的首要原因就自然被认为是出于安全上的考虑。认为中朝结盟是出于安全

危机的论调中，一般认为其背景是 50 年代中期以来李承晚的“北进统一论”、驻韩美军中核武

器的配置5、日美新安保条约等安全问题上的不稳定因素，直接原因是韩国发生的 5/16 军事政

变。安全危机与朝鲜的积极促成是结盟原因的说法就成了“定论”。不过随着最近相关资料的公

开，我们可以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最早开始“重视”这一工作的是李钟奭、牛军6。他们依据《周恩来年谱》、《建国以来毛泽

东文稿》7断定“中国决策层在 1960 年 3 月决定与北越南、朝鲜签订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友好

同盟条约”8。不过他们对于中朝结盟的涉及也仅限于此，没有分析从中国决策层作出这个决定

到缔结中朝同盟条约的这个过程9。尤其是李钟奭的分析，虽然从中苏对立的语境中出发，但

由于只强调朝鲜为了经济援助而积极促成，对中朝结盟的原因分析则比较暧昧。此外下斗米

伸夫利用前苏联的公开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梳理了苏朝同盟条约的缔结过程10。他的研究虽然

没有直接涉及中朝同盟，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解释，但在分析中朝同盟形成的原因时给出了非

常有益的线索。 

    本文首先讨论以往的安全危机说的问题，之后主要利用中国外交部的档案资料，在与苏

朝同盟进行比较的同时阐明中朝同盟条约的缔结过程。试从中方的意图来对中朝同盟形成的

                                                  
4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Chung, Chin O., P’yongyang between Peking and Moscow: North Korea’s 

Involvement in the Sino-Soviet Dispute, 1958-1975, University, Alabama: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78. 与平岩俊司、「北朝鮮にとっての中国」『東亜』No.376、1998 年 10 月号、对这

个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分析。 
5  韩国配置有核武器的事情是在 1958 年 2 月初公开的。1957 年 6 月 21 日美国在板门店的停战委员会单方

面发表了部分中止停战协定的声明，自此配置核武器问题不再受到法律制约。声明中，联合国军首席代表

列举了共产主义国家使用新式武器增强军力的事实，因此宣布联合国军也将“直至恢复相对军事平衡为止”，

“可看作解除”由休战协定 13 项 D 条款规定的、禁止导入新式武器的“各种义务”。李鍾元、『東アジア

冷戦と韓米日関係』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 年、241-242 頁。下面会提到，这会成为 1958 年朝鲜决定向

苏联提案缔结同盟条约的机遇。 
6  李鍾奭『北韓―中国関係，1945～2000』(首尔：中心，2000)；Jun Niu, “1962: The Eve of the Left Turn 

in China’s Foreign Policy,” CWIHP Working Paper #48, October 2005.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295 页；毛泽东：《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九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88 页。 
8  李鍾奭，前载书，221 页；Niu, Jun, op. cit, p.24. 
9  下面会提到，中朝同盟条约的交涉是在条约签署前临时举行的，在此前朝鲜并未显示出缔结中朝同盟条约

的兴趣。 
10  下斗米伸夫、『モスクワと金日成：冷戦の中の北朝鮮，1945－1961 年』岩波書店、2006 年。下斗米认

为此条约是 1950 年代末开始朝鲜出于安全愿意积极促成的结果。不过他举出了苏联更加重视美苏关系而

非与朝鲜的同盟、以及中苏对立等的事实来解释为条约而预定访朝的赫鲁晓夫之行一再推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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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进行重新解释，而不是单纯强调朝方的必要性。 

     

二、分析安全危机说——朝鲜的对南战略与 5/16 军事政变 

 

1961 年 7 月，中朝同盟缔结之时，朝鲜是如何认识朝鲜半岛的安全形势的？可以说至少

在 5 月韩国发生军事政变之前，朝鲜一直坚持的都是和平攻势。1962 年 12 月的朝鲜劳动党

第四期五次全体大会上通过了“四大军事路线”，至此朝鲜才开始了增强国防能力的政策。这与

1962 年日韩展开会谈，美国出兵越南、古巴导弹危机、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等国际形势冲突气

氛高涨有关。朝鲜在中苏对抗当中明显倾向于中国，以及中国在对外政策上实施强硬路线，

都是在中朝同盟缔结以后才发生的。这样一来，要验证中朝同盟形成与安全危机说的关系，

就必须首先弄清楚 1961年 5月韩国军事危机发生前后朝鲜的对南认识与对南战略是如何变化

的。 

    1960 年 4 月是朝鲜对南战略的转换期。标榜反共与北进统一的李承晚政权由于大选中的

不正行为引发反政府示威，继而倒台。此后虽有张勉带领的民主党政权上台主持韩国政局，

但在政治、经济上仍不稳定。与此同时，关于统一朝鲜半岛的议论在韩国高涨起来。比如以

革新政党为核心，知识分子和学生主张的、自主外交的“中立化统一论”、以及排除外部干涉的

“南北协商论”都成为了政治论点11。不难想象的是，朝鲜将这种局面当作了机会。正是在韩国

上述的政治背景之下，同年 8 月 14 日金日成提出了南朝鲜的“联邦制统一”。 

    1960 年苏联寻求朝鲜对“和平共存论”的支持，而朝鲜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积极回应。

1960 年 3 月，朝鲜本来准备发表特别声明，批评美国强化对韩军事援助。声明当中表明“如果

美国不停止此种行为（指设置搭载核武器的导弹），将向苏联寻求同种导弹的支援”12，苏联以

军缩会议、美苏首脑会谈为由，制止了朝鲜的这种强硬措施13。对苏联来说朝鲜的强硬举措会

对美苏关系的缓和造成负面影响，但对于朝鲜来说，出于对苏联核威慑能力的需要而不得不

接受了苏联的劝告。 

 朝鲜的这种立场却由于韩国政局不稳而迅速转变。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在中苏的意识形

态对立中，朝鲜对苏联的和平共存显示了亲近感。金日成提出的统一方案一方面表达了对“和

平输出共产主义”14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亲苏行为。1960 年朝鲜的亲苏姿态起因于

苏联提供给了金日成一批史料，它是在 1956 年朝鲜发生“8 月宗派事件”15中毛泽东对金日成

                                                  
11  洪錫律、「4・19 時期の統一論議：平和統一論から南北学生会談の提案まで」『民族 21』、2005 年 6 月

号。 
12  Balazs Szalontai, Kim Il Sung in the Khrushchev Er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6. 
13  此事也可以在中方资料中得到确认。档案编号 109-02090-01“关于苏联朝鲜关系和赫鲁晓夫访朝问题”

1960.3.25~10.26。 
14  平岩俊司前载论文，79 页。 
15  8 月宗派事件是指，受到 1956 年 2 月苏联共产党 20 大上赫鲁晓夫的斯大林批判的影响，同年 8 月 30

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全体会议上金日成的反对派（苏联派和延安派）试图进行金日成批判，但却以失败而

告终被肃清出党。中苏两国当即介入到此事当中，金日成只得否定了对相关人员的肃清。这对金日成来说

成为一大耻辱。详细内容可参考 Andrei Lankov, Crisis in North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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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批评事实相关的史料16。1957 年 11 月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大会上，毛泽东针对中国

对 8 月宗派事件的介入，向金日成表示了歉意，但是金日成的愤怒并没有因此消解。 

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主要利用前苏联、东欧史料的研究与主要利用中国与朝鲜政府刊物

的研究，关于 1960 年以后中苏对立中朝鲜支持哪一方的问题有着不同的解释17。这正说明了

朝鲜一直避免对中苏对立明确表态。本文所分析的对安全问题的认识上，朝鲜所采取的对外

行动应该说是偏向苏联的和平共存论的。 

朝鲜倾向于苏联的和平共存论，在 1961 年初提出南朝鲜共同加入联合国的可能上也表现

得很明显。1961 年秋即将加入联合国的蒙古在朝鲜的请求下，试图提议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

国18。虽然结果并没有提出这样的议案，但考虑到当时蒙古受苏联的巨大影响，而加入联合国

又是在苏联的主导之下运作的，可以推测这个构想本身就是出自苏联。事实上苏联在 1957 年

第 11 次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上，针对西方国家提出的要求韩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提出了

主张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的修正案，事实承认了“两个朝鲜”19。虽然我们不知道朝鲜与苏联

之间关于苏联的反提案是否有任何协议，但通过北越对苏联这种把北越也包括在同一提案中

的单方面行为所表现出的惊讶及不满，不难想象朝鲜事先也并不知道这个提案。苏联对中国

的解释是，如果只承认分裂国家中的一方参加联合国将会损害最终统一的可能性，而让双方

都加入则与日内瓦合约不相矛盾20。虽然不清楚朝鲜对苏联提案的反应，但考虑到 1961 年上

半年的国际形势，特别是注意到联合国内部的变化，应当说朝鲜对南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是

采取了较为灵活的态度的。随着亚、非的新生独立国家陆续加入联合国，中立国家的发言越

来越受到重视。 

 1961 年 4 月 14 日第 15 次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上通过了决议并通告朝鲜，在朝鲜承认

联合国的职能与权威的前提下，同意朝鲜代表参加关于朝鲜统一的联合国讨论。对此朝鲜于

17 日发表外交部声明作出回应，“朝鲜将仅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派出代表团参加”，同时

认为参加邀请所附带的这种前提条件是由美国造成的，对美国进行了批判，认为在没有朝鲜

代表团列席与承认下联合国所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不正当的21，对联合国的职能和权威并没有

表示明确态度22。虽然对于朝鲜是否满足参加条件还有争议，但韩国在同年 9 月召开的联合国

                                                  
16  下斗米伸夫前载书，286-287 页。 
17  崔明海和李钟奭等人的研究强调朝鲜亲近中国。崔明海、『中国・北韓同盟関係』(ソウル：オルム，2009)；

李钟奭前载书。其根据主要是朝鲜批判“修正主义”与不参加莫斯科会议（1960 年 10 月）。不过，Szalontai
研究却认为朝鲜提出的经济政策与统一方案等“和平攻势”正是由于苏联的影响。Balazs Szalontai, op. cit. 
不论事实如何，这种分歧的产生正是由于朝鲜向中苏两国传送了不同的讯息。 

18  Balazs Szalontai, op. cit, p.160. 
19  韓国外交部 1960~1964 年外交文書、｢韓国の国連加入研究書：1957～60｣，分類番号 731.13，登録番

号 907，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ロール番号 H-002；“Intelligence Report”(March 17, 1958)，国史編纂委

員会編、『米国務部情報調査局(OIR)韓国関連報告書 5』(ソウル：国史編纂委員会，2003)，366 項。 
20  Priscilla Roberts eds., Behind the Bamboo Curtain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6), pp. 119-120.此处所言及的日内瓦协议应当是指要求通过自由选举实现统一的条款。 
21  『東亜日報』1961 年 4 月 18 日夕刊。 
22  朝鲜 17 日发表回答的当天不巧刚好发生了古巴事件（美国对古巴的进攻作战），因此在第 15 次联合国大

会到 21 日结束之前都没有进行朝鲜问题的讨论，而是延期为下一次联合国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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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上回避了讨论朝鲜半岛问题，因为担心会在联合国中处于不利地位23。这种情况下，朝鲜

便想利用韩国军事政变带来的合法性问题，把它作为扭转南朝鲜在联合国中地位的机会。韩

国政府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实施了对策。5/16 军事政变之后朝鲜外交官提及了朝鲜最终加

入联合国的可能性24，可以说这种行为也反映了这种对朝鲜有利的战略环境。 

以前通常认为 5/16 政变促进了中朝同盟条约，那么朝鲜对这个政变到底是如何认识的呢？

为了进一步弄清中朝同盟条约与朝鲜安全危机感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有必要确认军事政变

之后的情形。 

在 1961 年 5 月 16 日军事政变的前夜，朝鲜认为韩国政治不稳定、经济低迷，反政府、

反美示威“打倒政权的可能还不大，但如果军队加入游行队伍，有打倒的可能性”25。虽然朝鲜

的认识当中有对韩国国内革命势力的期待，希望能像越南那样，但是并没有预见到军事政变

这种突发事件。政变之后朝鲜作出了慎重的反应。一开始认为政变是有美国参与的阴谋，但

事发当天驻韩美军与联军司令部发表支持张勉政权、督促政变军队撤退的声明之后，朝鲜开

始把它看成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单独行动了。5 月 16 日晚，受到金日成指示，金一副总理在

与乔晓光驻朝大使会面时传达了关于政变的详细情况。他说根据朝鲜领导层对形势的把握，

这也有可能是“进步力量组织的行动”，其根据是朴正熙“过去是南朝鲜劳动党员”、“并不被美军

和张勉信任”。乔大使向中国报告朝鲜正在准备发表支持军事政变的声明26。 

但是朝鲜的上述看法经过 5 月 18 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秘密会议之后发生

骤变。会议上朝鲜认为“这次军事政变是很反动的，是由帝美有意制造的”，决定“提高警惕，

集中力量来加强国防事业，把原定的七年计划推迟到 1963 年”27。为何朝鲜对军事政变的评价

改变了？如果是因为政变势力的反共姿态，那在事发当日的 16 号所发表的《革命公约》中就

是已经可以确认的。如果是因为政变势力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国务院发表期待革命公约的声

明却是在 19 日，美国实质性的支持更是在其后。根据中国方面的资料，朝鲜在 5 月 18 日秘

密会议之后曾向中国透露会议内容，从中可知他们对危机的夸大认识。后面将会谈到朝鲜把

韩国的军事政变当作了促进苏朝同盟条约签订的机会，这个条约的交涉已经拖延了两年以上。

事实上 5 月 30 日柯西金副总理率苏联代表团访问了朝鲜。而这次访问则与朝鲜的党代会、纪

念活动等完全无关，应该是缔结苏朝同盟条约的前期准备工作28。也就是说，朝鲜对政变的态

度变化是为了给苏朝同盟条约的正当性提供表面上的理由。政变之后朝鲜依然言及了加入联

                                                  
23  韓国外交部、「V1 基本文書：活動計画及び対策樹立，1961 年 6 月～11 月」韓国外交部 1960-1964 年

外交文書，「国連総会第 16 次，New York，1961 年 9 月 19 日～12 月 21 日」分類番号 731.2，登録番

号 912，マイクロフィルム・ロール番号 H－0002。 
24  Szalontai, op. cit, p. 160.此处所说的“最终加入联合国”所指的意思并不明确。只是不论是指南朝鲜的

同时加入还是统一以后加入，此时至少朝鲜对对外环境的判断还不是否定的。 
25  中国外交部公开资料，档案编号 106-00581-02“南朝鲜形势发展的估计” 1961.2.27-3.31。此项资料是

中国驻朝大使馆把当时朝鲜对韩国形势的看法发回中国的报告。 
26  档案编号 106-00581-03“南朝鲜军事政变情况” 1961.2.27~6.3。当然当时中国只能通过朝鲜得到关于

韩国形势的信息。 
27  档案编号 106-00581-06“朝鲜党中央常委会会议内容” 1961.5.18。 
28  Szalontai, op. cit, p.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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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的可能性29，对韩国的新军事政权的期待也并没有完全消失。 

关于这一点通过之后的南朝鲜关系的发展可以得到进一步确认。其代表性事例就是南北

的秘密接触与“黄泰成事件”。 

南北秘密接触是指由韩国军事政权提议、1961 年 9 月开始南朝鲜在黄海（西海）一座岛

屿上的秘密交涉。这个秘密交涉虽然还没有搞清楚，相关人士的证言也颇有不同，但在此次

对中国外交部档案资料的调查中却得到了确认。比如 1961 年 9 月金日成曾对率中国代表团访

问朝鲜劳动党第六次大会的邓小平说，“朴正熙要派人和我见面”30。苏联共产党国际部副部长

特卡琴科也介绍了当时的情况31。据他称朝鲜 8 月通过韩国的军事情报要员接到了书信，说希

望共同商讨“和平统一”问题，并且基于对朴正熙左翼经历与民族主义姿态（反美意识）的期待，

同意了交涉的提议。之后，从 9 月到第二年 8 月双方展开了 8 次秘密交涉32，最后却并没有取

得任何进展。这次交涉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因为政变政府只是把南北交涉作为争取时间、实现

政权稳定的手段而已。随着韩国对进步势力镇压愈演愈烈，朝鲜也对交涉本身的有效性产生

了疑问。与此相关，朝鲜领导层也曾为了弄清朴正熙政权的意图与政变方向进行了一些对南

工作，这就是所谓的“黄泰成事件”。 

    黄泰成是朴正熙哥哥的朋友，在朝鲜从事贸易代理，1961 年 8 月作为密使被派往韩国，

意图与朴正熙接触、提议统一方案等，结果于 10 月被捕并于 1963 年 12 月被处死33。关于本

事件，比如他是否见到朴正熙、美国的介入、判处死刑的原因等很多问题尚不清楚，我们在

此没有必要分析事件全貌。但重要的是，他是携带金日成口信的密使。政变之后，甚至在苏

朝、中朝同盟条约缔结之后，朝鲜一面批判韩国，一面在判断政变势力方向性问题上有所保

留，并未下结论。 

这些事件也证明，朝鲜对朴正熙这个前共产主义者的期待，一直到 11 月朴正熙访美才彻

底破灭。虽然朝鲜对 5/16 政变的发生感到惊愕，却很难说是因为安全危机才急于跟中苏签订

同盟条约。可以说 1961 年的安全形势与 1960 年一样，对于朝鲜来说是机会而不是危机。至

少到与中、苏签订同盟条约为止都是这样的。军事政变距两个同盟条约的签订不过 1 个半月

的时间而已。这两个同盟条约，特别是中朝同盟条约与其说是一个针对敌对国的防卫同盟，

不如说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长期以来内部动力学产生的结果。下面将以中朝同盟条约的缔结过

程为中心，分析促成条约的动因。 

 

                                                  
29  Ibid, p. 160.当时朝鲜外交官所说的加入联合国，并没有指明是南朝鲜的同时加入还是朝鲜半岛统一后的

加入。 
30  档案编号 106-00578-04“朝鲜金日成委员长同邓小平谈话记录” 1961.9.10。 
31  ワジム・トカチェンコ、「5・16 直後南北秘密接触があった」『月刊朝鮮』1992 年 7 月号；Vadim 

Tkachenko, Korean Peninsula and Russian Interests, Moscow: Vostochnaya Literatura Publishers, 
2000. 

32  「黄泰成の姪の夫，グォン・サンヌンの証言」『民族 21』3 号(2001 年 6 月)、101 頁。 
33  由于关于此事件的文件已被销毁，事件概貌主要根据的是相关当事人的证言。概况可以参考文明子著、

阪堂博之訳、『私の見た激動の舞台裏』共同通信社、2001 年；「黄泰成の姪の夫，グォン・サンヌンの

証言」『民族 21』3 号、2001 年 6 月；ユ・ヨング、『南北を往来した人たち』ソウル：図書出版グル、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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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朝同盟条约的缔结过程——中苏对立与中国的对外战略 

 

我们有必要在与苏朝同盟条约的对比中探讨中苏同盟条约缔结的过程。因为中苏都必须

考虑到，在与西方阵营冷战的同时中苏对立也是一个结构性制约因素。中朝同盟条约表面上

看是由朝鲜在面临敌国威胁时积极促成的，但正如上文所述，不论对于中国还是朝鲜，1961

年的安全形势都不能称得上危机状况。要了解中朝同盟突然得以成立的原因，关键还在于当

时中国优先与邻国稳定关系的战略选择，以及这种战略的背景——中苏对立。这样才能凸现

出中朝同盟条约成立的动因。在此我们先来概括一下苏朝同盟缔结的过程。 

苏朝同盟条约是 1950 年代末由朝鲜首先向苏联提议的。当时韩国的李承晚政权还在推行

北进统一论，1959 年 9 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建国 10 周年纪念典礼上，赫鲁晓夫与金日成达

成协议同意于赫鲁晓夫访朝时缔结同盟条约34。根据下斗米的研究，1959 年 1 月末，金日成

为了参加临时召开的第 21 次苏联共产党大会访问苏联，“提出想要与苏联商讨如何应对韩国

的突袭，由此向苏方提出了一直停滞不前的同盟问题”，赫鲁晓夫当时的回答是“希望很大”35。

同年 9 月 18 日，苏联在知会朝鲜 10 月中赫鲁晓夫可以访朝的同时递交了苏联方面的条约草

案。金正日对此表示“在有可能和平统一时应当对一部分条款进行修订”之后，同意了苏联草案

36。 

苏朝同盟条约看似一帆风顺，不过真正的签订却是在两年之后。1959 年 10 月的协议之

后苏联接连几次取消了赫鲁晓夫访朝，其原因尚不清楚。考虑到当时苏联的主要关心点在于

欧洲问题，以及与美国的军缩会谈等和平共存论，可以想象苏联对于苏朝同盟条约是极为慎

重的。1961 年 3 月金日成派金光侠副总理到苏联询问延迟缔结条约的情况时，赫鲁晓夫一方

面否定了延期访朝和改善美苏关系之间有关系，一方面又表示“如与美国达成协议，则此（同

盟）条约可能会失效”37。总之苏联并没有否定苏朝同盟条约，而是重新确认了。之后，在韩

国军事政变两周以后，5 月 30 日柯西金副总理访朝，这也是苏联高层第一次访问朝鲜。不难

想象访朝的主要目的是邀请朝鲜代表团赴苏签订条约。如果说柯西金访朝是回应朝鲜要求而

做出的决断，那么它的动因是什么呢？同意签订条约的方针也许在 3 月金光侠副总理访苏时

就已经定下来了。或者也许与这两个月期间发生的两个事件——也就是4月的古巴事件与5/16

政变引发朝鲜对安全危机的夸大有关。对苏联来说，同时面临着美苏、中苏的对立，可能很

难拒绝朝鲜的请求。有趣的是，朝鲜并没有向中国提供关于苏联访朝团目的与性质的信息。

中国驻朝大使馆并不知道柯西金访朝的目的，这使我们可以有意识对比中朝关系与苏朝关系

的进展38。 

无论怎样，苏朝同盟条约是朝鲜以安全保障为理由多年向苏联要求下所缔结的。即使 1961

年朝鲜所意识到的安全危机的程度与最初向苏联提出缔结条约要求的1950年代末相比有所不

                                                  
34  档案编号 204-00765-03“关于朝鲜金日成首相访华签订中朝友好互助条约事” 1961.5.26-7.7。 
35  下斗米伸夫前载书，277 页。 
36  同书，278 页。 
37  同书，292-293 页。 
38  档案编号 106-00580-01“以科西为首的苏联代表团访问朝鲜情况” 1961.5.2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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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是朝鲜需要与苏联之间的同盟条约，确实是为了赢得安全上的利益。 

上文已经指出，只有通过与苏朝同盟条约的对比才能勾勒出中朝同盟条约的性质与缔结

的原委。下面将结合苏朝同盟来探讨，中朝结盟中认识到同盟的必要性并积极促成的究竟是

哪一方。 

进入 1960 年之后，中国决策层开始反复讨论如何清除对外关系中的障碍、改善日益恶化

的与周边邻国的关系，并决定要积极的解决外交问题39。这主要是受 1959 年的中印边境纠纷、

与苏联在意识形态上分歧的影响。于是中国决策层开始着手稳定邻国关系，其中的一个环节

就是划定边界线与缔结友好条约。在继同缅甸的友好条约（1960 年 1 月 28 日）之后，中国

开始着手与蒙古签订友好互助条约。1960 年 3 月 9 日，蒙古政府向中国驻蒙古大使提议签订

友好互助条约与经济技术援助协定。中方作出的反应是，认为此提案“优先了蒙古的国家利益，

考虑了与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平衡，受到了中缅友好条约的影响”，对中国也具有很大的

政治意义40。3 月 21 日毛泽东针对中蒙友好合作条约的签订，提出把草案抄送苏联、朝鲜、

越南，“如果朝鲜与越南也愿意签订包括军事援助的同盟条约，我们认为也是可能的”，并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其可行性。虽然讨论的结果并不清楚，但从事后的发展来看签订条约是

可能的，但出于对苏朝关系的顾虑，作为前提条件，必需等待朝鲜主动提出。 

5 月 30 日，中蒙友好条约签署之前，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向苏联抄送草案并传达了条约

的签订情况，同时向朝鲜与北越也进行了传达41。外交部还指示驻朝鲜、越南的大使馆在与朝

鲜、北越接触的同时，“如果他们主动提及这事，请你们分别相机表示：如果朝鲜（越南）愿

意签订同样条约，我方也很赞同，并且准备就此事交换意见”42。虽然当时并没有传回朝鲜的

反应，从下面要展开论述的 1961 年 6 月交涉过程来看，朝鲜并没有表示出兴趣。1959 年与

苏联关于缔结同盟条约进行协议以后却一直没有进展的状况，使得朝鲜无法考虑越过苏联与

中国签订同盟条约。 

虽然中国没能引起朝鲜的兴趣，不过还是增加了对朝鲜的援助。比如 1960 年 10 月 13

日，中国与朝鲜访华团（李周渊副总理）之间签订了 1 亿美元的（有偿）援助协定。援助数

额已经超过了当时苏联对朝鲜的援助额43。在当时，大跃进运动失败、中国经济疲敝的状况下，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强化周边外交、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积极接近的姿态。此时正处在中苏

激烈对立当中，中国不仅对朝鲜，对蒙古和北越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也增加了援助金额。特

别是对越南的援助，虽然从 1963 年开始才颇具规模，但 1960 年开始就已经在增加，1961

年 10 月毛泽东甚至明确表示要对越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44。在与苏联之间的意识形态对

立中，中国是想借此强调要实现全世界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必须通过军事斗争而不是和

                                                  
39  牛军：“1962：中国对外政策‘左’转的前夜”，牛大勇、沈志华主编：《冷战与中国的周边关系》，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566 页。 
40  档案编号 114-00069-01（1）“签订中蒙（古）友好互助条约事（附中方草案）”1960.3.9-3.21。 
41  档案编号 106-00543-10（1）“我外交部副部长罗贵波会见苏联驻华大使记录契尔沃年科谈话记录” 

1960.5.30。 
42  档案编号 106-01359-03“缔结中蒙友好合作条约问题” 1960.3.11-6.3。 
43  “Intelligence Report”(October 28, 1960)， 国史編纂委員会編、前掲書、455-63 項。 
44  牛軍著・真水康樹訳、『冷戦期中国外交の政策決定』千倉書房、2007 年，194-1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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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共存。 

另外，虽然并没有言及中朝同盟条约，但对于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与周边国家

关系形成的原因，也有一些研究是从国内政治危机角度来阐述的。比如 Fravel 认为，中国之

所以与周边国家在边境问题上采取了妥协政策，主要是因为大跃进运动失败造成国内政治不

稳，1962 年签订的中朝边境条约也正是中国在这种妥协政策的主导下，由中方主动提出的45。

但不论是出于国内因素还是国际因素，都不能否认这段时期中国积极采取妥协政策是为了稳

定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可以说随着中苏对立的激化，这种政策逐渐演变成一种与苏联之间在

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影响力上的竞争。1962 年 9 月，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表示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世界革命的中心从莫斯科转移到了北京”46。这清楚地说明了在中美

冷战与中苏对立之中，中国当时对外战略的核心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决策层在 1960 年初就已经把中朝同盟条约作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一环，并

进行了相应准备。但由朝鲜先提案的方式作为其前提条件，在过了一整年之后也没有实现。

中朝同盟条约的两国交涉最终是在金日成为签订苏朝同盟条约而访问莫斯科之前才开始的，

并且也是在中方的主动提议下开始的。 

1961 年 6 月 26 日，驻朝大使乔晓光利用卸任访问的机会，以个人名义向朴成哲外相询

问了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的必要性。根据中方的资料，这是依据“1961 年争取同朝鲜签订友好

互助条约的计划和让我试探朝方对此事意见的精神”而进行的47。考虑到中国驻朝大使馆直至 5

月末都不清楚柯西金访朝的目的，可以认为这是中国在掌握苏朝同盟条约信息之后迅速提出

来的。其后两国的交涉非常顺利。 

6 月 28 日乔大使在会见金日成时，金谈到：“如中国政府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完全赞成，

而且时间越快越好。既然能同苏签订条约，为什么不应该同并肩作战的中国签订条约？同苏

中都签订了条约，对美帝及南朝鲜的备战就衡高，朝鲜人民则更可增加建设的信心。所以我

们两国签订友好互助条约很好。” 

同时，金日成也首次向中方传达了苏朝签订同盟条约的事情。当时金日成提出，中朝同

盟条约应在苏朝条约签订之后马上缔结比较合适48。因为金日成从苏联回国之后，将会在最高

人民会议报告访苏成果，而他也不想错过这个彰显他功绩的机会。表面上看中方应该是对金

日成发言有所不满的，不过在资料中并没能得到确认。 

中朝同盟条约的缔结过程缺少一般同盟条约中常见的双方交涉，没有关于条款的激烈争

论。乔大使与金日成会谈之后的 29 日，中方的回应是“我们党和政府热烈欢迎金日成首相访

苏后于 7 月 10 日访华，并签订中朝友好互助条约”49。同一天，要求朝鲜政府提出苏朝同盟条

                                                  
45  M. 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laining China’s 

Compromises in Territori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 No. 2(Fall 2005), pp. 71-72.
他在研究中指出，中国在 1950年代初与 1960年并没有回应朝鲜提出的国境交涉，但却在 62年主动提到。 

46  “周恩来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1962 年 9 月 26 日），转引自杨奎松：“毛泽东与两次台海危机”牛

大勇、沈志华主编前载书，386 页。 
47  档案编号 204-00765-03，前载。 
48  同上。 
49  同上。 



金伯柱：考察中朝同盟形成的动因 

 

44 
 

约草案，并在党中央会议上报告、讨论了草案50。7 月 7 日金日成正式发表了访华声明。 

从中朝同盟条约的条款中可以看出，其对于同盟国的支持远甚于苏朝同盟条约。这一点

与中方对朝鲜的积极接近、以及在与苏朝关系进展的竞争中对条约重要性的认识相关。 

条约的内容也显示了中国的积极主动51。首先，苏朝同盟条约只明确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

义原则，而中朝同盟条约还加上代表传统友谊的“兄弟”关系一词。其次，两条约都规定了“缔

约一方由于受到某一国或多国的联合武力进攻而陷入战争状态时，另一方应调动各种力量及

时提供军事的、及其他的各种援助”，但中朝同盟条约还加上了“缔约双方都有义务采取各种措

施防止任何一国侵略缔约双方中的一方”这一条款，强调了“义务”52。关于条约的效力，苏朝同

盟条约规定 10 年之后每隔 5 年更新一次，而中朝同盟条约则规定“在双方没有就修订或废约

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将永久保持有效。在条款内容上也可以说中朝条约远比苏朝条约更为确实

地保障了朝鲜的安全。 

中朝同盟条约与苏朝同盟条约的不同点，当然是反映了中苏对立的情况。签订条约后所

发表的中朝共同声明也佐证了这一点。共同声明中“强调了双方一致认为南斯拉夫领导层代表

的修正主义是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危险，要坚决与之斗争到底”53。从这个声明中可

以看出在中苏对立的背景下，中国比朝鲜更为需要中朝同盟。当时朝鲜虽然不满于赫鲁晓夫

的和平共存路线和批判个人崇拜，但直到 1962 年都没有公开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国利用

同盟条约，在向朝鲜保证提供比苏联更多的安全支持的同时，也要求朝鲜采取更加亲中国的

态度。 

 

四、结语 

 

目前为止，中朝同盟的形成主要是从朝鲜的安全理由上进行说明的。也正是在这种看法

之下，朝鲜的积极运作被解释为，为获取军事、经济利益而巧妙利用中苏对立。不过正如本

文所指出的，中朝同盟条约虽然确实对朝鲜的安全有利，却只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个环节。

即中朝条约是在中国希望划定国境线问题、稳定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必要性、以及在中苏对立

中寻求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支持的必要性中形成的。当然，不能否认朝鲜认识到了中苏的对立，

为了从中苏获取更多利益而左右周旋。不过应该注意到在构筑同盟关系上，朝鲜并没有主动

向中国寻求签订条约。通过缔结同盟条约，朝鲜最需要得到的核心利益是有制度保障的核威

慑能力。 

朝鲜不仅没有向中方寻求签订同盟条约，甚至还无视了中方发出的信号。虽然中朝同盟

条约最终还是签署了，不过朝鲜所优先、积极推进的还是与苏联的同盟条约。通过朝鲜战争

                                                  
50  档案编号 106-01359-05“请朝方提供朝苏友好互助条约草案（中文、朝文）” 1961.6.29。 
51  关于《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友好及相互援助的条约》与《关于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友好及相互援助的条约》的条文可以参考『朝鮮中央年鑑，

1962』，157-162 页。 
52  朝鲜语原文为“义务”，中文原文中为“保证”。 
53  『労働新聞』1961 年 7 月 15 日；“中朝联合公报”《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3》1292-1295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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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朝鲜领导层必然知道一旦朝鲜半岛出现紧张局面，实际上能提供军事援助的是中国

而不是苏联。但是在中国 1956 年干涉朝鲜内政的阴影下，朝鲜还是优先了苏朝同盟条约。因

为在驻韩美军公然配置了核武器之后，朝鲜必然要依赖于苏联这个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中唯一

的核国家。更为严密地讲，在朝鲜安全要求下形成的苏朝同盟，只是为了对美国进行核威慑

的同盟。对朝鲜来说，中朝同盟虽然能增强防卫能力，但缺乏核威慑能力，因此略输一筹。

正如上文所述，两个条约中所表现出的中苏对于对朝鲜干预程度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于中朝

之间信赖度更高，而是中国为了减小与苏联在对朝鲜影响力上的差距，对朝鲜积极运作的结

果。 

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能简单、急躁地把中朝同盟视做是出于中国安全考虑的结果。对

于最大的敌人美国，“中国一直警惕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美国在亚洲的行动，想要把对朝鲜

半岛的影响力制度化”54。但即便如此，对中国来说，并不一定能期待与朝鲜的同盟条约能发

挥遏制美国的关键作用。倒不如说中朝同盟条约给中国带来的利益在于担保了控制朝鲜这个

同盟国的能力。这一点在中朝同盟的缔结过程中也得到了确认。中国虽然没能领先苏联与朝

鲜签订同盟条约，但是通过在条约内容上的强化，基于苏朝条约又高于苏联的对朝鲜支持，

至少是制衡了苏联对朝鲜的影响力。 

中朝同盟条约与苏朝同盟条约的签订过程有很大不同。苏朝同盟条约是由朝鲜首先向苏

联要求的，其意图在于攻守同盟，主要是考虑到李承晚的“北进统一”、驻韩美军配置的核武器

等 1950 年代末的安全形势。从苏联的立场看，正如有了两年用来等待的空白时间所表明的，

它从属于美苏关系的进展，并且是可变的也是信赖性很低的。而中朝同盟条约，则是中国在

1960 年制定的稳定与周边国家关系政策的一环，甚至预想了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与朝鲜和

北越之间的同盟条约。在实际交涉过程中，1961 年 6 月底，金日成在访问苏联之前由中国向

朝鲜提议签订条约的，可信度也比苏朝同盟条约高。简单地说，中朝同盟条约是中国稳定与

邻国关系的对外战略的一环，其动因是来源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政治力学，是中苏对立激

化的影响，而并非是针对敌对国的威胁的。也就是说，中国期待的不是安全上的遏制效果，

而是在中苏对立当中引导朝鲜倾向于中国，或者至少防止朝鲜倾向苏联。 

当然不能否认，针对美韩同盟，中朝同盟在此后发挥了作为攻守同盟的遏制作用。但其

成立本身是为了遏制苏朝同盟而结成的。1960 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分歧虽然很明显，但

冷战逻辑、东西阵营之间的对立还是更为激烈的，所以不能过分评价中朝同盟的作用。 

中朝同盟原本就是在冷战的逻辑之上加上中苏对立的这个制约因素而形成的双重结构。

所以中朝同盟的强度不仅受冷战结构变化的影响，也必然受到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变化的影响，

其功能在同盟形成之后也历经了数次变迁。从现在的中朝关系、尤其是中国对朝鲜核问题的

态度来看，很难说这是基于同盟逻辑的行为。同样很难说中朝同盟能够阻止美国对朝鲜的先

发制人。不过，虽然我们可以说中朝同盟已经失去了纯粹意义上的同盟功能，与苏朝同盟不

同的是，同盟的名义还是残存的。这与中朝同盟形成时中国主动推进同盟条约的动因是相关

的。中国为了要控制有可能损害自身安全的朝鲜，即便需要花费很高的成本去维持同盟关系，

                                                  
54  平岩俊司前载论文，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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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必须要维持哪怕是最小限度的对朝鲜的影响力。 

本文试图通过以上的分析重新解释中朝同盟的形成动因。不能否定的是，还有很多问题

并不明确。努力挖掘新史料是必要的，但在补充资料的意义上，也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中朝同

盟维持及其变化的过程。笔者愿将此作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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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粮食供应政策的演进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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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刊载于[日] 『社会経済史学』第 75 巻第 4 号，日本社会経済史学会，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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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闯 译 

 

 
导言 

 

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工业建设的推进和随之而来的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使商品粮的需

求不断扩大1。但建立之初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人口的粮食消费低至生存线最低水平，之

后的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产量也增长缓慢，加之政府过低的粮食收购价格让农民倾向扩大自家

消费，计划经济时期的商品粮比例一直停滞不前。并且中国为进口工业建设所需物资需要花

费大量的外汇，根本不存在大规模进口粮食的余地。上世纪 50 年代，中国为获取外汇甚至还

果断地进行了粮食出口2。同样是在冷战的格局之下，中国也不可能像日本和韩国一样可以期

待美国的粮食援助（无偿、或无视国际价格的低价格援助）。直到 1970 年代，中国的粮食供

需紧张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善，伴随商品粮需求不断扩大的工业建设本身也受到了抑制3。 

总结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粮食供应政策的历史过程，可以简要概括如下。在积极推进工业

建设的过程中，粮食供应政策开始实施之初的 1950 年代后期，并没有明确采取抑制商品粮需

求扩大、也就是抑制非农业人口增加的措施。然而非农业人口的激增，商品粮比例却没有得

到与之同步的增长，这引起了大跃进后 59–61 年的突发性商品粮短缺和未曾有过的深刻粮食

危机。受此影响，粮食供应政策出现了较大的转变。通过与户口（相配套的劳动统一管理制

度）一体化管理，大力推行消减非农业人口（下乡务农）、缓解商品粮供应紧张的措施。这些

措施实施的结果，就是引起了 60 年代前期工业建设的后退。与此同时，中国也逐步确立起了

按商品粮供应能力来决定非农人口和工业建设规模的政策方针。从这一历史过程可以看出，

如果粮食生产、特别是商品粮比例长期得不到提高的话，工业建设本身就会受到抑制。本文

                                                  
1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商品粮，一般指政府掌控的粮食，也就是通过农业税、收购、进口等方式政府所获得

的粮食（在统计上一般不作价格表示而只表示其实物重量）。后文提到的商品粮比例指粮食产量中商品粮

所占的比例。 
2  在国内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下，粮食出口的规模也受到了限制。请参阅松村史穂、「中華人民共和国成立

期の食糧貿易」『アジア経済』、第 49 卷第 6 号、2008 年。大跃进运动以后，为应对粮食危机，1960
年代开始扩大了粮食进口规模。其后又通过进口国际价格较低的小麦出口国际价格相对较高的大米，来尝

试消减粮食贸易逆差。 
3  石川滋、「中国経済の中長期展望––予備的探求」石川滋編、『中国経済の中長期展望』日中経済協会、

1984 年、援引“李嘉图陷阱”学说，概观了这一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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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认知中国粮食供应政策推行过程中种种曲折经纬的基础之上，其中心课题就是要对供

应政策的演进变化过程进行具体的考察。 

过往研究开始于田岛俊雄的研究4。田岛论文指出在粮食供需紧张的背景下，抑制非农业

人口增加、也就是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而形成的户籍制度，在这一历史过程

中与粮食供应制度共同发挥了作用。田岛论文的着重点在于分析户籍制度与人口普查的关系，

同时也详细地讨论了粮食供应政策，在对户籍制度与粮食供应政策的定位上与本文观点一致。

遗憾的是，田岛论文并没有对 1960 年代初的粮食危机，和以此为契机促成的户籍制度与粮食

供应政策的历史变革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详细分析这一历史过程，会很清楚地看到，基于“常

住地主义”原则的第一次人口普查（1953 年），与基于户口所在地实施的、也就是强化户口管

理为目的的第二次人口普查（1964 年），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区别。 

其后内田知行的研究，按年代详细地考察了 1950 到 80年代户口与商品流通体制的变迁5。

内田的论文，与田岛及本论文一样，分析指出在粮食相对缺乏的情况下，户口与粮食供应政

策形成了机能一体化的制度体系，但并没有指明粮食供应与工业建设之间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中国“三农问题”（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被日益重视，以及相关历史资料的公开，

有许多关于计划经济时期、主要是关于 1950 年代粮食政策的研究得以相继发表。这些研究中

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汤水清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上海粮食供应体制的研究6。汤的研

究通过上海市档案馆所藏的政府行政文书（档案）以及对当事人的访问，从多个层面分析了

当时上海的粮食供应。这也是近年中国粮食史研究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随着历史资料越来

越丰富，研究对象、特别是研究的时间设定上越来越细化。但这种倾向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就是研究对象之后历史时期的脉络把握往往无法充分展开。汤的研究，仅仅把粮食供应定位

为支持工业建设的一部分，对于 60 年代以后，特别是粮食供应抑制了工业发展的这一变化没

有考虑其中。如果将中国粮食供应制度的演进过程一直分析到 70 年代，50 年代粮食供应政策

的历史特点就会更加鲜明。我们不得不说汤的研究在分析视角上存在较大缺陷。这也是为什

么本文要用中长期的历史视角分析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粮食供应政策的原因所在。 

如上所述，本文将按年代分析中国粮食供应制度的演进过程。第一小节，将分析 1950 年

代后期粮食供应的实施过程。第二小节，考察在 50 年代粮食供需紧张的背景下，非农业人口

激增和粮食供应、户口管理不彻底这两个问题。第三小节，考察在 60 年代初粮食危机的契机

下，中国工业化政策的方针转变，以及分析消减非农业人口和加强粮食供应管理的政策过程。

第四小节，在详细地考察粮食供需和供应管理状况的基础上，指明上世纪 70 年代以后，非农

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已经随商品粮规模变化而变化的历史事实。 

 

 

 

                                                  
4  田島俊雄、「中国の人口センサスと戸口問題」『一橋論叢』、第 92 巻第 2 号、1984 年。 
5  内田知行、「戸籍管理・配給制度からみた中国社会」、毛里和子編『毛沢東時代の中国』日本国際問題

研究所、1990 年。 
6  汤水清：《上海粮食计划供应与市民生活（1953–1956）》，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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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粮食计划供应的实施（1950 年代中期） 

 

1．实施背景 

    1953 年冬天开始实施的粮食计划收购、计划供应政策（“统购统销”），最初的着重点放在 

“统购”、也就是如何提高粮食收购量上7。转年 54–55 年度8，由于在粮食收购过程中，发生了

农民基本口粮也被征购的事情，为此，各地围绕粮食收购的纷争不断。面对农民“增产多少，

国家收购多少，对自己没有好处”等强烈不满，55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提高农民种

粮积极性的“三定政策”。也就是在春季播种之前，核定各农户粮食预计产量，并根据粮食消费

量事先确定对余粮农户的收购量和缺粮少粮农户的销售量。这样，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对于

超出预计产量农民增产的部分，在不进行投机的前提下，农民可以自由处置9。 

    粮食收购上的种种经纬，也影响到了城市的粮食供应。第一，农村粮食的短缺引起了城

市粮食销售的扩大。1954–55 年度秋季收购开始的 54 年 9 月到转年 4 月，在北京、天津、上

海三个城市，相对人口 5%的增长，粮食销售量以 12.64%的势头增加10。也就是说，粮食销售

在以人口增长两倍的速度增加。这不仅意味着人均购买量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农村流向城

市的人口新购买了粮食。特别是临近农村粮食缺乏严重地区的城镇（行政区划的市、镇），粮

食销量急剧上升11。因为即使不是城市人口也可以自由购买粮食，并且也没有购买量的限制，

缺粮的农民跑到城里强买粮食，同时开始谋求进城居住12。针对这种情况，在上海等市 55 年

4 月开始，对非本市户口者或本市户口干部、职工的家属等非职工人口，开展了下乡务农运动

13。 

    第二，三定政策的实施相对抑制了粮食收购量的增加。在 1955 年 3 月的时候，55–56 年

度粮食生产计划预期比 54–55 年度增产 1000 万吨，但收购计划比 54–55 年度仅增加了 100

万吨，这实际上等同于减轻了计划收购任务14。受此影响，55–56 年度的粮食供应计划比 54–55

年度减少 100 万吨，其中城市粮食供应的计划目标要求控制在 53–54 年度的水平上（比 54–55

                                                  
7  本文提到的粮食征购量，是农业税粮食实物征收部分和政府粮食收购部分（包括超购、议购）的合计。 
8  这里所讲的 54–55 年度指的是 1954 年 7 月 1 日至 55 年 6 月 30 日期间的粮食年度。下文根据需要，使

用粮食年度一词。62 年 9 月以后，粮食年度被改为 4 月 1 日至下一年 3 月 31 日（中共中央：“关于粮食

工作的决定”（1962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5 册，中央文

献出版社，1997 年，565–571 页）。 
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通知”（1955 年 3 月 3 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6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76–82 页。 
1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1955 年 5 月 16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

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商业卷，中国物价出版社，2000 年，165–167
页。 

11  陈云：“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1955 年 7 月 21 日），陈云：《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273–280 页。 
12  江苏省委：“关于加强城市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领导的指示”1955 年 1 月 13 日，商业部《当代中国粮食工

作》编辑部：《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内部发行，1989 年，259–260 页。 
13  汤：《上海粮食》，160–161 页。汤书中讲到了上海的下乡务农运动。从表二可以看出，1955 年非农业

人口明显减少（特别是非职工人口减少显著）。可见，下乡务农运动 不仅仅是在上海，而是在全国展开。

关于“职工”和“非职工”的定义请参照注释 27。 
1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通知”（1955 年 3 月 3 日），

中共：《重要文献》6，76–82 页。 



松村史穗：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粮食供应政策的演进过程 
 

50 
 

年度减少 325 万吨）15。 

    为应对城市粮食供应紧张，陈云等政策高层开始具体讨论实施定量供应政策。上文中讲

到，粮食统购统销开始之初，其政策重点是在粮食收购上（统购），对于粮食供应（统销）并

没有制定具体的方针政策16。尽管可以预见定量供应客观上有实施的必要17，但对于实施时间，

陈云反对应于 1953 年开始推行的意见，主要是担心引起人民的恐慌18。但是 54–55 年度城市

粮食供应量（需求量）的激增，加之受到 55–56 年度以后粮食收购量很难有大幅提高的影响，

如果要抑制 55–56 年度的城市供应量，就有必要尽早实施粮食定量供应。在进行了人口和粮

食消费需求等一系列调查准备之后，55 年 5 月中旬，中央决定在 2–3 个月内全国推行粮食定

量供应政策19。 

表 1：人均每月粮食供应量 

单位：公斤（成品粮重量）

  
大米主食地区 杂粮、面粉主食地区 

供应量 平均数 供应量 平均数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22.5–27.5 25.0 以下 25.0–30.0 27.5 以下 

重体力劳动者 17.5–22.0 20.0 以下 20.0–24.5 22.0 以下 

轻体力劳动者 13.0–17.0 16.0 以下 14.5–19.5 17.5 以下 

机关团体工作人员，公私营企业

职员、店员，其他脑力劳动者 
12.0–14.5 14.0 以下 13.5–16.0 15.5 以下 

大、中学生 13.0–16.5 16.0 以下 14.5–18.0 17.5 以下 

一般居民， 

10 周岁以上儿童 
11.0–13.0 12.5 以下 12.0–14.25 13.75 以下 

6～10 周岁儿童 8.0–10.5 10.0 以下 9.0–11.5 11.0 以下 

3～6 周岁儿童 5.5–7.5 6.5 以下 6.0–13.5 7.0 以下 

不满 3 周岁儿童 2.5–5.0 3.5 以下 3.0–3.5 4.0 以下 

资料来源：国务院：“关于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1955 年 8 月 25 日），商业部《当代中国粮

食工作》编辑部编：《当代中国粮食工作史料》内部发行，1989 年，201–202 页。 

说明：成品粮指经过碾白加工（脱谷碾米等）后的粮食。 

                                                  
15  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粮食会议的通知”（1955 年 5 月 19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262–263

页。 
16  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 年 3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

云文集》第二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 年，589–641 页。 
17  陈云：“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1954 年 9 月 23 日），社会科学院：《经济档案》商业

卷，118–119 页。 
18  陈云：“目前商业方面的情况及我们的政策”（1954 年 6 月 16 日），中共：《陈云文集》2，531–546 页。

陈云：“在苏州调查时的三次谈话”（1955 年 5 月 27 日），中共：《陈云文集》2，644–648 页。当然在

北京、天津、保定、济南等一部分城市，1953 年 11 月就已开始实行面粉的定量供应（汤：《上海粮食》，

7 页）。 
1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1955 年 5 月 16 日），社会科学院：《经

济档案》商业卷，165–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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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量供应的政策意图 

    1955 年 8 月 25 日，国务院发布实施粮食定量供应办法（国务院《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

行办法》）。此办法通过设定人均粮食购买量的上限（表 1），同时确定供应人口数量，以此来

抑制城市粮食供应量的增长。 

    有关粮食购买量设限的限制，实际上在 55 年 3 月以后，就以制止浪费的形式着手进行了

20。实施上限规定的背景是政府领导者担心，农民对城市供应指标高于农村不满，以及进入

55 年以后，城市供应量的加大引起城乡差距的拉大会引发进一步的不满21。为此在城市实行

粮食定量供应，其目的就是要消除农民的不满。 

    另外，开始尝试配合强化户口管理来确定供应人口的数量22。定量制实行以前，城市的粮

食供应原则上以具有城镇户口的非农业人口为对象，不过因为并没有进行完全严格的户口管

理，这种制度缺乏实效性23。直接的结果，如上文所述，缺粮少粮的农民流向城市，发生了强

买城市粮食的事情。为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定量供应开始实施后，在申请供应的同时进行

了城镇户口的检查。对于那些没有城镇户口的人，必须事先在乡下农村申领到“粮票”，方可在

城市购买粮食24。 

    与此相关需要注意的是，通过定量供应抑制城市粮食供应的政策目标，当时主要希望通

过削减对定量人口以外的供应来实现，也就是定量供应本身并没有削减定量人口的目的25。换

句话说，抑制城市粮食消费的这样一个切实的课题，并一定需要大力减少非农业人口来实现。

这就表明，这一时期定量供应政策的主要意图，就是要通过确定实现工业化所需非农业人口

的数量，并对这些人口进行有效地粮食供应，尽可能最大限度地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一工业

化战略下的粮食供应政策，一直延续到 1950 年代后期，在 60 年代初才发生了大的转变。 

 

 

 

 

                                                  
20  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1955 年 3 月 21 日），中共：《陈云文集》2，589–641

页。 
2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整顿城市粮食计划供应工作的指示”（1955 年 5 月 16 日），社会科学院：《经

济档案》商业卷，165–167 页。 
22  这里所讲的粮食供应人口（也有的表述为“定量人口”）指城市和农村的非农业人口（也就是即使户口所在

地为城镇，从事农业的情况也不能成为定量供应的对象；户口所在地为农村但从事非农业的人口可以成为

定量供应的对象）。因此本文把粮食供应人口和非农业人口作为同义词进行使用。同样在中国说起城市人

口，“市镇总人口”、“城镇人口”、“城市人口”这些概念有时会有混淆，另外时期不同定义也会有所不同

（详细可参见照小島麗逸編、『中国経済統計・経済法解説』アジア経済研究所、1989 年、183–185 页）。

本文力求严谨，尽量避免使用城市人口一词，而使用“具有城镇户口的非农业人口”这样的表述。 
23  比如，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关于加强本市户口管理与逐步紧缩人口的指示”（1955 年 7 月 1 日），上海

市档案馆所藏档案（以下称上档）B25–1–1：1–2。 
24  国务院：“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1955 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7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115–122 页。更为详细的可参见，“本市粮食定量供应问答”，《上海

新民报晚刊》1955 年 9 月 29 日，第 5 版。 
25  如前文所讲，1955 年推行的非农业人口下乡务农运动、也就是定量人口的削减实际上是在全国推行的。

但是，后文会详细地分析到，尽管 50 年代后期城市的粮食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但出现非农业人口的

净减少的年份却只有 195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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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应政策的非计划性（1950 年代后期） 

 

1．非计划的人口调节 

    1961 年，陈云指出因为非农业人口激争引发商品粮短缺的事态，过去发生了 3 次，即

53 年、57 年、和 59 年至今（61 年），主张应该按符合商品粮供应能力的规模来推进工业建

设26。50 年代后期，非农业人口从 9098 万人（56 年）增加到 1 亿 3635 万人（60 年），增加

了 49.9％（表 2）；与之相比，国内流通的商品粮（表 3 中“国内征购”扣除“净出口”的数量）

从 3644.3 万吨（56–57 年度）到 4181.2 万吨（60–61 年度）增加了 14.7％，对非农业人口

的粮食供应量从 2495.1 万吨（56–57 年度）到 3157.3 万吨（60–61 年度）增加幅度停留在

26.5％。也就是，商品粮和向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的增加速度远没有赶上非农业人口的增长。

如陈云指出的，50 年代后期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一直超过了商品粮供给能力的增长速度。 

 

表 2：非农业人口（即供应人口）数量的变化 

  
非农业人口 
＝供应人口 
（万人） 

上年比 
（％） 

        

职工人口 
（万人） 

上年同比 
（％） 

非职工人口 
（万人） 

上年比 
（％） 

1954 年 8,470  9.3 1,881 3.0 6,589  11.2 
1955 年 8,255  -2.5 1,908 1.4 6,347  -3.7 
1956 年 9,098  10.2 2,423 27.0 6,675  5.2 
1957 年 9,912  8.9 2,451 1.2 7,461  11.8 
1958 年 11,884  19.9 4,532 84.9 7,352  -1.5 
1959 年 12,965  9.1 4,561 0.6 8,404  14.3 
1960 年 13,635  5.2 5,044 10.6 8,591  2.2 
1961 年 12,267  -10.0 4,171 -17.3 8,096  -5.8 
1962 年 10,941  -10.8 3,309 -20.7 7,632  -5.7 
1963 年 11,124  1.7 3,293 -0.5 7,831  2.6 
1964 年 11,425  2.7 3,465 5.2 7,960  1.6 
1965 年 11,792  3.2 3,738 7.9 8,054  1.2 
1966 年 11,987  1.7 3,934 5.2 8,053  0.0 
1967 年 12,220  1.9 4,006 1.8 8,214  2.0 
1968 年 12,475  2.1 4,170 4.1 8,305  1.1 
1969 年 12,070  -3.2 4,335 4.0 7,735  -6.9 
1970 年 12,294  1.9 4,792 10.5 7,502  -3.0 
1971 年 12,745  3.7 5,318 11.0 7,427  -1.0 
1972 年 13,252  4.0 5,610 5.5 7,642  2.9 
1973 年 13,423  1.3 5,587 -0.4 7,836  2.5 
1974 年 13,587  1.2 5,665 1.4 7,922  1.1 
1975 年 13,815  1.7 5,913 4.4 7,902  -0.3 
1976 年 14,086  2.0 6,176 4.4 7,910  0.1 
1977 年 14,270  1.3 6,342 2.7 7,928  0.2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粮食局：《粮食工作参考资料（1953–1977 年度）》内部发行，1978
年，48-49 页。 

                                                  
26  陈云：“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1961 年 5 月 31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312–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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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将非农业人口分为“职工”与“非职工”的话，会发现各自对上一年的增长趋势几

乎完全不一样27。要真正了解 1950 年代后期的人口变化，就有必要区别职工和非职工来进行

考察（以下，请参照表 2）。 

    首先职工人口同比去年增长，1956 年为 27.0％、57 年 1.2％、58 年 84.9％、59 年 0.6％，

激增和受到控制的情况反复出现。56 年职工人口增加从 7 月开始加速，不过这是受到了工业

建设投资扩大下，6 月职工工资一律上调的影响28。当时，很多企业并不遵守劳动力统一分配

制度，随意雇用工人，加速了农民流入城市29。同时，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自身负担了大量的

剩余劳动力，很多生产合作社公开违反政府方针，积极地向企业斡旋就业，间接地鼓励了农

村人口的流出30。其中，有些生产合作社，对从城市回流的人口不予办理户口迁入手续和粮食

供应关系，促使他们再次流入城市31。 

    在这种的情况下，1956 年职工人口的增加幅度大幅超出了政府计划。为此，57 年开始，

政府重新禁止企业任意雇佣工人的同时，通过下调工资和削减政府机关职员等措施，控制职

工人口的增加32。 

    1958 年，随着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展，职工人口增加了约 2000 万人，大部分是下半年

的集中雇佣。同年 5 月开始的大跃进政策，错误地估计了同年粮食生产将达到 3 亿 5000 万吨

（实际为 1 亿 6400 万吨），于是当时普遍认为粮食供应紧张的缓和能够为更多的工业建设人

口提供粮食供应33。1958 年，在大力推进工业化政策之下，普遍轻视正确估计商品粮的供应

能力，引起职工人口的大幅增加。 

                                                  
27  “职工”，在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1981 年版，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 年，495–496 页上作了以

下的规定。“职工是指在全民所有制和城镇集体所有制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各级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中

生产或工作，并由其支付工资的人员（包括在农村人民公社一级管理机构中工作并由国家支付工资的干

部）。不包括已退休的职工、在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和社、队办企业、事业中参加劳动与分

配收入的劳动者和城乡个体劳动者”。也就是说职工指享有工资的正规劳动者，是不包括农村的劳动力和

城市的个体劳动者、非就业人员（退休、学生、主妇、儿童等）的概念（小島、『中国経済統計』、219–220
页）。以下使用职工一词时，去除引号。 

28  国务院：“关于有效地控制企业、事业人员增加，制止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的现象的通知”（1957 年 1 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53–1957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劳动工资和职工保

险福利卷，中国物价出版社，1998 年，169–172 页。 
29  内务部：“关于灾区农民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1957 年 4 月 30 日），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

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 年 1 月–6 月，法律出版社，1957 年，

107–111 页。 
30  《劳动通讯》综合报道：“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非常严重”（1957 年 3 月），社会科学院：《经济档

案》劳动工资卷，351–353 页。 
31  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的补充通知”（1958 年 2 月 25 日），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

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8 年 1 月–6 月，法律出版社，1958
年，194–195 页。 

32  国务院：“关于有效地控制企业、事业人员增加，制止盲目招收工人和职员的现象的通知”（1957 年 1 月），

社会科学院：《经济档案》劳动工资卷，169–172 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

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 年 12 月 18 日），国务院法规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编辑委员会编：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7 年 7 月–12 月，法律出版社，1958 年，229–232 页。 
33  陈云：“目前财政经济的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1962 年 2 月 26 日），中共：《重要文献》15，

205–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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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反，非职工人口同比去年的增长幅度，与职工人口相比变化很小，但其基数大，对非

农业人口增减本身的影响很大。到了 1950 年代后期，新取得城市户口的非职工人口的大部分，

是从农村流入城市的职工家属34。整个 50 年代，非职工人口同比上年的增长，在 54 年、57

年、59 年超过了 10％，而转年非职工人口的增长又被加以控制。在 55 年、58 年、60 年，

在强化禁止农民流入城市措施的同时，积极开展了非职工人口的下乡务农运动35。 

    那么引起 1954 年、57 年、59 年非职工人口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普通认为，50 年代后

期引起农村向城市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但是仔细分析当

时的史料的话，会发现不仅仅是受灾严重的地区，很多地方由于粮食统购统销执行不当，造

成农民口粮不足，也发生了许多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事例36。 

    从图一可以看出，非职工人口激增的 1954 年、57 年、59 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保有量

均比上年减少。虽然 57 年和 59 年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产量也有减少，但人均粮食保有量的减

少幅度更大。可以想见，54 年是由于粮食需求扩大下强行提高粮食征购量的结果。57 年和

59 年是由于农民人均产量减少，加之强行扩大粮食征购量，加剧了粮食保有量的减少，同时

也加速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其结果就是引起非职工人口的增加。总之，农村强制粮食

上交，引起城市人口增加，是导致商品粮缺乏的一个主要原因。 

                                                  
34  公安部：“关于各地执行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和紧缩城市人口工作中发生的问题及解决意见向国务院的

报告”（1957 年 5 月 27 日），社会科学院：《经济档案》劳动工资卷，353–355 页。 
35  前文已经提及 1955 年的下乡务农运动。关于 58 年的下乡务农运动，可参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

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 年 12 月 18 日），法制局：《法规汇编》1957 年 7–12
月，229–232 页。有关 1960 年的下乡务农运动将在后文中叙述。 

36  比如说，由于三定政策执行不当，出现许多不合实际的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合作社为确保种子、饲料、

库存用粮食，出现应销农户粮食供应不足，以及对缺粮少粮农民的迟供、欠供现象。具体可以参照，国务

院：“关于切实做好春荒救济工作的指示”（1956 年 3 月 26 日），国务院法制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

编编辑委员会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汇编》1956 年 1 月–6 月，法律出版社，1956 年，168–170 页。

内务部：“关于灾区农民盲目外流情况和处理意见的报告”（1957 年 4 月 30 日），法规局：《法规汇编》

1957 年 1 月–6 月，107–111 页。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
（1957 年 12 月 18 日），法规局：《法律汇编》1957 年 7 月–12 月，229–232 页。 



图一　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产量、拥有量与非职工人口变化的关系

上年比（％）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粮食局：《粮食工作参考资料（1953–1977年度）》内部发行，1978年，190–193页、342–345页、408–411页。

（说明）
・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保有量的增长率以年度末统计数值为基准（如果为1954年度即1955年6月30日的统计数据），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产量与非职工人口
的增长率为每年年底的统计数据（比如1954年即1954年12月31日的统计数据）。需要注意统计调查时间的不一致。
・本图为克服上述问题，对农业人口人均粮食拥有量，从年度末数值中减去了返销（统销）的数量。因为对口粮不足的农户进行的返销一般集中在2–
5月份。
・没用扣除统销量时，粮食保有量同比去年的变化率如下所示。
　　54年度：3.9％，55年度：4.1％，56年度：10.1％，57年度：－3.6％，58年度：－2.2％，59年度：－21.2％，60年度：－5.5％。
・以上数值与图（扣除后）做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出现较大差异的是1954年度和1955年度。这表明1954年度的统购与统销相比其它年份出现了异
常。1954年度，由于同比去年粮食征购数量大幅增加，农业人口的粮食保有量一时大幅减少。但是征购的大幅增加也造成统销数量同比去年大幅增
加。由于以上的经纬，统销前的粮食保有量同比去年减少，与之不同的是统销后的粮食保有量同比上年出现了大幅增加。
・正如本文第一节讲到的，1954年度实施了强行的粮食统购政策，造成流入城市的人口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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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供应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50 年代后期，不仅人口流向城市在加速，让农民返回农村

务农的政策也在积极推行。正是这种活跃的人口双向流动，阻碍了户籍制度和粮食供应的一

体化管理。 

    农业人口在城市获取粮食的方法，主要有三种。第一，不支付粮票直接用现金购买粮食。

一般规定农业人口可根据在农村老家自身粮食保有量，将其中一部分按重量换算成粮票，在

城里购买粮食时与现金一起支付38。但是在 1950 年代后期，城市的粮店和副食店并没有彻底

执行收取粮票的规定，只要支付现金并不问对方是不是非农业人口就销售粮食的粮店很多39。

城镇的粮票管理很不彻底，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对发现不使用粮票的人，采取了削减其农村

粮食供应，或增加粮食征购等措施40。 

    第二就是，非农业人口在所在的居委会和企事业、学校等单位申请得到的补助粮（超过

定量的部分），通过出让或黑市交易转让给农业人口的情况。这个时期，粮食补助主要包括缺

粮补助和临时补助两种。前者是指定量满足不了消费需求而供应的粮食，后者是如亲朋好友

来访、或春节等一时性粮食消费增加时供应的粮食。1950 年代后期，对补助粮食申请的审查

不严，补助粮的供应相当普遍41。 

    此外也存在，消费不了的剩余粮食同样通过转让和黑市交易，由农业人口获得的情况。

供应给非农业人口的定量粮食，在上海和广州等副食品很多的城市，一般有剩余的倾向42。有

面向普通市民、工人、学生经营的食堂的企事业、学校等单位，一般会把剩余的粮食换作粮

票存起来，这些粮票的一部分也会流入到农业人口手中43。 

    第三，是没有城市户口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虚报户口（译者注：日本一般称为“幽灵人口”），

领取粮食供应的情况。1950 年代后期，从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很活跃，不过同时，取得城

市户口的非农业人口的下乡务农运动也积极展开。按规定，他们返回农村的时候，必须与户

口迁移一起注销城市的粮食供应关系。可是往往很多人没有办理，只迁移户口而保留了城市

的粮食供应关系，或者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都没有办理的也不在少数44。一部分没有城市户口

的人，就是利用这些渠道领取供应粮。同时也常有一些城市供应人口，多报虚报家庭人数等，

与之类似的“幽灵人口”现象很多45。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整顿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工作的指示”（1956 年 12 月 4 日），《粮食工作》

1956 年第 23 期，1956 年 12 月。 
39  温发光：“制止市镇粮食供应偏松和浪费粮食的现象”，《粮食工作》1956 年第 19 期，1956 年 10 月。 
40  上海市粮食局：“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的检查报告”（1957 年 8 月 23 日），上档 B6–2–336–2：6–7。 
41  宋集云：“辽宁省整顿市镇粮食定量供应以后”，《粮食工作》1956 年第 17 期，1956 年 9 月。上海市粮

食局：“上海市粮食统销检查整顿工作汇报”（1957 年 2 月 11 日），上档 B6–2–336–2：2–3；6–7。这

一时期，如果取得城市临时户口，即可领取少量粮食供应。汤：《上海粮食》，205–206 页。 
42  人民日报社论：“市镇粮食定量供应工作要认真做好”（1955 年 10 月 23 日），社会科学院：《经济档案》

商业卷，170–171 页。何畏：“1956 年粮食工作的回顾”《粮食》1957 年第 2 期，粮食杂志社（《粮食工

作》续刊），1957 年 2 月。 
43  温发光：“制止市镇粮食供应偏松和浪费粮食的现象”，《粮食工作》1956 年第 19 期，1956 年 10 月。 
44  汤：《上海粮食》，162 页。温发光：“制止市镇粮食供应偏松和浪费粮食的现象”，《粮食工作》1956

年第 19 期，1956 年 10 月。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粮食统销检查整顿工作汇报”（1957 年 2 月 11 日），

上档 B6–2–336–3:12, 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粮食统销检查整顿工作总结”（1957 年 7 月 11 日），上档

B6–2–336–5：2。 
45  上海市粮食局：“上海市粮食统销检查整顿工作总结”（1957 年 7 月 11 日），上档 B6–2–33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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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人均定量
（公斤，12月

份）
（B）

定量人口
（万人）
（C）

年定量供应量
（粗算，万

吨）
（D=B×12×C)

计划外供应量
（粗算，万

吨）
（E=A-D)

计划外供应量
占供应总量比

例
（粗算，％）
（F＝E÷A×

100）
1955–56年度 1,517.10 13.45 8,255 1,332.36 184.74 12.18
1957–58年度 1,769.10 13.90 9,912 1,653.32 115.78 6.54
1959–60年度 2,455.55 14.90 12,965 2,318.14 137.41 5.60
1960–61年度 2,465.05 13.90 13,635 2,274.32 190.73 7.74
1961–62年度 2,110.95 13.45 12,267 1,979.89 131.06 6.21
1962–63年度 1,818.80 13.05 10,941 1,713.36 105.44 5.80
1963–64年度 1,815.65 13.00 11,124 1,735.34 80.31 4.42
1964–65年度 1,901.60 13.20 11,425 1,809.72 91.88 4.83
1965–66年度 2,009.80 13.40 11,792 1,896.15 113.65 5.65
1966–67年度 2,102.30 13.60 11,987 1,956.28 146.02 6.95
1970–71年度 2,223.70 14.15 12,294 2,087.52 136.18 6.12
1973–74年度 2,375.75 14.65 13,423 2,359.76 15.99 0.67
1974–75年度 2,390.70 14.65 13,587 2,388.59 2.11 0.09
1975–76年度 2,468.00 14.75 13,815 2,445.26 22.74 0.92
1976–77年度 2,548.05 14.85 14,086 2,510.13 37.92 1.49
1977–78年度 2,574.95 14.95 14,270 2,560.04 14.91 0.58

表四　计划外粮食供应量

（说明）
・A栏中“供应总量”，指供应人口直接消费的口粮总量。不包括企业等加工食品用粮食。原文为“定量人口口

粮”。
・B栏中“定量数”，为各种定量和人口加权平均求出的数值。因为1956–57年度、58–59年度、67–68年度、68–69
年度、69–70年度、71–72年度、72–73年度没有相关数据，也省去了其他各项数据。

・C栏中“定量人口”，为年底时非农业人口总数。

・在计算D栏“年定量供应量”时，以12月份定量（B项）为基准乘上12求出一年的定量平均值。由此可知，D项的

数值是粗略的估算值。同时和D项相关的E、F项的值也为粗算的数值。

（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粮食局：《粮食工作参考资料（1953–1977年度）》内部发行，1978年，22–23页、168–
170页。

供应总量
（万吨）
（Ａ）

定量供应 计划外供应

 
 

    表四比较了由城市人口直接消费的实际粮食供应总量（A 项），和按规定供应给城市人口

的定量供应总量（D 项）的差异，按年度列出了 A 项与 D 项的差额（E 项）。我们看有月人

均定量（B 项）数据的 1955–56 年度、57–58 年度、59–60 年度和 60–61 年度的数据，可以

看出 E 项、即计划外供应量年平均约为 157 万吨，在供应总量中占比为 8％，由此可见 50 年

代后期供应总量超过定量供应量将近一成。 

    计划外供应基本上是由上述所讲的第一和第二种情况所构成。也就是包括，农业人口并

没有支付在农村老家得到的粮票而直接购买到的粮食，和非农业人口申请、获取的补助粮。

第二种情况，获取临时补助较多的多为非农业人口亲戚朋友的农业人口。另外，对于粮食短

缺时的补助粮，因为城市的定量基本上可以满足城市的消费需求，所以非农业人口以粮食短

缺为名义而获取得到的补助粮，很多情况是提供给了上面讲到的农业人口。综合所述，应该

可以认为计划外的粮食供应主要被农业人口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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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农业人口不仅仅消费供应的食用粮，还消费了很多没有统计在 A 项的加工食品。

从这个意义上讲，E 项的计划外供应数值只是农业人口消费的一部分。尽管有这样一些问题，

E 项或 F 项还是可以反映农业人口在城市消费粮食的趋势，这也可以间接地显示出城市中无

户口农业人口的规模。 

 

三、工业化方针的转变与户口、供应制度的一体化管理（1950 年代末–60 年代前期） 

 

1．粮食危机后的供应削减 

    1950 年代后期，随着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商品粮短缺的倾向日趋经常化。加之 58 年加

速推进工业化进程的全面提出，也加剧了以职工为主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其结果，就是发生

了突发性的商品粮短缺。 

    1959 年初政府开始着手调整非农业人口。首先从限制非农业人口的新增开始。59 年 1 月

起企业一律禁止雇佣新职工。对于 58 年雇佣的农村出身的职工，也进行了清理减员。同时加

强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控制，在交通要地强化了人口流动管理46。 

    与此同时，1959 年 2 月开始，对没有取得城市户口在城市居留的人口实施下乡务农措施，

北京、天津、上海三个城市重点实施了该措施47。随此而展开的就是强化户口、粮食供应的一

体化管理。政府明确重申了，对于没有取得迁移证件的农村人口不予申请城市户口，对于没

有城市户口者不予供应粮食的原则。相关措施的强化包括：在城市的粮店、副食店对农业人

口销售粮食食品时必须收取粮票，严厉纠正非正式雇用农业人口的企业在申领供应粮时虚报

多报职工人数的行为48。通过以上措施，一直没有彻底执行的供应、户籍制度的一体化管理，

日益得以强化。 

    除此之外，为削减对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供应定量也进行了调低。1959 年 4 月，北

京、天津、上海每月平均定量从 15.06 公斤降为 14.75 公斤，月定量 30 公斤以上的特殊劳动

人群，每月供应削减 5 公斤49。60 年 9 月开始，在全国各城市，除高温、高空、地下等危险

作业的工人外，全部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月均下调 1 公斤50。 

 

2．工业化方针的转变和下乡务农的展开 

    因为 1959–60 年度的“高估算、高征购”，也就是基于夸大估计的粮食产量而造成的粮食

                                                  
46  中共中央：“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1959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 12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28–30 页。 
47  中共中央：“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1959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重要文献》12，28–30 页。

粮食部党组：“关于京、津、沪三市压缩粮食供应的报告”（1959 年 4 月 26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

382 页。 
48  中共中央：“制止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指示”（1959 年 2 月 4 日），中共中央：《重要文献》12，28–30 页。

粮食部：“关于整顿市镇粮食供应工作的指示”（1959 年 3 月 18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381 页。 
49  粮食部党组：“关于京、津、沪三市压缩粮食供应的报告”（1959 年 4 月 26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

382 页。 
50  中共中央：“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 年 9 月 7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

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3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年，565–570 页。中共中央：“关于整顿城市粮食

统销和降低城市口粮标准的指示”（1960 年 9 月 14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312–3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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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量大幅提高，让农村蒙受了巨大的打击。这也是引起 59–61 年粮食减产的一个原因。其

结果就是中国发生了空前的粮食危机。61 年 5 月李先念（国务院副总理）提出了“少购少销”，

即控制收购量的同时削减销售量的方针51。在此方针之下，有必要进一步大规模地削减城市粮

食供应和非农业人口。 

    1960 年底以后，政府首脑层对于工业化政策的认识逐渐发生了转变52。实际上，61 年 5

月粮食政策的转变与工业化方针的调整属于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加速这种转变的契机正是 5

月 21 日–6 月 12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第二节开头我们提到，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发言指出了，根据可以投入多少余粮供应城市

来决定工业建设和城市人口规模这个命题的重要性53。这个发言的含意是，在商品粮短缺的今

天（1961 年），削减非农业人口和压缩工业建设的规模是不得已之举，应该转变现行工业化政

策追求过快发展的方针。刘少奇更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这个观点： 

 

 “也就是说，要看农民生产的东西，在他们自己吃用以后，还能够提供多少粮食、肉

类以及其他的工业原料，才能决定这个社会可以拿出多少人去从事其他的物质生产和精

神生产。中略……。农民吃用以后剩余下来的粮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品粮。有多少商

品粮，就可以决定办多少工业、交通运输业和文教事业。比如当前粮食紧张，所以工业

也好，学校也好，都没有办法多办。中略……。总起来讲，这几年的问题，就是工业、

交通、文教都办多了。非农业人口搞多了，农民养不起这么多人，所以非减少不可。这

个问题到底还有什么考虑的余地没有呢？我看是没有考虑的余地了。就是说，工业战线

要缩短，农业战线要延长。这是毛泽东同志在庐山会议就讲了的。现在不是工业战线踏

步和前进多少的问题（某些部门可能还要前进一些，比如石油），而是要后退一步。54” 

 

    1961年6月，根据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决议，针对非农业人口发表了被称为“九条办法” 的

大规模下乡务农和削减粮食供应的相关举措。同时表明要在三年内对全国 1.29 亿人（1960

年底）非农业人口削减 2000 万人。为此，除特殊情况外，严格限制城市人口的新增。同时，

必须控制城市粮食供应总量在 2400–2450 万吨，也就是比上一年度削减 150–200 万吨。并以

此为核心，指示彻查黑人黑户，降低粮食定量供应标准55。 

                                                  
51  李先念：“就粮食问题给毛泽东的信”（1961 年 5 月 17 日），李先念：《李先念文选（1935–1988）》，

人民出版社，1989 年，257–264 页。全国粮食厅局长会议上李先念的发言（1963 年 1 月 9 日），商业

部：《工作史料》，321–324 页。 
52  首次正式提出缩小工业建设的方针是在 1961 年 1 月召开的第八届九中全会上。此后，61–62 年相继调低

了经济计划指标。这一段历史过程可详见，刘国光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4 章；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 31 章。有关

最终决定放弃大跃进政策和执行经济政策调整政策的“七千人大会”，可参见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

始末 1962 年 1 月 11 日–2 月 7 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6 年。 
53  陈云：“精简职工和城市人口下乡的问题”（1961 年 5 月 31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312–319 页。 
54  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方法”（1961 年 5 月 31 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

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4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356–363 页。如刘少奇后来指出的，在

发表这一讲话当时，仍有一部分人反对压缩工业化规模。 
55  中央工作会议：“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1961 年 6 月 16 日），中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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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配合“九条办法”顺利推进，紧急指示开展�查实人口数，严格按照实有人数供应粮食，

作到一人一份粮（人、粮相符），杜绝虚报人数、冒领粮食的现象；②查实粮食定量，严格

按照每个人的劳动强度和年龄，确定粮食标准，杜绝轻劳动吃重劳动粮、低标准吃高标准粮

的现象；③查实工业、饮食业用粮及各种补助粮的销量，核实这些方面的用粮计划，尽可能

地节约粮食等。紧急指示最为重视对①的核实调查，其背景是伴随非农业人口的大规模下乡

务农，户口和粮食供应关系无法按常规办理，很容易产生黑人黑户和不正当粮食申领的现象56。  

    依照“九条办法”，切实开展了职工的下乡务农运动。在此之前，除一部分例外外，下乡务

农的对象主要为 1958 年以后从农村新雇佣的职工，而此次开展的下乡运动把 57 年以前从农

村雇佣的从事低技术岗位的职工也列为了下乡对象。同时也鼓励 50 年代以前开始居住城市的

职工下乡57。62 年中期确立的削减目标要将 61 年底的 4171 万人职工人口削减 1056–1072

万人，其中工业部门确定削减 500 万人、基本建设部门削减 230 万人、交通、运输、邮政、

电信部门削减 40 万人58。于是连承担工业化任务的职工，也被扩大到下乡务农的对象。 

    对于非职工人口，1961 年开始针对农村出身的学生和复员军人开展下乡务农活动。62 年

开始对 58 年以后从农村移居城市的非职工（多数是同时期雇佣职工的家属）一律返乡。对于

58 年以前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非职工，不是职工直系亲属的一律下乡务农，即使是直系亲属、

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也被列为下乡务农的对象（煤炭、采掘工人的直系亲属除外）59。 

 

3．下乡务农和供应削减的成果 

    下乡务农政策在 1961–62 年集中实施，从 60 年底到 62 年底非农业人口从 1 亿 3635 万

人减到 1 亿 941 万人减少了 19.8％，其中职工人口从 5044 万人减少到 3309 万人减少了

34.4％，非职工人口从 8591 万人减少到 7632 万人减少了 11.2％（表二）。 

    同时对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峰值的 1959–60 年度为 3378.6 万吨，减少幅度最大的

63–64 年度为 2333.5 万吨（减少了 30.9％）。城市粮食供应量的削减超过了非农业人口的削

减幅度，这表明不仅仅是农村、在城市也发生了迟供、停供现象。同时暗示了粮食定量的降

低和黑户黑人、不当申领的揭发，户口、供应管理的强化得以贯彻执行。从表四可以看出，

计划外供应量从 60–61 年度 190.73 万吨的峰值迅速降低，到 63–64 年度降为 80.31 万吨。

这里也能看出粮食供应销售管理不断得以强化。 

    1959–61 年粮食大幅减产，尽管 61–62 年的非农业人口下乡政策使得农业人口有所增加，

返销农业人口的粮食依然大幅减少。表三可以看出，59–60年度的返销量为1689.7万吨，62–63

年度削减到 1073.0 万吨。其结果就是，农业人口人均粮食保有量（原粮重量，译者注：口粮

                                                                                                                                                  
要文献》14，412–415 页。 

56  中共中央：“关于核实城市人口和粮食供应的紧急指示”（1961 年 6 月 16 日），中共：《重要文献》14，
416–418 页。 

57  中共中央：“关于 1962 年上半年继续减少城镇人口 700 万人的决定”（1962 年 2 月 14 日），商业部：《工

作史料》，387–388 页。 
58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1962 年 5 月 27 日），商业部：《工

作史料》，390–391 页。 
59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精简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1962 年 5 月 27 日），商业部：《工

作史料》，390–3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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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包括饲料、种子等），从 58–59 年度的 288 公斤下降到 61–62 年度的 207 公斤60。应该

注意到，为了缓和商品粮的供需紧张而大规模实施的下乡务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当

时农村的粮食短缺。 

    我们也应该看到，下乡务农人口的规模并不是依据周密的计划决定的。如刘少奇讲话中

提到的一样：“会不会一下退回去退得太多了？看来不会。即使下去多了，再招起来，我看并

不很困难”61。这表明当时的政策重心，与其说是放在对应该下乡务农人口进行正确地估算上，

不如说是放在姑且尽可能地削减非农业人口的问题上。 

 

四、商品粮短缺下的强化供应管理（1960 年代后期–70 年代前期） 

 

1．1960 年代后期的商品粮短缺 

    1977 年, 谷牧（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对商品粮和工业建设的重要事项强调了以下的

要点。 

 

    “我们究竟能安排多少劳动力从事工业生产建设和其他事业，归根到底，要取决于农

业能够提供多少粮食。职工人数的增长，必须与农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相适应。这是社

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规律，违反了它，就要出问题。62” 

 

    可以看到，1960 年代初刘少奇和陈云强烈指出的问题，到了 70 年代后期仍然作为历史

教训被反复强调。 

    谷牧在讲话中提到因为职工人口增加引发商品粮短缺，从 1960 年代后期到 1977 年发生

了两次。第一次是 71–72 年，包括 818 万职工在内的非农业人口增加了 958 万，造成国家储

备粮食的减少63。第二次在 75–76 年，职工人口增加 511 万，对于这种状况 77 年内必须尽快

采取控制职工人口增加的措施。也就是谷牧认为 72 年和 76–77 年出现的商品粮短缺现象，是

由于前几年职工人口快速增加引起的，坚决不能重蹈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粮食危机的覆辙，

必须深刻反省警钟长鸣。 

    当然，谷牧也注意到，1960 年代后期的非农业人口和职工人口的增加，其规模远远小于

50 年代末–60 年代初的规模。与 58–60 年当时非农业人口年平均增长率 11.4％、职工人口年

平均增长率 32.0％相比，70–72 年的非农业人口和职工人口增长率为 3.2％和 9.0％，75–76

                                                  
60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粮食局：《粮食工作参考资料（1953–1977 年度）》内部发行，1978 年，409 页。

将 207 公斤除以当年全国精米率 119.1%来推算，农业人口的人均粮食保有量实际为精米 174 公斤。已经

低于被视为全年粮食最低消费量的 180 公斤。 
61  刘少奇：“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1961 年 5 月 31 日），中共：《重要文献》14，356–363

页。 
62  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谷牧的讲话（1977 年 7 月 15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67–569 页。 
63  中国国际关系紧张的 1960 年代中期开始，作为备战工作的一环中国开始强化国家粮食储备（表三中“国

家储备”在 60 年代中期开始快速增长）。最初是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下强化国家储备，随着 70
年代以后提出“广积粮”的口号，为完成地方粮食自给的目标，开展了以集体为单位、以农户为单位的粮食

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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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 1.9％和 4.4％64（表二）。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引发当时粮食短缺现象的主要原因，

与其说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倒不如说是由于粮食生产和收购等供给方面造成的。70 年代的粮

食供应问题，是由于 72 年和 77 年粮食减产，粮食收购量大幅减少造成的（表三）。 

    与 1950 年代不同的是，60 年代以后的商品粮短缺，在短缺显现后马上采取了缓和供需

矛盾的措施，及时将影响控制在了最小范围之内。每次出现短缺现象后，可以说均采取了迅

速并且大面积地削减城市粮食供应的政策。在执行这一政策的过程中，粮食的供应管理日趋

严格，到了 70 年前后，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已经与商品粮数量连动起来。 

    伴随商品粮短缺而日趋严格的粮食供应管理，产生了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连动于商品

粮规模数量的结果。综上所述，1960 年代初开始强烈地认识到的“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必须与农

业可能提供的商品粮相适应”的方针，在 70 年以后也得到了贯彻，这为该时期商品粮的发展

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工业建设找到了佐证。 

 

2．1970 年代供应管理的强化 

    受 1960 年代末中苏边境冲突的影响，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75 年）开始重视以军需工

业生产为主的工业建设。并且制定了较高的计划目标，并要求迅速达成指标（高速度、高指

标），结果出现了经济过热。出现了“三个突破”现象，即职工人口过 5000 万，工资总额超 300

亿元，粮食供应总量超过 4000 万吨的现象。物资的供需平衡受到破坏，为了防止发生经济建

设的大幅下滑，在被认为是这种局面始作俑者的林彪死后， 周恩来等人于 71 年底开始着手

修改第四个五年计划65。 

    随着第四个五年计划如火如荼地展开，1970–72 年企业大兴任意雇佣职工，特别是浙江

省出现了“突击招工”的现象66。随着农民雇工，家属大量流入城市。因为当时不予非职工办理

城市户口，这些人都是流入城市的无户口人口67。 

    1970–71 年非农业人口增长率平均为 2.8％，同时期对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量的增长率

平均 4.4％。粮食供应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一时期，非农业人口随意提高

供应定量、申领补助粮的现象很多68。由于没有城市户口的人口大举流入城市，出现以上现象

在某种意义上是确保了这些人的口粮。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很多非农业人口得到额外的粮食

后，通过黑市或出让，将这些粮食转给无户口的人口。 

    职工人口以及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的增加，在 1972 年粮食减产和商品粮减少就要显现的

                                                  
64  1960 年代后期以后对人口流动影响最大的是“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是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青年干部移居

山村、农村。上山下乡运动 68 年夏天开始，冬天正式铺开。从表二可以看出，69 年的职工人口，69–71
年的非职工人口比上年均负增长，可以想见这场运动的规模之大。 

65  刘：《十个五年计划》，307–325 页。 
66  商业部组织召开的全国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电话会议（1972 年 8 月 16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52

页。浙江调查小组“关于浙江省某些地区突击招工情况的报告”（1973 年 1 月 15 日），商业部：《工作史

料》，555–556 页。 
67  公安部：“关于当前压缩和控制城镇人口的几点意见”（1973 年 5 月 11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57–559

页。1972 年的粮食减产也加速了农民流入城市。 
68  华国锋讲话（1971 年 11 月 1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51 页。李先念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

讲话（1972 年 11 月 5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52–5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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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被作为严重问题提上议题。72 年年底开始正式削减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第一，

加强户口管理。72 年 12 月开始，除特例外原则上禁止新雇佣职工；73 年 5 月贯彻重申 58

年户口登记条例第 10 条的基本原则，即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

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农村）户口

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同时严查城市无户口人口，强制返乡回人民公社、生产大队69。

通过这些措施，以职工为主的非农业人口增加得到了控制，不过因为并不像 60 年代初一样大

规模实施下乡务农政策，非农业人口本身数量并没有减少。 

    第二，强化供应管理。1972 年 12 月开始纠正随意提高定量、和不正当申领补助粮的行

为70。为使纠正工作行之有效，73 年 5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呼吁推广“旅大市粮食管理方式”71。 

    旅大市粮食管理方式，是辽宁省旅大市（现在的大连市）粮食局为强化对企业职工的粮

食供应管理，于 1970 年开始实施的粮食管理方法。一般来讲，职工的粮食供应，分为保障最

低消费的基本供应（基本口粮），和对应劳动强度的劳动附加供应（工种补差粮），后者由

于人事调动和离退休等原因需要办理变更手续的，有经常不按规定办理的倾向（特别是供应

量减少的情况）。或者在工作单位食堂消费的部分，本来需要从家庭供应量中扣除，但很多

不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造成了单位和家庭重复供应的情况发生。为此旅大市粮食局和该市

的各级企业，于 70 年对全市职工进行了全面清查，共查处 2 万余人年 600 吨的粮食违规供应

问题72。为此，围绕职工粮食管理，市政府粮食部门和企业组成了新的合作管理体制。实施这

个管理方法以前，旅大市职工的人均定量是月平均 18.54 公斤，到了 74 年，供应定量降到 

18.28 公斤，每人全年削减定量 3 公斤以上，全市 40 余万名职工全年削减粮食供应 1200 吨

以上。73–74 年全国开始推广旅大市粮食管理方式，强化企业职工粮食供应管理73。 

    如上讲到的，1970 年代前期并没有实施大规模的下乡务农政策，非农业人口本身没有减

少，但 73–74 年度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量却低于上年度水平（表三）。这表明这一时期强

化了供应人口的管理，进行了强有力的供应削减工作。 

    这一点可以从表四中得到印证，1973–74 年度计划外供应量为 15.99 万吨，74–75 年度

2.11 万吨，与 70–71 年度的 136.18 万吨相比大幅减少。70 年代前期通过强化供应管理，计

划外的粮食供应得到了控制且大幅减少74。 

                                                  
69  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972 年 12 月 10 日），商业部：《粮食工作史料》，554 页。公安部：

“关于当前压缩和控制城镇人口的几点意见”（1973 年 5 月 11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57–559 页。 
70  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1972 年 12 月 10 日），商业部：《粮食工作史料》，554 页。 
71  赵发生（商业部）在全国夏季食粮会议上的发言（1973 年 5 月 9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56–557

页。 
72  辽宁省旅大市粮食局报告（1970 年 9 月），商业部：《工作史料》，550–551 页。 
73  商业部：“全国推广‘旅大粮食管理经验’的经验交流会”（1974 年 7 月 7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61–562

页。 
74  日本战后的 1948 年 7 月–49 年 3 月，各都道府县的实际粮食供应量超过农林省计划预算供应量 6–7 万吨

（食糧庁、『日本食糧政策史の研究』第 3 巻、御茶の水書房、1986 年（1951 年版的影印版）、314 页）。

由此可以算出全年的计划外供应量应该不到 12 万吨。日本的粮食供应人口 48 年为 4352 万人，49 年为

4400 万人（清水洋二、「戦後危機と経済復興 1 食糧危機と農業復興」、石井寛治・原朗・武田晴人編、

『戦時・戦後期』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 年、311–356 頁），中国 74 年的粮食供应人口为 1 亿 3423 万

人，是日本 48–49 年供应人口的 3 倍多。单纯推算的话，以日本计划外供应量乘以人口倍数的话约为 36
万吨，也就是按中国供应人口数量换算出的日本应有计划外供应量的规模。以此为标准，将 70 年代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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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代后期，如前文所提到的由于 77 年粮食减产（参照表三），出现了商品粮供需

紧张。当时，很难像 60 年代初一样大规模地实施削减非农业人口，所以尝试加强户口、供应

管理来削减城市粮食消费75。 

    具体的措施有，严格禁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坚决贯彻“粮随户走”（粮食供应地与户口

所在地一致）的原则。另外，对没有取得城市户口流入城市的人口，以及企业随意雇佣的临

时工和合同工，积极组织返乡务农76。 

    以上这些措施直接关系到计划外供应的削减，如上海市粮食局在实施这些措施的同时，

强化了对占计划外供应大部分的补助粮申请的审查，努力削减粮食计划外供应。该市 1976 年

供应的补助粮约为 6 万余吨，占该市粮食供应总量的 4.6％，人年均达到 8.5 公斤。77 年对补

助粮的申请内容做了详细地调查，结果表明其中 14％不应该作为补助项目申请，于是指示 77

年以后严格审查申请、削减补助项目77。 

    可以想见当时全国都在开展这样的工作，1970 年代后期全国的计划外供应保持了较小的

规模（表四）。 

 

3．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与商品粮的连动 

  最后我们要通过图二，确认在 1970 年前后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与商品粮（这里包括上

一年年底的周转库存、本年度的国内征购量、以及本年度的净进口量）规模开始相互连动的

过程78。 

    从图中可以看出，1950 年代到 60 年代初，供应非农业人口的粮食总量的增长比例和商

品粮增长比例之间呈没有时间滞后的状态在变化。也许可以简单认为这就是表明两者之间存

在“连动”关系，不过这实际上不是表明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与商品粮的规模连动,而是表明

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商品粮是按照政府的年度计划来变动的这一事实。这一时期，在积

极推进工业化政策之下，粮食政策也以“以销定购“（先制定销售量，再决定收购量）为基调。

因此计划上，政府根据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扩大的规模决定商品粮的收购规模，实际上的商

品粮收购是由政府制定的收购计划和当年的粮食生产状况来决定的。盲目追求提高商品粮比

例的政策本身就矛盾重重，50 年代后期的商品粮和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一同大起大落，60 年

代初双双陷入了增长低迷的状况。 

                                                                                                                                                  
国与战后日本相比较的话，73–74 年度中国计划外供应量 15.99 万吨不到日本（36 万吨）的一半，74–75
年度 2.11 万吨仅为日本的 6％不到，从这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计划外供应的规模是如何之小。诚然，战

后日本也意识到计划外粮食供应量规模过大的问题，49 年以后开始努力改变计划外供应过大的状况（食

糧庁、『日本食糧政策史』第 3 巻、313–318 頁）。 
75  陈国栋（国务院财贸组副组长）在夏季粮油征购会议和市镇粮食供应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1977 年 5 月

15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70–572 页。 
76  凌云（公安部）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77 年 7 月 15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66–567

页。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1977 年 11 月 8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70–572 页。 
77  上海市粮食局：“对全市补助粮作了调查统计”（1977 年 9 月），商业部：《工作史料》，570 页。 
78  周转库存参见表三的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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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生了一年的时间滞后应该是以下的原因。因为征购粮食普遍集中在 8 月和 11–12 月79，

为此直到转年 1 月才能够知道上年度粮食征购的大致结果，并且根据库存、粮食进口状况才

能摸清本年度商品粮的大致规模。注 8 中所提到的，把粮食年度定在 4 月到转年 3 月，主要

是因为订制下一年度粮食计划和非农业人口计划时，要参照本年度商品粮的规模。 

  1970 年前后开始，非农业人口粮食供应与商品粮规模的连动，毫无疑问，意味着依据商

品粮供应能力调节非农业人口规模的开始。这也可以说明，工业建设的进展受限于商品粮的

供应规模80。 

 

结语 

 

    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三点。第一，上世纪 50 年代粮食供应体制所起的作用，主要是为了配

合工业建设，通过户口固化承担工业建设的非农业人口，进而进行有效地粮食供应。供应政

策的目的是要削减城市粮食供应量，但并没有意图削减供应人口本身的数量。其结果，整个

50 年代后期，非农业人口的增加一直超过了商品粮供应能力的增长。 

    第二，大跃进政策的失败和粮食危机发生以后，政府政策开始倾向于通过粮食供应与户

籍制度一体化管理来削减非农业人口，这引起了工业建设的后退。1961 年中期以后，政府为

了大幅削减商品粮的消费人口，扩大城市工人为下乡务农的对象。推行这种政策的背景反映

了当时政府决策层对形势认识判断的变化。也就是，削减职工人口和工业建设的后退是没有

办法的事，决策层普遍意识到必须纠正一直以来单方面追求工业建设快速增长的方针战略。 

    第三，粮食危机以后，政府的政策方针开始强烈地意识到非农业人口的规模和工业建设

的进展，必须与农业部门可提供商品粮的规模相适应。1970 年开始，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

已经与商品粮的规模连动起来。这个事实告诉我们，70 年代以后也贯彻了 60 年代的方针，并

且这一时期的工业建设的进展受制于商品粮的供应能力。 

    以 1979 年农产品收购价格上调为契机，粮食增产、供应紧张的缓和，扩大了可以供养非

农业人口的规模。于是伴随着粮食供应限制的放宽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非农业人口大幅

增加，并由此带来了 80 年代以后中国经济的巨大发展。回过头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很清楚

地看到 70 年代以前粮食供应的紧张状况一直得不到改善，直接限制了工业建设的顺利进行。 
 

                                                  
79  商业部：《工作参考资料》，10–11 页。 
80  这一时期，中国工业建设在“增产不增人”的口号下，努力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谷牧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

的讲话（1977 年 7 月 15 日），商业部：《工作史料》，568 页）。但是，这一努力到 1970 年代末为止

进展得并不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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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质量制度下的企业策略—— 

   中国企业货款回收风险对策的契约理论分析1 
 

渡边真理子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日]『アジア経済』第 51 卷第 1 号，亚洲政经学会，2010 年 1 月， 

2-30 页。 

 

 
一、问题设定 

 

1．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当众多计划经济国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型之时，经济交易的基础——商

品货款的支付行为则混乱不已。因此，以“经济交易的治理（governance）”为主题的实证研

究也随之展开。McMillan 和 Woodruff（1999）探讨了越南日趋兴盛的私营企业交易如何受

到监督。Johnson、McMillan 和 Woodruff （2002）探讨了法院在经济转型国家经济交易的

监督、执行（enforcement）方面怎样发挥作用。Fafchamps（1996、1997）则以非洲为例，

发现对于发展中的经济，种族影响着契约的履行，尤其是商品货款支付的履行。在上述探索

性实证论文的刺激下，理论性研究相继展开。例如 Dixit（2003a、2003b、2009）对契约执

行、交易监督得到第三方或制度的担保后，经济交易扩大的可能性进行了论证。 

一般认为，除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之外，令契约无法照章履行，

出现不完备的还有以下情况：①契约不能写入全部可能产生的情况；②契约不可证实（因此

无法由第三方执行）；③当事人不完全理性（有限理性问题）等。在这些情况下，相关讨论都

隐含了所有权和其他制度的设计对于提高交易效率不可或缺这个前提。大量考察制度的改善

能否提高交易效率的应用研究就是在这个前提下开展的2。同时，有关“好制度是否对经济有显

著贡献”的实证研究也随之出现（Demigrugc-Kunt 和 Maksimovic2001）。简而言之，在不可

证实的契约的执行问题存在的情况下，主流研究集中关注的问题是就所有权和企业形态等制

度的优劣，而不是当事人之间的相关机制。 

针对以上主流观点，Allen、 Qian 和 Qian（2005）进行了反驳。他们认为，“制度较差

的中国实现了高速成长”是对以上讨论 好的反证。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也给出了反证。按照

Maskin 和 Tirole（1999）、Maskin（2002）的论证，即使契约不能写入全部可能，只要制

定良好的机制，就不会出现不完备契约。在他们看来，认为“支撑交易的制度和契约一旦不完

                                                  
1  致谢：在此向协助参与本文调查的各位，以及 3位匿名审稿人致谢。文责由笔者自负，敬请指正。 
2  关于贸易、海外直接投资和企业形式相关的不完备契约论应用案例的相关调查有 Helpman(2006)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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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便会产生非效率”、“只有影响再次交涉（Renegotiation）的所有权和其他制度才具有意义”

的论调过于天真。但是，对于可能造成不完备契约的后两种原因，即“不可证实”和“有限理性”，

目前相关反证。此外，关于这些问题的实证研究也非常有限。Allen 等（2005）也只测定了衡

量制度质量的指标与宏观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而至于实际对应情况如何，目前还几乎没有

相关实证分析。 

 

2．本文观点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的企业制度发生了剧变。曾经只需要按计划生产的

企业被抛入了必须自行确定价格、销售商品、回收货款才能获得利润的环境中。在尚不健全

的经济环境中，出售商品后拿不到货款的情况频发3。从笔者询问调查的被调查者对问题“在如

此环境下，当事者如何应对”的回答中，我们发现在新交易规则随着市场经济的重新建立而逐

渐形成的特殊环境下，各企业为了凭借自身力量立足于市场，纷纷制定出了应对策略。询问

调查显示，很多厂商为了克服无法回收货款的状况，重组了分销渠道，且其种类可谓五花八

门。虽然司法等制度的改善对于缩小货款回收风险确实非常重要，但在参与调查的众多当事

人中几乎没有企业责怪制度不完备，都认识凭借自身策略规避货款回收风险。 

本文的目的是对多样化的策略进行模型化，使各项策略的经济效果能够对比，借此比较

策略的优劣，并考察在策略相互竞争达成的市场均衡状态下，市场选择了哪种策略。此时，

带来社会福利（被定义为企业利润和消费者剩余之和） 大的策略为优秀策略。通过这项研

究不仅可以比较策略间的优劣，还可以考察策略与制度之间的关系。希望通过本文的讨论，

能对上述文献争论的“是否没有优秀制度经济就不发展”，及“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企业能否

单独依靠策略改善经济福利”等问题提供一些新见解。 

 

二、观察到的事实：货款回收问题是怎样解决的 

 

1．为何会出现货款回收混乱的情况？ 

在中国，货款回收混乱问题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的。在商品从原材料生产者，

到加工业者、销售业者，再到消费者的流动过程中，一旦某个环节的企业资金周转停顿，参

与交易流程的企业之间的货款支付就会拖延，一些拖延甚至长达两三年，这一现象俗称“三角

债”。1989 年，时任副总理朱镕基通过向交易上游企业提供贷款，实施了大规模清理。但拖欠

货款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在中国市场上，拒付货款的情况随处可见4。 

                                                  
3  当货款无法切实回收时，包括企业资金周转停滞，需要重新筹集资金在内，企业金融会受到重大影响。同

时为确保货款回收，除了督促货款支付相关契约执行的机制和制度的优劣之外，交易的对象能否为卖出的

商品支付货款、企业策略整体上是否恰当也会产生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怎样回收货款是一个企业金融与

企业策略二者相互影响的问题。 
4  这方面的情况有很多相关调查报告和报道（其中，介绍中国企业经验的有钟(1992)、韩(1995)、贺晓东和

张永山(1995)、张荣钢·刘小玄(1996)。介绍外资企业经验的有日中投资机构(1999)、谷地(1999)、中小企

业金融公库(2000)、日本机械输出组合(2004)。 媒体报道有 2002 年 5 月 5 日的《香港信报》，2000 年

7 月 6 日的《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除此之外还有当事人的证实（董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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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货款回收会出现混乱呢？在笔者开展的询问调查中，一位当事人系统讲述了其中的

缘由。据这位当事人回忆，(1)货款回收混乱全面爆发晚于朱镕基副总理的大规模清理，出现

在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其原因在于市场经济爆发式发展，但(2)支持市场的制度不完

善，同时，(3)企业还不具备市场经济头脑，另一方面，在经济活动飞速发展的同时，(4)资金

出现了绝对性短缺。而货款回收相关制度的完善，特别是针对故意拒付货款企业的行为规范

机制的建立是在 1992 年至 2000 年间完成的5。 

 

2．控制货款回收风险的法律制度 

中国政府也曾制定过用于落实货款回收的制度。具体来说，中国政府通过在 1996 年制定

票据法、合同法，对解决纠纷的基础——民事诉讼法等进行修改，在中国引入了票据。当时

不允许发行企业信用担保的商业票据，引入的是具有中国特色，附带银行信用的银行担保票

据6。票据原本是评估发行企业的信用进行交易的凭证，如果不按期履行票据，企业的信用度

将会降低，进而被淘汰。在日本，六个月内拒付票据两次的企业会被通报给票据交换所的加

盟银行，在两年内禁止该企业使用支票账户和贷款等银行交易。从而使企业实质性破产（关

于具体制度安排, 比如见日本全国银行协会主页）。但在中国，广泛流通的票据是以银行信用，

而非企业信用为依据的银行担保票据。截至 2010 年，拒付票据与禁止银行交易相挂钩的机制

仍未形成7。以银行为中心的金融机构认为，在今后，“企业不愿维持自身信用，出于短期考虑

选择拒付的趋势不会改变，其自身面临着巨大风险”。政府和党也依然在坚持倡导改善作为金

融交易基础的企业信用的必要性。 

 

3．企业的认识和行动 

前面提到询问对象证实，至少对于他的企业，货款回收问题到 2004 年底已经可以控制。

那么，为什么货款回收问题，特别是买方为保证资金故意拒付的行为得到了控制呢？对于这

个问题，多数采访对象认为企业的策略和应对措施比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8。从其他文献、研

                                                                                                                                                  
2006）。 

5  采访中的发言如下。“1992 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再次确认市场经济进程后，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
口号，使其成为了政治思想上的首要事项。但制度、体制、意识完全没有跟上。因此，从 1992 年到 1998
年，相互拖欠货款的现象大肆扩大。因为在那时，社会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完全没有就信用，即“诚
信”达成相关共识。这也是因为①资金管理不规范，②另一方面资金绝对性短缺。即便是他们行业，在厂

商泛滥的时代也出现了销售恶化、资金短缺，影响到了作为部件厂商的本公司的货款回收。银行、企业管

理都不规范，依然延续着计划经济（2004 年 12 月对 A 公司的询问调查）。” 
6  银行担保票据从票据本来的性质来看，是中国的特有票据。票据的发行原本依据的是发票人的信用，而银

行担保票据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银行担保。这反映了中国在刚刚引入票据制度后，企业自身信用已跌入谷

底，只能依靠银行信用的过渡性情况。关于中国票据制度的发展情形以及其他货款回收相关制度的发展概

况请参照桑田良望(2006)。 
7  如后所述，如今在中国流通的票据大部分附带银行担保，因此，与票据交换所的监管相比，银行给予担保

时的审查对于评价企业的信用度 为权威，这恐怕是受到了该方面的影响。 
8  注 3 的证实者做出了下面的回答：“对于这一点（货款回收混乱的问题），朱镕基总理全力以赴地系统改

善问题，希望使市场经济运行起来。比方说，相对于先生产后销售的体制，奖励采用产品生产与销量相结

合的生产管理系统。其次，引入了银行担保票据。虽然日资企业 初曾经拒收，但从目前的情况来说，这

是 安全的支付方法。这种票据由银行担保，即使发票人倒闭，供应商也能够从银行得到支付。而且还能



专题研究 
 

71 
 

究、企业听证和问卷调查等给出的答案来看，当存在无法回收货款的风险时， 常采取的行

动并不是表达对司法制度不完备等方面的不满，而是通过调整分销渠道，改进销售契约和分

销渠道的设计方式。这些文献和询问调查结果的共同结论是：（1）绝大多数企业有收不回货

款的经历9，以及（2）货款回收问题的存在成为了重组分销渠道的契机10。 

令人感兴趣的是，本文中出现的家电厂商绝大多数表示在 2000 年前后已经可以控制货款

回收问题（当然，发生问题的风险并未杜绝）。 

 

货款坏账在国内销售刚刚开始的 1996 年后出现了一段时间，到 1999 年就消失了。

这不是“制度”的问题，而是“做法”的问题。问题在于发生应收账款时，负责人有没有认真

对“对方是否可信，市场风险大不大”等情况作出判断。我于 1996 年进入公司，我负责的

部分并没有应收账款坏账。（2002 年 12 月 23 日，Z 公司 J 分公司主管） 

 

事实上，随着重新设计分销渠道和分销契约等企业自身策略的实施，以及银行担保票据

等制度的引入，可以说，到 2000 年前后，货款回收风险在家电产业的主力厂商之间已经可控。 

 

4．企业的具体策略 

为了控制货款回收风险，企业采取了怎样的应对和策略？在笔者的询问调查中，所有企

业都重组了分销策略，从中可以总结出四种具体的分销策略形式。 

 
                                                                                                                                                  

在银行兑现。自从 1996 年前后启用以来，至今尚未出现事故。同时，企业还开始对交易对象展开信用调

查。开始积累每个客户的财务等信息。如今，当支付发生问题时，企业会观察三个月，如情况仍无好转则

停止交易（前面对于 A 公司的询问调查）” 
9  大部分企业都有货款回收失败的经验， 初的原因是对制度变化反应迟钝。从 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开始

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企业未能跟上快速变化的环境。在这一时期，收不回货款的现象蔓延，发生

了被称为“三角债”的情况，在此时，一旦销售方拒付货款，企业资金的流动性就会停滞，导致拖延原材料

供应方货款、员工工资、电费和水费等，拒付从而进一步向下游传播（韩朝华(1995：未发表)的轴承厂案

例，贺晓东(1995：未发表)的化工厂案例）。时任总理朱镕基虽试图通过向国有企业贷款的方式解决问题，

但拒付问题在之后仍然广泛存在。20 世纪 90 年代，“拖延支付要看企业财务负责人的本事”的情况一直在

持续。之后，企业开始通过学习，寻找货款回收管理需要的基本对策。进入新世纪后，更完善的对策得到

了广泛应用。当无法回收货款，厂商在资金周转方面的对策不再是拒付，而是向银行借款，调整交易条件。

调整交易条件是指首先停止向产生拒付的对象提供信用，要求现金结算，停止交易，然后对整个销售契约

进行调整。 
10  货款回收风险的存在还成为了构建分销渠道的契机。对于多数中国家电厂商，无法控制货款回收的情况

成为了放弃现有计划经济分销渠道，开始重组自主分销渠道的契机。20 世纪 90 年代前半期，家电商品的

分销还多数由国有部门掌控。他们导致货款支付进一步恶化，给厂商造成了困扰。例如，电视巨头 TCL
吸取传统国有分销部门拖欠货款的教训，着手构建分销网络，在家电厂商中率先构建起了内部批发型分销

渠道。1990 年，此前一直生产销售固定电话的 TCL 开始销售 AV 产品，但货款回收受阻。于是，该公司

停止与国有分销商交易，尝试自行构建销售网（2000 年 2 月采访 TCL 时任副总裁袁信成）。而空调巨

头格力电器也走出了相同的道路。根据董明珠的介绍，当他作为营业员刚进入格力时，第一份工作便是回

收上任遗留的欠款，整整花费了 40 天。董在回收时遇到的是管理混乱的民营企业故意不支付欠款的案例

（董(2003)）。另外，外资厂商在进入中国后也面对着货款回收的问题。通常进入外国市场的正常步骤是

首先与当地的零售商、批发业联手开展试验性销售，在国内的分销网络形成一定规模后进入本地化生产。

但当时的中国要求进入的外资企业首先从生产开始，因此需要在销路不确定的情况下进行生产。在当时，

日本等国虽然只有向存在销路的海外销售一条发展道路，以出口为主，但基于某些原因，在中国国内进行

销售时不得不面对销售货款回收问题（谷地(1999：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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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批发商买进方式：货款回收风险与销售价格的权衡 

①交易方式：多数厂商进行交易的分销渠道是与经销商，即批发商（独立分销商）交易，

批发商与特定厂商之间没有排他性关系。在这种类型的交易中，(a)批发商从厂商买进商品，

进行销售。与厂商交涉的基本内容包括商品买卖、价格和数量。其他条件不与价格、数量挂

钩。(b)批发商与特定厂商交易时，与其他厂商的交易不受限制。条件不合也可以放弃交易。 

②分销商的利润结构：与独立分销商交易的方式是分销商买进商品，销售给消费者。从

厂商买进的价格与零售价之差即为利润。分销商会加大畅销商品的进货量，开出有利于厂商

的进货价格和进货结算条件，也会减少滞销商品的进货量，大幅降低零售价减价出售。一般

来说，厂商无法将零售价引导至自己希望的水平。 

③对于货款回收风险的应对：由于买进交易通常采取交货后支付货款的方式，因此存在

货款回收风险。厂商方面为了规避风险，经常要求凭现金交付，分销商则会要求相应降低进

货价格。厂商无法提出价格以外的其他条件，需要在货款回收风险和销售价格中做出权衡。 

在笔者开展询问调查时，这种类型的交易还常见于很多企业。但是，当厂商为了规避分

销商拖欠, 尤其策略性拖欠的风险，要求对方凭现金交付，从而被迫将价格压到 低限度，在

议价中处于劣势时，收不回货款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因此，如同下面的介绍，一些厂商通过

构建其他类型的分销渠道形式和交易机制，为克服这种交易的脆弱性做出了努力。 

 

（2）批发功能内部化：高内部化成本 

①交易方式：为了克服在买进交易中对于策略性拖欠的脆弱性，著名彩电厂商 TCL 把出

现拖欠现象的经销商承担的批发功能转入了内部。企业内部的销售公司负责商品的配送，厂

商总部统一管理数量分配和交易价格的设定。而内部化的批发部门则保留了与（a）独立零售

商和（b）代理零售商交易两种渠道。 

②分销商的利润结构：（a）独立零售商从厂商的批发部门买进商品，然后将其作为自己

拥有的商品销售给消费者。其差价为分销商利润。（b）代理零售商是在向消费者卖出商品后

向厂方支付货款。在零售阶段，消费者通常以现金形式支付，资金周转问题少，产生货款拖

欠的风险远远小于批发。在与代理零售商交易时，零售价与批发价之间的毛利由厂商设定，

分销商则根据订货量调整自身利润。 

③对于货款回收风险的应对：由于与批发商进行交易时经常产生货款拖欠，因此，为了

规避风险，厂商在内部设置了批发部门。随着批发部门的内部化，TCL 回收货款的对象变成

了零售商，因为零售商的现金流入量大，所以货款回收情况良好。在其他厂商向批发商回收

资金时常长达数月之时，TCL 已经实现了按月结算，缩短了信用期。但这样虽降低了货款回

收风险，却造成了较高的固定费用。首先，原本由外部分销商承担的批发业务的从业人员进

入了内部。其次，调整全国各地批发部门的配送也由企业负责，此外，企业还需为充分开展

信息搜集付出成本。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某拥有两万名员工的厂商，隶属销售部门的员工

就有一万人。 

相对于销售部门的人工费、信息搜集成本及决策的奖励等内部化成本，消除货款回收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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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带来的效益能否弥补成本尚且存在疑问。从 TCL 日后的表现来看，内部化成本似乎超过了

效益。随着时间进入本世纪初秩后半期，特别是在城市，TCL 成为了高度依赖家电连锁店（在

下一项中详细阐述）的厂商之一。现在，分销渠道的主流有可能从内部化渠道转向家电连锁

店。 

 

（3）“零售价回扣”方式 

①交易方式：多数厂商如今都在与批发、零售功能兼备的家电连锁店进行交易。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开始飞速壮大的家电连锁店是一种形式类似于日本家电量贩店的分销业态。这

一业态由独立业者起步，随着门店网络的扩大快速发展，到 2008 年，已经占据了电视和白色

家电分销渠道终端的一半。这种家电连锁店拥有大规模的门店网络，并以“价格低”、“品种全”

吸引消费者，在消费者中知名度颇高。这增强了分销商与厂商价格交涉的底气。家电连锁店

与厂商的交易大部分采取前面提到的买进方式，但还有一部分采取的是被称为“零售价回扣”

方式的契约交易。也就是以 终零售的价格为基准，分销商事后提取回扣的方式。这种方式

大多是以高价商品、热门商品、新商品为对象。厂方虽然对“零售价回扣”方式存在不满，但也

理解这是在重要商品的销售中无法避免的交易形态。 

②分销商的利润结构： 采取“零售价回扣”方式时，分销商的利润由(a)“零售价回扣”（分

销商抽取零售价乘以固定毛利率的金额作为回扣，其余部分支付给厂商）和(b)“入场费”（进

行交易时需要缴纳的定额手续费）等组成。 

③对于货款回收风险的应对：分销商在与厂商结算时，对于特定畅销品牌采取凭现金交

付的方式，但对大部分厂商采取的是在销售完成后，分销商向厂商支付其应得款项的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支付何时进行完全取决于分销商，条件对厂商依然不利。 

 

（4）与代理批发商的契约交易：“预付”与“销量-货款回收率回扣”相结合 

另一种附带奖励契约的代理交易形式是空调巨头格力电器创造的交易机制。 

①交易方式：格力的分销渠道以厂商只与代理批发商交易，不与分销商直接交易为原则。

厂商首先在各地区选择少量经销其品牌商品的代理商，赋予其地区垄断销售权，并要求缴纳

预付款作为代价。然后，在商品的销售年度结束时，给予销量和货款回收率高的代理批发商

回扣，即下调供货价格。并且，零售价不由厂商管理。进入本世纪后，厂商与代理批发商合

作成立品牌销售公司的方式全面展开。 

②分销商的利润结构：代理批发商的利润是毛利（零售价与批发价之差）乘以数量，批

发价采用可以随销量和货款回收率（分销商向批发商支付货款）的提高相应下调的回扣方式。

由于回扣率是在确定销量、货款回收率、在契约中包括的其他品牌推荐活动等方面的成果后

得出，因此，分销商会争取使销量、销售活动符合厂商意愿，从而获取奖励。 

③对于货款回收风险的应对：厂商与批发商之间的契约由用于规避货款回收风险的“预付

要求”和与销量、回收率等11挂钩的奖励，即“回扣”组成。因为采用预付款的形式，所以商业信

                                                  
11  在实际契约中，除了销量和货款回收率，如果对品牌促销活动的积极参与和成果等方面得到好评，回扣



渡边真理子：低质量制度下的企业策略 
 

74 
 

用由分销商向厂商提供，对于厂商，货款回收风险得到了规避。但另一方面，代理批发商仍

面临着分销商拖延支付的现象和货款回收风险。按照一般看法，在格力的销售渠道中，代理

批发商为了赚取丰厚毛利，付出的代价是充当吸收货款回收风险的缓冲带。 

 

三、货款回收风险的吸收和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策略与市场均衡的分析 

 

下面，笔者将对厂商在与分销商进行交易时用以应对货款回收风险的交易机制进行模型

化，使各种策略能够相互比较12。在此基础之上，分析这些策略在市场上展开竞争时达到的均

衡状态。这里探讨的交易形态包括以上述询问调查中观察到的 4 种类型，即①买进方式、②

内部化和两种契约交易（③零售价回扣方式，④数量-货款回收率回扣方式） 

 

1．与批发商的买进交易 

这里探讨的是卖方厂商 M 与买方分销商 S 的交易。第 0 期， M 以单位成本 c 生产物

品，以批发价 p 向 S 销售数量 d 。第 1 期，分销商 S 以零售价 v 向消费者销售该商品，然

后向厂商 M 支付 pd 。假设二者经营的物品的需求量随价格上涨而减少。关于需求量 d ，

在第 0 期，厂商 M 或分销商 S 的期望值为 dkvdE  )( ，其中，消费者实际购买的数

量为 d 。k 为厂商或分销商事先预测的销量与消费 d 实际购买量之间的误差， 是消费者对

该物品评价 高时价值13。本节的四个模型均采用上述设定。 

 

（1）期望利润 

分销商 S 向厂商 M 买进商品时，分销商 S 通过拖欠厂商货款可以获得相应利润。但后

续交易自然会被拒绝，因此无法在随后的交易中获得利润。分销商 S 在权衡按时支付延续交

易和一次拖欠的利弊后，决定支付还是拖欠。假设分销商 S 的主观贴现率为 )1( ，每次能

够获得相同规模的利润，那么，当交易永远延续时，S 的收益是



 






1

))((

1

)( vpvdkpv 。

另一方面，假如只支付了一次货款的 ％( 10   )，交易就此停止，则收益为 dkpv )(   

))(( vpv   。当  
pv

p




-

1 
 成立时，选择不拖欠反复交易。相反则选择拖欠，在一次

性交易后收手。但在实际情况下，对于分销商 S ，如果以  
pv

p




-

1 
 成立为前提选择拖欠

比例 （
pv-

vp




 ），那么，不发生拖欠反复进行交易和一次性交易得到的收益相同。此时，

                                                                                                                                                  
率也会提高。而且，当分销商在淡季买入空调等商品时，厂商削减库存的效果好，因此还有折扣（淡季折

扣）等优惠。 
12  把采访调查中观察到的交易形式写成模型后，按照假设，面对的需求性质相同，企业策略的优劣更为明

了。在模型的描述中，应对货款回收风险的形式、意志决定权的分配等方面基本根据采访调查中得到的信

息描述。 
13  代表消费者偏好的参数 同样为期望值，是随机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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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销商 S 是否拖欠将取决于概率。 

由此可以设想，厂商 M 处于无法信任分销商 S 会切实支付货款的环境之中，按照厂商

M 的预测，分销商 S 有 t 的概率只支付货款的 ％，有 t1 的概率全额支付。对于厂商而

言，支付的不确定性就是其委托分销商 S 销售自身商品时的“代理成本”。接下来，为了便于观

察分销商、批发商不诚实支付带来的影响，假设消费者和零售业者必定支付货款14。假如分销

商 S 也了解厂商 M 的上述预测，则分销商 S 的期望利润如下： 

 

))((       

))(())()(1(

pTvv

vpvtvpvtΠ M







 （1） 

其中 )1( ttT   为厂商 M 的期望回收率。 

 

而厂商 M 的期望利润为： 

))((       

))(())()(1(

vcpT

vcptvcptΠ M







 

     

图 1：买进交易的时间轴 
        

        第 0 期                                          第 1 期 

    · M 向 S 销售                           · S 向消費者销售 d 

· M 决定 p ， S 决定 dk 。                          ·消費者向 S 支付 vd  

                                                                      · S 向 M 支付 pd  

    ·此时 M 能够向 S 回收 pd 的期望概率为 )1( ttT        

 · M 将向 S 提供的商业信用为 pd 。 

 

（2）价格设定 

分销商 S 向零售商或消费者直接销售的零售价 v 与厂商 M 向分销商 S 销售的批发价 p

是由各级卖方根据自身的竞争情况设定。分销商 S 在销售商品的过程中，当竞争的批发企业

数量多，对于零售商或消费者争夺激烈时，分销商 S 设定的零售价会与进货期望价格保持一

致( pTv  )。（现实中，同一城市存在多家经营同一品牌的分销商就属于这种情况。）而当分

销商 S 基本没有竞争对手，能够向零售商或消费者垄断销售该商品时，分销商 S 设定的零售

价会使（1）的期望利润 大化( 2/)( pTv   )。(这种情况是指某地区某种商品的销售由分

销商 S 垄断，只能通过该渠道购买，或是消费者和零售商争相购买。) 

厂商 M 同样也会根据自身销售时的竞争情况设定价格。在 M 的商品对于分销商 S 没有

                                                  
14  即便从现实情况来看，一般 终消费者为个人的物品，消费者拒付的情况极少，中国的货款回收问题也

主要发生于分销、批发业者及其上游业者之间。而且，实际买进的商品也存在积压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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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的品牌竞争力，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厂商 M 设定的批发价会与边际成本一致 cp  15。

另一方面，在多数分销商都想买进厂商 M 的商品，可以抬高价格的情况下，设定的批发价会

达到能够使利润 大化的垄断价格的水平 Tcp 2/)(   。 

下面来思考分销商 S 、厂商 M 各自设定垄断性、竞争性两种价格的情况。 

 

（3）均衡 

当厂商与分销商拥有上面的 佳应对策略时，会产生怎样的均衡状态？这需要分成厂商

间的竞争环境分别处于“垄断性”和“竞争性”，以及分销批发商之间的竞争分别处于“垄断性”和

“竞争性”的四种情况进行讨论。在各种竞争条件下，达到均衡时的价格、利润、供货量组合如

下。 

表 1：买进交易的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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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笔者绘制 

 

下面根据表 1，对货款拖欠风险存在时，风险怎样影响厂商和分销商的利润，竞争怎样影

响风险进行探讨。 

首先，厂商向分销商销售时，如果厂商间存在竞争（（1）、（2）的情况），厂商的 大利

润为零或负数，即亏损。这是因为货款回收虽有风险，但由于存在竞争，相应的风险成本无

                                                  
15  当厂商在价格上具有一定交涉能力时，可以制定使利润为零的价格 cpT  ，从而避免亏损。但在这里，

笔者假设厂商间竞争激烈，由于竞争对手定价为 cp  ，其他厂商只得追随这一定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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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通过提高批发价的方式补偿。而且，厂商 M 的利润是期望回收率T 与拖欠比例 的减函

数，分销商 S 的利润是T 与 的增函数。也就是说，产生拖欠的概率越低，或者是货款中拖

欠的比例越低，厂商的利润越高，分销商的利润越低。二者的利润都大于零的情况只出现在

1 ，或 0t ，即分销商 S 绝对不发生拖欠，切实进行支付之时。但是，即便厂商为确

保这一局面，与分销商再次交涉，希望通过给予其某些奖励，使分销商如实支付货款，但鉴

于自身已经亏损，奖励的资金将没有来源。由此可知，当厂商间竞争激烈，没有能力借助差

异化等手段提高价格时，在存在拖欠的环境下，厂商将陷入无法摆脱亏损的窘况之中，从而

遭到淘汰16。 

当厂商对商品具有垄断能力，有提高价格的余地时，情况将发生变化。此时，厂商 M 、

分销商 S 的利润都不受拖欠风险的影响。其原因是，在该模型的框架中，某些设定价格的方

式能够消除拒付风险。厂商与分销商之间的交易价格——批发价 p 是T 与 的减函数。当

厂商预测分销商可能拒付时，会相应提高批发价予以应对，能够弥补风险成本。上述结果显

示，只有当厂商具有垄断实力，有提高价格的能力时，厂商才能够确保利润过零，并承受住

货款回收风险的成本。只有实现地区垄断，拥有商品的品牌竞争力和垄断实力，厂商才能够

消化掉拒付的问题。 

 

2．内部化之后的情况 

下面来看为了克服买进交易对于货款回收风险的脆弱性，而像 TCL 一样实施批发部门内

部化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在与买进交易相同的设定下，厂商 M 与分销批发商 S 重叠。

但是，根据与批发部门交易的零售商的销售形式是独立于品牌的零售，还是品牌代理销售，

交易中发生的信用关系会相应发生变化。这里分析的是与独立零售商之间的交易17。 

TCL 在对批发功能实施内部化之后，选择了与零售商直接交易的形式。由于假定以现金

形式与消费者发生交易的零售商不会产生拒付，因此，分销批发商 S 可能发生拒付的问题消

失，交易中的货款回收风险也随之消除。这是内部化的优点。但是，当批发部门从外部进入

内部后，该部门的人工费，对批发功能需要的物流基地等方面的投资将随之产生18。假设厂商

完成批发部门内部化后，与独立零售商进行交易，在向零售商销售商品的同时收回货款，交

易是一次性完成的，在交易中不发生商业信用，零售商向消费者销售时积压的概率为 k1 。 

                                                  
16  即便是对于在日本等普通市场经济环境下活动的企业，货款支付是否顺畅也是淘汰企业的基准。众所周

知，按照现在日本的惯例，无法确保支付票据的企业将被禁止银行交易。使其资金周转停止，企业活动停

滞。没有充足竞争力的企业将由此丧失向自分客户支付货款的手段和能力。也就是说，按照日本的制度，

当其自身产生拒付时即被淘汰。在中国虽然没有“因拒付票据禁止银行交易”的制度，但文本的分析表明，

在市场竞争中存在着相似的机制。 
17  我们对于与零售代理商之间的交易也进行了分析，但本文不予详述。此时，厂商的资金限制有时会制约

零售价、批发价和销量。 
18  本文的模型没有明确指出与生产相关的固定费用，但所有模型都采用了相同的假设。另外，对于分析对

象——与分销相关的固定费用（主要是人工费和仓库等方面的投资 X ），在与分销商进行交易时，假设

分销商负担固定费用 X ，厂商不产生销售管理费。但内部化时，厂商负担销售管理费，即固定费用 X 。

模型中的分销商 S 利润
SΠ 可以加入－X项作为成本，但是，只要分销商对销量 d 或零售价 v 追求利润

大化， X 就不影响均衡状态的零售价、数量、毛利等，因此予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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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厂商需要求解的是如下问题。 

 

Xvc)(v

Xc)E(d)(vΠ  ΠMax MS
v





)(         
 

   

  均衡状态的零售价、销量、厂商和分销商的利润如下表所示： 

 

表 2：批发内部化，与独立零售商进行交易时达到的均衡状态 

 
零售价 

v 

批发价 

P 

销量 

d 

厂商+分销商利润  

ΠM+ΠS 

（１）厂商间没有竞争  
2

c  ---- 
2

)( c   
X

c
k 


4

2  

（２）厂商间存在竞争 
c  ---- 

)( c  X  

    注：本表各由笔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从上述结果来看，厂商在能够对零售商形成垄断时可以够盈利，完全处于竞争状态时利

润为零。另一方面，批发的内部化会产生批发部门的人工费、物流基地等固定费用。如果假

设这些费用为 X ，那么，厂商的整体利润等于营业利润减去固定费用 X 。此时，厂商若完

全处于竞争环境中，便会出现亏损。在完成批发内部化，与独立零售商进行交易时，如果能

够借助品牌竞争力等因素对零售商形成垄断，有提升价格的空间，就有可能补偿固定费用。  

 

3．零售价回扣交易 

家电连锁店是由独立批发商发展而来的业态，除类型 1 买进方式外，还进行代理交易。

代理交易常见于新产品和著名品牌商品等更加特殊的差别化商品，分销商可以得到与零售价

挂钩的手续费作为奖励。在零售价回扣交易中，分销商的利润由回扣 dvm （零售额 dv 乘以

毛利率 m ）和交易开始时与厂商约定的定额手续费 F 组成。厂商虽然必须为参与交易支付手

续费 F ，但其金额只能限定于其现有资金W 的范围内。并且该机制不能保证分销商一定向

厂商支付 dvm 。因此，是否实际进行支付取决于概率。假设其概率是在探讨买进方式时定义

的期望回收概率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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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零售价回扣交易的时间轴 
        
        第 0 期               第 1 期     

· M 向 S 交付 dk     ·消费者购买 d  

    · S 决定 F 、 m ，得到 M 的同意。  · v 确定。 

· M 给予 S 的信用为 dmv )1(               ·消费者向 S 支付 vd  

        · M 向 S 支付 F     · S 向 M 返还 dmv )1(   

· M 有望从 S 足额回收货款的概率为 )1( ttT    

 

此时，分销商面临的问题是：在(1)使厂商的利润不为负，(2)需求随价格上升而减少，(3)

厂商存在资金限制的情况下，使零售价回扣额与定额手续费之和 大化。而分销商解决该问

题的时间是在向消费者完成销售的第 1 期。 

 

FTdvmMax
F,m,v

   

  : tosubject 0})1({  FcmTvdΠ M     (1) 

                                               vdk                         (2) 

WF                        (3) 

  

    求解该问题得到的均衡状态的零售价、批发价和销量等如表 3 所示。 

 

表 3：零售价回扣交易的均衡 

零售价 
v 

批发价 

p 

销量 

d 

毛利率 

M 

厂商利润  

ΠM 

分销商利润 

ΠS 

2

  

W

c
2

  
2

  
2

421

 T

W

T

c

T
 0 






  c

22

  

    注：本表各由笔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这种交易和后面格力的例子都是签订了奖励相关契约的代理交易。分销商得到的奖励与

零售价挂钩，因此，分销商制定的价格只与需求形式有关，与厂商的进货价或成本无关。而

且，毛利率 m 和手续费 F 也都由分销商设定，因此，整个交易中产生的租金全部归分销商，

厂商无从获取。另外，关于货款回收风险，虽然没有实施明确的应对，但厂商的利润本已压

低至零，分销商即便拒付也无法增加自身的利润，因此，其不确定性对均衡状态的零售价和

销量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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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预付”与“数量-货款回收率奖励”相结合的契约交易 

为克服抗货款回收风险能力弱而创造出的另一种交易机制是格力电器采用的契约交易形

式。 

 

（1）格力与代理商契约的模型 

格力与代理商之间契约交易的结构如下。首先，厂商 M 为确保回收货款，为与其签订契

约 ),,( mZd 的代理商，即批发商设定奖励规则。这种奖励制度要求代理商在交货时为每件

商品预付货款 Z ，作为代价，厂商 M 按照销量 d 和货款回收率的高低，给予分销商 S 毛利

md （ 10  m ），即降低批发价。其中，m 是分销商努力提高货款回收率的奖励，其机

制是当货款回收率超过一定水平时返还高毛利 1m 、低于该水平时返还低毛利 0m 。从具体毛

利水平来看， 1m 是 M 为提高货款回收奖励能够给予分销商 S 的 大比例， 0m 为零。另一

方面，分销商则结合自己手头的资金周转、销售能力等因素决定销量（交易量）。但向消费者

销售时，有 k1 ％的概率出现积压。 

  

图 3：预付与数量-货款回收率奖励相结合 
        
        第 0 期               第 1 期 

     · M 向 S 销售 dk    ·消費者购买d  

· M 要求 Z ，给予m    ·向 S 回收货款，确定m 的水平。  

· S 向 M 支付Zdk    ·消費者向 S 支付 vd  

· S 给予 M 相当于 2md 的信用  · M 向 S 支付 2md  

                  

由于厂商 M 需要预付款中高于 终批发价的部分，故该交易中发生的商业信用等于预付

价与 终价格之差
2md 。也就是说，分销商 S 向厂商 M 提供了相当于该价格差的信用。这

种交易机制把过去引发拒付问题的分销商 S 转换到了提供信用的一方，从而成功规避了货款

回收风险。 

在格力采用的交易机制中，代理批发商要求解下列契约问题。 

    )(  pvkdMax
dk,Z

  

      : toSubject   mdZp             (1)  

              AZ                    (2) 19 

              0)(  cpdΠ M
      (3) 

              vdk                 (4) 

    

约束条件（1）以厂商 M 与分销商 S 之间的批发价 p 为对象，给出了奖励关系。奖励

                                                  
19  为了简化计算，便于观察资金限制的影响，这里研究的是单位商品的资金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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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的是销量 d 越大折扣越大的方式。签订契约时缴纳的预付款 Z 减去分销商 S 的实际销量

d 与奖励毛利率 m 之积即为事后实现的实际批发价 p 。约束式（2）表示的是分销商 S 的资

金限制，缴纳预付款 Z 的上限为分销商 S 的手头资金 A 。约束式（3）显示的是厂商 M 的

参加条件，即自身利润小于零时不签订契约。 后的约束式（4）是消费者的需求函数，销量

随价格下降增加。这一需求形式与上节的假设相同。 

  

（2）均衡 

厂商 M 在 初一期提出采用预付款 Z ，毛利率 ),( 1mmm o 的机制。分销商 S 结合

其约束条件，以自身利润 大化为前提，决定销售数量 dk 。在下一期，分销商 S 以拿到高

毛利率 1m 为目标，进行管理以提高货款回收率，在分销商完成销售活动后，货款回收率有

)10(  ss 的概率达标。此时，厂商 M 给予其高毛利 1m ，未达标时给予低毛利 0m 。 

用反向归纳法求解以上问题的结果如下。首先，使分销商 S 利润 大化的订货量

optimaldk 为
)/1(2 km

Z


 。其次， maxmax

01 0)1()1( smssmmssmm  。

再次，由约束（3）， maxm 需要保证 dcZm /)(  成立，因此 dcZm /)(max  。将其代入

optimaldk 后， 
k

cZ
d

2

2* 

 、

cZ

cZk
m

2

)(2*
1 





。虽然预付款 Z 由厂方决定，但厂商的

利润 M 为 )1)((
2

)2(
scZ

k

cZ


 。该式在 Z
c



2

3  的范围内是 Z 的单调增函数，因

此需要支付 AZZ  max 。均衡状态下，零售-批发价、销量和毛利如表 4 所示。 

 

表 4：格力电器与代理商之间契约交易的均衡 

 

零售价 
v 

批发价 
p 

销量 
d 

厂商利润 
ΠM 

分销商利润 
ΠS 

毛利 
m1 

2

2cA  c  k

cA

2

2

 
0 

)
2

2
)(

2

2
(

cA

k

cA  

 cA

cAk

2

)(2





 

    注：表格中为企业达成货款回收率目标的概率 s 为 1 时的数值。 

 

在均衡状态下，无论面临怎样的竞争条件，厂商 M 都将把批发价 p 下调至贴近成本的

水平。也就是说，厂商 M 把交易中产生的租金给予分销商 S 后，分销商 S 将因此承诺进行

契约交易，从而使订货量达到高于垄断的水平。而且，对于厂商 M 而言，分销商 S 的手头

资金越多，能够实现的零售价越低、销量越大。 

 

5．市场竞争的结果 

那么，上面模型化的各企业的各种策略中，哪一种是 佳的呢？在经过市场竞争后，实

现的是哪种均衡状态呢？由于本文模型化的基础是假设销售的商品在技术上相同，面对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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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形式也相同，因此，厂商与批发商采用不同策略交易产生的差异可以对比。进而可以对现

实观察到的策略差异给厂商、分销商等企业，以及消费者的剩余带来的不同效果进行比较。 

 

（1）各种策略下的社会福利 

图 4 展示了厂商、分销商均未出现明显亏损状态的五种情况（买进交易中，厂商具有垄

断实力，①批发商处于竞争或②垄断环境时。③在批发内部化（TCL 采取的策略）的情况下，

厂商具有垄断实力时。以及，④零售价回扣形式的契约交易，⑤与代理批发商之间进行“预付”

与“数量-货款回收率回扣”相结合的契约交易时），其中，点 P 代表完全竞争后，零售价 低且

销量 多的状态，此时消费者剩余达到了 佳均衡。 

厂商、批发商都处在②垄断环境下进行买进交易时（点 A ），零售价 高，销量较小。而

在厂商具有垄断实力且③批发内部化（点 B ）及厂商具有垄断实力但①批发处于竞争环境时

（点 'B ）的买进交易，零售价与销量基本相等，与点 A 相比，零售价较低，销量较大。在④

零售商回扣方式则零售价更低，销量更大（点C ）。于是，分销商手头资金的上限 A 越大

（ cA 2 ），格力电器与代理商之间签订的契约交易（点 D ）的零售价越低，销量越大。从

零售价 低且销量 大的意义上来说，格力采取的与代理商之间的契约交易的消费者剩余

大。尤其是分销商手头资金宽裕时（ A ），实现的零售价和销量与厂商、分销商处于完

全竞争时相等，消费者利益 大，生产者利润不为负，是社会 为期待的状态。 
 

图 4：各种策略下的零售价和销量 
 

 
     注：本图由作者根据计算结果绘制。 

 

（2）策略竞争形成的市场均衡 

上述策略并非是独立存在的。在现实市场中，观察到的是这四项策略相互竞争产生的市

场均衡。在研究该市场均衡时，四种策略下的零售价水平代表其分别进入市场时企业总边际

成本的水平。这里的总边际成本除了模型中使用的生产技术带来的边际成本 c ，还包括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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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生产、分销等企业承担的整个流程提供商品所需的边际成本。 

当具有上面四种不同的总边际成本的品牌（其生产者视为厂商与分销商的综合体）进行

竞争时会产生怎样的均衡？首先，假设企业提供的商品在技术上基本相同，商品视为同质。

那么，品牌在吸引消费者购买其商品时，展开的是打出各种零售价 v 的竞争。也就是产生了

拥有不同边际成本的生产者之间的价格竞争。企业面对的需求具有以下性质：自身价格 低

即可赢得全部市场需求，与竞争对手持平则与对手平分市场需求。而且，一旦自身设定的价

格高于竞争对手，则需求为零。  

此时，在契约交易方式中，随着分销商手头资金上限 A 的增加（ cA 2 ），总边际成本

低的是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其次是零售价回扣方式。只要 c 为正，买进价格方式及内

部化方式的总边际成本将一直高于两种契约交易方式。这里首先来看采取边际成本第二低的

“零售价回扣方式”的企业怎样设定参与竞争的零售价 cv 。此类企业可以通过设定低于买进方

式企业总边际成本的价格，将其从市场上淘汰。但一旦设定的价格低于自身的总边际成本

2/ ，其自身将出现亏损。因此，对于采取零售价回扣方式的企业， 2/cv 是 佳选择。

此时，采用总边际成本更高的买进方式——内部化的企业获得的需求为零。另一方面，总边

际成本 低的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企业面临着如下选择。按照自身总边际成本水平设定价

格可以垄断需求，但利润为零。企业利润随价格上涨增加，但价格一旦等于竞争对手——零

售价回扣方式的总边际成本，则需求减半。因此，当设定只比零售价回扣方式的总边际成本

低  （微小的正数）的价格（   2/cv ）时，可以在垄断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设定

高的价格，使利润 大化。而 为 小值时，会出现零售价为 2/cv ，但需求全部由“数

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企业独占的均衡状态（图 4 点C ）。采用“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的企

业的零售价 2/ 与总边际成本
2

2cA 之差为正，能够得到租金。此时，消费者剩余将小于

完全均衡的水平20。 

倘若在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中，分销商的手头资金不那么宽裕， cA 2 成立，那么，

该企业设定的零售价
2

2cA 将为 2/ ，达到与“零售价回扣方式”相同的水平。如上所述，

分销商虽然机制不同，但只要总边际成本水平相同，企业就将按照 2/cv 的水平设定价

格，均分需求。此时的均衡状态是图 4 的点C 。另外，假设格力以外的厂商也引进“数量·货

款回收回扣方式”，成功降低了总边际成本，那么，市场中的企业将设定
2

2cA
vc



 ，其数

值将成为均衡状态的价格。图 4 的点 D 为均衡状态。而且，如果 A 足够大（ A ），零售

价 cv c  ，那么，均衡状态将与完全竞争时相同（点 P ）。此时，消费者剩余 大化。另外，

当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企业不存在，零售价回扣方式企业多家并存，还有其他买进方式企

业存在时， 2/cv 为均衡价格。 

                                                  
20  关于边际成本不同的生产者进行价格竞争（伯特兰竞争）时的市场均衡状态的分析请参照 Tirole(1988)5.1

习题 5.1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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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分析可知，企业采取的策略与市场上出现的均衡存在如下关系。采取买进方式、

内部化方式时，企业希望通过维持高零售价确保高生产者剩余。但是，在由消费者进行选择

的市场竞争中，这两种方式将被能够降低零售价的契约交易所淘汰。不再是厂商的现实选择。

而在两种契约交易方式中，采取“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时，分销商筹集到的资金量越大，

总边际成本越低，甚至能够达到与完全竞争相同的水平。从策略能够实现的福利来看，“数量-

货款回收回扣方式”是 佳的。 

各企业研究分销机制的本意在于应对货款回收风险。在格力的方式中，货款以预付款的

形式支付，安全可靠。如果采取格力方式，为了确保货款回收，厂商需要给予分销商租金。

但从其结果来看，总边际成本得到了削减，在获得需求，确保一定市场份额的同时，至少可

以获得非负的利润。而且，当市场上竞争对手的总边际成本高于自身时，还可以把零售价提

高至竞争对手总边际成本的水平，从而获得正利润。在这个意义上，厂商把批发价下调至技

术性边际成本，对分销商给予收入补偿后，这项策略不仅保证了市场份额，还使厂商得到了

足够的回报。另外，按照现实中格力方式的设计，厂商向分销部门出资，在批发商得到的利

润中，至少与出资比例相当的一部分将成为厂商的利润。 

  就整体而言，格力创造的预付款、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是货款回收风险管理、消费者

利益、厂商和分销商利润都有望实现 大化的机制。 

 

四、基于定性信息和描述统计的验证 

 

   上述理论考察结果与真实现象是否能够吻合呢？在这里，笔者准备根据询问调查中得到

的事例和描述统计进行验证。首先对作为模型分析前提的若干假设的合理性进行分析，然后

对市场数据所表现的情况与理论预测的吻合性进行探讨。  

 

1．假设分析 1：认为商品在技术上同质是否合理 

  上述模型假设各家电厂商生产在技术上同质的物品，价格是主要竞争手段。虽然同为家

电厂商，但本文着重介绍的开展批发部门内部化的 TCL 是著名电视厂商；而开展数量-货款回

收回扣方式的格力是空调专业厂商；长虹、海尔等厂商则是生产电视、空调以及冰箱等产品

的综合家电厂商。其生产的物品技术各异，活跃的市场也不尽相同。但有看法认为，如果局

限在电视中的显像管电视、空调这样的分类之中，其生产技术差别不大。多项研究指出，这

些家电厂商生产的电器产品采用的是改革开放时期从海外引进、模仿而来的技术，并非各企

业的自主独自技术21。这些研究还指出，正因为如此，在同类型商品中，价格成为了主要竞争

手段。 

 

                                                  
21  丸川(2007：43,73)以电视、PC 等商品为例指出，中国家电厂商采取通过生产工艺的“垂直分裂”降低成本，

从而降低销售价格的策略，生产技术基本沿袭从日本电机厂商引进的技术，也没有向新设计技术转换。由

于基础技术依靠外部，因此形成了生产技术无法创新的体制。除家电外，关于摩托车产业（大原(2005)）
也有同类报告，藤本(2005)把这种状态称为“技术性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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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假设分析 2：对分销策略类别的判断 

  接下来，哪些企业采取了哪些分销策略？笔者的采访及资料显示，各厂商采取的分销策

略基本如下：  

 

表 5：各厂商的市场份额与分销策略 

 市场份额 
（数量：2007） 

买进方式 零售商回扣

方式 
内部化 数量·货款回收

回扣方式 
主要交易对象   百 货 商 店 , 商

场，家电连锁店

家电连锁店 内部批发部门 代理批发商 
（专卖店） 

空调市场 份额 排名  
格力 17.2% 1 × × × ○
美的 16.1% 2 ○ ○ × 
海尔 14.2% 3 ○ ○ × 
松下 4.2% 7 ○ ○ × ×
 
电视市场 

 
份额 

 
排名 

 

TCL 8.8% 5 ○ ○ ○ ×
长虹 12.7% 2 ○ ○ × -
创维 11.9% 3 ○ ○ × 
海尔 5.4% 6 ○ ○ × 
索尼 3.3% 10 ○ ○ × ×
    （注）○：已采用。×：未采用。 ：有可能采用。―：无相关信息。 
    出处：笔者绘制。市场份额数据出自 GfK Research。 
 

  根据 GfK Research 的调查22，在进入 2007 年销量市场份额前十的企业（其中一家为外

资企业）中， 常见的方式是百货商店、商场等传统分销商和新兴家电连锁店采取的“买进方

式”。除明确拒绝该方式的格力之外，其他企业都在以某种形式利用这一方式。这些厂商与家

电连锁店进行交易的重点是高价商品、热门商品和新商品，这些商品大多采取“零售价回扣方

式”。明确实施“内部化”的企业仅有 TCL 一家。且此后 TCL 也在加强与家电连锁店的交易。

另据报道，从 2006 年前后起，海尔、海信、创维等企业把格力与代理批发商之间的排他性交

易方式命名为“专卖店方式”并开始模仿。但这些厂商采取的具体交易方式是否是“数量-货款回

收回扣方式”尚未得到确认23。 

 

3．从市场数据中观察到的实际情况与理论预测的吻合性 

    根据以上研究，有理由认为，把各类市场上销售的商品视为高技术同质性商品并不荒唐。

此时，在现实市场中观察到的零售价可以解释为包含分销机制所需成本在内的费用，也就是

                                                  
22  对于中国家电市场的份额、销量等市场数据，有多家市场调查公司进行着统计，各数据库的上榜企业差

异巨大，需要斟酌其可信度。本文依据的 GfK 公司在获取数据时，是把作为调查对象的城市划分区域，

细致掌握其各自的零售终端，建立起了从中随机抽取零售终端，每月采集数据的系统，采用的方法 为科

学。 
23  但出于下列原因，这些企业已经采取“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的可能性也无法否定。第一，关于格力的

销售方式，该公司负责销售的总经理在其著作（董明珠(2003)(2006)）中做了详细介绍，已经广为人知。

第二，可以确定，过去曾尝试专卖店方式并已撤退的海尔等企业如今正在积极扩大销售网，因此，与分销

商进行交易的机制有望向更有效的方向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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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所说的“总边际成本”。而且，主要厂商采用的分销策略的类型也基本可以判断。因此可以

探讨现实观察到的个别企业的价格等数据是否与上一节模型分析的预测吻合。也就是可以检

验“既进行价格竞争，又能够实现低总边际成本的厂商拥有定价主导权”这一论断正确与否。 

    图 5 以表 5 中空调市场部分列举的企业为对象，展示了各项商品的平均单价和市场份额。

根据表 5 中得到的信息可以预测，该市场存在着下列分销策略类型之间的竞争。基本组成包

括格力的“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经由家电连锁店的“零售价回扣方式”和“买进方式”。美的

和海尔也可能逐步向“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转变，在这种情况下，前三名的企业将全部采

用“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上一节的分析显示，“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与“零售价回扣”

方式产生竞争时，如果分销商手头资金宽裕，采用“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可以设定低于零

售价回扣方式的价格。但维持“零售价回扣”方式选择的较高零售价可以扩大利润，因此，零售

价会趋向于与“零售价回扣”方式总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另外，如果前三名格力、美的、海尔

全部采取“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那么，在这三家企业竞争产生的均衡状态下，将会出现

与“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总边际成本水平相当的零售价。 

    从图 5 给出的数据来看，美的在平均单价方面长期保持 低，格力以 100 元到 200 元的

差距紧随其后。与二者相比，海尔截至 2003 年一直维持在高水平，到 2004 年后逐渐向格力、

美的看齐24。但从市场数据来看，除了拥有自主商品设计技术，着手实施差别化的外资企业之

外，对于中资企业，可以认为，正如模型的设想，价格是竞争的主要手段。而且，采取的方

式在理论上总边际成本 低的格力、美的、海尔也属于形成 低价格水平的企业群。遗憾的

是，根据描述统计观察无法验证该价格水平反映的是哪种分销策略。 

再来对电视市场进行同样的研究。根据表 5 的信息，在电视市场上没有采取“数量-货款回

收回扣方式”的企业，因此这个市场上主要是 TCL 采取的“内部化策略”与长虹、海尔、创维、

索尼采取的 “零售价回扣”方式的竞争。而且，TCL 还可能中途放弃“内部化策略”，改换成经

由家电连锁店的“零售价回扣”或“买进方式”。此时，参与电视市场的主要厂商将几乎全部采用

“零售价回扣”方式。根据上一节的分析可以预测，当“内部化策略”与“零售价回扣”方式产生竞

争时，后者的总边际成本虽低，但市场的均衡价格 终会落在“内部化策略”的水平。倘若都采

用“零售价回扣”方式进行竞争，那么，市场的均衡价格 终将相当于“零售价回扣”方式总边际

成本的水平。而且，从图 6 给出的实际平均单价的变化来看，除索尼等外资企业外，中资企

业的价格基本集中在同一水平。由此可见，在电视市场上，中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价格竞争，

并且观察不到分销机制的差异，因此，“总边际成本”的差异也会消失，从而出现总边际成本也

向同一水平集中的完全价格竞争市场的均衡状态。 

就整体而言，无论对于哪个市场，根据描述统计也很难说零售价反映的是哪种分销方式

的总边际成本25。 

                                                  
24  2003 年以前也有可能出现了本文没有涉及的某种差别化。格力的总经理曾就海尔发表评论，认为其广告

费等间接销售费用过高，销售网络也成本偏高，因此无法降低售价（董明珠(2006)）。因此，海尔可能是

通过调整分销、销售策略降低总边际成本，从而降低了零售价。 
25  对于这些价格决定行为受到分销策略（本文中称为总边际成本）、技术性边际成本以及资金限制、消费

者嗜好中哪些因素影响的问题， 佳方式是开展计量实证研究。这将是今后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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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空调市场上主要品牌的平均单价和市场份额 

 

    出处：数据来自 GfK Research。 

 

图 6：电视市场的主要品牌和市场份额 

 
    （注）电视包括显像管、液晶和等离子电视。  

    （出处）GfK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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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总结：是调整策略还是构建制度 

 

1．根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评价企业策略  

  本文对企业应对货款回收风险的策略进行模型化，就策略相互竞争到达均衡状态时会产

生怎样的社会福利（厂商、分销商等企业的利润和消费者剩余）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在

特定条件下，“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能够实现零售价、社会福利与完全竞争相同的均衡状

态。特定条件是指：①分销商手头资金宽裕（ A ），②“数量-货款回收回扣”方式是主要企

业采取的策略。倘若主要企业采用其他方式，例如“零售价回扣”方式，则均衡价格相当于“零

售价回扣”方式的总边际成本，价格水平不一定等于完全竞争水平。通过真实的定性信息及市

场上的价格、数量数据，在空调及电视市场上可以观察到：供应高同质性商品的企业存在着

价格竞争，在此情况之下，对于采取了可以设定低总边际成本的分销策略的企业，零售价正

在趋向其设定的价格水平。这就证明，现实市场上设定的零售价可能正在或者逐渐趋向于完

全竞争时的水平。 

 

2．策略能否代替制度? 

   上述结论意味着，在为规避货款回收风险创造出的分销策略中，市场发挥着 有效的作

用，能够形成完全竞争。也就是说，构建制度对于解决货款回收风险问题并非必须，企业间

通过策略的调整，能够达成 为有效的资源分配。 

  主流观点认为，当契约不完备时，只有对影响所有权和事后再次交涉等方面的制度进行

设计，才能够确保交易的效率。但 Maskin(2002)通过分析理论模型指出，当契约不完备，即

履行不一定落实时，通过调整契约对于机制的描述，有望实现有效交易。这表明，因为契约

履行存在问题而轻率地抱怨制度设计的行为是不可取的。 

 作为契约不完备的具体范例，本文介绍了拖欠销售货款的情况。在日本等市场经济国家，

金融和司法提供了处罚拒付票据等机制，遏制了因筹措资金等目的故意拖欠货款的行为。但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到本世纪初这个时间段的中国，货款回收风险则成为了社会问题。在处罚拒

付货款制度欠缺的中国，企业直接面对着无法确保回收货款的风险，只能借助价格调整，规

避契约交易中的问题等自身策略和成本弥补制度的空白。虽然政府也曾经解释过完善制度、

行政监督对于解决该问题的必要性，但在现实市场中，也有些企业没有等待制度完善，独立

克服了问题。可以说，策略在某种程度上代替了制度。 

  而且，单独依靠策略进行调整的环境还充当了企业淘汰机制的角色，弥补了计划经济的

不足。对于本文研究的货款回收问题，创造出优秀机制的企业赢得了市场份额和扩大利润的

回报。相反，策略选择不当的企业则收不回货款，被市场淘汰。也就是说，当企业运用各自

的策略应对货款回收风险之时，“市场机制的淘汰”才显现出了作用。 

 

3．策略能够替代制度到何时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观察到的四种应对货款回收风险的反应中，“买进方式”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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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化方式”是向凭现金交付交易的回归。也就是说，“买进方式”和“内部化”方式是借助商业信用

的 小化规避货款回收风险。把利用低售价换取凭现金交付，即必然支付现金的零售商渠道

纳入内部。在经济体制有待完善的中国，至少在家电产业的多数企业出现了使企业间交易的

商业信用 小化，使现金交易 大化的动向26。即使企业间的交易确保能够盈利，但买方的资

金周转出现时差，导致赊账，即卖方给予信用的情况司空见惯。在没有完善的技术、制度落

实商业信用的中国，弥补这个缺陷会扩大中国的现金需求。 

  如果管理货款回收风险不由制度解决，而是作为企业负担的个体成本，则会给经济整体

造成不小的负担。例如，格力创造的机制也绝非永远万能：当经济发展到市场整体需求饱和，

扩大销量不一定带来利润的阶段之时，其有效性将会丧失。另外，在本文关注的那个时期，

消费者基本满足于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廉价商品，但随着时间的递进，消费者已经倾向于差

别化的高级产品。当需求发生上述改变后，通过设计分销渠道削减总边际成本并降低价格的

策略将失去竞争力。因为依靠技术实力实现商品差别化形成的吸引力有可能超过设计分销系

统带来的价格竞争力。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如果社会制度能为货款回收风险做担保，那么，

格力就可以顺利转换销售渠道。而由此腾出的资源可以投入产品开发、新技术发明等方面。

但是，如果到那时销售契约的可执行性依然存在问题，那么，格力将无法放弃现在的交易机

制并顺利完成调整。包括上述调整的成本在内，是把货款回收的履行视为企业应该负担的成

本？还是应该由制度为特定程度的履行概率做出担保？企业策略与制度作用的界限又该怎样

设定？这些估计会成为今后需要探讨的问题27。 

  实现高质量市场经济无疑需要开展高质量的制度整备。 近的理论研究中也有分析认为，

契约可执行性能够由相互诚实守信担保的范围狭小，要想在经济交易的范围扩大时，使契约

有效发挥作用，提高经济交易效率，还是需要花费成本，从外部施加督促契约执行的力量

（Dixit(2003)）。Grossman and Hart(1984)提出的“当关系特殊的投资过小时，所有权分配

将愈发重要”也得到了普遍肯定。什么性质的问题能够通过契约克服？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制度

担保？探明其界线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性研究。此外，当存在某种契约不完备性时，市场参

与者自身应当负担的成本是哪些，社会整体制度应当负担的成本是哪些， 佳点在哪里？在

思考制度的设计时，这些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内容。 

 

 

                                                  
26  唯一能够驾驭货款回收风险，实现商业信用和销量双丰收的是格力电器创造的方式。在此类交易中，此

前苦于大量拖欠，位居交易上游的厂商是商业信用的的接收者，位居交易下游的分销商则是企业信用的提

供者。如果采用这种形式的信用关系，下游业者将无法策略性拒付。但从实际数据来看，由下游业者提供

信用的案例很少。可见格力方式的交易机制并不普及，这一事实或许表明，文本在研究中疏漏了支撑该交

易机制的某些因素。 
27  无论是由分销“策略”的优劣淘汰企业的规则，还是借助票据拒付“制度”的惩罚淘汰企业的规则，一

旦货款回收风险管理失败，都会危及企业存亡。根据前者的机制，货款回收风险管理不善且无法降低成本

的企业会在竞争中被淘汰。后者则与企业采取哪种策略无关，只要企业的资金周转管理完善，不拖欠必要

支付款项，就不会遭到淘汰。前者要求企业全面调整业务策略，以避免因策略成本不够低而遭到淘汰，而

另一方面，后者对业务策略形式没有要求，企业只要寻觅到借款对象，保证资金周转顺利即可，因此，后

者可能自由度更高。二者的区别估计也可以根据其给企业自身和社会造成的成本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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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水问题和饮水政策的方向——以中国西北部黑河流域为例 

 

  窪田顺平              中村知子 
（综合地球环境学研究所准教授） （东北大学专门研究员） 

 

 原文刊载于[日] 秋道智彌・小松和彦・中村康夫編『人と水Ⅰ 水と環境』勉   

   诚出版，2010 年 2 月，275-303 页。 

 王睿 译 

 

 
一、干旱地区的农业和水问题 

 

    阿拉尔海横跨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两国，是世界第四大淡水湖。1960 年代以

后，阿拉尔湖因阿姆达里阿、斯卢达里阿两流域灌溉农地开发，河川水量减少而导致湖水面

积急剧缩小。阿拉尔海沿岸区域的渔民失去了生活的粮食，从干燥的湖底飘起来的风尘侵蚀

了周边居民的健康。这成了 20 世纪最大的环境问题，即所谓的“阿拉尔海悲剧”。 

阿拉尔海位于蒙古到中亚诸国、欧亚大陆中央部广阔的干旱地区。这个广阔的干旱地区

以前是以游牧业为主要生计，在水资源丰富的绿洲周边开展了农业。然而，干旱地域缺乏水

资源，涉及日照、气温等农业生产的气象条件好，尽管有水资源的制约，因仍有尚未开垦的

潜在的农业生产用地，故而在 20 世纪后半期进行了大规模的灌溉农地的开发。现在，世界上

大约 40%谷物生产依存于灌溉农地。另一方面，过多的灌溉水的利用直接导致严重的水不足，

因盐碱地而导致荒废地产生，沙漠化等，干旱地区进行农业开发存在着种种环境问题。 

   中国西北部的从甘肃省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间的地区，利用祁连山脉、天山山脉、昆仑

山脉以及帕米尔高原等山地流出来的河川水进行绿洲农业。近年来，这些地区农业开发也有

很大进展。通过在山岳地带建立大坝和大规模水路网等进行水资源开发，并以此对灌溉农地

进行开发。因而导致水消费增大，各河川的下游引起水不足，植被衰退，以及末端湖的缩小

及消失。一旦开发的农地因农地盐害和水不足或不得不放弃耕耘，甚至导致黄沙被害增加等，

引起了严重的环境问题（Jian et.al.2005）。 

 

二、中国的环境政策 

 

  近年来，中国政府为了处理这些干旱地区的水不足及沙漠化等环境问题而采取了植树造

林，在农业方面采取节水政策，保护草原（禁止游牧，转换畜舍饲养）及强制农民迁移的生

态移民政策（小长谷等 2005）。但是，生态移民政策，使得从游牧转换到畜舍饲养、从游牧转

换到农业。而畜舍饲养需要饲料生产，农业生产需要更多的用水。可以预料，这反而助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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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的不足（儿玉 2005）。即这是一个对某种环境问题的对策反而引起新的环境问题的典型

例子。 

   然而，伴随着中国 90 年代后期惊人的经济成长，除了干旱地区的水不足及沙漠化以外，

其它种种环境问题也表面化。特别是 1997 年，史无前例的黄河流域的大范围断流和 1998 年

长江特大洪水，由于国内外媒体的报道，对中国政府给予了很大的冲击。前者使人感受到不

断表面化的中国水资源总量的危机，而后者的洪水则主要是因为农地开发导致的森林破坏而

引起的。水缺乏和水多余的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与中国水相关的环境问题，一般提到以北京为代表的城市地区水不足和工厂废水等水污

染的问题比较多。都市地区的水不足及水污染的确是大问题，不仅仅是中国，从世界范围来

看，农业占用了中国水资源的七成以上。从这一点来考虑，水不足的本质是农业水管理问题，

也是制约农业生产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从 1990 年代后期开始，

不仅把城市生活用水、工业用水，而且也把农业用水作为节水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 

    一方面，长江特大洪水的一个直接原因被认为是降雨异常，而扩大受灾的原因，可以认

为是乱伐山地森林、无限制地增加农地所造成。另外，为了农业而进行肥料及燃料的开采对

森林造成压力等也助长了这种现象。为此，中国政府在长江大洪水后，人口增长的同时农地

不断扩大的中国历史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史无前例的尝试，限制农业用土地返还到

森林的退耕还林政策（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退耕还林条例，2002 年公布）得以实施。 

    前述以生态移民开始，退耕还林、节水等涉及人类生存的基本资源的土地、水等环境政

策，于 1990 年代至到 2000 年代初相继作为中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而被推出。这些环境政策是

由中央政府制定的，通过省市县等各级地方政府得以实施。环境政策的实施与经济发展往往

具有矛盾关系。因此，环境政策的实施并不一定换来当地居民的欢迎，不损害他们的经济利

益也是必要的。成败与否与现实中是否在行政上下功夫、行政与居民的关系等相关。换言之，

成败不仅取决于决定基本方针的中央政府，也依存于实施主体——地方政府的力量。 

本论文正是站在这样的视角上，以近年来由于水问题严重化而在中国西北部、黑河流域

实施的节水政策试点为例，探讨中央政府期待的节水政策是如何被具体实现的，以及这个过

程中地方政府所发挥的作用。 

 

三、黑河流域和张掖绿洲 

 

从水循环、水资源利用来看，流经欧亚大陆中央部干旱地区的河川流域可以分为位于河

川源流水源地的山岳地域、山地周边扇状地的中游绿洲地域和下游广阔的沙漠地域。这些河

川几乎不是流向大海而是在沙漠中消失的内陆河川，也有的在最下游的沙漠地域形成末端湖。

本文研究对象的黑河也是内陆河川，位于中国的西北部，以横跨青海省和甘肃省的祁连山脉

为水源，流经存在茂盛灌溉农业区域的张掖、酒泉等绿洲城市后，进入内蒙古自治区的沙漠

地带后消失（图 1）。全长约 400 平方公里，流域面积大概是 13 万平方公里，约是日本面积

的三分之一。在中国，仅次于流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塔里木河，属于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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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黑河 

 
 

大内陆河川。上游的祁连山脉存在冰河，包括积雪在内年降水量大概在 600 毫升左右。中游

绿洲区域的年降水量大概在 100-200ml，下游沙漠地域大概在 50ml 以下。中游绿洲地域有着

利用河川水、地下水的灌溉农地。据 2001 年度的统计资料，主要农作物是小麦、玉米等。中

部流域有代表性的绿洲张掖，其主要谷物的耕种面积比是玉米 58.5%、麦类 20.7%占据了大

部分，其他还有瓜类 8.9%、果树 1.5%等。 

张掖自古以来被称为甘州，处在西安(长安)和西域相连的河西走廊的绿洲之一。从公元前

后的前汉时代起，作为通往西部重镇而辉煌一时。祁连山脉存在的冰河溶解的水及降落在山

岳的水，沿着黑河成为山麓部稳定的水资源供给源。张掖绿洲因黑河水而有很高的农业生产

力，象征富饶之地常被冠以“金”字，张掖自古而来被称为“金张掖”。张掖市现有人口约 50 万，

其中 70%左右即 30-40 万人从事农业(中村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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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年黑河的水问题 

     

    窪田根据近 50 年间黑河流域水利用的变迁及其问题，从水文学的角度对此作了探讨（窪

田 2009）， 这里根据这个研究结果，先从节水政策的关系上来说明。 

正如前节所述，黑河是由上游的水源地域、中游的绿洲农业地域和下游的沙漠地域三部

分构成。下游的沙漠地域中也有黑河沿岸的绿洲，也耕种农作物。从历史来看，公元前后的

前汉，甚至 13 世纪西夏、元等时代也存在广泛耕种农业的时代(森谷，2007)。 而后，明清

时代下游的农业活动衰退了。而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则进行了农业开

发(中村，2008)。另一方面，伴随着中间流域农业开发的同时进行，水的利用增加，中游和下

游间水的分配成为严重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从上游山岳流入中游绿洲地域的莺落峡、到位于中游绿洲地域下端正义峡之

间过去 50 年间黑河的流量，可以理解这期间中游水利用的增大（图 2）。首先是从上游水源地

域流入绿洲的莺落峡的流量来分析，尽管每年变动很大，但从长期来看没有什么变化。另一 

 

图 2：黑河流域莺落峡、正义峡的年流量与中间流域的水消费量的变化 

 

方面。对比莺落峡和正义峡之间河川流量时，下游正义峡的流量少。两者之差可以参阅分析

绿洲中灌溉的参考水消费的指标。莺落峡和正义峡间的河川流量之差，1950 年以后一直存在

着扩大的倾向， 从这可以看到中间流域水消费的增加。 2000 年初与 1950 年相比，中间流

域灌溉面积增加了两倍以上（山崎等 2007）， 此间水利用的增大是由于农业开发而引起的。 据

潘·田（2001）分析，黑河水利用量中 83.2%是到中游为止的甘肃省内被利用的，其中的 94%

是农业用水。从季节来看，从 4 月到 9 月的灌溉期间，几乎所有黑河水作为灌溉水被利用， 只

有洪水时水才往下游流去。1990 年代以后由此导致水不足问题更加严重。1960 年代面积 300

平方公里以上的两个末端湖，当 2001 年笔者一行初次到黑河时，几乎完全干涸。另外黑河沿

岸的胡杨林也因为水不足而大大衰退。当然，下游的农业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干涸的末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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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及因水不足而导致的荒废农地成为沙尘暴的源头，这成了当时不断严重化的北京沙尘暴的

元凶。一般认为黑河水不足是引起下游区域沙漠化的一个原因，过度放牧是沙漠化原因，这

种认识根深蒂固。这种以无视个别地域状况的一般论为前提，加速了下游生态移民政策。关

于这方面矛盾的议论是考虑环境政策实施过程中非常有意义的论点，将在别的文章中再做探

讨。 

另外，关于灌溉水的水源，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黑河中间流域以利用丰富的

河川水作为灌溉的主体，1990 年代以后增加了地下水的利用，在 2000 年代初地下水达到了

灌溉用水量 25%（图 3）。其结果是，1990 年以后可以看到不少地方的地下水位每年以近 1

米速度急剧下降。这与受水需要压迫、发生地下水位急剧下降的北京周边的数值相匹敌，成

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以地下水利用的问题为中心，我们将在下一节就黑河的节水政策做详细

的探讨。 

 

图 3：从黑河中间流域的河川水、地下水中汲取的灌溉水量的历年变化 

 

 

五、西部大开发和节水政策 

 

1990 年以后黑河水不足的问题不断深化，特别是对于中下游间水如何分配的问题，根据

2002 年国务院决定，制定了中游、下游水分配的相关规定，同时开始了特别是在中间流域改

种经济型作物及水消费少的作物、通过改修水路改善送水效率、把河川水转换为地下水等一

系列的节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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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一般来说，政策是由中央到省、再由省到市下达的。然而在节水政策的实施上，

因为张掖市被选定为全国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地区，这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在中国，常

常是率先接受先进的环境政策的一部分区域被国家指定为试点（示范地区），在其成功的基础

上，再在政策上将示范政策的例子加以普及（大塚 2006）。正因为如此，以示范区域的实验结

果为基础制定正式的法律的比较多。这次，试点政策发布的顺序与通常的中央到省、再从省

到市的流向不同，中央直接下达到市。根据 2002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全国首批节水

型社会建设示范区域的决定，张掖市发布了《关于开展张掖市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通知（三）》，

开始试点建设（李·田 2003）。另一方面，在两年后的 2005 年，张掖市在国家发出全国节水

型社会建设宣传通知的《中共中央宣传部、水利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建设部关于加强

节水型社会建设宣传的通知》。这是已经是的事情。如上所述，张掖市试点是作为正式政策的

准备阶段、试验阶段来进行的。 

张掖之所以被选为最初试点，其背后有从 2000 年开始推进的西部大开发事业（国务院关

于实施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国发（2000）33 号，2000 年 10 月发布）的考虑。

西部大开发事业是以缩小沿海和内陆间经济差距为目的的，从交通、水资源开发、天然资源

开发等基础设施建设着手，在积极引进外资的同时，在中国西部地域推进改革开放，目标是

树立市场体制。 

其中，同中国西部地区环境政策相关，值得注目的有两点。首先以西部干旱地区为对象，

基础设施建设中水资源综合开发作为重要课题被提出，其中节水型社会建设成为一个重要项

目。另一点是包括环境保护、改善的重要课题，在退耕还林、还草事业，天然林保护，沙尘

发生源头等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事业上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蔡 2004）。关于西部大开发，强

调开发则常被说成是环境破坏的原因。一方面也需要留意环境保护上也包含有积极的措施。

张掖市的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事业，也必须联系西部大开发事业来思考。 

在中国西部地域的干旱地区，各个地区都发生了围绕水不足及水分配、上下游间的对立

等问题。甘肃省张掖市是试点，黑河有源流在青海省，是经过甘肃省流入内蒙古的跨省河川。

除了环境问题，再加上少数民族问题等，甘肃省（中游）和内蒙古自治区（下游）间水分配

的对立不断尖锐化，这也是被选定为试点的理由之一。另外，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塔里木河

尽管没有被选定为试点地区，但由于下游域水不足、河畔林衰退等问题不断严重，国务院也

在该地区实施了节水、生态移民等环境保护的国家项目（李 2005；陈·中尾 2009）。 

除黑河之外，浙江省嘉兴市也被选定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示范地区。嘉兴市位于上海和杭

州之间，属于经济发展显著的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城市。正如下节所讨论的，认识到都市水

问题的重要性而采取对策，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与此同时，选择了西部干旱地区代表性城

市张掖市，则一方面是考虑到张掖市是西部大开发所象征的经济落后西部地区的代表，而另

一方面则表明重视干旱地区农业的用水不足和分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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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看中央认识的变迁 

 

正如西部开发政策所看到的，在 2000 年中国开发政策中与环境问题的调和成为一个重要

的课题。在这种状况下，中国政府是如何认识水问题的，又发生了什么变化呢？在这里我们

将以中国政府水管理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为题材进行探讨。其日文翻译，

参照了佐藤（1988）、松浦・唐（2004）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是在改革开放政策下于 1988 年发布的。1988 年版的水法在其

前言中，明确以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需要作为水管理的基本目标。从 1970 年代开始到 1980

年代水污染已经不断严重。不过，水不足表面化则是《中国人民共和国水法》发布后的 1990

年代。因此，在 1988 年版水法中，基本没有水资源管理，特别是关于节水的记述，即使有也

很抽象。关于洪水防御，则在第一章中进行了具体叙述，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一个主要课题。 

另一方面，以 1990 年代黄河断流为代表的水不足问题的表面化，以及河川及湖沼中水污

染的恶化为背景，2002 年改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与 1988 年版相比，国家管理水资

源的姿态则更明显。前言明确了以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为目标没有变化。关于洪水

防御方面，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1998 年发布）相分离。并且，追加了《水资源计划》、

《水资源分配和节约利用》、《关于水资源的纷争处理》等关于水资源的章节。特别是，1988

年版中第四章《用水管理》中没有包含的关于取水权记述，2002 年版则放在总则第七条，强

调从河川、湖沼、地下水的取水行为置于国家许可制度下的取水权制度。此外，基本同样内

容的记述在第五章《水资源分配和节约利用》第 48 条中也进行了记载。另外，第 47 条中明

确规定，国家对用水实施总量控制和由定额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水管理。这里作为取水源

（水资源），提到了河川、湖沼和地下水。其中关于地下水，考虑到城市地区过剩取水而提到

相关的取水停止措施等条款（第 30 条），涉及水资源分配等的具体问题等并没有谈到，可以

认为与地表水（河川、湖沼）相比，其在水资源计划上的作用不明确。 

关于国家水利部是如何看待地下水资源之事，可以参考 2002 年改版之前的 2000 年国务

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市供水节水和水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国发（2000）36 号）。这

里明确了中国是水资源不足的国家，特别是城市水资源严重不足。指出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

战略，有效利用水资源很重要，有必要防止城市地区地下水过度利用而导致地面下沉等。并

且认为通过提高对地下水在内水资源价格，给与经济上的刺激对节水是有效的。此时中国政

府明确把包括地下水在内的水资源不足作为国家问题来看待。这种认识的产生，主要是由于

伴随着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城市扩大而存在水不足及水污染问题。 

再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 2002 年改订版第 34 条中，规定在饮用水的水源区域中禁止

设置工业排水口等，成为国家水利部实施涉及水污染的各种规制的根据。另外，关于水污染

的规定，除了国家水利部相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之外，还包括国家环境保护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该法在 1984 年实施后，1996 年、2002 年和 2008 年得以改订。这

两个可以说是涉及中国水资源、水环境的主要法律。正如水污染防治法多次予以改订一样，

2000 年以后中国政府为促进环境保护，把完善法律工作作为重要课题而予以强有力的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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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中国，在法律不断完备的同时，经常出现如何彻底贯彻实施法律法规的问题。即，如

何不阻碍经济发展、实现节水及进行合理的调整分配、实施环境保护政策的本地问题等等。

这里，地方的行政组织的作用再次成为值得关注的焦点。 

 

七、张掖市节水政策 

 

如上所述，张掖市于 2002 年被指定为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张掖市是如何贯彻实践

国家给予的试点政策的呢？ 

关于张掖市是如何执行节水政策的问题，时任张掖市委书记、推行该政策的主要负责人

田宝忠，在其合著的《建设节水型社会的实践与思考》（李·田 2003）一书中有过详细的记载。

其中，明确规定了节水政策是通过调整黑河流域中游、下游之间水分配问题以达到解决水利

用纷争的目标。正因为如此，中游和下游境内的正义峡流量的数值目标被明确地规定下来。

具体是根据上游流入中游的莺落峡的流量，决定下游分配量的方式。莺落峡年间流量为 15.8

亿吨时，确保正义峡流量为 9.5 吨。这个流量分布是 1990 年代中游和下游争议中，国家水利

部管辖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根据 1995 年作成的方案，于 1997 年通过国务院下达给争议当事者

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的。另外，除了上述规定总流量外，考虑到枯水年、丰水年

等气象条件不同时的应对方法，对依据农作物耕种时期进行放流时期的调整等作了详细规定。 

根据流量分配，在中游进行节水确保下游流量的具体方法是：（1）禁止新的农地开垦、

移民、以及禁止水稻等水消费型作物（一般称为三禁政策），（2）改变每种作物的灌溉水量，

（3）改良灌溉水路以削减漏水量，（4）转换到经济性较高的作物上，（5）整顿水井，把取水

源转换到地下水，（6）水利权作为水票可以交易（照片 1），对节水给予经济上的鼓励等。 

 

照片 1：水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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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权作为水票形式可以买卖以提高节水刺激的尝试，在中国恐怕是最早的，这是一个

大胆的尝试，可以说是一个模范事业的样板。但是，根据 2006 年笔者的实际调查，水票实际

上没有流通，可以说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功能。 

张掖市采用了非常具有实效性的措施，通过地下水开发使水源的河川水转换为地下水，

这在李·田（2003）中有记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 年改订版中，尽管考虑到了

城市地区，提倡保护地下水资源。因此，推进地下水开发的意义的确非常罕见。这点在后面

将详细探讨。同时以土木手法进行节水的方法，也使灌溉水路得到了改修，很多变成了近代

化的水泥制水路。 

与农业直接相关的部分，在实施节水政策的同时，作为农民的贫困对策，农业结构改革

的政策也同时被推行。张掖市的农业在 1980 年以前是以小麦为主要粮食作物，1980 年开始

引进玉米，1990 年后期起，转换到种用玉米，这个约是饲料用玉米收入的两倍。包括与生育

期不同的其他作物一起栽培的间种作物，在节水政策实施的这个时期，种植玉米成了张掖地

区农业的中心。在市街区周边，可以看到很多经济性较高的蔬菜栽培，2006 年开始了棉花栽

培。种用玉米及棉花的栽培，一般是农业企业向农家提供种子及必要的资材，制订了耕种及

栽培管理手册（照片 2）进行指导，并签订采购最终产品的合同。在行政组织上，借用民间企

业的力量，从事农业结构改革，使得节水政策与农业结构改革形成互动。 

 

         照片 2：丰乐种业 2006 年基地管理制度 

 

    通过各种政策推进节水，得以确保了下游的水量。实际上，通过监视上游流到中游和中

游流往下游的流量，一年中几次停止对部分中间流域河川水的取水，或是在一定期间停止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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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取水以对下游进行放流的调水。在笔者访问张掖期间，好几次目睹了这样的调水。平时大

量水流过的灌溉水路的水消失了，而黑河本流则如洪水一样水量满满流动。其结果如同图 2

所示，2003 年以后莺落峡和正义峡流量差的中间流域的水消费量减少，流往下游的流量确实

增加了。正因为如此下游末端湖的湖水复活了。根据在张掖水利局的采访调查中，2006 年在

模范事业开始时为实现流量分配而所需的节水量为每年 4.8-5.8 亿吨（李·田 2003）。这个数

字仅相当于 2000 年当时中游流域取水量的一半，尽管如此国家要求大量节水。一方面，与节

水相反，缩小农业生产。其实要防止地方的经济损失，在现实中非常困难。因此，调水期间

地下水井很多处在运作中，此水经过水路灌溉到农地。图 3 显示了到 2003 年的数据，地下

水和河川水合用的水的总使用量自进入2000年后一直没有减少，涉及利用的限制也基本没有。

因此河川水利用减少了，对地下水的依存度却增加了。地下水利用增加的原因在于，节水政

策开始当初基本上不征收地下水的使用费，也没有利用的限制。河川水在水利管理所——地

方政府水管理的末端组织的管理下，自古以来进行了严格管理。关于地下水运用则基本上是

由农民自行决定的，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很大的理由。 

据 2004 年对张掖市进行的调查（中村，2008），自古以来由地下水进行灌溉的地域，农

民则申诉地下水位不断降低。地下水位降低问题通过行政组织传到张掖市水利局后，当初作

为减少河川水利用有力手段的地下水利用，此后得以调整。规定了地下水资源保护及其管理

方针的《张掖市地下水资源开采管理暂行办法》于 2006 年得以发布，此后对地下水利用征收

费用，地下水利用同河川水一样，改为由水利管理所管理。 

 

八、环境政策实施中地方政府的作用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在节水政策下从河川水到地下水的水源转换、其结果导致地下水

位的低下、作为对策限制地下水利用的这个过程呢？地方政府（张掖市）作为节水政策实际

执行的主体，利用了本来中央政府政策中提到的必须加以保护的资源地下水，而当发生问题

后采取了合适的对策，达成了中央政府意图的节水政策。下面，我们看看节水政策开始前张

掖市的水利用概况，来考察一下为何张掖市把利用地下水作为主要措施？ 

图 3 所示不同水源的取水量变化，地下水取水量增加时期有两次。第一次是 1991 年到

1992 年，第二次是 2002 年节水政策开始时。前者，夏季降水量少，从黑河上方流域流入量

少。黑河的水大部分在中间流域被利用，基本没有对下游放流，导致下游水不足严重。中间

流域也是水不足，其解决方案之一是增加地下水的利用。此后，1990 年代降水量少，导致流

量少的年份较多，原来一直从河川取水，以水不易到达的扇状形末端的地平地为中心，对地

下水灌溉的依赖性增加了。2000 年扇状形末端部及市街地周边以地下水灌溉为主体（中村

2008）。这与市街地周边经济性较高的蔬菜栽培等的增加相关。需要频繁进行灌溉的蔬菜栽培

对利用量及次数的限制比较多，仍用以前水利管理所用的河川灌溉方式的话，其管理是应接

不暇的。地下水灌溉得以推行的 2004 年，仅依赖于河川灌溉的地区则仅限于一直以玉米为中

心的谷物栽培的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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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看，张掖市被指定为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区域，在其节水政策具体化时采用的地

下水转换措施并不是当时考虑出来的新方案。倒不如说是 1990 年代起就采用的节水政策，或

者说为对付干旱而采取的地下水灌溉，是针对试点这个具有期限的节水目标而采取的可行性

最高、又可计算的措施。另外从地下水位的数据来看，水位下降从 1990 年代起已经开始。正

如预料之中，张掖市从某种程度上预想到地下水位降低，并在理解中央政府对水法中过度利

用地下水发出警告之后，为达成现实目标而在当初选择了地下水的利用 

在此次政策实施过程中，采用了如准备利用地下水、重新探讨灌溉水量、改修水路等在

技术上可行的措施。试点虽然只是尝试，但对接受方的地方政府来说，也需要拿出必要的成

果。尽管也有类似水票这样崭新的措施，但那作为节水政策只起了象征性的作用，实际上另

外还推行了多种得力的具体措施。 

正如窪田（2009）所指出的，张掖市如果继续依赖地下水的话，将来地下水位的低下将

更严峻。另一方面，试点期间张掖市实际水消费量并没有得到削减，在这种情况下，单单通

过对地下水使用征收费用的经济手段来推动减少地下水利用和资源的保护，实际上并没有解

决关于黑河的水利用的课题。在节水试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张掖市，今后在黑河水环境保

护上也被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结语 

 

本文以中国西北部黑河流域张掖市为对象，就节水政策——中国政府重要的环境政策的

一个方面的实施过程中探讨了地方政府发挥的作用。张掖市通过利用地下水这一中央政府并

不一定提倡的手段，回避了伴随节水导致的经济损失而实现了节水目标。并在地下水利用发

生问题时，及时提出了对应的政策。正是地方政府一系列坚实且灵活的应对，使得试点获得

成功，这一事例值得评价。今后，依赖地下水的状况是否可能得到改善，仍然是一个大问题， 

从现在开始更是一个关键的时期。 

笔者从 2001 年起开始在张掖调查，直到 2006 年节水型社会建设试点结束为止。在这期

间，窪田在 2002 年事业开始后和 2006 年评价结束后两次与张掖市水利局的技术人员进行了

直接的对话。试点开始时的节水目标很高，当时同我们公开见面后，就如何实现节水目标、

其技术上的可能性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2006 年向他们提示了我们的分析报告时，我们

就地下水利用的问题、水消费量实际并没有削减的问题，同他们进行了议论。在对地下水位

低下的担忧、以及如何估算地下水涵养量（每年供应给地下水带的水量）等问题上，双方的

见解存在差异，直到最后也没能统一意见。对实际水消费量并没有削减的情况，他们也抱有

同样的担忧。也许减少农地、实行移民等可能会实现水消费量的减少，但要确保防止经济损

失、避免增加农民负担之上实现节水目标，实际上非常困难。在这里再次使笔者意识到如何

找到妥协点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 

遗憾的是 2006 年以后，没有机会访问张掖。但愿以后有机会能够看到节水政策后的实际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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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 

 

   中国是一个水资源极为匮乏的国家，水资源总量不到世界的 6%，而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约

为 22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王 2007；Deng et al. 2004；Shan et al. 

2000）。而且国内的水资源分布也不均匀，一般来说南部地区水资源较为丰裕，而北部地区相

对较为匮乏（国际合作银行 2004；中国水利部 2000；Zhang 2005）。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再加上随着近年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水资源的利用量也急剧增加，黄河流域甚至出现了

断流现象1，这足以可见水资源匮乏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在中国的北方地区，水资源的可持

续利用问题已经被提升为国家主要政策课题之一。特别是占总用水量 70%的农业用水，不仅

是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也支撑着农村人口的日常生活。不仅如此，由人口增加、饮食

多样化所致的粮食自给率的下降、三农问题2、城乡贫富差距等各种社会问题继踵而至，而要

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确保农业生产的水资源就变得尤为重要。另一方面，随着近些年来的工

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进一步增加了对水资源利用，这迫使农业用水变得更为紧张。1980

年农业用水曾占总用水量的 78%（3699 亿立方米），而到了 2005 年，却降到了只占 50%的

程度（3580 立方米），预测到 2050 年这个数字将降至 50%（4200 立方米）（刘、陈 2001）。

在如此急剧变化的环境中，如果要想通过农业振兴来发展农村社会和提高农民收入，那么很

有必要对以下问题进行认真思考：即在哪个地区能削减多少程度的水资源利用；什么样的水

资源利用更有效率。也就是说，如何提高农业用水的效率，进而实现农业增产是关键。特别

是从中国农业的灌溉面积的比率大小及灌溉地区的生产性的高低来看，因各流域的自然条件

和社会经济条件的不同，其水资源利用效率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  指河流中的水完全消失的现象。自 1972 年首次观测到断流以来，断流现象一直延续到 1999 年。特别是

在 1997 年出现的大规模断流，其时间长达 226 日，从河口算起的断流距离达到了 704 公里（孙等 2001）。 
2  指中国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意为农民的低收入、农业的不安定和农村的荒废。 



专题研究 
 

105 
 

    有关中国农业生产领域的水资源利用的效率性研究，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以 Deng et al.（2004），Kang et al.（2003），Zhang et al.（2004），Huang 

et al.（2002）等的研究为代表，是使用 WUE（Water Use Efficiency）指标的方法。WUE

指标就是指通过实地观测获取的来自作物的水蒸发量与作物的生产量之比。此方法虽然需要

对地域进行限定，但是由于使用了该地域内的详细观测数据，一般认为其结果的精度较高。

另外，此方法还可以推测使用田间灌溉、塑料薄膜、点滴灌溉等节水灌溉技术时的效果，是

一种测量技术性效果的有效方法。当然，由于使用此方法时需要对所观测地域进行限定，所

以其观测结果在广域范围内是否适用问题仍是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课题。不仅如此，来

自作物的水蒸发量既包含农业用水量也包含降水量，所以不能用此对农业用水的效率性进行

单方面的评定。特别是农业用水，灌溉设施的维护管理和运作中会产生费用，这些费用转嫁

到农产品后影响价格。所以，从农业生产中对财物的有效利用角度，我们也可以认识到，使

用经济性（经营性）手法对农业用水的效率性进行评价也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经济性（经营性）方法对农业生产中水资源利用的效率性进行评价。

笔者（2007，2008）以及园田（2003）、Kaneko 等（2004）的研究就立足于这个角度。此

方法的基本概念就是试图把水视为生产要素投入农业生产后尽可能获取最大生产量的做法。

换句话说就是依据如何用尽可能少的水获取尽可能多的生产量来确定效率性的方法。这种情

况下，虽然研究对象会受到该地区相关数据是否可以弄到手这一问题的限制，但是像中国这

样各省（自治区）（以下都以“省”略记）级数据都可以弄到手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地区间的

用水效率性进行比较和研讨。当然，以“省”为空间单位的话，有一个不足就是我们无从考虑该

地区内部的状况。因此，上述如 WUE 那样通过观测而获取结果的方法与经济性（经营性）

方法进行相互比较、研讨实际上是最重要的。 

    总的来说，本研究主要通过事例较少的运用经济性（经营性）方法对农业用水的效率性

进行评价。其间将借用由经营学领域派生出来的数据包网络分析法（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在此，Kaneko 等（2004）已经运用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随机前沿分析法（SFA：

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对中国各省的农业用水效率性进行了评价。但是在 Kaneko

等（2004）的研究中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研究期限从 1999 年至 2002 年显得过短；

②所得到的效率性评价中并未以流域为对象；③随机前沿分析是一种参数化的分析方法，有

可能在说明变量之间出现多重共线性，使得推定结果不稳定；④由于事先对生产函数类型进

行了特定，使得不同函数类型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此外，与随机前沿分析法相比较，用数

据包网络分析法所获取的效率性更易受到观测误差等因素的影响（白川等，2006）。再者，虽

然园田等（2003）与笔者等（2007）一样运用了数据包网络分析法，但是其研究是对中国各

省农业生产效率性的评价，并非对农业用水效率性的分析。在此有必要一提是，Lilienfeld 和

Asmild（2007）曾以美国堪萨斯州利用奥加拉拉蓄水层（The Ogallala Aquifer）的水进行

灌溉的区域为对象，运用数据包网络分析法对其农业用水量的效率性进行过评价。 

    因此，本研究中在适当参考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包网络分析法，主要对 1997 年

至 2005 年期间的中国农业用水的效率性进行分析和探讨。此外，由于是按主要江河流域对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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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进行了区分，本研究也将对各流域、地区之间的效率性差异进行比较分析。最后部分还将

分析有哪些决定性因素使得它们之间出现那样的效率性差异的。通过这些分析，弄清楚中国

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型农业生产应该如何有效使用农业用水。 

 

二、所使用数据资料和对主要江河流域的行政划分 

 

1．使用数据资料 

    在本研究中，主要使用由各省公开发表的统计数据对农业用水的效率性进行分析。在研

究中所使用的有关中国各省水资源拥有量及农业用水量3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水资源公报（中

国水利部 1997-2002）、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 2004-2005）、中国国家统计局4。 

 

 

 

 

 

 

 

 

 

 

 
5 

 

 

 

 

 

 

 

 
 

                                                  
3  中国水资源公报中所记载的农业用水量中除了灌溉用水量持外，还包括林、牧、渔业的用水量。但是无法

知道这些领域用水量的详细情况，本研究中把农业用水量定义为主要农作物生产所用水量。 
4  中国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 http://www.stats.gov.cn/index.htm >2006.10.1 参照。 
5  水资源（总）量是指评价地域内因降水从地表·地下的流出总量（不包括从区域外流入的量），其计算方法

为地表水资源与地下水资源之和减去因两者相互转化而导致的重复计算量（中国水利部 2000）。此处的

地表水资源是指江河、湖泊、冰河等地表流动性水体，用天然江河的流出量来表示。地下水资源量是指降

水、地表水体（包括河道、湖泊、水库、用水渠体系、通过用水渠灌溉的农田）渗入地下，给地下含水层

进行补给的流动性水量（中国水利部 2000）。 

表 1：使用数据   
号码 数据项目 单位 数据作成 

1 主要农作物生产量 万吨 ― 
2 主要农作物耕种面积 千公顷 ― 
3 耕地面积 千公顷 使用 1999 年至 2005 年的数据 
4 农村人口 万人 ― 
5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万 kW ― 
6 化学肥料 万吨 ― 
7 农业用水量 亿立方米 ― 
8 水稻耕种面积比例 % 种耕 面积/主要农 种作物耕 面积 
9 小麦耕种面积比例 % 种耕 面积/主要农 种作物耕 面积 
10 玉米耕种面积比例 % 种耕 面积/主要农 种作物耕 面积 
11 经济作物耕种面积比例 % 种耕 面积/主要农 种作物耕 面积 
12 耕种作数 ― 耕作面积/耕地面积 
13 水灾面积比例 % 水灾面积/耕地面积 
14 旱灾面积比例 % 旱灾面积/耕地面积 
15 盐化･碱化土壤恢复面积比例 % 盐化/碱化土壤恢复面积/耕地面积 
16 水坝总容量 亿立方米 ― 
1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万元 按 2005 年价格换算 
18 水资源量 亿立方米 ― 
19 降水量 毫米 各省主要城市的数据平均值 

20 平均气温 ℃ 各省主要城市的数据平均值 
21 日照时间 1000 小时 各省主要城市的数据平均值 
22 时间趋势 ― 1997 年=1，此后每年增加 1  

 
*: 主要农作物产量是指包含粮食（大米、小麦、玉米、豆类、薯类等）、油料、棉花、麻类、甘蔗、甜菜、烟叶等的生

产量。此外，主要农作物耕种面积就是指上述农作物的耕作面积。 
**: 关于耕地面积的数据，由于 1999 年以前一直被过小评价（小岛 2003），因此本研究使用 1999 年以后的数据进行分

析。关于此处 1999 年至 2005 年的耕地面积，由于一贯使用 1996 年的调查数据，所以其值不变。此外，中国统计书上

的耕地面积是指进行耕作，栽培农作物的耕地面积（小岛 1988）。这种情况下，新开耕地、未满 3 年的不耕种地和当年

的闲置耕地都被计算在内（小岛 1988）。 
***: :经济作物包括油料、棉花、麻类、甘蔗、甜菜、烟叶等 
****: 时间趋势是指用来测量因技术进步和政策等趋势变化的说明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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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eld of major farm crops include yield of grain (grain includes rice, wheat, corn, beans, tubers (potatoes), etc.), oil-bearing crops，
cotton, fiber crops, sugarcane, beetroots, tobacco, etc. 
**: China accomplished a survey of land area in 1996 which suggested that total cultivated area was significantly underreported. 
Data for cultivated area before 1999 might be as much as 30-40 percent underreported. Therefore, this study used the data after 1999. 
However, the data during 1999 to 2005 has the same values because the data was referred on the study of 1996. Also, cultivated area 
refers only to permanent cropland and includes land left fallow for less than 3 years.    
***:Cash crops include oil-bearing crops, cotton, fiber crops, sugarcane, beetroots, tobacco, etc. 
****: Time trend variable indicates a trend change such as technical progress or a policy improvement. We assumed a value of 1 for 
year 1997 and each value increased by 1 every year. 

 

    此外，有关农业生产及其相关要素的数据主要使用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8-2005）和中国国家统计局。而气象数据则参考在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国家统计局

1998-2005）和中国国家统计局所记载的各主要城市的观测降水量、平均气温和日照时间。上

述所使用数据详见表 1，其出处见表 2。. 

 

 

 

 

 

 

 

 

 

 

 

 

 

 

 

 

 

2．对主要江河流域的行政划分 

    在此笔者特地对以主要江河流域进行了行政划分。通常，如果要保持行政界线与江河流

域界线在空间上的整合性，最好使用统计类书籍中的最小行政单位——县市的数据资料

（Onishi et al. 2007）。但是县市的数据资料往往不容易弄到手，就算能弄到手，有关中国水

资源量及农业用水量的数据资料一般也只有以省为单位的（没有主要江河流域各自的水资源

量公报，而其公开发表的年份和项目等也存在出入）。因此，在本研究中，笔者按省级行政界

线来划分各主要江河流域。也就是说，通过对代表各流域的省份的确定和划分，可以对各流

域之间的农业用水效率性差异进行比较和分析。 

    本研究将在以下部分中使用以省为单位制作而成的江河流域界。因此需要指出的是，在

表 2：使用数据的出处 
号码 数据项目 数据出处 

1 主要农作物生产量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2 主要农作物耕种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3 耕地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4 农村人口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5 农业机械总动力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6 化学肥料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7 

农业用水量 
中国水资源公报（1997～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4 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8 水稻耕种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9 小麦耕种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0 玉米耕种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1 经济作物耕种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2 耕种作数 ― 
13 水灾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4 旱灾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5 盐碱土壤恢复面积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6 水坝总容量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7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中国统计年鉴（2000 年，2005 年，2006 年） 
18 

水资源量 
中国水资源公报（1997～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2003~2004 年），

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19 降水量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20 平均气温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21 日照时间 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4 年），中国国家统计局（2005 年） 
22 时间趋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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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等地区情况、特征等若干方面可能会和实际的江河流域界之间有所不同。 

    首先利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的 100 万分之 1 的数据6绘制 DEM（Digital Elevation 

Model）集水区域。其次以这些主要江河流域界为依据确定其所属的省份。此时如果出现跨越

2 个流域以上的省份，那么原则上按其面积比例来决定。绘制成的各主要江河流域界的省级行

政区划由图-1 所示。在参考刘·陈的研究（2001）和中国水利部的数据（1997-2005）的基础

上，笔者把湄公河、怒江、雅鲁藏布江流域等归入西南诸流域，而把位于中国内陆地区的各

流域归入内陆流域。然后进一步把长江以北称为北部地域、长江以南称为南部地域，把内陆

部称为内陆流域。北部地域包括黑龙江流域、辽河流域、海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

南部地域包括长江流域、东南诸流域、珠江流域、西南诸流域。此外，为了把 3 个区划和流

域界进行区别，本研究称其为“地域”，下表-3 所显示的就是对省、流域界和地域的划分情况。 

 
图 1：以主要河川流域为界的行政划分 

 

 

 

 

 

 

 

 

 

 

 

 

 

 

 

 

 
    资料说明：① 本研究分析不包括台湾和香港地区。 

     ② 山东省横跨黄河流域和淮海流域，但在黄河流域周边地区则大量从黄河引水使用，所以被研究把山东省作为黄河

流域的一部分。. 

 

 

 

 

                                                  
6  1：100 万中国数值地图数据：中国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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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业的现状 

 

1．农业生产现状 

在此首先利用前章中的数据和省级流域界，对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中国农业生产现

状进行说明。 

 

 

 

 

 

 

 

 

 

 

 

 

 

图 2 所示的是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中国主要农作物产量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中

国 1997 年的主要农产品生产量为 67120 万吨，1998 年比前年增加了 2522 万吨，为 69642

万吨。但 2000 年的产量与 1998 年相比减少了 5736 万吨，将至 63906 万吨。而在 2000 年

至 2005 年期间，产量又增加了 14267 万吨，达到了 78173 万吨。从总体上来看，可以说中

国的主要农作物产量呈现出逐渐增加的倾向。如果按不同地域和不同流域来看的话，北部地

域 1997 年至 1998 年期间呈增产趋势，而 1998 年至 2000 年却出现了产量减少，但在 2000

年以后出现了大幅度的增产。1998 年至 2000 年出现较大减产的是黑龙江流域，共计减产 1338

万吨。而 2000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增产主要出现在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分别增加了 2868

万吨和 2366 万吨。在南部地域，1997 年至 2001 年总体呈减产趋势，但此后出现了缓慢的增

产。从 1997 年至 2001 年的减产和此后的增产主要指的是长江流域，分别为 1298 万吨和 1956

万吨。在内陆河流域，1997 年至 1998 年期间出现了增产，而 1998 年至 2000 年期间则呈现

出减产的趋势，2000 年以后又出现了增产。 

图 3 所示的是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中国各主要农作物的耕种面积变化。从图中可以看

出，中国全体的主要农作物耕种面积基本上一直维持在 15400 千公顷前后的水平上。在 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虽然有所增加，1999 年至 2003 年期间出现了减少的倾向，此后至 2005 年

又出现了缓慢的增加。如果按不同地域和不同流域来看的话，北部地域 1997 年为 75710 千

ha，2005 年增至 79006 千公顷。特别是淮河流域和黑龙江流域的增势显著，分别增加了 2004

千公顷和 1939 千公顷。不过同属北部地域的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却分别从 1997 年的 20290

表 3：省、流域界、地域的区分 

省 流域 地域 省 流域 地域 省 流域 地域 

北京 海河流域 北部地域 安徽 淮河流域 北部地域 重庆 长江流域 南部地域 

天津 海河流域 北部地域 福建 东南诸河流域 南部地域 四川 长江流域 南部地域 

河北 海河流域 北部地域 江西 长江流域 南部地域 贵州 长江流域 南部地域 

山西 黄河流域 北部地域 山东 黄河流域 北部地域 云南 西南诸河流域 南部地域 

内蒙古 内陆河流域 内陆河流域 河南 淮河流域 北部地域 西藏 西南诸河流域 南部地域 

辽宁 辽河流域 北部地域 湖北 长江流域 南部地域 陕西 黄河流域 北部地域 

吉林 黑龙江流域 北部地域 湖南 长江流域 南部地域 甘肃 内陆河流域 内陆河流域

黑龙江 黑龙江流域 北部地域 广东 珠江流域 南部地域 青海 内陆河流域 内陆河流域

上海 长江流域 南部地域 广西 珠江流域 南部地域 宁夏 黄河流域 北部地域 

江苏 淮河流域 北部地域 

海南 珠江流域 南部地域 新疆 内陆河流域 内陆河流域
浙江 

东南诸河流

域 
南部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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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公顷和 9962 千公顷微降至 2005 年的 19833 千公顷和 9603 千公顷。内陆河流域与北部地

域同样，1997 年为 13356 千公顷，2005 年增至 14150 千公顷。而南部地域却呈现出减少的

趋势，1997 年时还有 64904 千公顷，到 2003 年降至 61083 千公顷，此后虽有所增加，至

2005 年也不过只有 62332 千公顷。其中减少趋势最明显的是东南诸河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

流域。其耕种面积分别从 1997 年的 6888 千公顷、39933 千公顷和 12629 千公顷降至 2005

年的 5319 千公顷、38641 千公顷和 12083 千公顷。 

 
图 2：不同利于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 

 

 

 

 

 

 

 

 

 

 

 

 

 

 

 
图 3：不同流域的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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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显示了中国自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中国农业用水量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

中国总的农业用水量在 1997 年至 1998 年期间曾是呈下降趋势的，1998 年和 1999 年期间变

为呈增加趋势，此后至 2003 年又出现下降趋势。也就是说农工用水量从 1997 年的 3920 亿

立方米降至 2003 年的 3433 亿立方米。期间下降最厉害的是 2002 年与 2003 年期间，下降了

303 亿立方米。在此后的 2004 年，农业用水量又增至 3586 立方米，2005 年与此基本持平。

如果按不同地域和不同流域来看农业用水量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北部地域 1997 年为 1618

亿立方米，2003 年降至 1226 亿立方米，2004 年以后基本维持在 1300 亿立方米的水平上。

1997 年至 2003 年期间下降最明显的是淮河流域，即从 659 亿立方米降至 430 亿立方米。在

同时期的黄河流域，农业用水量也从 368 亿立方米降至 299 亿立方米。在南部地域，1997 年

与 1998 年期间曾一度减少，1998 年至 2000 年期间变为呈增加趋势，此后至 2003 年又出现

一路下降趋势。1997 年该地域的农业用水量为 1644 亿立方米，至 2003 年降至 1488 亿立方

米。2003 年以后稍有增加，至 2005 年其农业用水量为 1528 亿立方米。1997 年至 2003 年

期间下降最明显的是长江流域，从 775 亿立方米降至 661 亿立方米。而在内陆河流域，1997

年至 1999 年期间从 658 亿立方米增至 732 亿立方米，此后出现了稍微下降的趋势，2002 年

后基本维持在 720 亿立方米的水平上。 

 
 

图 4：不同流域的农业用水量 
 

 

 

 

 

 

 

 

 

 

 

 

 

 

 

图 5 显示了与各地域单位农业用水量相对应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的变化情况。北部地域

在 1997 年至 1998 年期间呈增加趋势，而后至 2001 年则呈下降趋势，此后又变为增加。总

体来看整个变化呈增加趋势，从 1997 年的 20 吨/万立方米增至 2005 年的 30 吨/万立方米，

与其它地域相比处于最高水平。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中国北部地域的农业用水效率比其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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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要高。在南部地域，1997 年与 1998 年期间稍有增加，而后至 2001 年呈下降趋势，此后至

2004 年达到最高值，2005 年又开始下降。但是总体趋势呈基本持平，1997 年为 22 吨/万立

方米，2005 年为 23 吨/万立方米。2002 年以后的农业用水效率，北部地域要高于南部地域。

在内陆河流域，1997 年与 1998 年期间曾一时出现增加，而后至 2001 年呈下降趋势，此后又

变为增加。但从整体来看，在这期间基本处于持平状况，1997 年为 9 吨/万立方米，2005 年

也为 9 吨/万立方米。与其它地域相比，内陆河流域的单位农业用水量下的主要农作物产量明

显偏低，2005 年仅为北部地域的三分之一。 

 

图 5：不同地区的每单位农业用水量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 

 

 

 

 

 

 

 

 

 

 

 

 

 

 

 

图 6 所示的是与各流域单位农业用水量相对应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的变化情况。在这些

流域当中，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增加最明显的是淮河流域，其次是黄河流域。在淮河流域，

这一期间从 19 吨/万立方米增加至 36 吨/万立方米，其 2005 年的值创下了这些流域中的最高

值。在黄河流域，从 22 吨/万立方米增至 32 吨/万立方米，其 2005 年的值成为了这些流域中

第二高值。而东南诸河流域、西南诸河流域、内陆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珠江流域

在同时期虽逐年有所变化，但是总体上显示出基本持平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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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不同流域每单位农业用水量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 
 

 

 

 

 

 

 

 

 

 

 

 

 

 

 

 

 

 
表 4：农业生产现状（1997 至 2005 年期间的平均值） 

 

  

农业生产投入要素 耕种状况 

农村人口（万

人） 

农业机械总

动力 
化学

肥料 
农业用

水量 
水稻 小麦 玉米 经济作物 

耕种

作数 
（万kW） 

（万

吨） 
（亿立方

米） 
面积比例

（%） 
面积比例

（%） 
面积比例

（%） 
面积比例

（%） 
黑龙江流

域 
3316 2787 252 269  14 3 40 12 0.8 

辽河流域 2316 1419 114 88  14 2 42 27 0.9 
海河流域 6124 8173 313 190  3 24 29 42 1.2 
黄河流域 12522 10605 675 342  3 29 21 29 1 
淮河流域 18198 12176 1040 537  18 28 10 30 1.6 
长江流域 25456 8187 938 720  31 9 7 32 1.5 
东南诸河

流域 
6322 2860 213 227  43 3 1 47 1.7 

珠江流域 10521 3512 390 502  42 0 5 47 1.4 
西南诸河

流域 
3684 1595 122 134  9 16 10 21 0.8 

内陆河流

域 
4687 3726 248 715  1 24 13 32 0.8 

北部地域 42476 35160 2394 1425 9 22 25 29 1.1 
南部地域 45983 16155 1663 1583 32 7 6 36 1.4 

说明: *: 各项目的单位遵照表-1。**: 表中的数据是作者对表-2 数据进行整理后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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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显示的是有关农业生产的现状。此外，为了对表 4 中所示的农业生产要素按不同流

域进行比较分析，图-7 显示了单位主要农作物耕种面积下的各投入要素以及单位投入要素下

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从单收7上看，南部地域较高，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较低。特别是东

南诸河流域，其单收为最高。在单位主要农作物耕种面积下的农村人口数量方面，我们也可

以发现南部地域高、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低。特别是其中的东南诸河流域高、黑龙江流域

低的局面尤为明显。另外，在单位农村人口下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方面，黑龙江流域、珠江

流域、内陆河流域相对较高，其劳动生产性也较高。而在单位面积的农村人口较多、劳动生

产性较低的东南诸河流域，可以说其生产效率并不高。在单位主要农作物耕种面积下的农业

机械总动力方面，海河流域具有压倒性优势，而黑龙江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在单位农业机械总动力下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方面，黑龙江流域、长江流域、珠

江流域较高，而海河流域较低。也就是说，黑龙江流域、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生产效率相

对较高，而海河流域则较低。在单位主要农作物的耕种面积下的化肥使用量方面，黑龙江流

域、西南诸河流域、内陆河流域相对较低。而在单位化肥使用量下的主要农作物生产量方面，

黑龙江流域、珠江流域、西南诸河流域相对较高，在生产效率上黑龙江流域和西南诸河流域

相对较高。 

图 7：不同流域的农业生产投入要素比较 

 

 

 

 

 

 

 

 

 

 

 

 

 

 

 

 

 

 

 

                                                  
7  本研究中的单收（ト吨／ha）是指单位种植面积下的主要农作物产量。 

说明：横轴的数字表示：①主要农作物生产量/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②农村人口/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③农业机械总动力

/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④化学肥料/主要农作物种植面积、⑤主要农作物生产量/农村人口、⑥主要农作物生产量/农业机械

总动力、⑦主要农作物生产量/化学肥料。 
**: 纵轴上的数值，表示的是以中国全国平均为 1 的时候的值。 

***: 各图中的值，用的是各个流域从 1997 年到 2005 年间的平均值。 
****: 各图中的中国全国的平均值为：①4.52 吨／ha，②6.42 人／ha，③3.99kW／ha，④0.27 吨／ha，⑤0.80 吨／人，⑥1.52
吨／kW，⑦17.59 吨／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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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表 4 可以看出各地域的耕作情况。南部地域主要栽培稻米，北部地域和内陆河

流域则主要栽培小麦和玉米。此外，经济作物的比例普遍比较高，特别在经济上比较富裕的

海河流域、东南诸河流域和珠江流域等地域，种植经济作物的比例尤为高。在南部地域，每

年的耕种都会超过一作。 

 

2．气候、水利等现状 

    表 5 显示的是灾害、水利、经济和气象状况。就灾害状况而言，南部地域较多发生水灾，

而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较多发生旱灾，这样的差异应该与气象条件有很大的关系。此外，

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容易遭受盐化、碱化的侵蚀，为此当地出台了一系列应对政策。再从

水利状况总容量的角度来看，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总容量相对较多。就经济状

况来看，东南诸河流域、海河流域等比较富裕的省份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相对较高。在气

象条件方面，一般来说南部地域的降水量和水资源量较为丰富，而北部地域和内陆河地域较

贫乏。还有，南部地域的气温较高，相对比较温暖，而北部地域和内陆河地域的气温较低。

降水量稀少的北部地域和内陆河地域的日照时间长，气象条件比较干燥。 

 
表 5：气候、水利等的现状（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平均值） 

说明：*各项目的单位遵照表 1。 
      **: 表中的数据是作者对表 2 数据进行整理后的结果。 

 

 

四、分析手法 

 

1．数据包网络分析法 

数据包网络分析法是由 Charns et al.（1978）开发的用于评价事业活动的一种手法。通

常，在事业活动的评价中，比如支出与收入之比的收支率是衡量经营效率的重要指标，收入/

支出（收支率的倒数）的值越大就表明该事业体的活动越有效率（上田 1999）。但是在收入（输

出）的获取中往往存在多个输入要素，它们对收入的影响各不相同时，我们不能简单的用收

  

灾害 水利 经济 气候 

水灾 
（%） 

旱灾 
（%） 

盐化、碱

化土壤

（%） 

水坝总容

量（亿 m3）

农村居民纯

收入 
（万元） 

水资源总

量（亿

m3） 

降水量 
（毫米） 

平均气温 
（℃） 

日照时间

（小时）

黑龙江流域 3 14 2 391 2650 1078 510 5.9 2512 
辽河流域 3 21 7 319 2990 249 588 10.3 2442 
海河流域 1 16 21 276 4301 161 458 13.5 2295 
黄河流域 3 16 6 316 2297 727 449 12.5 2255 
淮河流域 8 10 8 733 2953 1566 913 16.0 1871 
长江流域 10 8 1 1377 2942 8856 1264 17.3 1385 
东南诸河流域 8 5 1 465 4463 2205 1378 19.0 1611 
珠江流域 5 6 1 777 2999 4163 1701 22.7 1606 
西南诸河流域 3 3 0 97 1691 6776 804 12.4 2462 
内陆河流域 2 13 7 465 1945 2279 389 8.0 2547 
北部地域 3 14 9 2035 3019 3781 578 12.3 2230 
南部地域 8 7 1 2716 2993 22000 1308 18.0 1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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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支出之和来衡量效率性的高低（上田 1999）。在这种情况下，数据包网络分析法就是一种

有效的分析测量法。 

正如前文所述，所谓数据包网络分析法，就是把事业体的活动视为运用投入要素（输入）

以获取产出（输出）的过程，并把这样的输出和输入变换过程作为效率值进行评价的方法。

数据包网络分析法具有两大特征：①能对拥有多个投入要素和产出要素的事业体进行比较公

平公正的评价；②以生产活动最优事业为基准进行相对比较评价。本研究将使用此手法中最

常用的 CCR（Charnes-Cooper-Rhodes）模型展开分析。需要指出的是，此模型是建立在一

个假设之上的，即假设在生产方面规模收益是一定的。 

假设在某个事业活动中存在 n 个事业体（DMU：Decision Making Unit）（DMU1…，

DMUk…，DMUn），各有 m 个输入（x1k，x2k…，xmn）和 s 个输出（y1k，y2k…，ysn）。此

时，如果输入的权重为 vi (i=1，2，…，m)和输出的权重为 ur (r=1，2，…，s)，那么第 k 个

事业体的效率值可以用以下算式（1）来计算确定。 

 

目标函数 
mkmkk

skskk
k xvxvxv

yuyuyu
θ





2211

2211max   （1） 

条件式 1
2211

2211 




mjmjj

sjsjj

xvxvxv

yuyuyu

･･･

･･･   (j=1，2，…，n)               0,,,,2,1 sr uuuu ････  ， 

0,,,, 21 mi vvvv ････  

 

    算式（1）的条件式使得权重系数 vi，ur的假想总输入和总输出之比控制在 1 以内。在满

足此条件的情况下，确定权重系数 vi，ur的值，以让该事业体 k 的活动 kθ 达到最大值。在数

据包网络分析法中，权重系数根据不同的评价对象取不同的值，由此可以在评级结果中反映

出事业体的多样性，从而能够公平的评价事业体所具有的特征。 

    此处（1）式的分式规划问题与下面的（2）式的线性规划问题相同（Charns et al.，1978；

上田，1999）。关于向线性规划问题的转换，可以参考南（2004）和高萩（2004）的研究。 

 

目标函数 skskk yuyuθ  11max    （2） 

条件式 
mjmjsjsj

mkmk

xvxvyuyu

xvxv




･･･1111

11 1
  

(j=1，2，…，n) 

0,,,,2,1 sr uuuu ････  ， 0,,,, 21 mi vvv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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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线性规划问题的实用解法如下：  

 

目标函数 



s

r
rkrk yuθ

1

max          （3） 

条件式  
 


m

i

s

r
rjriji yuxv

1 1

0  (j=1，2，…，n)      





m

i
iji xv

1

1  

),.....,2,1(0),,.....,2,1(0 srumiv ri   

 

此对偶问题的算式如下： 

 

kθmin                  （4） 

条件式 



n

j
ikkjij xθλx

1

0  (i=1，2，…，m)                





n

j
rkjrj yλy

1

 (r=1，2，…，s) 

0jλ  (j=1，2，…，n) 

 

依据对偶定理，用算式（3）与（4）求目标函数值是一致的，所以只要使用这些算式中的一

个就可以求得效率值。通常， kθ 的取值范围是 0< kθ ≤1，其值越接近 1，DMU 的效率性就越

高；相反越接近 0，DMU 的效率性就越低。 

    因为本研究将要分析的是农业生产效率性及其农业用水效率性，所以产出要素为主要农

作物生产量，而投入要素包括主要农作物耕作面积、农村人口、农业机械总动力、化学肥料、

农业用水量。 

    在此，关于农业用水量效率性的测量，基本上使用所得到的农业生产效率性（ kθ ）来进

行推算。只是在出现输入剩余（即农闲）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如下处理。图-8 显示的是 2 个

投入要素 1 个产出要素时的情况的概要。首先，在数据包网络分析法中，k 省的效率值为 kθ ，

在产出量一定的条件下把投入要素一起缩小 kθ 倍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该 k 省的有效（ kθ ＝

1）投入要素的值。k 省的 kθ 为
ok

op
θk  ，k 省把各投入要素分别降至 kθ ，通过移动至点 p 上，

达到有效值（ kθ ＝1）。另一方面，在出现农闲的 k’省，通过缩小投入要素 kθ 使得
'

'
' ok

op
θk  向边

界 P’移动，u 省具有比 p’更有效的投入要素 2。因此，要使 k’省真正具有效率性，需要把投入

要素 2 中进一步削减 p’u。这个削减量 p’u 就是所谓的 slack。也就是说，当 k’省把投入要素



大西晓生等：中国农业用水效率性的地区差异及其评价 
 

118 
 

缩小至 u 省那样，就会成为最有效率的生产形态。但就 k 省而言，只需移至边界上的 p 点处

就能获得最高效率值。 

    上述内容经整理后可用下式表示。 

 
图 8：投入要素的效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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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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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限因变量模型（Tobit）分析 

  在本研究中将使用受限因变量模型分析，以推定农业用水效率性的影响要因。前面利用

数据包网络分析法所得到的农业用水效率性的取值范围为 0～1，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Ordinary Least Square）可知，所推定的参数（λ）有可能具有偏差或不一致的性质（Greene 

2003； 绳田 1992； 大西 2008）。因此中途转而采用在回归模型（censored regression model）

中最常见的受限因变量模型，通过极大似然估计法来推定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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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j：影响农业用水效率性的说明变量，λj：应当推定的参数（j 是说明变数的指数），εk：误差

项，  2,0~ εk σNε  

 

五、结果与分析 

 

1．农业生产效率性与农业用水效率性的结果 

  图 9 显示了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各流域的农业生产效率性与农业用水效率性的结果。

可供大家参考一下的是，表 6 显示了同时期各省效率性的平均值、最小值和最大值的情况。

从这些结果可以看出，从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在平均农业生产效率方面，南部地域、北

部地域、内陆河流域呈现出由高到低依次降低趋势。另外，在黑龙江流域、珠江流域，农业

生产效率相对较高，与此相反，海河流域、东南诸河流域相对较低。再者，从时间轴来看农

业生产效率性变化的话可以发现，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虽在 2000 年后的几年间出现下降的

倾向，但是总体来说是呈增加趋势的。与此相对应的是，南部地域则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下降

倾向。特别是长江流域、东南诸河流域、西南诸河流域的下降趋势较明显。由此可以认为，

虽然在 1997 年至 2002 年期间，南部地域的农业生产效率较高，但是在 2005 年却创下了最

低效率值。而同时期北部地域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提高，并于 2005 年创下了最高效率值。

在内陆河地域，自 1998 年出现最高效率值后，大部分时间的效率值都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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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不同流域、不同地区的农业生产效率性与农业用水效率性 
 

 

 

 

 

 

 

 

 

 

 

 

 

 

 

 

 

 

 

 

 

  在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平均农业用水效率性方面，按北部地域、南部地域、内陆河

流域顺序依次呈降低趋势。另外，黑龙江流域和西南诸河流域的农业用水效率性相对较高，

而海河流域和东南诸河流域则相对较低。从农业用水效率性的按时间轴变化情况来看，与农

业生产效率性一样，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呈增加倾向，而南部地域则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

特别是长江流域、东南诸河流域和西南诸河流域的下降趋势较为明显。自 2003 年以后，西南

诸河流域的效率性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北部地域的黄河流域则呈现增加趋势。再者，在 1997 年

至 2002 年期间，南部地域的农业用水效率性相对较高，此后，北部地域的效率性开始增加，

并出现了最高效率值。内陆河地域的效率性则基本上处于较低水平，2000 年后则出现了持续

增加的倾向，2005 年甚至超越南部地域创下了效率性的第 2 高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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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农业用水效率性要因的推定结果 

  前一部分介绍了农业用水效率性的差异性，在此将分析农业用水效率性出现这种差异性

的决定性要因有哪些。在所使用变量中，把农业用水效率性作为被说明变量，而把表 1 中第 8～

22 项目作为说明变量。由于使用所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时出现了说明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

（Multicollinearity），所以对变量进行了选择。 

 

 

 

 

表 6：关于各省市农业生产效率性及农业用水效率性的结果 
 

省 流域 地域 
农业生产效率性 农业用水效率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北京 3 1 0.46 0.38 0.57 0.41 0.30 0.50 
天津 3 1 0.45 0.34 0.57 0.45 0.34 0.57 
河北 3 1 0.56 0.50 0.67 0.56 0.50 0.67 
山西 4 1 0.68 0.51 0.82 0.68 0.51 0.82 

内蒙古 10 3 0.67 0.52 0.79 0.54 0.39 0.79 
辽宁 2 1 0.58 0.45 0.68 0.58 0.45 0.68 
吉林 1 1 0.87 0.65 1.00 0.87 0.65 1.00 

黑龙江 1 1 0.91 0.80 1.00 0.91 0.80 1.00 
上海 6 2 0.47 0.41 0.56 0.42 0.38 0.53 
江苏 5 1 0.42 0.38 0.46 0.40 0.35 0.46 
浙江 7 2 0.47 0.40 0.51 0.45 0.35 0.51 
安徽 5 1 0.59 0.54 0.69 0.59 0.54 0.69 
福建 7 2 0.46 0.42 0.50 0.40 0.36 0.46 
江西 6 2 0.51 0.43 0.67 0.47 0.37 0.54 
山东 4 1 0.74 0.57 0.97 0.74 0.57 0.97 
河南 5 1 0.73 0.56 1.00 0.73 0.56 1.00 
湖北 6 2 0.55 0.46 0.62 0.55 0.46 0.62 
湖南 6 2 0.46 0.43 0.49 0.46 0.43 0.48 
广东 8 2 0.64 0.60 0.67 0.45 0.42 0.49 
广西 8 2 0.95 0.81 1.00 0.88 0.65 1.00 
海南 8 2 0.82 0.74 0.92 0.60 0.49 0.70 
重庆 6 2 0.97 0.88 1.00 0.97 0.88 1.00 
四川 6 2 0.74 0.66 0.81 0.74 0.66 0.81 
贵州 6 2 0.67 0.60 0.70 0.67 0.60 0.70 
云南 9 2 0.80 0.74 0.89 0.80 0.74 0.89 
西藏 9 2 0.76 0.50 1.00 0.68 0.37 1.00 
陕西 4 1 0.68 0.55 0.83 0.68 0.55 0.83 
甘肃 10 3 0.41 0.37 0.48 0.41 0.37 0.48 
青海 10 3 0.47 0.38 0.57 0.47 0.38 0.57 
宁夏 4 1 0.45 0.38 0.50 0.36 0.13 0.48 
新疆 10 3 0.88 0.77 1.00 0.62 0.47 1.00 

    说明：*: 各流域的数字代码分别为：1 代表黑龙江流域，2 代表辽河流域，3 代表海河流域，4 代表黄河流域， 

             5 代表淮河流域，6 代表长江流域，7 代表东南诸河流域，8 代表珠江流域，9 代表西南诸河流域， 

             10 代表内陆河流域。 
          **: 各地域的数字代码分别为：1 代表北部地域，2 代表南部地域，3 代表内陆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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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如表 7 所示。所获得的结果基本良好，所推定的系数中除了水资源量，在 1%或 5%

的显著性水平上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而所推定的水资源量则在 10%的显著性水平

上也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从这样的结果可以看出，对农业用水效率性起正面影响的

要因包括玉米种植面积的比例、种植作数、水资源量、时间趋势；而对其起负面影响的要因

有大米种植面积的比例、小麦种植面积的比例、经济作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干旱面积比例、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日照时间。通常情况下，玉米是各主要农作物中水消费量较少的作物

（石 2001）。而大米、小麦、经济作物都需要较多的水消费量（石 2001）。特别是大米种植面

积比例的弹性值8较高，其种植面积每增加 1%，农业用水效率性就会降低 0.2 个百分点。此外，

在耕种作数较高的流域（地域）其农业用水效率相对较高。这一般被认为是因为一年内多次

耕作可以减轻对农业用水量等的追加性投入，今后有必要对此作一进步的考察和证实。再者，

反映气象条件和自然灾害的干旱面积比例、水资源量和日照时间的变化也与农业用水效率性

之间有很大的关系。在干旱面积高的流域（地域）和年份，农业用水效率性自然就会较低。

而在水资源量多的流域（地域）和年份，由于降雨增加了对雨水的利用，这可以减轻对农业

用水的投入。日照时间的增加会促使水分蒸发，因此作物生长需要消费掉更多的水。特别是

位于干燥和半干燥地域的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在干燥的气象条件下农业用水效率性也就

较低，这也可以从日照时间的弹性值中可以看出。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地域，本

研究的结果是其农业用水效率相对较低（所推定的系数为负）。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需要在

                                                  
8  弹性值是指这样一个值，即用来表示各说明变数每出现 1%的变化时，农业用水效率性将会出现多少个百

分点的变化。 

表 7：农业用水效率性的要因推定结果
变量 系数 弹性值

玉米耕种面积比例 0.55*** 0.14 
（5.10）

水稻耕种面积比例 -0.56*** -0.20 （-3.22）

小麦耕种面积比例 -0.55*** -0.16 （-3.18）

经济作物耕种面积比例 -0.27*** -0.17 
（-3.07）

耕种作数 0.11** 0.25 （2.41）

旱灾面积比例 -0.45*** -0.09 （-4.78）

村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0.51*** -0.29 
（-5.78）

水资源量 0.00* 0.03 （1.84）

日照时间 -0.12*** -0.45 （-5.77）

时间趋势 0.01*** 0.12 
（3.51）

常数项 1.01***  
（10.90）

对数似然 134.81
χ2（10） 192.60
观测值 279

      

    说明： *: 括号内的值表示 t 值，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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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的研究中加以进一步的验证。而时间趋势是反映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等进展情况的代理

变量，也就是说，在本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除上述各要因之外的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

对农业用水效率性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 

 

六、结语 

 

   本研究运用数据包网络分析法，主要对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中国各省的农业用水效率

性进行了评价。首先按主要江河流域界对各省进行了划分，在此基础上对各流域效率性的差

异进行了比较和探讨。然后对导致效率性差异的决定性要因展开了分析，总结出了以下几点。 

1． 在 1997 年至 2005 年期间的平均农业用水效率性方面，按北部地域、南部地域和内陆河

流域的顺序依次降低。其中的黑龙江流域和西南诸河流域的农业用水效率较高，而海河流

域和东南诸河流域的效率性较低。 

2． 但从这一期间的农业用水效率性的时间轴变化来看，北部地域和内陆河流域呈增加倾向，

而南部地域呈一定程度的下降趋势。特别是在长江流域、东南诸河流域和西南诸河流域，

农业用水效率性的下降较为明显。 

3． 对农业用水效率性起正面影响的要因包括玉米种植面积的比例、种植作数、水资源量、时

间趋势；而对其起负面影响的要因有大米种植面积的比例、小麦种植面积的比例、经济作

物种植面积的比例、干旱面积比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日照时间。 

4． 玉米是各主要农作物中水消费量较少的作物，因此种植玉米面积比例越高的流域（地域）

其农业用水效率性也越高。而大米、小麦、经济作物都需要较多的水消费量，所以种植面

积比例越高的流域（地域）其农业用水效率性也就越低。 

5． 气象条件以及自然灾害也会对农业用水效率性产生很大影响。旱灾面积的扩大自然会导致

减产。在水资源量多的流域（地域）和年份，由于降雨增加了对雨水的利用，这减轻了对

农业用水的投入。而日照时间的增加会促使水分蒸发，因此作物生长需要消费掉更多的水，

导致效率性降低。 

6． 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较高的地域，本研究得出其农业用水效率相对较低（所推定的系

数为负）。此外，正如时间趋势所示，一些技术进步和政策变化也对农业用水效率性起到

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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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一旦开始思考 1910 年对于西藏的意义，笔者就不由想起一个重大事件，即 1910 年 2 月

四川省新练陆军向西藏进军之事。根据藏人自己编著的《西藏政治史》记载，满清与英国交

涉决定在印藏交界处开设通商点，以监视该通商点为名而被派出的军队，不顾达赖政权的强

烈反对，向正在举行藏历新年传昭法会的拉萨进攻，造成了人员伤亡1。在距离清朝覆灭之日

仅仅 2 年之前所发生的这一事件，其具体情况还有许多不甚明了之处2。不过，考虑到这次军

事行动与十三世达赖逃亡英属印度及所谓的西藏“独立宣言”（1913 年 2 月）之间的紧密联系，

仍可认为该事件乃是中国-西藏关系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若要思考由该事件所象征的清朝-西藏关系的破灭，就必须在认识到大清帝国特点3——以

满洲人为统治阶层，以不同的逻辑将多样的地区和人类集团组合在一起——的基础之上对其

解体、重组的过程进行研究。正如为人们所指出的那样，清朝一直以来都是藏传佛教的最高

施主并因此获得了西藏方面的支持，19 世纪中叶以后，清朝在对外关系的变化当中逐渐将其

对西藏所行使的权力认识为“主权”，并开始推行强化其对西藏统治的政策4。不过，要想真正

把握住两者关系变化的真相，在了解上述理念性、思想性变化的同时，尚需注意清朝为了处

理与西藏关系所构筑的具体的机构、制度以及在实际操作层面所采用的方式方法，然后需要

说明所有这些方面的原本的特点在清朝演变成为一个近代国家的过程当中产生了怎样的变

化。当然，要想探讨上述问题，本论文的篇幅是绝对不够的。因此，让我们把视线转回到前

文提到的川军进藏的问题上，大家会注意到两个事情：第 1，20 世纪初，清朝的体制已经无

法将达赖喇嘛政权的意见（反抗）反映到政策当中；第 2，与西藏接壤的四川省在当时的清朝

                                                  
1  W.D. Shakabpa, 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226-228. 
2  下述研究从官僚之间的意图、立场的差异出发，对川军进藏一事决策过程的复杂背景进行了考察，该研

究并强调称，事件的肇端并非是由川军、而是由驻藏大臣联豫的卫队开枪所引起的。Dahpon David Ho, 
“The Men Who Would Not Be Amban and the One Who Would: Four Frontline Officials and Qing 
Tibet Policy, 1905-1911.”, Modern China, 34, 2008, pp.210-246. 

3  关于近年来清朝国家论的研究及论点，请参照杉山清彦、「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

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10、2008 年、347-372 页。 
4  平野聡、『清帝国とチベット問題─多民族統合の成立と瓦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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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藏政策当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川军进藏事件给清朝-西藏关系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最

终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究竟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呢？这一历史背景与原来的清

朝体制所具有的特质又有着怎样的相互关联呢？本论文在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及笔者自身考察

的基础之上，从四川与西藏之间关系变迁的角度出发，对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清朝对西藏政策

的变化进行素描，并就清朝的结构变动及其对清朝-西藏关系所带来的影响问题阐述自己的见

解。 

 

一、清朝-西藏关系与四川省 

 

要思考 19 世纪中叶以后的清朝-西藏关系之变迁，就需要了解一个前提，即构筑了此前两

者之间关系的理念、机构、制度。虽然凭借目前的研究尚不足以完全掌握清朝-西藏关系的全

像，本论文的整理和解释可能也会显得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不过，笔者在此仍希望就与本论

文相关的问题进行一次概述。 

清朝与西藏的关系肇始于 17 世纪前叶。兴起于欧亚大陆东北部的满清政权，在扩大其势

力的过程中，为了与亚洲内陆各种势力进行抗衡，同时也为了对中国占压倒性多数的汉人进

行统治，就必须与蒙古结成同盟关系。清朝为了加深与蒙古各势力之间的关系，对于达赖喇

嘛在从属于藏传佛教圈的蒙古所拥有的权威表示尊重，并在兴建寺庙以及翻译佛经等各方面

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大力支持。而达赖喇嘛也称颂清朝皇帝是文殊菩萨的化身、是转轮法王，

是守护和弘扬佛教的存在。换言之，清朝是通过藏传佛教来加深与蒙古与西藏的关系的，在

对西藏和蒙古的内部纷争进行干涉之际，也不是使用中华皇帝的名义，而是靠文殊菩萨皇帝

的名义来增强自己的正统性5。同时，清朝很早就开始大量地重用藏传佛教的僧侣，让他们成

为对蒙古·西藏的藏传佛教政策的负责人，并于 17 世纪中叶以后在包括北京在内的藏传佛教的

重要据点设置了以扎萨克大喇嘛为首的一系列职位，将他们置于清朝的秩序体系之中6。 

此外，满清政府将出身于自己统治机构八旗当中的满洲旗和蒙古旗的官僚，派往亚洲内

陆各地（后来将之总称为“藩部”）担任驻防官，名称则为都统、大臣、将军等，派往拉萨的驻

藏大臣亦是其中之一。不过清廷之所以于 18 世纪前叶向西藏派遣官员，是为了防止西藏与准

噶尔走得太近而采取的次善之策。驻藏大臣就是这样来的，且其当初的职权并非是为了掌握

达赖喇嘛政权内部的实权7。正相反，18 世纪末乾隆皇帝积极起用信仰藏传佛教的蒙古旗人作

为驻藏大臣8，这一人事布局的目的在于促进与西藏关系的顺利发展。 

在清朝的制度方面，驻藏大臣的权限在 18 世纪后半期得以阶段性地加强，与此同时，也

可看到在清廷的主导之下，达赖喇嘛政权的体制也逐渐完善起来9。据笔者所见，若要关注驻

                                                  
5  石濱裕美子、『チベット仏教世界の歴史的研究』東方書店、2001 年。 
6  栗本陽子在「太宗～世祖期のチベット仏教僧─扎薩克喇嘛制度をてがかりに」（『社会文化史学』49、

2007 年）一文的 41-55 页当中将其称为“扎萨克喇嘛制度”而加以讨论。 
7  柳静我、「「駐蔵大臣」派遣前夜における清朝の対チベット政策─一七二〇～一七二七年を中心に」

『史学雑誌』、113-12、2004 年 12 月、59-83 页。 
8  村上信明、『清朝の蒙古旗人─その実像と帝国統治における役割』風響社、2007 年、29-48 页。 
9  张永江：《清代藩部研究——以政治变迁为中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 年，192-2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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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大臣所起到的作用，则 18 世纪末时达赖喇嘛政权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文书往来基本上都经由

驻藏大臣来进行之一事10——正如稍后将提到的——至少在理解 19 世纪末以后的清朝与达赖

喇嘛政权的关系方面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但需要注意的是，由贵族、僧侣等组成的达赖

喇嘛政权的重要基础，是在清朝势力到来之前的历史性脉络当中形成的11。因此，包括驻藏大

臣的权限问题在内，在未对各个时代以及各个案例进行详细的实证研究之前，应当避免就清

朝对西藏的影响力进行整体的判断。 

本论文所涉及到的四川也是影响 18 世纪以来清朝-西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与达赖喇嘛

所统治的西藏中心部分不同，清朝将与汉地相接的西藏周边部分分别划入青海、甘肃、云南

和四川，并将分布于各地的藏族部落首领任命为“土司”。其中，西藏东部乃是前往拉萨的主要

通道，而西藏东部的很多地区被划入了四川，因此，四川成为了在交通、军事、财政等多方

面支撑对西藏政策的基地12。不过，西藏东部的各部落首领在高山峡谷的保护之下拥有坚实的

统治基础，保持了割据状态，清廷无法轻易地对其施行统治，在 18 世纪时不得不进行了一场

大规模的战争（金川战争）。乾隆皇帝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由四川总督单

独统治的体制太过脆弱，于是新设了驻防成都八旗的最高司令官——将军一职，同时赋予其

与“藩部”驻防官相同的权限——对西藏东部土司地区进行管理。这样一来，四川省内就构建起

了一套复合型的体制，即以起源于满洲的军事、行政系统来监视承自明朝旧制的以总督为首

的地方行政制度，同时两套班子共同对西藏东部进行治理13。 

 

二、19 世纪后半期的清朝结构性变迁与四川-西藏关系 

 

上述到 18 世纪末形成的体制，在 19 世纪后半期以后出现了变化。尤其是 18 世纪后半期

成功消除掉以准噶尔为首的威胁以后，能够影响到清朝-西藏关系的外因变成了位于喜马拉雅

山另一边的尼泊尔与英属印度，与此同时，或者说受到这一因素的影响，在四川也出现了能

够左右对西藏政策的变化。 

一般认为在 19 世纪后半期满清统治之下的中国，总督·巡抚借平定内乱之机逐渐独自掌握

军事力量与财政大权，其影响力不断增强，由此出现了被称为“督抚专权”的地方行政之一大变

化。1870 年以后，随着对外关系的急剧变化，大家清楚地意识到保卫“边疆”的问题。这个问

题正如所谓的“塞防”“海防”之争、陕甘总督左宗棠征服东土耳其斯坦（译注：即收复新疆）、

新疆（1884 年）·台湾（1885 年）建省、以及刘锦棠（湘军系）·刘铭传（淮军系）就任巡抚

等事所显示的那样，在主流观点当中，该问题也是被置于汉人地方大员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而

                                                  
10  萧金松：《清代驻藏大臣》，蒙藏委员会，1996 年，112-113 页。关于清廷-西藏之间交涉的具体情况，

有许多需要探讨的课题。关于拉萨向清廷派遣礼仪性使节的问题，详情请参照桑丁才仁，《略述清代西藏

丹书克的有关问题》，《中国藏学》37，1997 年 1 月，76-82 页。 
11  关于支撑起政权的贵族和官僚方面的研究，请参照片桐宏道的论文「ダプン考─ダライラマ政権におけ

る「武官」」、『東洋史研究』68-1、2009 年 6 月、1-29 页。 
12  Dai Yingcong, The Sichuan Frontier and Tibet: Imperial Strategy in the Early Qing,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09. 
13  请参照拙稿「一八世紀後半、清朝の東チベット政策の推移─金川戦争と土司制度」『史峯』11、2010

年 3 月、53-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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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并掌握实权的过程当中进行探讨的14。 

四川省的情况自也不可能脱离 19 世纪后半期的这一特有现象。首先，四川总督接连由湘

军系的骆秉章、曾站在“塞防”的立场上阐述自身见解的丁宝桢以及淮军系的刘秉璋等汉人官员

出任。这一情况与 18 世纪后半期有所不同，因四川总督之职与西藏事务相关，因此以前清廷

总是倾向于让旗人官员出任15。这些汉人总督推进四川的财政改革，构筑了一个能够稳定征收

流通税等税种的体系，保证了后来四川能在总督的主导之下建成近代军备、产业所需的财源16。

另一方面，出任与总督共同对西藏东部进行治理的成都将军一职的官员中，也有著名的满洲

人崇实——他曾于 1860-1871 年间担任成都将军达 10 年之久。不过，他似乎更倾向于建立一

种将四川的军事·行政权限统一到四川总督（崇实于 1865-1867 年间曾兼任四川总督与成都将

军）名下的体制17。 

随着四川总督裁量权的扩大以及 19 世纪后半期与西藏相关的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四川

总督开始在对西藏政策当中更加积极地提出一些与本省利害相关的建议。其中尤为重要的是，

四川省的危机意识随着与西藏相关的对外关系的变化而逐渐增强。19 世纪后半期，英国致力

于开拓将英属印度与中国内地相连接的经由亚洲内陆的商路，所以加强了在喜马拉雅周边地

区进行的调查、探险以及政治性的、军事性的干涉行动。1877 年，前一年清英烟台条约的附

属条款成立，清廷允许英国对西藏进行探险活动并保障其人员安全。但是，对于英国的动向

感受到威胁的达赖喇嘛政权对于未经过自己同意而签订的条约以及英国人到西藏游历一事极

其反感，清廷与达赖喇嘛政权之间就可否履行条约之事开始出现摩擦。时任四川总督的丁宝

桢从对英国入侵四川的警惕心理出发，认为应将西藏以及喜马拉雅各地视作保全四川的壁垒，

同时应将丧失西藏、四川的危机与全国性的安全保障方面的危机结合起来看待18。虽然四川仍

然是支撑清廷对西藏政策的兵站及财源，但四川总督所采取的政策却将重点放在了保全四川

这一宗旨之上。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对于清廷来说，西藏已经从支撑藏传佛教王权的清朝皇

帝的神圣性的一个存在，逐渐降低到了汉地的“边疆”地区的地位。 

四川当时所面临的关于西藏政策方面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对外关系方面。在川藏交界的西

藏东部，也存在着与达赖喇嘛政权关系愈发紧张的问题。问题起因于 19 世纪中叶在四川省管

辖之下的雅砻江流域瞻对（译注：现四川省新龙县）地区部落首领们的大规模征服活动。随

着 1865 年达赖喇嘛政权派遣军队将其镇压，瞻对地区的管辖权就由四川省转到了达赖喇嘛政

权手中。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达赖喇嘛政权在清廷对当地形势并未充分了解的情况

下就以该地为据点让周边地区由清廷封为土司的众多部落首领向自己臣服。对于四川省而言，

对作为通往中部西藏之咽喉要地的西藏东部的控制力的削弱，即便是在对抗英属印度的战略

性威胁方面也是让人忧虑的一大问题。但是丁宝桢等人考虑到当时清廷与达赖喇嘛政权之间

                                                  
14  近年付印的通史，请参照菊池秀明的『中国の歴史一〇 ラストエンペラーと近代中国』講談社、2005

年、72-82 页等处。 
15  Dai, op.cit., pp.144-145. 
16  山本進、『清代財政史研究』汲古書院、2004 年、41-60 页。 
17  请参照古市大輔在题为「満洲人官僚崇實の地方赴任─四川と盛京を中心に」、『歴史と地理』567、

2004 年 8 月、的论文中 74-78 页所提出的见解。 
18  平野聡、『清帝国とチベット問題』、247-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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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履行条约问题而出现摩擦的紧张关系，为了避免双方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不得不在达赖喇

嘛政权对西藏东部地区的统治权问题上做出让步19。 

但是到了 19 世纪 90 年代，满清与英国在关于印藏之间通商以及划界方面的交涉获得进

一步的进展，清廷内部要求对达赖喇嘛政权采取强硬政策、将对外关系方面的未决事项与对

西藏东部地区统治不力的问题一举解决的声音逐渐增大。强硬派的代表人物乃是 1895 年就任

四川总督的鹿传霖。鹿传霖明确意识到应将西藏置于清廷的主权之下，他认为，应将瞻对的

管辖权回收到四川省手中，以此增强西藏东部地区的防卫，通过加强成都-拉萨之间的交通与

通讯使发往达赖喇嘛政权的政令能够通达，则“达赖喇嘛必摄于天威”，即可强制要求达赖喇嘛

政权履行条约内容（鹿传霖称此为“保川图藏”）20。1896 年末，鹿传霖军事收复瞻对并对周边

土司地区强行进行“改土归流”，这一系列的政策几乎皆是在未与成都将军商议的情况下自行主

导实施的。此外，鹿传霖积极起用自己推举的候补官员，同时放着驻扎当地的绿营不用反而

大量使用从内地招集的勇营。鹿传霖在当时四川总督裁量权不断扩大的背景之下推进着对西

藏东部地区秩序的改造。 

但引人注目的是，清朝中央的方针突然改变，开始重新审视上述对西藏东部地区的政策。

鹿传霖的政策立足于保卫四川，而中央则倾向于将重点放在与英国之间的外交交涉以及条约

内容能够得以圆满履行方面，于是中央担心强硬的西藏东部地区政策会使得达赖喇嘛政权对

清英外交的态度更加僵化。而最终为中央的判断定下基调的是成都将军恭寿对鹿传霖的批判。

恭寿奏报朝廷，指责在对西藏东部地区的政策上四川总督未与成都将军协商，完全是鹿传霖

专权，同时恭寿还指出改土归流已经引起了当地部落首领们的强烈不满。 

恭寿对于鹿传霖的指责，其背后当有多种因素存在，包括总督与将军之间（抑或满汉之

间）在职权上的摩擦，包括在对藏关系方面意见的不同，也包括在西藏东部地区政策方面存

在的利害关系等等，很难用单一的原因加以解释。不过在此需要关注的是整个决策过程。笔

者想要强调的是，在被称为督抚专权的 19 世纪末的四川，作为八旗驻防司令官的将军能够在

西藏东部地区政策方面对总督进行牵制。而且正是由于恭寿的此番上奏，使得原本对于鹿传

霖的政策抱有怀疑态度的清朝中央最终下定决心停止了在西藏东部地区的改革并解除了鹿传

霖的职务。 

其次，值得大书特书的是达赖喇嘛政权与清廷交涉的努力。对于达赖喇嘛政权而言，鹿

传霖的政策是无法接受的。不过，同时达赖喇嘛政权也认定清朝皇帝的立场、应对措施与地

方官员对于西藏所采取的敌对性行动是有区别的。因此，达赖喇嘛政权最初反复要求时任驻

藏帮办大臣的讷钦向皇帝提交要求停止四川总督的军事行动的书简。讷钦却反而以此为条件，

要求达赖喇嘛政权参与到与英国代表之间的划界工作中——而此前达赖政权对此极为抗拒。

如前所述，清廷-达赖喇嘛政权之间的交涉都必须通过驻藏大臣，所以达赖喇嘛政权不得不一

直请讷钦“代奏”。但讷钦所提出的条件也不是那么容易答应的，达赖喇嘛政权陷入了两难境地。

                                                  
19  拙稿「ダライラマ政権の東チベット支配（一八六五─一九一一）─中蔵境界問題形成の一側面」『ア

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76、2008 年 9 月、58-72 页。 
20  拙稿「一九世紀末、カムの統治をめぐる清朝とダライラマ政庁─四川総督鹿傳霖のニャロン回収案を

中心に」『社会文化史学』46、2004 年 10 月、15-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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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同时面临对英关系与瞻对问题的双重难题之时，达赖喇嘛政权做出了一个值得注目的

选择：他们于 1897 年派出使臣，由海路经印度前往北京，希望能够向皇帝指出四川总督所推

行的政策之错误。使节所持书简通过被清廷册封为扎萨克喇嘛的在京藏传佛教诸僧而被递交

给理藩院，并最终由理藩院上奏于皇帝21。 

达赖喇嘛政权的这一举动虽然不符合清廷所规定的交涉程序，但已足以左右其判断。于

是清廷转而命成都将军恭寿（暂兼四川总督）将瞻对地区归还给达赖喇嘛政权，试图以此换

取达赖喇嘛政权在对英交涉过程中做出让步（该目的曾暂时获得成功）22。换言之，达赖喇嘛

政权通过向作为藏传佛教守护者的清朝皇帝申诉，其主张经过驻京藏传佛教僧侣—理藩院—

皇帝—成都将军这样一条途径而最终在现实政策当中得以反映。清廷的这一让步，是由于其

在关于西藏问题的对外关系方面希望能够确保主权。但同时，这一事实也给达赖喇嘛政权留

下了深刻印象，正如《十三世达赖喇嘛传》所宣扬的，“整个大地的曼陀罗的自在者文殊大皇

帝，将西藏视为无上利益及平安之地，发菩提心，毫不动摇地依其誓言赐我无上恩惠”23，达

赖喇嘛政权认定清朝地方官僚对西藏的敌对行为是可以通过一直以来的以达赖喇嘛与清朝皇

帝为中心的关系而加以解决的。 

在论及 19 世纪后半期的清朝体制问题时常常被提到的——随着八旗的衰落、汉人官僚的

崛起以及对外关系方面的危机而实现的“边疆”的“内地化”——这种理解无法很好地解释清朝

对西藏的复杂决策过程，而这一点可以从以上过程中看出。首先，中央与四川在掌握外交权

以及划定国境线等涉及到近代国家体系的问题方面有着相同的立场，但在 19 世纪后半期由于

相继出现的督抚专权问题而导致中央与地方的疏离现象当中，在关系到西藏政策方面，中央

与四川之间出现了一些微妙的不同利益以及各异的政治性课题。而更加令人感到意味深长的

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利用其一直到 18 世纪都在构筑的体制，不仅在西藏政策方面限制了

四川总督的专权，同时还利用该渠道听取了达赖喇嘛政权的不满，并最终终止了由总督主导

的对西藏东部地区的激进变革措施。笔者认为，当时的西藏政策，在清朝边境地区的共通问

题——保卫版图——这一大背景之下，在一直以来使得清朝与西藏关系得以成立的要素的规

定之下，经历了一个极为曲折的过程，这一点非常值得大家注意。 

 

三、新政与川军进藏的背景 

 

不过，20 世纪初清朝与西藏的关系迎来了新的一页：1903-1904 年的荣赫鹏武装使节团

                                                  
21  “军机处档摺件”14185（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所藏）光绪 23 年 9 月 18 日，理藩院尚书昆岗

等的上奏。 
22  拙稿「「閤蔵僧俗公稟」からみた一九世紀末の清朝─チベット関係」楠木賢道『基盤研究（Ｂ）清朝に

おける満・蒙・漢の政治統合と文化変容』（科学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2006 年、130-140
页。 

23  phur lcog yongs ’dzin skye ming ’dzin pa thub bstan byams pa tshul khrims bstan ’dzin, lhar bcas 
srid zhi’i gtsug rgyan gong sa rgyal ba’i dbang po bka’ drin mtshungs med sku phreng bcu gsum pa 
chen po’i rnam par thar pa rgya mtsho lta bu las mdo tsam brjod pa ngo mtshar rin po che’i phreng 
ba zhes bya ba’i glegs bam stod cha, 1940. Lokesh Chandra.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alai Lama 
XIII.vol.6, New Delhi: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1982, ka, 28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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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军拉萨与英藏之间签订的条约，使得清廷所面对的关于领土完整问题的危机更加现实化；

同时，清廷主要以日本为范本开始实施新政。当时，清廷将兵部与理藩院分别改组为陆军部

与理藩部，并新设了外务部，希望能够实现外交的一元化。此外，在拉萨的政策推行者也发

生了质的变化。出身于八旗蒙古的驻藏大臣有泰因拉萨条约前后的应对之责而下台，改革和

外交改由外务部派遣的汉人官僚、曾任职于驻外公馆的查办西藏事件大臣张荫棠，以及曾作

为清末著名外交官薛福成的随员赴欧上任过的驻藏大臣联豫等人。 

在四川总督锡良的信任之下，就任新设的川滇边务大臣一职的赵尔丰（汉军旗人，奉天

省辽阳人）于 1907 年提出了关于设官、屯垦、兴学、练兵、开矿、通商的改革方案，开始了

对西藏东部地区土司与寺院等势力的权力基础的消解及接收工作。这些举措的背后都有着富

国强兵这一时代大潮流的思想性背景，同时也是为了解决 19 世纪以来四川一直未能解决的一

系列问题——强化对西藏东部地区的治理问题、为了对抗印度茶流入西藏而对四川产茶业的

调整问题、汉地过剩人口的迁出问题等等。为了保证改革的财源，四川总督等人还尝试了征

收油捐、糖厘等24。其后，1908 年赵尔丰之兄赵尔巽接任四川总督，在其支持之下，赵尔丰

加快了改革进程。但在该过程当中，发生了赵尔丰麾下军队破坏并抢掠西藏佛教寺院的严重

事件。 

达赖喇嘛政权极为反对赵尔丰等人的政策，再次尝试通过与清朝中央的直接交涉来打开

局面。当时，十三世达赖喇嘛在面对英国武装使节团入侵拉萨的情况下，通过布里亚特蒙古

人的牵线搭桥，逃往库伦，希望能够得到俄罗斯的支援。但他并未等到预期的结果，遂于 1908

年在返藏之前途经北京，希望能改善与清朝政府之间的关系。其时，十三世达赖要求，为了

以后能将西藏的情况直接告知清朝中央，当允许交涉不通过驻藏大臣进行。但是，清朝中央

为了推进驻藏大臣等主持的新政，并未同意达赖的要求，因为这可能会导致驻藏大臣的权限

缩小25。 

不过需要留意的是，关于对西藏政策问题，清朝中央与赵尔丰之间并不总是保持着统一

见解的。两者之间在关于西藏东部地区问题的处理方式上仍然存在着矛盾——这是 19 世纪末

以来就一直存在的中央与四川之间的矛盾——赵尔丰一直主张的在西藏东部地区“建省”的意

见也未能得到中央的同意。此外，由于达赖喇嘛政权多次申诉称赵尔丰等人在西藏东部地区

毁佛，为了查明达赖喇嘛政权方面的说法是否属实，清朝中央于 1908 年夏命令成都将军对赵

尔丰等在西藏东部地区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26。与前文所述的恭寿对于鹿传霖的政策所采取的

对策一样，达赖喇嘛政权的意见再次触发了成都将军对于四川总督的监视机能。不过成都将

军马亮在报告当中非但没有同意达赖喇嘛政权的申诉意见，反而对赵尔丰的行为一一加以说

明，试图将其行为正当化27。但即便如此，对于在西藏东部地区推进改革的赵尔巽和赵尔丰来

                                                  
24  原朝子、｢清末四川の経徴局について｣『近代中国研究彙報』21、1999 年、29-30 页。 
25  Fabienne Jagou, “The Thirteenth Dalai Lama’s Visit to Beijing in 1908: In Search of a New Kind of 

Chaplain-Donor Relationship.”, Mattew T. Kapstein (eds.), Buddhism between Tibet & China,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 2009, pp.356-361. 

26  《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 34 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744（史料

番号），光绪 34 年 8 月 24 日，给马亮的寄信上谕。 
27  《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文省略为《边务》），四川民族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9 年，340-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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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都将军的这种影响力仍成为一种障碍。赵尔巽指责在西藏东部地区政策方面成都将军

乃是“多加掣肘”的存在，要求对职权的重复进行调整，于是中央的会议政务处决定取消成都将

军对于西藏东部地区的管辖权28。从此，达赖喇嘛政权再也无法将其主张和要求通过清朝中央

而反映到西藏东部地区的政策问题上，也丧失了一条能够牵制四川总督的渠道；同时，以赵

尔巽-赵尔丰的关系为中心的决策的效率也得以大幅提高。 

在这一四川旧体制发生变化的背景之下，派遣四川新军进驻西藏的计划被提出并得以施

行。当时，清朝废除绿营、开始在各省新设新式陆军，成都也在总督的主持之下设立了以日

本的士官学校为蓝本的四川武备学堂等，并在其中开始培养新军的军官，逐渐推进新式军队

的建设29。清廷决定将新军中的约 1000 人派往西藏中部，其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维持清英之

间决定新开设的通商地区一带的治安。中英新订藏印通商章程（1908 年）明文规定，在清朝

能够真正负担起治安的责任之前，英方将代行警察职能。因此，对于希望回收西藏地区主权

的清朝来说，改善警察能力就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即将该军队置

于驻藏大臣的指挥之下、强化清朝在西藏的统治权。而赵尔丰在接到命令对这支川军部队进

行后方支援的同时，越过了原来的四川省省界，进军至了金沙江西岸，一举扩大了自己的管

辖范围。另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是，咸丰帝的妹妹所生的钟颖——当时尚未年满 20 岁——被任

命为川军的指挥官。由此亦可看出，在四川进行的一系列军事改革以及向西藏派兵的计划，

也应当从清朝末期中央尝试由皇族掌控权力这一角度进行思考30。 

本文开篇时曾提到，川军持续地对拉萨进行蹂躏，导致了十三世达赖逃亡印度，使得清

朝与达赖喇嘛政权的关系宣告破裂。不过，翌年辛亥革命爆发，赵尔丰在成都被杀，席卷西

藏东部地区的改革也停顿下来。拉萨的联豫、钟颖等原清朝势力被清除，1913 年 1 月，十三

世达赖自印度返回，20 世纪初期被急剧强化的中国的影响力衰落并消失31。其后，经过在英

国的斡旋之下于印度西姆拉召开的三方会议（1913 年 10 月-1914 年 7 月）及其破裂，满清覆

灭后关于西藏的政治地位的议论被搁置起来。达赖政权在中华民国未真正介入的情况下维持

了其政治体制。其间，十三世达赖一边强化与英国之间的关系，一边探索着推进西藏的现代

化32。 

 

 

 

                                                                                                                                                  
页，0311（史料番号），宣统元年 4 月 20 日，马亮的奏折。 

28  《边务》451-452 页，0404，宣统元年 10 月 10 日，会议政务处的议复。 
29  今井駿、『四川省と近代中国─軍閥割拠から抗日戦の大後方へ』汲古書院、2007 年、36-40 页。 
30  Dahpon, op. cit., pp.23-24. 
31  关于其间的具体情况，请参照日高俊「ダライラマ十三世二度目の亡命の意義について」『日本西蔵学会

学報』53、2007 年 6 月、35-43 页；以及日高俊「民国成立期（一九一二─一九一三）、中国とダライ・

ラマ政権─ダライ・ラマ帰還と和平交渉」『中国研究月報』62、2008 年 8 月、48-60 页。 
32  Melvin C.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65-138.此外，浅井万由美「ダライラマ一三世（一

八七六─一九三三）の宗教政策」『日本西蔵学会学報』53、2007 年 6 月、25-34 页从与十三世达赖的宗

教政策的关联方面对西藏现代化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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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象征清廷-西藏关系破裂的川军进藏事件，其发生背景极其复杂。19 世纪末以后，清朝内

部共同面临着确立对西藏的主权问题，同时由于督抚专权现象而导致中央与地方（四川总督、

川滇边务大臣）之间出现的博弈问题，这些不同向量同时影响着对西藏政策，从而最终导致

了川军进藏事件的发生。当然，其过程相对于笔者的总结更加曲折了许多。达赖喇嘛政权所

一直谋求的与清朝皇帝之间的施主-归依处关系，以及清朝通过该关系对藏传佛教的管理制度，

再加上四川的复合型体制——以总督为最高领导的行政制度与帝国统治核心的八旗之间在一

定程度的紧张关系之下共存的体制，在众多的原有因素共同作用之下，西藏政策才没出现更

加激进的变化。可以说清朝政府正是在这种原有体制的解体与重过程当中迅速地强化了其对

西藏的权力。 

通过这种方式被扶植起来的清朝的权力，随着辛亥革命而消失。不过，能够影响后来的

中国-西藏关系的诸多因素，也正是在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的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例如

讨论清朝灭亡之后西藏政治地位的西姆拉会议，由于未能在关于“西藏”的领域范围方面形成统

一意见从而最终导致会谈破裂，而这与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清朝与达赖喇嘛政权在统治西藏东

部地区的问题上出现的摩擦有很大的关系33。其次，因清末四川的士官学校而崛起的刘文辉，

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成为了四川“军阀”的代表性人物，并就在西藏东部地区设立“西康省”

（以赵尔丰等人曾经征服的范围为基础）一事与达赖喇嘛政权闹得不可开交。此外，从结果

来看，赵尔丰在西藏东部地区实施的汉语教育，为培养当地新兴的藏人精英阶层打下了基础，

而这些藏人精英后来在与刘文辉等的对立过程中，一边强化与国民政府之间的联系，一边摸

索着进行自治34。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对西藏政策中的特点在其后也并未消失。随着十三世达赖喇嘛

领导下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建设开始进行，西藏社会内部各势力之间的裂痕也开始出现，而国

民政府借此机会，采取与过去的清朝相类似的方法，拉拢以班禅喇嘛为首的高僧，以此推进

针对西藏和蒙古的政策35。这种试图靠拉拢藏传佛教的高僧来维持并扩大在藏传佛教圈内的影

响力的方法，后来在战前日本对西藏和蒙古的干预过程中36、在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当中都得

以继承下去，只不过其理念上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可以这样认为，这显示了 20 世纪以西藏为

首的亚洲内陆地区的结构调整，是位于清朝的体制及其解体、重组过程的延长线之上的。 

                                                  
33  拙稿「ダライラマ政権の東チベット支配（一八六五─一九一一）」、80-82 页。 
34  Peng Wenbin, “Frontier Process, Provincial Politics and Movements for Khampa Autonomy During 

the Republican Period.”, Lawrence Epstein. (ed.), Khams pa Histories:Visions of people, Place and 
Authority, Leiden; Boston: Brill, 2002, pp.57-80. 

35  戴季陶（1891-1949 年）认为佛教是使得中国能够实现多民族统一的重要因素，他曾参与到西藏政策等

的决策过程当中。Gray Tuttle, Tibetan Buddhist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72-173, 188-189. 

36  Hyer Paul, “Japanese Expansion and Tibetan Independence.”, Li Narangoa and Robert Cribb 
(eds.), Imperial Japan and National Identities in Asia, 1895-1945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81-85; Uradyn E. Bulag, “From Empire to Nation: the Demise of Buddhism in Inner 
Mongolia.” Uradyn E. Bulag and Hidegard G.M.Diemberger (eds.), The Mongolia-Tibet Interface: 
Opening New Research Terrains in Inner Asia, (Leiden; Boston: Brill, 2007), pp.5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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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年代中国女性剪发——舆论、时尚、革命 

 

高岛航 
（京都大学准教授） 

 

 原文刊载于[日] 石川禎浩編『中国社会主義文化の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  

研究所附属现代中国研究中心，2010 年 5 月，27-60 页。 

 鞠霞 译 

 

 
序言 

 

1927 年 9 月 2 日晚，日本、菲律宾和中国的青年约 500 人在上海大东酒楼举行联欢会。

第八届远东运动会正在上海召开，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邀请参赛选手和领队等举行了这次联

欢会。临近结束时，主席张伯苓借着酒意致词说： 

 

此次日本代表团人数为最多，更有女子选手，而菲岛犹未派遣女选手，予百思

而不得其意，大约菲岛男选手惧菲女选来后，或将效法我国女选手，竞举剪发，此

点菲代表或可为吾侪解释也。 

 

代表菲律宾方面致答词的亚西斯（Camilio Osias）也半开玩笑地回敬道：“因中国与日本

男子之往菲律宾者，多与菲律宾女子结婚，故此次只遣男选手以便找寻此地之女子” 1。 

实际上，日本领队也对中国女选手剪短发印象深刻。排球教练多田说：“支那女选手穿着

白色球衣、藏青裙子，从后面看去与男性无异，头发剪得短短的，化着淡妆，十分摩登”。当

然，随后没忘了加上一句“但在我们看来总显得放荡”，可见多田并不欣赏短发2。据《申报》

报道，胡适在中西女塾毕业仪式上致词时也曾说，日本各界反对女性剪短发，讥讽“Modern

女子”为“‘毛断’女子”，然后称赞中国女性说，的确，日本选手几乎没有剪短发的，中国女选手

则全部是“毛断”，是“新派女子” 3。 

女性剪短发是当时最新潮的时尚。欧美开始流行短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尽

管褒贬不一，却很快席卷了全世界。北京《顺天时报》载 1927 年 12 月 8 日东京电就报道了

远东各地的状况。 

                                                  
1  《申报》，1927 年 9 月 3 日。 
2  多田徳雄、「排球の戦績と感想」大日本体育協会編『第八回極東選手権競技大会報告書』大日本体育協

会、1928 年。 
3  《申报》，1927 年 8 月 28 日。胡适自同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17 日曾在日本逗留，“毛断”云云概为此期间

所获知。另，中西女塾毕业仪式于 6 月 24 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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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剪发，日人颇嫉视之，认为系东方之传染病，女子剪发问题实南起马尼拉，

北至哈尔滨，西起孟买，东至东京，家庭中，社会中，老少之间，保守与急进各派

中，常惹起极大风波，虽谓梳发一事极属小节，但已致社会之不安，竟至与政治法

律发生关系，除菲岛有剪发税之外，日本警察对待剪发之女子则认为堕落者，对长

发之男子则认为赤化4。 

 

当时，在国民政府统治的南方，各地都在实行剪发。其影响所及，北京的张作霖反对剪

发，并已决定开征剪发税。 

短发是摩登女郎的象征5，而摩登女郎又多被描绘成体育爱好者；那么，为什么同为体育

选手，日本和中国的女性如此不同呢？村松梢风曾这样说： 

 

若说什么理由使得短发如此迅速流行，回答是因为政府鼓励短发。政府并非制

定法律命令剪发，而是宣传新生支那女子不应再梳旧式辫发，应剪成最开明的短发，

于是导致如此结果。哪个国家的女子都追逐时尚，但近年支那尤其剧烈，此点甚至美

国也比不上6。 

 

村松说，在中国，短发如此流行是由于政府鼓励。当时，统治上海的南京国民党政权正

在推进国民革命，势不可挡。为什么革命支持剪发？难道短发的摩登女郎都支持革命？短发

作为时尚与支持革命有什么关系？ 

1930 年，陶希圣指出短发在武汉和上海所遭遇到的不同命运。 

 

一九二七年秋冬之际，所谓西征军到了。武人与当地的豪绅见了剪发女子，就

疑她们是共产党。武汉的剪发实在成了革命高潮的象征。武人豪绅们对于这种象征

发泄他们横暴的感情。残杀是首先加于剪发女子的。被杀以后，露卧在济生四马路

上，还得要剥衣受辱。 

汹涌的潮流在表面上是过去了。一九二八年我初到上海，便诧异为什么上海妇

女都强烈倾向于剪发？不怕被指为“反动”吗？不会遭武人豪绅的蹂躏吗？细看一下，

原来武人豪绅的姨太太小姐的辫发都早剪脱了7。 

 

                                                  
4  周作人：〈剪发之一考察〉，收于《谈虎集》下卷，北新书局，1935 年，原载《顺天时报》，1927 年 12

月 16 日。有关菲律宾的剪发税不详。菲律宾受美国文化影响很深，但到了 1930 年代才流行短发，在 1920
年代，剪短发的还只限于喜剧演员或舞女等（ニック・ホアキン著、鈴木静夫訳『アキノ家三代―フィリ

ピン民族主義の系譜』勁草書房、1986 年、187 頁）。 
5  关于摩登女郎的最新研究成果有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 Research Group，Modern Girl Around 

the World：Consumption，Modernity，and Globalization，Duke University Press，2009。 
6  村松梢風、「断髪の支那」『新支那訪問記』騒人社書局、1929 年、217 頁。 
7  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新生命书局，1931 年，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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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希圣论述道，上海绅商以短发为最新时尚，同时却对内地女性剪短发大加挞伐，这正

是外国资本对中国双重影响的反映。也就是说，外国资本改变了城市的工业、商业，但对于

其原料采购和产品销售的对象农民，却要求他们安于旧商人和地主的剥削，借用陶的话来说，

“资本家的拜金教把中国都市的旧礼教打破了，却又想把乡村的旧礼教维持。他们陷于矛盾了。

他们以两重态度来维持这一矛盾” 8。 

陶希圣从资本主义与礼教的关系出发，指出了面对剪发出现矛盾态度的原因。但是，这

种分析模式却不能回答下列问题，即短发在武汉何以从流行时尚一变而为必须镇压的对象？

更进一步地说，对礼教的态度无论是维护，抑或打倒，为何在这个时期都把矛头朝向了女性

剪发？女性剪发由鼓励到镇压的过程如何？其在该时期迅速普及的理由何在？女性剪发在全

世界几乎同时发生，但在 1927 年时，中国要比日本先进得多，这又是为什么？果真如村松所

说，其原因之一即政府鼓励，或者在于陶希圣亲身经历的国民革命，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如

何9？ 

探讨缠足、蓄辫，西方、近代可作参照。因为西方无人缠足，也无人蓄辫。但剪发则无

明确参照，甚至西方也有人反对。因此，女性剪发难以通过近代化这一单纯模式来理解。 

史蒂芬认为民国时期的新一代女性有“新女性”和“摩登女郎”两种类型，其区别是：“新女性”

反映了对单线的近代性的肯定态度和希求中国强盛的愿望，而“摩登女郎”则有两个方面——热

衷于探究主观性的女性和使男性走向毁灭的“蛇蝎美人”，都反映了对伴随近代性而来的异化、

丧失的惶恐不安；“新女性”的形象被用来支持对国家和近代性的探求，而“摩登女郎”的形象则

被用于表现对近代国家的恐惧和近代性的缺陷10。 “新女性”是书籍、报纸等文字媒体探讨的

对象，而“摩登女郎”则是电影、杂志等影像媒体诉诸视觉的对象。如果说主张女性参政者是“新

女性”的典型，那么，电影明星就是“摩登女郎”的代表。“新女性”和“摩登女郎”并不仅是对女性

的分类，更是男性对近代性的期待、不安在女性身上的投影。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剪发，借

用爱德华的话来说，试图“取缔”女性是他们的共同态度。这也可看作是被排斥于权力之外的知

识分子欲恢复道德优势而采取的行动之一11。 

本文将按时间顺序就剪发的实际行动及有关言论进行整理，并将应用史蒂芬的观点，将

剪发暂且分为 “读与被读”和“看与被看”两个阶段。我们将会发现，“读与被读”的剪发在先，而

“看与被看”的剪发则出现于 1925 年以后，二者通过国民革命结合在一起，致使剪发呈迅速流

行之势。不过，如上述武汉和上海那样，各地状况并不相同。本文将就武汉、江南、华北、

                                                  
8  前引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352 页。 
9  有关中国女性剪发的专门研究有，①洪喜美：〈五四前后妇女时尚的转变——以剪发为例的探讨〉，吕芳

上、张哲郎主编：《五四运动八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国立政治大学大学院，1999 年；②前山加

奈子「ジェンダー視点で見る近代中国の断髪―日本との比較において」『駿河大学論叢』26 号、2003
年；③末次玲子『二〇世紀中国女性史』青木書店、2009 年、155-169 頁。其中，①就五四时期剪发的

舆论和 1920 年后半期的女子理发专科学校作了探讨，②将五四时期的剪发与日本的剪发、中国与日本的

男性剪发作了比较，③则试图通过对国民革命时期剪发的研究，探究妇女解放运动的本质。 
10  Sarah E.Stevens, “Figuring Modernity：The New Woman and the Modern Girl in Republican 

China”, NWSA Journal, vol.15, no.3, Fall 2003. 
11  Louise Edwards, “Policing the Modern Woman in Republican China”, Modern China, vol.26, No.2, 

April 2000. 尽管不很明确，拙稿「天足会と不纏足会」『東洋史研究』第 62 巻第 2 号、2003 年、也与

爱德华兹的结论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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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三省的状况作具体分析，以阐明国民革命的发展阶段与剪发扩展的复杂过程之间的关系。 

 

一、从“读与被读”到“看与被看” 

 

1．剪发之“读与被读” 

据陈东原著《中国妇女生活史》介绍，中国最早倡导女性剪发的，是《女界钟》（1903

年）的作者金一（金天翮）。他在《女界钟》第 3 节“女子之品性”中主张，“今西方志士，知识

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自]求截发始” 12。  

1912 年 3 月 5 日，孙文发布剪发令，命所有男性于 20 日内将发辫剪除净尽。受其影响，

有的女性也开始剪发。如湖南省衡粹女校某生组织了“女子剪发会”，并呈请湖南省民政司认可；

但民政司长刘人熙称其为“不女不男不中不西之怪状”，令其取消，并继续蓄发13。而在湖南省

影珠女校，校长朱德裳成立了女子崇俭会。朱从节约的立场赞成剪发，称“女子于衣服首饰等

项，消耗尤巨，况现已提倡剪发，更无需用首饰之必要” 14。黑龙江省也一样，女子师范学堂

学生集体提倡剪发，当场就有二人付诸行动。然后要求都督宋小濂批准，宋批复说：“东西各

国并无女子剪发之说，近来中华民国亦无女子剪辫之规定。本都督碍难担任” 15。也有个人剪

发的。据说，这时胡兰畦的母亲正感到梳头太麻烦，就剪了短发，还有一位名孙友根的女性

则剪了短发登台演讲16。 

 

图 1：《时报》，1912 年 6 月 14 日。 

 

 

众所周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号召男性剪发，同时禁止女性缠足。为什么女性放足受到

                                                  
12  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商务印书馆，1937 年，333 页。 
13  《民立报》，1912 年 4 月 6 日。发人深思的是，日本明治初期也有类似事例。“近来府下往往有女子剪短

发者。此原非我古俗，西洋文化诸国亦未曾见，其丑态陋风不忍卒睹”。《新闻杂志》，明治 5 年 3 月。 
14  《神州女报》，第 4 号，收于罗检秋《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 3 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年，

120 页。 
15  《时报》，1912 年 6 月 14 日。 
16  胡兰畦《胡兰畦回忆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1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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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而剪发则遭到禁止？读〈大总统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可知，放足被认为是“强

民富国”的基础，所以受到提倡。而剪发则被视为“不女不男不中不西”，从任何角度看都只能

是消极的，而且危害社会秩序。实际上，许多人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剪了发而不做尼姑。图 1

为报道黑龙江女学生剪发的报纸插图，其中剪发女性只画背影，应是想象不出剪发后的发型

而采取的无奈之举。 

1916 年 9 月，教育部对女子学校颁布了“惩戒规则”，其第 1 条即禁止剪发，第 2 条禁止

缠足，第 5 条禁止自由结婚，违反者以退学论处17。之所以制定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女子学校

有学生剪发。比如，曾于 1916 年秋至 1919 年夏在湖南的溆浦女学任校长的向警予，就曾让

学生放足、剪辫，并提倡运动。对向警予而言，放足和剪发是走向男女平等的第一步，以至

当时溆浦甚至有这样的说法，即“剪了发，放了足，将来没有人要” 18。但是，女性剪发并未形

成潮流，最终不过是个别、偶然事例而已。正如毛子震在 1920 年曾回忆的那样，“女子剪发

这件事，在民国元二年的时候，已经有人提倡过，并且也有人实行过了。不过国人怯于进取，

旧俗难以骤除，所以至今还没有成为风气” 19。 

剪发再次引起人们关注，是在 1919 年底至 1920 年 5 月间，其发端是北京《晨报》刊登

的两篇评论。黄女士从卫生学角度主张剪发的好处，称短发好洗，易保持清洁。对有人称头

发是女性装饰品，不应剪短，黄女士回应说，女性美不美是姿形、容貌问题，与头发长短没

有关系；现在虽被人嘲笑，两三年后就没人笑了。还从当时流行的男女平等的观点主张，剪

发不是男性的特权，现在男女地位平等，女性也可以剪发20。三天后，蕙瑭女士投稿支持黄女

士，甚至说长发就是“疾病的养成所” 21。大概是受了这些主张的影响，翌年 1 月底，北京孔德

学校女生主动剪去辫子，提倡剪发22。 

剪发之议也波及到上海、天津。比如，自 1 月 4 日至 5 月 4 日之间，上海《民国日报》

就刊登了 26 篇有关剪发的评论。下面将代表性主张分卫生、时间、金钱、男女四个论点作一

介绍。 

 

【卫生】头发是最消耗气血的部位，女性多贫血，即因头发太长。头发长，故睡觉时

不得不侧向，使神经、肌肉、血管受到压迫，从而产生疾病。头发长马上就

产生臭味，还容易脏。长发是“微生虫的寄居所”、“蚤虱的大本营”、“疾病的

养成所” 23。 

                                                  
17  《申报》，1916 年 9 月 27 日。同年 10 月再次分别令禁事关国体、为外国人笑柄的男性留辨和有损人道、

弱化人种的女性缠足。《申报》，1916 年 10 月 15、20 日。 
18  戴绪恭：《向警予传》，人民出版社，1981 年，第 23-27 页。有关男女平等，请参照〈向警予作溆浦县

立女校校歌〉（1917 年）。 
19  毛子震：〈女子剪发问题的意见〉，《妇女杂志》，第 6 卷第 4 号，1920 年 4 月。 
20  黄女士：〈论妇女们应该剪头发〉，《晨报》，1919 年 12 月 5 日。该文称，黄女士也向《华北明星报

（North China Star）》投了稿。 
21  蕙瑭女士：〈我对于妇女剪发的管见〉，《晨报》，1919 年 12 月 8 日。 
22  〈女学生实行剪发〉，《晨报》，1920 年 1 月 31 日。 
23  前引蕙瑭：〈我对于妇女剪发的管见〉。毛飞〈发〉，《民国日报》，1920 年 3 月 3 日；〈再论女子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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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有钱的女性，一天三分之一的时间浪费在梳头上。女性不梳理头发，不能去

学校，也不能外出，梳好头发之前，简直等同于废物24。 

【金钱】剪了发，就不必再买头饰、香水、整发油。服装可与男性相同，故男女间可

互相换穿25。 

【男女平等】男女穿同样衣服，即可实现男女平等。欧美女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走

向社会，服装大为改变26。 

 

上述前 3 点是追求科学、合理的生活，主要是在个人层面赞成剪发。而所谓男女平等则

是要与男性同样打扮、同样装束，亦即放弃女性的性别特征，这可以说是在社会层面赞成剪

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此类评论也几乎不谈论国家、民族问题27。也就是说，剪发是为了

促进个人及社会更趋合理，而并非追求改变国家和民族。而所谓个人的合理化，则是指女性

的男性化而言。 

下面是几个有关剪发的具体事例。1920 年 5 月的《威克烈》第 19 期刊登了小燕女士的

文章《我剪发的经过》。文中叙述作者如何在家人、亲戚的强烈反对声中断然剪发。益州女学、

蓉城女学、成都女子实业学校的学生也冲破阻力剪了发。而成都实业女子中学的秦德君剪短

发、穿男装，则是为了进入高等师范学校（男校）学习，同校的杜芰裳、李债云等也随秦一

同剪了发。结果，杜被其母强行带回与人结了婚，秦则被开除了学籍。于是，秦带着李和陈

竹影，穿着男装公然行走在重庆的大街上。吴玉章主持的全川自治联合会邀秦讲演，以提倡

女性剪发、男女平等、女性解放。听了秦的讲演，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的 8 名学生也剪了

发，但因此被学校开除；于是，学生们为支持剪发而上街游行，报纸杂志也刊载文章予以声

援。而校方和警方则以有碍风化为由禁止剪发。巴金等主办的《半月》杂志因批评了警方的

做法，立刻遭到查封，被迫停刊。后来，巴金在小说《家》里面描写了这段故事28。 

在广东，有人组织了“女子剪发社”，以提倡剪发；而浙江女子师范学校全校都剪了发29。

1922 年春天，川南二十五县联合运动会在泸州举行，并趁机设置了妇女理发店，人们纷纷剪

                                                                                                                                                  
发的理由（续）〉，天津《大公报》，1920 年 5 月 26 日。 

24  毛飞：〈女子宜废除粧饰的商榷〉，《民国日报》，1920 年 1 月 4 日。 
25  〈再论女子剪发的理由〉，天津《大公报》，1920 年 5 月 25 日。 
26  许地山：〈女子的服饰〉，《民国日报》，1920 年 1 月 30 日；毛飞：〈再论女子剪发问题〉，《民国日报》，

1920 年 3 月 30 日；马建东：〈女子剪发与服装的讨论〉，《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10 日。诚〈女子剪

发打油诗〉，天津《大公报》，1920 年 5 月 3 日。这里之所以提到服饰问题，是因为短发是着长衫、不用

饰品等男装化的一部分。主张男装者认为，男装方便、卫生、好看又经济，还可避免男性产生欲望。许地

山：〈女子底服饰〉，《新社会》，第 8 号，1920 年 1 月 11 日；朱荣泉：〈女子着长衫的好处〉，《民国日报》，

1920 年 3 月 30 日。 
27  也有少数例外如沈璇仙：〈女子剪发后的问题〉（《妇女杂志》，第 6 卷第 10 号，1920 年 10 月）主张

女子剪短发后必须有国家思想。把发型与政治主张相联系的例子有，1915 年 5 月，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因

反对 21 条，将发型由当时流行的日本式改成了中国式。《时报》，1915 年 5 月 24 日。 
28  王晓梅：〈剪发的故事〉，《老照片》，第 5 辑，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 年 2 月。秦德君·刘淮：《火

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年，第 7～9 页。 
29  〈粤女子实行剪发〉，天津《大公报》，1920 年 5 月 9 日；〈女子剪发小问题〉，《时报》，1920 年 5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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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括杨森的妾在内30。在云南，1923 年冬天，昆明组织了风俗改良会，围绕剪发进行了

激烈讨论，还出版了《女子剪发问题专刊》31。不过，总起来看，敢于剪发的女性仍只是少数，

甚至有投稿称女界联合会里“现在剪头发的就是我一个” 32。 

 

我们男子只有提倡鼓吹的能力，实行是要女子自动的。但是一般妇女对于这件事

的意见——赞成，或反对，我们却不得而知，因为女子写的关于这问题的文章，虽然

也有几篇，总觉得太少33。 

 

李思安此话，谈到了有关剪发的讨论甚至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运动本身的问题。在《民国

日报》上主导剪发舆论的都是男性，如沈玄庐、叶楚伧等。那么，对于男性的“担心”，女性又

是如何看待的呢？ 

 

（《民国日报》觉悟栏）天天闹“女子剪发”，还要把我们来讥刺。……他们讲的

剪发的利益……那些话多很普通，我也早知道。……况且大家多没有剪，我一个人

剪了，人家一定要笑话。……这句话一点不差，不是我们在学堂里，这许多同学，

一个剪发的都没有看见么34？ 

 

男性们看似多余的忠告，女性们并非不理解。但真要剪发，却面临着重重困难，她们不

得不有所顾虑。一位女学生说：“我很知道女子是要剪发的。但是我却不能剪。假使我立刻剪

了，学堂里便要将我开除去，我家庭里姊妹也都要笑我” 35。一位名叫张韫瑾的女学生从报上

读到剪发的文章后，马上回到自习室要剪短头发，同班的王芝如说：“我很赞成，但是，你的

家里答应你吗？”张回答说：“那很容易。剪掉以后，再写封信去通知他们就是了”。王说：“尊

大人，他不答应，你便怎样办呢？”于是，张决定先给家里写信。但信老写不好，就迷迷糊糊

睡着了。梦中，她见到了父亲，想说现在是剪发的好机会，但父亲却呵斥她说：“你要剪发吗？

我家‘家谱’从来没有‘和尚头’的女人，别人家‘祠堂’里也未必进过没有头发的‘女牌位’。哪个要尼

姑一样的女人做媳妇？你落了发去做尼姑罢！”。她要剪发的希望就此破灭36。头发把女性与

家庭紧紧绑在一起，剪掉了头发，也就剪断了与家庭的关系，很可能在社会上无处容身。这

个故事当然是虚构的，但它告诉我们女性受到了很大压力。像张韫瑾那样与同伴一起生活在

学生宿舍的学生还算幸运的，对于一般住在家里的女性，要剪发尤其困难。一名叫化春的女

                                                  
30  前引《胡兰畦回忆录》，第 49-50 页。 
31  〈云南女子实行剪发运动〉，《妇女日报》，1924 年 7 月 7 日。 
32  笑菱：〈剪发是自己的事〉，《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16 日。 
33  思安：〈上海的女学生注意〉，《民国日报》，1920 年 3 月 31 日。李思安实为女性，是毛泽东等在湖

南长沙组织的新民学会的会员。 
34  思安：〈女学生的话〉，《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8 日。 
35  胡怀琛：〈女子当废除装饰〉，《妇女杂志》，第 6 卷第 4 号，1920 年 4 月。胡对这名女学生建议说，

只有一个人去做，才会被开除，如果和大家约好一起剪发就不会被开除；剪发前要向姐妹说明利害，然后

一起剪。 
36  吴德名：〈一个女子的梦〉，《民国日报》，1920 年 4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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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要剪发而为母亲和丈夫所阻，邵力子促其摆脱阻碍，称“唯有自决而已”。但仅凭“自决”并不

能解决问题。 

而且，与男性剪辫不同的是，女性剪发“（一）无政治的压迫，（二）无满清的刺激，（三）

欧美的妇女没有剪发” 37。换言之，没有任何促使女性剪发的因素。毛飞宣称要“脱开欧美，小

视东洋（日本），邀合全国的姊妹们，做一个世界上剪发的新提倡”，主张中国应在剪发方面引

导世界38。反过来看，此话意味着从欧美和日本那里找不到用于主张剪发的根据。与此同时，

倒是有人介绍外国反对剪发的主张39。 

关于女性为何迟迟不剪发，某论者举出了如下各种原因，即家庭反对、社会嘲笑、习惯

因袭、外国无先例、男女无法区分、卫生（头发可保护头部）以及美观；其中，论者认为美

观才是最大理由40。剪发是以男性化为目的的，所以忽视了美观，某些具体、实际问题如剪成

怎样的发型等几乎无人谈论41。一位女性就提出这样的问题：“女子剪发是否‘光头’ ，还是‘平

顶’,还是‘留几寸长的头发’？”当时的社会，剪发即意味着要做尼姑，因此，抱有这样的疑问是

十分自然的。一位据说 8 年前就剪了发、名叫金红侠的女性说：“剪发是自由行为，所以无须

一定形式”，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42。当时只提倡剪发，但诸如刘海是否一起剪掉？脑后要留

多长？这些具体问题人们无从知晓。此时果断剪发的秦德君、钟复光后来回忆说：“当初剪发

时，都不知该梳什么发式好，连理发店的师傅也很感为难，因从来没有设计过妇女的短发，

故只好拣个现成，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来剪理了” 43。看重庆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在

1921 年拍的照片可知，有的五五分，有的三七分，这都是当时流行的男式发型，前者称“华盛

顿式”，后者叫“拿破仑式” 44。 

有人试图通过对“美观”重新定义，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女性之美不在表面人为的装饰，而

在于德智体；美是善的理想的外在表现，而卫生就是善，就是美45。而另有人认为，装饰是破

坏尊重女性的魔鬼，并因此排斥所谓美观。对他们而言，剪发还只是“读与被读”的对象，尚非

“看与被看”的对象。实际上，他们大多数并未亲眼见过剪发女性，各种有关剪发的说法，都是

来自“剪发”这一语词形成的印象。而女性们则是通过报纸“阅读”到这些主张，知道有所谓剪发，

从而去摸索如何剪发的。 

1922 年至 1923 年，甘南引在全国范围内就结婚问题作过调查，所提问题也涉及到剪发。

调查对象几乎都是学生或其他与学校有关者。对于妻子是否已经剪发的提问，397 人中有 378

人回答说没有剪发，回答已经剪发的只有 6 人。回答没有剪发的人所谈理由为：曾建议剪发，

                                                  
37  前引毛飞：〈再论女子剪发问题〉。 
38  毛飞：〈剪发的毅力〉，《民国日报》，1920 年 3 月 3 日。 
39  〈剪发女子不合美观〉，《妇女日报》，1924 年 8 月 29 日。 
40  惠权：〈再论女子剪发问题〉，《民国日报》，1920 年 10 月 12 日。 
41  作为少数例外之一，默安：〈对于女子剪发问题的一个感想〉（《民国日报》，1921 年 10 月 7 日）建

议成立“剪发同志会”，以研究短发发型。 
42  金红侠：〈答管际安君对于女子剪发问题的疑问〉，《解放画报》，第 6 期，1920 年 11 月 30 日。 
43  前引王晓梅：〈剪发的故事〉。 
44  前引王晓梅：〈剪发的故事〉。 
45  毛飞：〈女子宜废除妆饰的商榷〉，马建东：〈女子剪发与服装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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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妻子不愿意；有志于剪发，但未能实现；受乡下旧礼教束缚，没有剪发；如果妻子剪发，

早就不要她了，等等。而对于是否赞成妻子剪发，回答赞成的已婚男性有 54%，未婚男性则

只有 38%。赞成的理由有短发清洁、节约时间和金钱等；但也有人附加条件，称女性不能和

男人一样，必须保持美观。而反对的理由则与头发是否美观有关，也有人以剪发会导致男女

不分、欧美女性也没有剪发为理由，极端者则说，女性剪了发就是怪物。另外，也有不少人

表示剪不剪发无所谓46。从上述调查结果亦可看出，美观与否是反对剪发的主要理由之一。 

有人问在《民国日报》上极力提倡剪发的叶楚伧说，你妻子剪发没有？令人感到意外的

是，叶竟回答说“没有”，从而招致批判。对此，叶说，我不能强制妻子剪发47。当然，剪发不

能强制，但如果连身边的人都说服不了，如何说服整个社会呢？ 

 

也许有人说，“便利固然便利了，然而社会上能实行的还少，一般妇女还是不肯

剪发”。这统不是我的责任。我只把“妇女应否剪发”的问题解决了，得个“应剪”两个字

的答案，作为理想。实现我理想的，还是在社会上的妇女48。 

 

可见，他们只管提倡，实行则全凭女性“自决”；对他们而言，剪发只是“谈谈”而已，谈本

身即有其意义，谈了，也就达到了“取缔女性”的目的。 

女性剪发受到进步男性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女性所处环境没有改变，仍然是旧式的政府、

社会、学校和家庭。正如毛泽东 1927 年在其有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指出的那

样，压迫女性的有皇权、族权、父权、夫权；身受多重权力禁锢的女性，连自己的发型也无

权自由决定。孔德学校的学生曾主张，“女子要求社会解放，必须从个人自己解放作起”；然而，

只要社会不改变，个人即使获得解放，在社会上也将无处容身49。剪发往往并非个人、而是如

孔德学校学生那样的集体行为，就是因为剪发问题已超出个人层次。毛泽东于 1919 年这样说

过： 

 

女子本来是罪人，高髻长裙，是男子加于他们的刑具。还有那脸上的脂粉，就是

黔文。手上的饰物，就是桎梏。穿耳包脚为肉刑。学校家庭为牢狱。痛之不敢声。闭

之不敢出。或问如何脱离这罪? 我道，惟有起女子革命军50。 

 

2．剪发之“看与被看” 

 

女子剪发，昔为新文化家所提倡，今沪上女子实行者已颇不乏人。然大抵为新

                                                  
46  李文海主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  婚姻家庭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113～115、155～

156 页。 
47  〈关于“妻已否剪发”的答复〉，《民国日报》，1920 年 3 月 17 日。 
48  沈乃人：〈女子应否剪发〉，《民国日报》，1920 年 3 月 20 日。 
49  〈女学生实行剪发〉，《晨报》，1920 年 1 月 31 日。 
50  毛泽东：〈女子革命军〉，《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 年 7 月 14 日，收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

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 年，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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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所冲动者，至教会及官立学校中实不常见。而以全社会论，尤居少数。……现

在剪发女子，蓬首垢面，于美的方面，似稍欠注意。……男女不平等之点，厥在经

济法律两大点，至剪发琐事，纯系女子单方面之美观问题，不独与男女平等问题无

关，即为男子玩物一语，亦谈不上51。 

 

上述主张出现在 1925 年 2 月，较之五四时期“新文化家”的观点已有很大不同，从中，我

们已读不到剪发与男女平等的关系，剪发已纯粹是美观问题。剪发已从抽象讨论变成了具体

实践，并离开了男性而成为女性自身的问题。 

1925 年 10 月，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拍摄的电影《小厂主》（The Boy Heiress）公映。

该影片主演黎明晖是湖南湘潭人，是有名的儿童音乐家黎锦晖的女儿。她 12 岁初次登台，演

唱其父谱写的歌曲；15 岁通过环球电影公司的新人选拔，正式从影。黎明晖自幼聪明活泼，

性格开朗，爱好体育；因其演技自然，银幕形象天真烂漫，一举成为名演员之一52。《小厂主》

是黎明晖参演的第四部电影，也是第一部主演电影。她在影片中扮演短发男装的黎爱芳，为

此剪去了长发。影片中的黎明晖是一个健康活泼的少女，没有性感展示，但这使她有可能更

加容易地越过男女界限。总之，女电影演员剪短发引起了轰动。8 月 5 日的《三日画报》马上

刊出了黎明晖剪发后的照片，黎的发型被戏称为“鸭屁股”而广为人知，甚至有人一本正经地说，

收件人写“鸭屁股”， 信件就能送到黎明晖家里。“鸭屁股”成了黎明晖的代号53。 

后来，又有殷明珠为出演电影《传家宝》而剪了发54。其他女演员也有剪发的，媒体也大

肆宣传55。1926 年 2 月，《三日画报》历数短发女演员，其中有殷明珠、黎明晖、杨耐梅、谢

采贞、张美烈、严月嫣、陆美玲等56。剪发的不仅有女演员。无锡人“密司苏”是扬州五师小及

五师初中的体育教员，黎妹妹（黎明晖）剪发时，她也立即响应，两校学生也有数人随之剪

发57。剪发潮还从江南扩大到各地。当时恰逢暑假，女学生回乡时将这股潮流带向了各地。在

南开大学，开学时，31 名女生中有 16 名剪了短发，令男生们大吃一惊58。 

 

上海剪发，亦不过一二年间事，某电影明星剪发后，数家报纸，竞为记载。某影

片公司，再大登其广告，谓明星因饰某角，牺牲美发59。 

 

上海的剪发热是舆论炮制出来的。1925 年这一年，正值国产电影大发展时期，上海女性

开始将此前对演剧的热情转向了电影。国产电影开始影响女性时尚，报纸也报道“自从国产影

                                                  
51  延年：〈谈女子剪发〉，《申报》，1925 年 2 月 11 日。 
52  王人美口述、解波整理：《我的成名与不幸：王人美回忆录》，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43-45 页。 
53  《三日画报》，1926 年 1 月 17 日。 
54  一说为《还金记》。《申报》，1926 年 7 月 24 日。 
55  如〈杨耐梅削发记〉（《时报》，1926 年 1 月 16 日）等。 
56  《三日画报》，1926 年 2 月 7 日。 
57  《时报》，1927 年 8 月 6 日。 
58  〈天津的女子理发店（一）〉，天津《大公报》，1928 年 9 月 27 日。 
59  蔚民：〈剪发潮〉，《时报》，1927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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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盛行以来，画唇风气，已渐渐流行了” 60、“自国产电影兴，女演员咸竞尚奇装，于是抱出风

头主义之妇女，胥以女明星之装束为楷模” 61等。她们在银幕上看到女演员剪短发，不再认为

短发“不好看”，而是将其视为时尚发型。报纸、杂志上也刊登着短发影星的照片，还以插图说

明哪种脸型配哪种发型。当时流行的月份牌也好印短发女性照片，短发型书籍摆上书架，女

性短发理发店的广告也上了报端62。就这样，随着女性短发在社会上随处可见，并开始进入消

费生活，曾是剪发最大障碍的美观问题已烟消云散。至此，剪发已上升到“看与被看”的层次。 

1920 年时，外国女性未剪发，曾是阻碍剪发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到了 1925 年，情况已

经发生变化。“年来世界各国女子皆盛行翦发……闻各国比较，翦者以法国为最多，舍老妪及

少数乡曲妇女外，几无一个不已翦发……美国妇女已翦发者约十之七八，女明星及女优名妓

大半皆已翦去，女学生之未翦发者，百人中仅一二人。英日最少，不过十之二三，若吾华，

仅百分之二三耳” 63。该报道是否准确暂且不说，外国的状况被用来证明剪短发是理所当然的，

这显然是重大变化之一。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报刊认为，在短发时尚方面，这时的日本

比中国更加普及。 

尽管短发被视为最流行的时尚，但仅此还不会普及。因为，在当时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

短发是被禁止的。1926 年 11 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特别发表声明反对禁止短发，这表明

禁令并非一纸空文64。这个问题，留待下一章再作探讨，此处先来看阻碍短发普及的另一重要

原因。 

那就是理发店的问题。清代的长辫也好，民国的短发也好，男性都离不开理发。但是，

女性则必须自己或雇“梳头姨娘”来梳理头发，去理发店这种想法本身就不存在，因此，满足女

性需要的理发店极少。而这成了阻碍短发流行的重要原因。正如有报道称，“海上一般妇女，

其所以不敢贸下决心者，大抵由沪上无高手理发匠耳” 65。 

1926 年初的上海，霞飞路有一家外国理发店，但要价昂贵；而武昌路的女性理发店技术

不好，顾客极少66。同年 3 月上海为女性服务的理发店情况如下。 

 

……以予所知，则在南京路者有三家，如外滩转角汇中饭店隔壁一家，及南京

路三十四号美人所设之宝儿美丽女子剪发所一家，又惠罗公司隔壁前南洋烟公司旧

址亦有一家。此外在法租界霞飞路者有三家，一名樱井，为日人所设；一为法人所

设，又一为西洋人所设。上述各家，往剪者多欧美妇女，吾国女子虽亦有光顾者，

大多系富家女子及电影明星。盖每剪一次，动辄二三元，若欲择一精美之式样而加

以卷曲，则常费至四五元，是非一班普通人所能胜任。至华人自设者，如新世界对

                                                  
60  《申报》，1925 年 8 月 19 日。 
61  《申报》，1926 年 7 月 24 日。 
62  根据脸型决定发型的建议，见〈新女发谱〉，《时报》，1927 年 8 月 7～16 日。关于发型书籍，请见《时

报》，1927 年 7 月 8 日。 
63  《三日画报》，1926 年 1 月 20 日。 
64  《申报》，1926 年 11 月 11 日。 
65  《申报》，1926 年 1 月 22 日。另，《上海妇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年）575 页载，1920

年，一乐也理发店曾首创刘海式短发发型，风靡一时；但因未注明出处，此处不采信。 
66  《申报》，1926 年 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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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之一乐也，取价既廉，技亦可观。此外虹口武昌路及北四川路，亦有善剪之理发

所，惟较一乐也似稍逊。且中国理发所多未备妇女专室，亦一缺憾也。……身体发

肤，吾国女子向极重视，故轻易不愿为男子之手抚摩，今海上所有之女子理发所，

无论中外，其技师皆男子任之，故亦有一部份之女子，以此种原因而不欲剪发者，

不在少数67。 

 

作为时尚，剪短发并非把头发剪短就完事，而是需要到有一定技术的理发店剪短，然后

穿上较有品位的服装，还要戴上一定的首饰。在时尚面前，所谓节约时间和金钱、卫生、男

女平等这些看法都已没有任何意义，时尚轻而易举地就把那些讨论甩在身后，使赋予剪发的

各种意义显得多余。而对于曾经的剪发支持者而言，这种情况却决非值得欢迎。陈望道在 1926

年 9 月的《新女性》说，以前是为反对打扮而剪发，现在则是为了打扮而剪发，并抱怨道， 

 

最近的一二年，有人从审美上主张剪发，剪发的现象方才会得普及起来，甚至

奶奶们也来了。······其意义可说正与当时所主张的相反。······现在剪发已经不足为

所谓新式女子底标帜，已如旗袍不足为旗人底标帜，洋服不足为洋人底标帜，没有

两样了68。 

 

图 2：《北洋画报》第 60 期，1927 年 2 月 9 日 

 
 

不过，与一年后相比，短发流行此时还很有限，禁令的存在和理发店不足仍在起着制约

作用。 

 

二、国民革命与剪发 

 

1．剪发的政治化 

自从北伐军克复江浙以后，所经的地方，大都一天一天地掀起了改革。其中最明显、

最普遍的，要算剪发这件事了。一般爱时髦的女郎，十九把三千青丝，尽付并州快剪69。 

                                                  
67  陈香云：〈海上女子剪发店之调查〉，《申报》，1926 年 3 月 21 日。在传统意识中，理发乃贱业。在

上海，从事该业的主要是江北人（尤其是扬州人）。 
68  陈望道：〈中国女子底觉悟〉，《新女性》，第 1 卷第 9 号，1926 年 9 月。 
69  《时报》，1927 年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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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十四五年以后，女子始尚剪发，即北兵头，因我国北伐时女子从军有剪发，

民间仿之，自上海流行入台，故称“北兵头” 70。 

 

在上述资料中，剪发与国民革命（北伐）被明确地联系在一起。图 3 是 1927 年 1 月 1 日

的《民国日报》刊载的回顾和展望国民革命的文章中的插图，从中可知，这时剪发已经成了

国民革命的一部分。那么，作为革命行为之一的剪发，是何时、怎样产生的呢？ 

 

 

 

中国共产党在 1922 年 7 月召开的二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开展

妇女运动的方针。其中称要打破旧社会一切礼教习俗的禁锢，但并未直接提及剪发。翌年的

三全大会也一样。中国国民党方面则在 1924 年的一全大会上正式提出要谋求男女平等、发展

女性权利，并成立了中央妇女部。1926 年 1 月的二全大会又通过了“妇女运动决议案”，其

中规定要指导女性参加国民革命，同时致力于女性自我解放。这样就奠定了属于个人解放的

剪发和争取民族解放的国民革命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但这仅是具备了剪发与国民革命结合的

条件而已。 

1926 年 3 月 18 日，发生了所谓“三一八惨案”。学生们反对并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列强提出

的八国通牒，在天安门前通过决议案后，前往执政府请愿，中途遭军警开枪射击，当场被打

死 47 人，许多人受伤。临时执政府认为共产党与该事件大有干系71。 “三一八惨案”后公布的

证词中，有一些与剪发有关。试举几例如下。 

 

死者多为剪发女生，及手执旗帜的人民，显系预有射击标准72。 

                                                  
70  《（台湾）基隆县志》，第 1599 页，收于《中国地方志民族资料汇编》（华东卷下），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71  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 年，第 42 页。 
72  北京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对于“三一八”惨案之经过呈报中央执行委员会书〉，《党声》，第 3 期，1926

年 5 月 1 日，收于前引《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 93～9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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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看当日女生中弹的多半是剪了发的，就可以知道主张开枪的人与她致死的原

因了73。 

这种用枪弹或用木棍待遇区别之处，是在剪了头发与否･･････这也是头发的惨

剧呵74。 

……又闻，卫兵专向穿洋服之男子及剪发之女生刺击，因洋服，短发皆为共产党

之标帜。魏女士已剪发，故被击死75。 

 

上述证词是否属实，无从判断；但至少可以看出，当时许多人相信，军警是有意瞄准剪

短发女性开枪的。为什么要这样？杨春洲说，“当时的女学生都留有长发辫，只有少数进步分

子敢于革命，剪去辫子，她们正是反动派所最忌恨的人” 76。培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剪头发

的女人是共产党” 77。 

对于政府及教育当局而言，剪发女性是礼教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因而视之如同正极力

镇压的“共产”、“赤化”。而在反对政府和教育当局的斗争中，短发女学生总是站在前列，这也

极易使人将其与 “共产”、“赤化”联系在一起。实际上，参加国民革命的女性，大多是剪短发

的。比如，蔡畅早在 1912 年就与其母葛健豪一同剪了短发78。向警予，如本文前节所述，早

在 1916 年就已在鼓励学生剪发。而邓颖超的照片则表明，她也在 1919 年前后就剪了短发79。

1926 年夏天，胡兰畦在广州拜访国民党妇女部长何香凝，看到何“剪着短发，穿一件旗袍” 80。

广州处于国民党统治之下，在这里，剪短发是表明自己参加革命的标志81。 

孙传芳统治上海，禁止剪发。1926 年 11 月，共产党机关报《向导》报道说，“在他的势

力范围内，只要男子是学生装或穿西服，女子剪发者，均视为间谍，随便拘捕监禁枪毙” 82。

同年 11 月，浙江省长夏超归顺国民革命军，孙传芳派兵进驻杭州。于是，孙军入城后将逮捕

短发女学生的谣言在杭州广为流传，据说已经剪发的女学生都戴上假辫，躲在学校里不敢出

门83。同一时期，周作人读到孙传芳和丁文江在上海大捕革命党，又读到社会上称短发女性为

“女革命”，于是将二者联系起来评论道： 

                                                  
73  方其道：〈未婚妻刘女烈士和珍事略〉，《世界日报》，1926 年 3 月 25、26 日，收于前引《三一八惨

案资料汇编》，367 页。 
74  培良：〈刘和珍杨德群两烈士死难后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周刊》，第 124 期，1926 年 3 月

31 日，收于北京师范大学校史资料室编《碧血溅京华：纪念三一八惨案六十周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1986 年，139 页。 
75  姜公伟：〈燕大自惨变来三日记〉，《燕大周刊》，第 94、95 期，1926 年 3 月 27 日，收于《中国现代

革命史资料丛刊  三一八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 年，第 118 页。 
76  杨春洲：〈关于“三一八”惨案和南下参加大革命的回忆〉，前引《碧血溅京华：纪念三一八惨案六十周年》，

233 页。  
77  前引培良：〈刘和珍杨德群两烈士死难后记〉。 
78  《妇女运动的先驱  蔡畅》，中国妇女出版社，1984 年，15-16 页。 
79  金瑞英主编：《邓颖超  一代伟大的女性》，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 年，照片 3 页。 
80  前引《胡兰畦回忆录》，102 页。 
81  Christina Kelley Gilmartin, 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Radical Women，Communist 

Politics，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152. 
82  述之：〈孙传芳之残暴及其末路〉，《向导》，第 176 期，1926 年 10 月 16 日。 
83  梅生：〈夏超独立云花记〉，《上海画报》，第 167 号，1926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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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以前看见没有辫子的人大家便说这是革命党，到后来军政府一声命令，

自己的也剪去了，现在又见了剪发的女人来大惊小怪，真可以说是“不知是何心理”。

辫子是满清的记号，剪去了它多少可以说是含有反抗的意味；女子的头发难道又是孙

丁的权威的表示，毁损了它就要算是叛逆么84？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认为，中国女性被置于反动政治压迫之

下，连剪短发、穿长袍的自由都没有，并将此当作扩大反军阀宣传的机会85。女性剪短发原为

“道德”问题，而非“政治”问题，其被赋予政治意义，乃源自女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不过，如前

节所述，此时上海流行短发却是一种时尚。那么，这二者如何划分？或者说，出于时尚而剪

了短发的女性有无被逮捕？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探讨剪发在武汉的情况。 

 

2．武汉：剪发＝革命 

1926 年 10 月 10 日，北伐军攻克武昌不久，蓝淑文来到了湖北妇女协会。在这里，不少

妇女一起交谈，情绪激动，当场相继剪去了长发86。当时正值国民革命，类似情景绝非罕见。

同年 11 月，北伐军占领南昌，胡毓秀受命筹备高安县妇女协会。“我们听了很兴奋，一回家，

就把头发剪了” 87。在万安县帮助筹备妇女协会的康克清，“听着大会上的讨论，眼前豁然开阔

起来，当天，她就下定决心，照着代表们的样子剪掉了长发” 88。就这样，许多参与妇女协会

工作的女性都剪了发。对她们来说，剪发是一种仪式，表示从此参加革命。不过，并无人规

定剪发为运动方针之一。 

  1927 年 3 月 8 日下午，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约有 20 万人参加89。汉口特

别市党部的詹大悲发言主张，妇女解放必须首先除掉套在自己身上的枷锁，而关于缠足和剪

发，他这样说： 

 

如缠足一事，束缚我们妇女同胞，残废我们妇女同胞的身体。还有蓄发一事，每

日梳头照镜，不知花了多少时间。我希望从今天起，我们湖北的妇女，马上都做放足

运动剪发运动。这才真正能求自己的解放，这才能努力来担负革命工作，才能得到你

们真幸福90。 

 

                                                  
84  岂明（周作人）：〈拜发狂〉，《语丝》，第 105 期，1926 年 11 月 13 日。 
85  〈中共中央妇委报告（节录）〉，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

（1921—1927）》上，人民出版社，1986 年，496 页。 
86  蓝淑文：〈回忆湖北省妇女协会及其活动片断〉，《武汉文史资料》，总第 15 辑，1984 年第 1 辑。 
87  胡毓秀：〈首批女兵话当年〉，《红旗飘飘》23，1981 年，235 页。 
88  末次玲子、「大地の娘：康克清伝」中国女性史研究会編『中国女性解放の先駆者たち』日中出版、1984

年、164 頁。 
89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9 日。 
90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3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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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昌，在湖北省妇女部长蔡畅领导下，自同日起召开了全省妇女代表大会。不过，在

大会通过的“湖北女性总要求决议案”、“宣传问题决议案”、“放足运动决议案”、“教育问题

决议案”等决议案中，并未包含剪发的内容或规定。尽管如此，湖北省党部妇女部却于 5 月

开展了大规模的剪发运动91，不仅武汉，周围地区也深受影响。比如，黄陵市妇女协会开展的

运动主要宣传放足和剪发92；在黄安县，天足会成立后，放足取得很大成果，县妇女协会新成

立后，在继续推进放足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剪发运动，至 5 月中旬的几个星期内，有 1620

多人剪了发93。内田佐和吉记述道：“大正十五（1926）年九月，蒋介石北伐军进入武汉后，

即令妇女剪发，拒绝者被称为国贼，国民妇女协会也按照指示到乡下各地号召剪发” 94。 

就当时汉口的情况和气氛，荷笠说：“好像人人都革命化了，好像人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

其思想行动，都通通革命化了”，并举了一些具体例子，如人们羡慕军装、皮带，称五分钟吃

完饭叫“革命式”，客厅挂上孙中山的遗像、遗言和遗嘱，互称“革命的姊姊”或“革命妹妹”等。

关于剪发和放足，荷笠这样说： 

 

本来翦发自有翦发的理由，放足也自有放足的理由，但是现在翦发放足的人，

或要别人翦发放足的人，都把这些事件的本身的理由丢掉了。她们那样做，或要别人

那样做，便是在革命呀95! 

 

在笼罩着武汉的革命气氛中，革命成了一种时尚，人们竞相模仿“革命式”行为方式，以体

验参加革命的兴奋。剪发也是这种革命标志之一。剪发本应出于个人自觉自愿，但是，不久“城

市的妇女统统剪了发，不剪的就由妇女协会派人等在路途中用强迫的手段实行‘头发革命’” 

96，强制剪发开始了。而后，剪发和强制剪发的行为被等同于革命。那些原本为革命而剪发的

女性，现在成了为剪发而参加革命。与短发作为时尚而流行的上海不同，在武汉，短发作为

革命行为和作为时尚并未作明确区分，而是作为一种“革命时尚”迅速普及开来。 

5 月 13 日，国民革命军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叛乱。夏军在各地袭击妇女协会，要把剪

发女性全部杀掉。其逻辑是：“剪了头发的就是反革命，所以我要打到你们” 97。国民政府方面

组织中央独立师前往讨伐夏军，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生队也参加该师，在夏军被驱逐

后的地区开展宣传和群众工作98。在咸宁，加入妇女协会的女性有四分之三都剪了短发，但因

宣传时间太短，她们不愿参加群众运动，尤其不愿游行喊口号99。国民政府军离开后，夏军重

                                                  
91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5 月 7 日。 
92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7 月 17 日。 
93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5 月 16 日。 
94  内田佐和吉、『新武漢風物誌』新武漢社、1941 年、188 頁。 
95  荷笠：〈“革命”问题〉，《中央副刊》，第 95 号，1927 年 6 月 29 日。 
96  《中央副刊》，第 62 号，1927 年 5 月 25 日。 
97  《中央副刊》，第 69 号，1927 年 6 月 1 日。 
98  关于女生队，请参阅拙稿「近代中国における女性兵士の創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学校女性隊」『人文学

報』第 90 号、2004 年 4 月。 
99  《中央副刊》，第 69 号，1927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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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咸宁，将剪发女性全部杀害100。结束对夏军的讨伐返回武汉的女生队员彭漪兰报告说：“民

众一见我辈，即相率逃避，男畏拉夫，女畏剪发” 101。剪发之于女性，就如同征兵之于男性。

剪发由于被视作革命行为，成了政治立场的标志，于是也就成了“反动派”（国民党右派）攻击

的目标。在缺少人才、没有足够时间宣传国民革命意义的情况下，剪发由于容易发动，且视

觉效果较强，几乎是妇女协会所能开展的唯一活动。 

剪发与征兵一样把人们强制带往革命阵营，而在武汉国民政府末期，那多半意味着死亡。

在罗田县，夏军残部剥光剪发女性的衣服，将绳索穿过她们的乳房，牵着她们行走；上游县

发现十几具剪发女性尸体，全被割去乳房、胸腹部被刺穿，全身肿胀102。鲁迅说，割去剪发

女性乳房，是为使她们更像男性，从而警告女性不要随便模仿男性103。剪发女性常被视为性

行为不轨者，比如她们被中伤为“裸体游行”、实行“共妻”等104。 “反动派”是要把试图跨越男女

界限的剪发女性尽行除之而后快。 

就这样，在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之间斗争日趋激化、国民革命面临挫折之

际，妇女协会的活动越来越偏向剪发。关于武汉的妇女运动为何逐渐偏重于放足和剪发，末

次玲子说，“革命领导机关认为，结婚和离婚自由等婚姻、家庭改革运动，将招致家长们尤其

是男性农民的反对，因而不利于革命”，于是，放足和剪发就成了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

在 1927 年 2 月的通告中称，“在宗法社会关系最深的地方，就是只提出反对缠足、禁止蓄婢

纳妾均是很革命的口号”，要求优先团结男性农民，妇女运动则从放足等较稳妥的方面着手。

此类由最高领导层规定方向的妇女运动，末次称之为“政权主导型妇女解放”，并认为武汉的妇

女运动是其源头。不过，最高革命领导层是否就剪发做过具体指示，则不得而知。末次说，

上述共产党中央的通告中曾要求“宣传要围绕剪发和放足这两个中心口号集中进行”，汉口的三

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以及湖北全省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则忠实地执行了这个指示，运动主

要集中于放足和剪发105。但是，该通告虽要求集中于两个口号，但同时要求“须视当地妇女现

时需要的是什么而定”，且并未说必须集中于剪发和放足106。如末次所示，革命领导层更重视

农民运动，并试图对可能招致男性农民强烈反对的妇女协会的活动加以一定限制，妇女协会

的活动因而被迫向男性农民不太反对的方向倾斜。是否可以这样看，即在这种情况下，妇女

协会成员们自发地——或因没有其他途径而无奈地——选择了剪发。对于放足，国民党左派、

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等任何阵营都不能公开提出异议，故而剪发成了抗争的焦点。妇女协会

剪发运动逐渐走向过激，并非妇女运动顺利发展使然，而是其穷途末路的标志，同时也是武

汉的国民革命穷途末路的标志。 

7 月 15 日，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分共”，剪发女性陷入困境。因有谣言称国民党将解散妇

                                                  
100  谢冰莹：《一个女兵的自传》，良友图书印刷公司，383 页。 
101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7 月 7 日。 
102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6 月 15 日。 
103  鲁迅：〈忧“天乳”〉，《语丝》，第 152 期，1927 年 10 月 8 日。 
104  这一点日本也不例外。请参阅牟田和恵・慎芝苑「近代のセクシュアリティの創造と新しい女：比較分

析の試み」『思想』、第 886 号、1998 年 4 月。  
105  前引末次玲子、『二〇世紀中国女性史』、163-165 頁。 
106  〈中共中央通告第六十四号〉，前引《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6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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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团体，并准备屠杀剪发女性，中央妇女部和湖北省政府被迫发出命令，要求保护剪发女性

和妇女协会107。曾是国民革命的象征、革命行为之一的剪发，由于革命方针改变，已被革命

所抛弃。后来，在国共抗争地区，剪发女性仍被视为倾向共产党。有报告说，广东省花县的

共产党军队，走在最前面的是百余名剪发女性108；广州的剪发女性一日数度遇难109；在河南，

剪发女性被怀疑是共产党而遭到监视，不得外出行走110；在湖南，自马日事变后，到处流传

着“巴巴头，万万岁，漂漂鸡婆遭枪毙”的顺口溜，短发的共产党员曾志因而不敢出去走动。后

来，苏维埃政府成立，曾志把留长的头发剪短，脱下旗袍，换上男学生装，重新开始活动。

她到国民党统治区活动时，为避免暴露，就换上当地妇女常穿的衣服，并把头发在脑后挽成

发髷111。就这样，共产党员开始利用人们对短发女性的印象，来伪装自己的身份。 

 

3．江南：时尚与革命的交织 

在北伐军到来的 1927 年春夏之交，剪发热席卷江南一带，被称为“剪发潮”。 

 

青天白日旗所至之处，一般头脑稍新智识开通之女子，莫不纷纷将发剪去。一

月以来，沪上气象一新，自妇女联合会提倡妇女剪发后，与烦恼丝脱离关系者尤多，

行于马路，女子十之六七皆属鸭股。……。 

………… 

妇女剪发之式样，不下十余种。……若剪成平顶及和尚头者，则舍女党军外未

之见也112。 

江苏自归党治之下，海上妇女，遂盛行剪发。试披览报章纪载，可以觇其概况。

乃嘉定女子，比来亦群相效尤。据调查所得，女子之已截发者，几占全城十之七。中

以少女居四成，少妇二，中年妇一。…… 

综其式样之最多者，为两鬓垂于耳际，前覆留海，如昔之黎明晖式。亦有左右分

披，低垂及颈者，又如今之黎明晖式。……113 

革命军兴以来，勃然而起者，厥唯女子剪发一事。其来也似潮，沛然莫能御。海

上开风气之先，此风大盛。平湖女子，耳濡目染，遂亦风从。现在学生中剪发者，达

十分之八。教员之未剪发者，几等于零。即非学界中人，自大家闺秀，迄小家碧玉，

亦约占十分之四。一般闺秀，未知剪发后如何情形，或恐有损美观，乃先令使婢实验。

故婢女剪者尤众。风行之普遍，可见一斑114。 

 

                                                  
107  汉口《民国日报》，1927 年 7 月 19 日，8 月 1、4 日。 
108  《时报》，1927 年 12 月 17 日。 
109  天津《大公报》，1927 年 12 月 21 日。 
110  《申报》，1927 年 12 月 20 日。 
111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年，37、51、170 页。 
112  李涤尘：〈女子剪发琐闻〉，《申报》，1927 年 4 月 28 日。 
113  贤弟：〈女子剪发声中之嘉定〉，《申报》，1927 年 6 月 6 日。 
114  〈剪发潮〉，《时报》，1927 年 7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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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由于发生了“四一二”事件，共产党较早地被清除出国民革命，所以，剪发女性被视作

共产党而遭到残害的事情没有发生，剪短发甚至被看成反对封建军阀、支持新政权的标志。

曾在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教官的陶希圣，在武汉国民政府“分共”时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1928 年，他因赴任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而途经上海，发现上海的女性如此迷恋短

发而大惑不解。她们难道不怕被当成“反动”吗？不会遭到“武人豪绅”迫害吗？不久后，陶弄明

白了：上海和武汉情况完全不一样。陶举了一位女性在武汉拒绝剪发而逃走、中途遇难的例

子，并得出结论：“好像妇女的发髻可以抵抗革命，却抵抗不住时髦”。据他观察，上海的女性

剪发，不是为了崇尚革命，而是为了追逐时尚115。如果仅是为了表示赞成革命，实在没有必

要固执于某种形式。但是，平头及和尚头还是被称作“女党军”而遭到唾弃。剪发作为时尚，托

故革命而迅速流行开来。 

 

迨革命军占领扬州，随营工作之女同志，短发齐眉，旗袍革履，乘骏马，过长

街，英姿弈弈，观者啧啧称羡，尤以妇女界为最。而剪发之心，亦基于此116。 

 

这篇报道表明，短发作为一种时尚吸引了世人的眼光，而艳羡不已的不仅是女性。 

 

……会革军二次莅扬，某女校有提倡剪发之举，于是一般号称时髦之妇女，群

相效尤，极争奇斗妍之能事。邹生见之，深以为美观，视妻之结发垂髷，曾不足以趋

时尚，遂日夕促其截去。……117 

 

此时，蒋介石夫人陈洁如与张静江的两个女儿因前往美国而途经神户，日本报纸对此作

了介绍，称她们是“天生丽质、短发洋装的近代女性”、“短发洋装、摩登而性格开朗的大家闺

秀”。记者向“似乎忘记了国内喧闹”的张家姊妹问道：“北军迫近南京，南京政府混乱不堪，您

父亲是不是非常担心？”张家姊妹“灿烂地笑着”回答说：“那个嘛，政治的事情我们什么也不知

道” 118。在此，我们根本读不出剪发作为国民革命象征的政治意味。 

而曾经是剪发一大障碍的理发店问题，这个时期也有了很大改善。 

 

沪上自女子盛倡剪发后，各大剪发店，如一乐也、万国、东亚、两新新、升发、

华洋、华新、成记等，莫不女宾满座，应接不暇，其生涯之盛，为从来未有。租界各

种商店，自戒严以来，营业衰落。独剪发店，利市十倍，诚属有幸有不幸也。 

各剪发店为女子剪发，取费不一。普通四角至八角，惟第一次剪去髻辫，费须

稍昂，有一元或一元二角者。……119 

                                                  
115  前引陶希圣：《中国社会现象拾零》，339 页。 
116  蔚民：〈剪发潮〉，《时报》，1927 年 8 月 6 日。 
117  郭枕竣：〈剪发殉情〉，《申报》，1927 年 8 月 18 日。 
118  「神戸に寄港した美しい蒋夫人」『大阪朝日新聞』、昭和 2 年 8 月 22 日。 
119  前引李涤尘：〈女子剪发琐闻〉。据说，当时在苏州每日雇梳头姨娘梳头，一月需 1 元（《时报》，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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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剪发热，使理发业生意兴隆。在上海，女子理发专科学校于 1927 年秋天开课，在

南京，众多理发店相继开张，街道上“三步一理发店” 120。但是，剪发热兴起之初，部分女性

尤其是大城市以外的女性似乎吃了不少苦头。 

 

那时剪发程度高点的地方，只有青年会理发所。里面位置只预备了两个，怎样应付得

了? 往往有许多女子牺牲午饭，拣这空时候去一试；有许多等了好几天还没有轮到的呢! 初

次剪的是黎家妹妹样式的最多。 

 

近二月来，苏州女界剪发之热，可谓盛极一时。青年会原有之理发馆，特加组

女子剪发，以应时势需要。……闾门外马路之大同理发馆，亦应时而起，装潢精美，

粉饰一新，另辟一室，为女子剪发之所。惜均由男理发匠司其事。……121 

 

正如该文感到可惜的那样，女性理发师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女性依然不愿让男性为她

们理发。苏州发生了理发师强奸女顾客事件后，女性被禁止进入男性理发店。在这种情况下，

各地纷纷成立了培养女性理发师的学校122，而在无锡，为一般女性提供剪发服务的则是娼妓，

剪发竟然发挥了女性解放的作用123。 

那么，有多少人在剪发热期间剪了短发？下表数据是对参加杭州妇女联欢大会的女性发

型进行调查的结果，286 名女性中，有 145 名剪了短发124。当然，应该考虑到调查对象中开

放、进步者较多，但仍可看出有相当多的女性选择了剪短发。 

 

老  式 直爱司 横爱司 鲍鱼头 辫盘头 辫  子 散盘头 和尚头 荡  发 剪  发 合计 

13 15 19 12 32 30 18 1 1 145 286 

注释：“辫子”含儿童在内。“荡发”即“烫发”。 

 

4．华北及东三省：最后防线 

 

北京政府规定女性剪发属犯罪行为，通令禁止剪发。该通令称剪发带有布尔什维克

主义色彩。而在上海，不仅外国女性，中国女性也流行剪发125。 

                                                                                                                                                  
年 7 月 1 日），可见在理发店剪短发价钱之高。据说因流行剪短发，梳头姨娘的收入大为减少。 

120  前引洪喜美：〈五四前后妇女时尚的转变——以剪发为例的探讨〉。《时报》，1927 年 7 月 3 日。 
121  《申报》，1927 年 6 月 23 日。 
122  《苏州明报》，1928 年 6 月 14 日、1929 年 6 月 13 日。《盛京时报》，1928 年 8 月 28 日。《申报》，

1929 年 9 月 8 日。 
123  只不过，短发热只持续了约一年半，转行理发业的娼妓因此陷入困境，“或许就要还原过去，重理她们旧

业呢”。《锡报》，1928 年 11 月 28 日。  
124  汝纯：〈头之调查〉，《申报》，1927 年 12 月 31 日。 
125  The Manila Times，July 17，1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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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4 日来自上海的消息表明，剪发在北京和上海面临的境况截然不同。在张作霖淫威下

的北京，剪发依然被禁止。禁止的理由，开始是有伤风化，但随着其与南方鼓励剪发的国民政

府间抗争加剧，剪发被赋予了政治色彩，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联系了起来。1926 年，直隶省颁布

《取缔女子剪发条例》，规定女性三个月后仍剪短发，将罚款 1 至 15 元。颁布该条例的理由，

据说是因为“党军侦探，利用短发，男扮女装，女扮男装，混迹人丛中，以肆行其宣传或侦探手

段，扑朔迷离，令人无捉摸” 126。尽管如此，仍然难以阻止短发流行，一年后遂开征剪发税，

规定每月纳税两元，即可剪短发127。国民革命军抵达北京后，短发也随之风靡北京。 

 

前当奉军蟠踞北京之日，正禁止女子剪发之时。迨南军到达幽燕，国民政府乃下

命令，通行剪发。于是北平女子，罔不欢喜欲狂。削髻断鬓，几有欲剪不难，得一剪

发匠人独难之势。……初奉军对于剪发女子，以其有伤风化，凡剪发女子，皆科以罚

金。至革命军当局对之，适于奉军相反，凡女子之不剪发者，则拟征以课税云128。 

 

图 4 为北京新成立的女子理发专门学校的照片。墙上所挂青天白日旗和“天下为公”标语表

明，只有国民革命军到来，才可能成立这样的学校。 

 

图 4：《盛京时报》1928 年 8 月 28 日 

 
                                                  
126  《北洋画报》，1926 年 12 月 1 日。 
127  〈北京的剪发税〉，苏州《中报》，1927 年 11 月 8 日。 
128  《盛京时报》，1928 年 8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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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剪发之战的前线，向北推进到了东三省。1927 年底至翌年初，有关剪发的论战

在奉天《盛京时报》上展开。较之 1920 年的讨论，参与在《盛京时报》论战的大多为反对剪

发者或中立派，他们的言论如实地表明所谓“新文化家”的讨论是如何观念化、如何肤浅的。比

如，有关卫生，他们说，有人说长发不卫生，那么，有人因为留长发而得传染病吗？日本女

性不剪发，她们不卫生吗？头发剪得再短，不梳理也会长虱子，诸如此类129。有关节约，他

们则批判说，剪发的都是较富裕的人，一般人反而不剪发；即使剪了发，继续穿着华美服装，

也不会有什么节约效果130。而且，剪了发，也还需要头油，如果每星期都去理发店，费用更

高131。与 1920 年不同，对他们而言，这时已有不少女性剪短发，可以根据实际观察进行十分

具体的议论。 

反对剪发者重视的是美观和政府禁令。对此，赞成剪发者则反驳道，这个世界上没有绝

对真理，法律也没有永远正确的；剪发是时代潮流，不存在正确与否的问题；不能说长发就

不美观，等等132。也有的主张，不应以容姿献媚男性，要自己解放自己133。 

    参加论战的仍然多半是男性，而男性是否应该议论女性剪发，也是论战内容之一。笑我

批评说，这个问题和我们男性有什么关系吗？有进行讨论的价值吗？男性插嘴简直就是多此

一举134。将剪发问题提到《盛京时报》讨论的 TD 女士则拒绝男性参与讨论。她说，不要在

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研究别的问题去吧；剪不剪是本人的问题，是女性自己主权的问题135。

对此又有人反驳说，这个世界由男性和女性组成，两性必须互相帮助；剪发问题涉及占半数

的女性，不能不问136。刘信成认为，对女性的问题，男性也有劝告、忠告的责任137。男性曾

经认为谈论女性剪发是自己理所当然的责任，而现在竟对自己的作用发生了疑问，同时，女

性也开始主张自己的权利，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关于探讨剪发问题有什么政治意义，也有人表达意见。笑我就质问说，现在正是国家存

亡之际，关税自主权、不平等待遇等需要探讨的问题正多；女性即使全部剪了短发，对她们

自己和国家有多大利益？如果大家都不剪发，又会对国家前途有多大阻碍138？不少人认为，

正因为议论剪发等问题，所以才会亡国；或者主张应多关心如何救国等139。同时，也有人认

                                                  
129  耀峰：〈覆非她君批评女子剪发〉，《盛京时报》，1927 年 11 月 27 日。SHF：〈女子剪发的问题〉，

《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10 日。伴柳：〈“插嘴旧说”的三棱镜〉，《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20
日。 

130  前引耀峰：〈覆非她君批评女子剪发〉。化新：〈女子剪发的商榷（续）〉，《盛京时报》，1927 年

11 月 19 日。 
131  化新：〈“非她”君的回声〉，《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2 日。道盛：〈质 TD 女士〉，《盛京时报》，

1927 年 12 月 3 日。前引 SHF：〈女子剪发的问题〉。 
132  前引伴柳：〈“插嘴旧说”的三棱镜〉。陈古斋：〈女子剪发的我见〉，《盛京时报》，1927 年 11 月 25

日。非她：〈我读“女子剪发的商榷”后（续）〉，《盛京时报》，1927 年 11 月 23 日。 
133  醉生：〈关于女子剪发问题的一点供献（续）〉，《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23 日。 
134  笑我：〈无味的讨论与争辩〉，《盛京时报》，1927 年 11 月 29 日。 
135  TD 女士：〈为四公进一言〉，《盛京时报》，1927 年 11 月 30 日。 
136  前引道盛：〈质 TD 女士〉。守让：〈为 TD 女士进一言〉，《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5 日。 
137  刘信成：〈致笑我先生〉，《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5 日。  
138  笑我：〈覆刘信成君〉，《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17 日。 
139  页耑：〈为讨论女子剪发诸君进一言〉，《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15 日。道盛：〈我来请问页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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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剪发和救国大有关系。马少森论述道，女性问题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两亿女性不能与闻

国事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希望强国健种，必得谈论妇女解放，也必得谈及剪发。他主张，剪

发是风化问题、道德问题，与国家有直接关系140。 

眼看论战没完没了，有人尝试调停，没能成功。于是，塞上野人建议投票表决，少数服

从多数。尽管有人不同意，但还是进行了投票。结果，赞成的 420 票，反对的 360 票141。赞

成稍占上风，但哪一方也未占到绝对优势。对于这一系列论战，小天这样总结道： 

 

惟此等投票，究竟足以代表全社会众人之心理与否？……窃以女子剪发为现代

社会必然之趋势。所谓必然之趋势者，仅就中流以上或思想较新之社会女子而言，

非谓全社会之女同胞也。……女子剪发，无论其为清洁便利或求审美，大都始自文

化中心地带。……试就社会中已剪发之女子而言，当有四大部分。一为女学生，一

为妓女，一为知识者家庭，一为富家闺新妻妾。四者皆生活程度已臻优越地位，并

亦思想较新之人；概剪发行为，乃其自动或被动好奇心理之一种表征，不能专以浮

华或实行理论而概括之。……况乎女子剪发并不关系国民生活太重，保守派何苦斥

女子剪发为叛逆，而维新派又何苦必欲全国女同胞之尽为短发妇女？……女子剪发

风行欧美，渐亦播于世界，其有当然之意义在，不卜可知。惟谓剪发即有伤风化，

未免过甚厥词，或者不无一偏之见欤。但此次投票表决赞成或反对女子剪发一事，

并不足以代表全社会群众心理142。 

 

小天说，剪发只是城市部分女性间流行的时尚，不应赋予其过多意义，即使赋予其某种

意义，也不会影响剪发的趋势。实际上，1928 年，剪发在奉天流行已呈燎原之势，政府试图

加以禁止，但禁令直如一纸空文143。 

 

各级女学校剪发者日是其多，翟省长前曾通令禁止，而各校女生置之不闻，仍

然剪发。张总司令闻之大为震怒，饬令三省教育厅传知各女校不准剪发，已剪者，

赶速留起，如不遵令，将其家属严行处罚云144。 

 

该消息见报不到一周，《大公报》就报道说：“奉天市女校前曾禁止剪发，现已解禁，剪发

者与日俱增” 145。张学良尽管对女学生剪发表示“震怒”，但眼看就要“易帜”并加入国民政府，

                                                                                                                                                  
君〉，《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17 日。 

140  马少森：〈剪发论战的尾声〉，《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25 日。刘信成：〈再致笑我君〉，《盛

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25 日。 
141  塞上野人：〈我来调停论战〉，《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13 日。塞上野人：〈女子剪发论战善后〉，

《盛京时报》，1927 年 12 月 29 日，小天：〈剪发论战总结束〉，《盛京时报》，1928 年 2 月 21 日。 
142  小天：〈剪发论战总结束〉，《盛京时报》，1928 年 2 月 22 日。 
143  《盛京时报》，1928 年 2 月 15 日。 
144  〈严禁剪发〉，《盛京时报》，1928 年 8 月 27 日。 
145  天津《大公报》，1928 年 9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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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仅被迫改变政治立场，也不得不改变对剪发的态度。 

 

半年以来，女生剪发果不多见，然时事推移，潮流所届，兼以奉天张汉卿总司令

为富于新思想者，近且服从国府，行将党化，将来趋势，女生剪发为必至之事，虽以

旧势力蕴积之奉天，张汉卿且有东北大学开放女禁之议，于是风声所播，吉林女界思

想一变，近月以来，女师女中之学生剪发者，先后组织，……校长无可如何，厅长亦

复不问，盖已认为时机成熟，不必限制矣146。 

 

在报纸刊载上述消息七个月之后，华北运动会在张学良主持下召开。受张学良之邀参观

大会的冈部平太回忆说： 

 

这次运动会上，女性选手异常活跃，尤其引人注目，较之三、四年前，恍如隔

世。她们短发短裤，脚蹬钉鞋——这还不值得大惊小怪；其飞扬的风发意气、女性

身上也涨满的青春活力，直如五月大地的春草萌发，显得生机勃勃147。 

 

行文至此，我们又回到了运动场上。剪发与体育结合决非偶然，它是新女性的象征。短

发女影星黎明晖于 1934 年结婚，男方是上海有名足球队的守门员陆钟恩，在本文开头提到的

1927 年的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他是篮球运动员。结婚后，黎淡出了电影界。1935 年，蒋介

石禁止女性烫发，同时禁止军人与不结辫女性结婚。剪发热随国民革命而兴起，不久后即冷

却下来；短发成为寻常发型之一，结果仅存的一点政治意义也丧失殆尽。由于后来政治发生

变化，剪发又再次被视为道德问题。 

 

结语 

 
女性剪发自 20 世纪初即被提起议论，但引起知识分子广泛关注是在五四运动时期。该时

期剪发者，有的主张追求科学、合理的生活，有的以男女平等为目的；而后者又试图与男性

同样装束，去除女性特有的性别特征。但是，当时敢于剪发的女性并不多，对许多人而言，

剪发女性只是“读与被读”的对象而已。1925 年，短发作为时尚而开始流行后，剪发成为“看与

被看”的对象，但因禁令仍未解除，理发店极少，女性剪发仍不积极。而国民革命一举除掉了

这两个障碍，剪发因此迅速流行开来。1927 年 8 月底，参加第八届远东运动会的日本、菲律

宾选手所看到的，就是正在流行短发的上海的女性。 

在这个意义上讲，村松梢风的观察是正确的，即日本和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有无政府

鼓励。他说，在日本，即使政府发出同样命令，女性也会反对。村松还论及两国女性的气质，

说日本女性个性较强，但较守传统；而中国女性虽缺乏个性，但做事坚决果断。在已跨越国

                                                  
146  〈吉林女生剪发热 学校取缔无效〉，天津《大公报》，1928 年 10 月 13 日。 
147  岡部平太遺稿集刊行会『スポーツ・勝負・人間：岡部平太遺稿集』編者刊、1968 年、5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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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形成阶段的日本，男女分工已经确立，男性身体承担近代倾向，女性身体则表达传统特点。

日本男性知识分子赞成剪发者极少，原因之一在此。而中国当时正处于国民形成的过程之中，

不仅男性，女性也倾向于追求近代性，这一潮流在国民革命时期可以达到了顶点。开始，剪

发只是道德问题；进入 1920 年代，随着女性活动日趋政治化，剪发女性不仅被视为礼教破坏

者，还被看作现存政权反抗者。国民革命在广泛动员群众的过程中，把女性也当作重要成员，

利用剪发女性作为象征性破坏力量。在时期方面，国民革命与全世界流行短发的重合实属偶

然；但正因其偶然，才使得剪发之于女性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而发挥作用。放足由于早就是

妇女解放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人们一般不会将其与国民革命联系起来；但剪发的空前流行

却是其与国民革命的密切关系使然。不过，正如新生活运动显示的那样，后来的中国女性被

要求承担更多的传统作用。头发失去政治意义，再次成为道德的对象。再次引发男性 “担心”

的，不是短发，而是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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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政治史——新刊 2 册的介绍与点评 

 

水羽信男  

（广岛大学教授） 

 

 原书评刊载于[日]『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第 11 号，2010 年 3 月，189-194  

页。 

 原书为[日]西村成雄・国分良成『党と国家－政治体制の軌跡』岩波书店，2009  

  年 10 月。深町英夫編『中国政治体制 100年－何が求められてきたのか』中央  

                 大学出版部，2009 年 11 月。 

 朱琳 译 

 

 

导言 

 

  “20 世纪中国”这一框架成为一般性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概论书也不像以前那样从鸦片

战争（1840-42）开始叙述起了1。而且，也出现了像《20 世纪中国史系列》（东京大学出版会、

2009 年）这样明确标记的讲座读本。然而，这种倾向只是这 20 年间的事情，其发端是姬田

光义等撰写的《中国 20 世纪史》（东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但是，姬田的书中并没有明

示为什么是 20 世纪。虽然最新的成果对于这一点的说明也不充分，但是评者认为柯文（Cohen 

Paul A.）的“中国中心观”（China Centered）也对此有着很大的影响2。可以说，对过于强调

“外压”这一一般论调的批判，成了导入“20世纪中国”史框架的一个主要原因。 

本稿所选择的西村成雄、国分良成《党与国家——政治体制的轨迹》（岩波书店、2009

年）和深町英夫《中国政治体制 100 年——它在寻求什么》（中央大学出版部、2009 年），是

两本进一步推进了“20 世纪中国”史研究的最新宝贵成果。顺便提一句，前者是丛书《中国的

问题群》的第 1 卷，后者是 2009 年 2 月中央大学政策文化综合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论文集。

但是，由于篇幅的关系，本稿想主要介绍前者，在提及后者的同时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进行

点评，明确今后的研究课题。 

 

一、《党与国家——政治体制的轨迹》 

 

  历史学者西村与政治学者国分在《党与国家——政治体制的轨迹》（以下，简称《党》）

                                                   
1  久保亨ほか、『現代中国の歴史――両岸三地 100年の歩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8年、等。 
2  ポール A. コーエン・佐藤慎一訳、『知の帝国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国像』平凡社、1988年。

在较早的时期里，基于具体的政治状况的分析，将 20 世纪初设定为政治史的划时代分期的研究包括曽田

三郎、「日清・日露戦争と清末政治」(『歴史評論』532号、1994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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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基本课题在于描绘出 20 世纪中国政治体制的连贯性。也就是说，两位认为从 1920 年代

后半至今，在中国，政党一直“代行”着人们的“政治意志”（9 页，原书页码，下同）。统一中国、

领导了民族国家建设的国民党与共产党，不仅用意识形态，而且用武力进行了对立、抗争，

然而，在实现国家、政府和党的一体化构造（即“党国体制”，以下，省略“”）方面存在着连续

性。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认为党的政治性领导的正统性是社会的一般意思”这种政治文化呢？

（23 页）。本书是以下面的结构来回答这个问题的3。导言：20 世纪中国政治体制论的尝试、

第 1 章：从“立宪君主”到“立宪共和”、第 2 章：中华民国“党国体制”与“国民参政会”、第 3 章：

围绕战后“联合政府”的政治性分配、第 4 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党国体制、第 5 章：国际体

制与党国体制的相克、结语：21 世纪中国的挑战。以下，首先简述一下本书的概要。 

  从清末到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在思想上、制度上使得立宪主义在中国扎根的尝试一

直持续着。但是，光靠这些，民众并不承认统治的正统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和国

内的政治混乱中，人们要求中国实现“富强”，清朝以及北京政府为革命所打倒。对于后继的南

京国民政府而言，实现经济发展是“社会这一方面接受政治的正统性的条件”（44 页）。同时，

满洲事变后，为了抗日才建立起“存在政治民主化主题的社会性基础”（51 页），国共两党为了

其正统性得到社会的承认，竞相争取获得第三势力的支持。最终，国民党失去了正统性，共

产党与第三势力一起建成“联合政府”，作为主导政党统治了大陆（103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民主化要求以第三势力为中心，但是，毛泽东通过朝鲜战争等加

深了危机感，希望急速实行社会主义化。1957 年的反右派斗争中“联合政府”构想遭到“挫折”，

中国“转向事实上的一党制”（122、211 页）。当建构起个人极权体制的毛去世之后，推进对外

开放的邓小平明确表现出“向主导政党制回归，纠正权力过度集中”的姿态（212 页）。对这一

尝试寄予期待的民主运动在“六四”中崩溃。邓去世后，通过把依靠改革开放政策而发家的资本

家阶层也被吸纳到共产党内来实现经济发展，在确保正统性的同时，以协商体制的形式维持

着党国体制（185-186 页）。 

  如果按照评者这样叙述本书内容的话，那么，实现对外独立、对内统一以及“富强”这一民

族的课题，就成为确保权力正统性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课题需要诞生强有力的权力，其解

答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党国体制会被人们所选择。但是，正如作者们所指出的那样，将“立宪共

和制”看作是正统的政治体制的思想潮流及其政治运动也很根深蒂固。这具体地体现在袁世凯

的“帝政运动”的失败、以孙中山推进宪政为前提的一党独裁论，以及国民参政会和联合政府论

等。在人民共和国期，不用提“零八宪章”，实际上寻求“立宪共和”实质化的动向，一直持续至

今。这一点也是本书所强调的。 

 

 

 

                                                   
3  第 1-3 章和「おわりに」由西村执笔，「はじめに」和第 4・5 章由国分执笔(「はじめに」と「おわりに」

互相修改)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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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政治体制 100 年》与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课题 

 

  《党》的作者们强调“有必要从支撑中国社会多民族性和多样性的深层次变化和变动的角

度来重新认识中国”来结束全书的叙述（215 页），这给我们提供了看问题的方法和视角。但也

有今后应该继续探讨的地方。我想就这一点在与《中国政治体制 100 年》（以下，《100 年》）

的对比中来总结一下。这也是因为,虽说《党》也是政治学者与历史学者对话的成果，然而，

《100 年》坦率地承认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难以超越的围墙”(3)，将论点明确化，这是其他同

类书中所没有的。《100 年》的章节结构如下。 

  序章：观察中国政治体制的视角（深町英夫）、第 1 章：传统、民意、民度（公民社会的

成熟度）——清朝末期的体制变革（李晓东）、第 2 章：权力的均衡与角逐——民国前期的体

制摸索（金子肇）、第 3 章：自由、统制、秩序——国民党的大陆统治体制（中村元哉）、第 4

章：一党领导体制的历史性使命——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变迁（唐亮）、第 5 章：宏观地俯瞰

中国政治体制 100 年（高桥伸夫）、终章：近现代中国政治体制的诸问题（斋藤道彦）。 

  20 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课题，第一是如何评价党国体制的问题。在《党》中，从协商政党

制这一关键词来理解，将国共两党的统治视为政党国家体系，将邓小平时代定位于权威主义

体制。然而，关于这一点《100 年》则表明了不同的观点。比如，中村认为，“现在我们发现

国民党的统治体制不能称作是稳固的统治，国民党并不能控制政府和军队”（48 页）。高桥认

为权威主义体制是向民主主义的过渡期，并据此指出中国“不适合”权威主义体制和民主主义体

制，认为作为国家的“脆弱性”是这 100 年间中国政治的制约要因（80 页）。 

  第二点是关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问题。《100 年》中，高桥认为今天中国民间团体也与欧

美模型的“市民社会”性质不同，与国家交往过甚而导致政治歪曲4。对于高桥的这一论点，李

和中村表示怀疑，虽然不能轻易得出结论，但是不可否认《党》对社会的关注相对淡薄。与

此相关，深町指出对社会的状态制约了政治体制这一点应加以关注，将此前被忽视的这一点

视为问题（78 页）。 

  关于以上两点，今后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探讨，而第三点则是与两书共同提起的政

治体制的视角——“国情”及国际关系相关的问题。首先，关于“国情”，若根据《100 年》来补

充《党》的叙述的话，不仅是社会结合的状况，正如李晓东所指出的那样，也有必要将考察

的对象扩大到政治文化方面5。有关国际关系，两书均具体地指出各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政府自

身政策的相互制约性，这一点值得关注。 

  但是，关于具体的叙述，并非没有疑问。本稿想锁定两点进行探讨。首先，在《100 年》

中，唐亮在提到“国情”时，为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完备了民主化的基础建设（75 页）。但是，

正如《党》所强调的那样，经济发展是否自然地促进民主化，这一点还需要进一步探讨（214-215

                                                   
4  竹中千春、高橋伸夫、山本人編、『現代アジア研究(2)市民社会』(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8年)中，高

桥并没有全面地否定市民社会形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100 年》中，高桥预想了正因为与市民社会

相距甚远而会爆发的暴动。要理解这一差异之中所蕴含的高桥真正的意思，超越了评者的能力。 
5  但是，将毛泽东比作皇帝(148)、将中国政治看作是宫廷政治(140)等对传统性的轻率强调，令评者感到不

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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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依据现状判断更为重要。而且，在《党》中，强调了毛泽东极为强烈的对外危机感（127

页），然而，这一认识是否正确地把握了客观的形势呢？我们不能忽视毛的一贯的政治手法，

即通过过度地煽动危机而将国内政治向有利自身的方向引导这一事实。 

 

结语 

 

  评者认为，两书都表明从历史性的视角能够更好地理解现代中国。比如，关注国际紧张

局势促进了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这一历史事实，在考察共产党政权的历史性质时是必须的，

如果无视这种历史背景、只注视“现在” 的话，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思考偏差6。同样，对民

主化运动近 100 年的发展过程进行历史性的思考，对展望今后中国政治也是有必要的。与历

史性视角的重要性相关联，评者有一个朴素的感想是，虽然考察 l949 年前后历史的连续与非

连续的立场几乎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但是 1928 年前后应该成为今后的重要课题。以往对北

京政府极低的评价正在得到纠正，但是，比如《100 年》中金子肇所指出的那样，“民国前期

制度运用的实态”并未充分得到阐明（43 页）。或者，在《党》中指出持续至今的中国民主化

运动实质上的起点在抗战期的国民参政会。然而，如何认识自清末以来长期存在的立宪主义

思想的关联性呢？强调 1911 年革命所带来的历史断层的视点，可以说通过重新评价立宪派和

光绪新政而实质上得到克服，但是也有必要加深对 1928 年的“连续”与“断裂”的探讨。 

  两书都指出了讨论 20 世纪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的关系的必要性。形成拥有与欧洲相匹敌

的广大的国土、超过 50 个的多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中国正在进行着这一世界上史无前例

的政治性尝试，对此将汉族中心史观相对化地来进行考察是必须的。然而，比如说，某个中

国朝鲜族的朋友，虽然严厉批判汉族的自文化中心主义，但是曾经对评者说“没有出生在韩国、

朝鲜，而是出生在中国，我感到自豪”。无法否认的是，光靠西藏、维吾尔族独立派的想法无

法说尽的多民族性也是历史性地形成的。也有必要考虑到这一点进行多角度的讨论。 

  另外，在《党》中关于民主集中制（107 页）、批林批孔（146 页）以及对人民币（204

页）的说明，有着容易让人误解、叙述暧昧的地方。虽然与本书的基本主题并不直接相关，

但是我觉得正因为是设定了广泛读者群的丛书，所以有必要更加谨慎小心。 

                                                   
6  与本书同为丛书中一册的加藤弘之・久保亨、『進化する中国の資本主義』（岩波書店、2009年)所强调

的一个论点是，今日中国的经济行为里虽然存在着前近代以来的连续性，然而，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支撑着经济的发展也是事实。如此一来，要正确地理解很容易被认为是脱离欧美模式资本主义、意味着后

进的传统性要素的话，历史学的视角就不可或缺。而且，「文化大革命からみた中国の社会主義体制」(メ

トロポリタン史学会編、『いま社会主義を考える――歴史からの眼差し』桜井書店、2010年)等奥村哲的

一系列的研究也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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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近代外交的开端》 

 

大坪庆之  

（大阪大学特任研究员） 

 

 原书为[日]岡本隆司・川島真編『中国近代外交の始動』东京大学出版会，2009  

年 4 月。 

 王睿 译 

 

 

一 

 

现代中国外交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日益高涨，其在社会科学及现状分析领域中也被广泛

研究。在这些研究领域，存在着要求对其历史背景进行考察的呼声。 

   正是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以 19 世纪后半期为对象，从历史学的角度研究这个时期的中

国外交史的论文集正式出版发行。编者冈本隆司（京都府立大学文学部）和川岛真（东京大

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近年来极力推进中国外交史的研究1。该书是以这两人为核心，以

2004 年以来召开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会活动的成果编纂而成。若要以历史背景来探讨中国

外交的现状及未来的话，理解和把握 19 世纪以来的中国外交史是一个非常紧迫的课题。以此

为前提，冈本先生在序章中对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如下的叙述。本书执笔的所

有成员拥有这个共同的问题意识， 这也是理解本书内容非常重要的，对此我将详细介绍。 第

一个问题是先行研究的考察对象，基本上集中在 19 世纪中期到 20 世纪前半期。 这是因为以

前的研究集中在鸦片战争（1840-42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60 年）前后和中国民国时

期，对这个时期基于经济史、思想史的方式对秩序关系进行的研究占据了大半2。第二个问题

是史料上的偏颇。既有研究多采用作为基本史料而被使用的编纂史料中所持有的观点，特别

是通过《筹办夷务始末》中的 19 世纪中期的华夷观和《清朝外交史料》中持有的 20 世纪民

族主义来说明 19 世纪后半期的状况3。 

   为了克服上述缺点，该书以总体、系统地理解中国外交史为目标。其研究方法是首先是赋

                                                   
1  代表性的著作有岡本隆司、『近代中国と海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9 年；岡本隆司、『属国と自主の

あいだ：近代清韓関係と東アジアの命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年；川島真、『中国近代外交の形成』

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4 年等。 
2  比如，濱下武志、『近代中国の国際的契機：朝貢貿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大学出版会、1990 年；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岩波書店、1997 年；茂木敏夫、『変容する近代東アジアの国

際秩序』山川出版社、1997 年等。 
3  《筹办夷务始末》是收集了鸦片战争以后对欧美外交的先例的官撰史料集，以鸦片战争开始的 1936 年到

74 年（道光、咸丰、同治年间）为对象时期。《清季外交史料》并不是官撰史料，但是是由军机章京的

王彦威父子收集编成，以 1857-92 年为对象。一般认为，后者实质上是前者的续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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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1870-90 年这一时期以独特的价值，并且积极引入了坂野正高外交史研究中“显著特征”的制

度史视角和方法4。通过这些方式，不仅仅局限于个别的历史事件，而期待进行系统分析。一

方面，根据该时期存在大量史料的状况出发，该书抽出三个角度进行了探讨。第一个角度是

日清关系。第二是清和西欧列国的关系，第三是清同美国的关系。对从中获取的历史过程通

过时间序列的区分和扩展领域进行概括，使以三个框架进行区分成为可能。这就是 19 世纪前

半期起到 1870 年的“夷务”，1860-90 年代为止的“洋务”及 1890 年代以后到世纪交替期的“外

务”。本书结构分三部组成，内容如下。 

 

二 

 

    该书由八篇论文构成。收录的论文及作者如下所示。 

 

序章    如何看中国近代外交（冈本隆司） 

第Ⅰ部   “夷务”时代 

第一章  清代的通商秩序和互市：从清初到两次鸦片战争（廖敏淑） 

第二章  日清关系的转换和日清修好条约（森田吉彦） 

第三章  邻国日本的近代化：日本的条约修改与日清关系 （五百旗头薰） 

第Ⅱ部   “洋务”时代 

第一章 在外领事像的摸索：领事派遣开始前后的设置论 （青山治世） 

第二章 在外公馆的传统和近代洋务时期的在外公馆及其人才 （箱田惠子） 

第三章 中华帝国的近代重组：围绕海外华人保护论的兴起 （茂木敏夫、冈本隆司） 

第Ⅲ部   “外务”时代 

第一章 朝鲜的独立和清朝的外交：独立与自主之间（冈本隆司） 

第二章 外务的形成：外务部的成立过程 （川岛真） 

 

    第Ⅰ部称为夷务时代，指 19 世纪前半期到 1870 年代为止。以清朝的华夷观为线索，描

述了此前的对外关系的状况及其变化。 

    第一章由法学研究科毕业的廖敏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执笔，以“互市”这个

词语为中心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目前对互市的研究不够，对“朝贡体制”的既成概念提出质疑。

这是继承了近几年对“朝贡体制”等概念的有效性提出疑问的研究成果5。作者以互市的观点将

清朝的通商制度总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是陆路的“关市”。这是清朝和他国之间相互缔结章程，

                                                   
4  主要的有板野正高、『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岩波書店、1970 年；板野正高、『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史：

ヴァスコ・ダ・ガマから五四運動まで』東京大学出版会、1973 年。 
5  岩井茂樹、「16～18 世紀の東アジアにおける国際商業と互市体制」『東亜研究』46、2006 年、3-24 頁；

岩井茂樹、「清代の互市と“沈黙外交”」 夫馬進編、『中国東アジア外交交流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術出

版社、2007 年、354-390 頁；岡本隆司、「「朝貢」と「互市」と海関」『史林』90（5）、2007 年、87-10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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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章程开设市场进行交易的方法。第二是海路的“海舶”。这是内外商船在海关的管理下从事

贸易。第三是“在馆贸易”。这是外国的使节团来到清朝之际，除驻华的馆舍外，在北京也可从

事的原则免税的交易。这三方面共同点是贸易伙伴国在特殊规定之内进行贸易。       。 

   接着，根据上述的总结， “朝贡体制”论重视海路的通商，而没有考察过陆路通商。论文

指出了之前研究存在的两个问题：第一，不能把朝贡时对皇帝的贡献以及皇帝的恩赐看作是

贸易，“在馆贸易”的实际情况也与“朝贡贸易”不一致。第二是“广东体制”中广东港的贸易限制

是以英国为对象的，而并不是针对所有贸易国，海路贸易也没有完全描绘出当初的实况。通

过上面的阐述，作者指出，“朝贡体制”是在清朝主观政策方针及对外态度的基础上所作的一个

虚构，并没有反映实际的状态。而且，实际的通商交易形态是“互市”。经过鸦片战争和第二次

鸦片战争后并没有大的体制变化，所谓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主管外交机构的总理衙门及其运

营方式。另外，作者把《日清修好条约》定位为只是以前“互市”体制的具体化而已。 

    第二章森田吉彦（帝京大学文学部） 从日清关系的视角对《日清修好条约》的缔结交涉

进行了考察。明治维新后日本向清朝谋求缔结修好条约的直接契机，是对日清联手存在希望。

一方面，清朝则期待为日清关系制造有利条件而对此予以应对。作者从以下三点着眼，对此

缔结交涉过程进行了讨论。 

    首先，以日本方面的动向为轴，总结了日清交涉的背景。江户时代的日本，尽管意识到

和清朝的相互往来，但并未有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动向。进入明治时代后，出现了类似名仓信

敦提出的“日清结盟论”那样的两国互助战略。在日本外务省，尽管不一定是希望相互提携，但

也对两国的外交寄予期待。这是在日本外交中，把清朝作为其对抗西方列强筹码的一个表现。 

    其次，通过修好条规条文，探讨了清朝交涉的目的。通过交涉，日本并没有看透清朝方

面提供的条文、修正案的意图。以此，清朝成功地按自己的草案通过了修好条约。而且，附

于修好条约的通商章程，基本上互相承认了既存规定。 

    最后，阐述了对交涉的评价和展望。作者认为当时的日清双方尚未充分接受近代外交。

指出交涉的问题点在于日本方面把汉文作为公用语，而清朝则对日本存有不信任感。 

    第三章五百旗头薰（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考察了日本的不平等条约修订谈判及

1870-1890 年代的日清关系。在这里设定了两个课题。 

    第一，探讨了日清谈判本身。1871 年签署的日清修好条约在如何运用的问题上并没有获

得共同理解下，于 1873 年得以批准。尽管此后不久，日本方面提出了改定修好条约的要求，

但清朝对内容的修订较为消极。再加上在对待华人行政问题上围绕琉球岛的归属上两国发生

对立，日本外务省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而且，在 1879 年日本以总理衙门为对手终于把修

订修好条约的放到了谈判桌上。其主要目的是废除修订与欧美不平等条约交涉的障碍（认识

到海关权限及领事裁判权规定模糊），方便对日华人的管理和获得欧美在清朝领地内拥有的内

地通商权利等三点。日清修订修好条约的交涉，一部分已经商量谈妥。但是，因为琉球问题

的关系，李鸿章改变了方针，最终导致交涉破裂。 

    第二个课题是日本同欧美的交涉对日清关系的影响。日本采取了把修订修好条约交涉和

琉球问题相分离的方式。但是随着交涉的进行，本国（东京）和当地（北京）间的分歧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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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最终导致交涉失败。据森田所说，这对日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日本放弃了修订

修好条约的想法，使两国间的问题集中到调整周边地区的利害方面。为调整利害关系，双方

缔结了天津条约（1885 年）作为制度框架。但是正如修订修好条约谈判中所看到的清朝政府

保守、事后反悔的交涉方式导致天津条约失去了支撑框架的精神效力。 

    第Ⅱ部主要涉及 1870 年代后半期到 1880 年代的洋务时代。这里把“夷务”改称为“洋务”

的内容和意义的变化作为主题。 

    第四章青山治世（爱知学院大学人间文化研究所）以清末驻外领事设置问题和领事派遣

开始的 1870-1880 年为中心进行了探讨。论点主要有两点：第一，清朝内部对驻外设置领事

的认知变化。第二，这种变化在政策议论中是如何被反映的。作者认为，1870 年代后半期，

清朝政府内部关于领事设置问题的认识及态度是多层次的。首先介绍了郭嵩焘在新加坡设置

领事的建议，认为其议论过于乐观。其次，提到曾纪泽等对增设提出慎重意见的人物。其慎

重论与其说是因为西方诸国反对清朝设置领事，还不如说是对领事职能抱有极端负面看法所

致。另一方面，李鸿章（薛福成）6也持慎重态度。不过，尽管其内容沿用了曾纪泽同样的言

论，但与曾纪泽不同的是，他们对领事设置留下了余地。 

    进入 1880 年代以后，领事设置论有了新的变化。首先，李鸿章的认识发生了变化，把注

意力放到了如何在有限的财源中实施对清朝有益的领事派遣问题上。接着，分析了受到曾纪

泽的提拔、第一个作为官僚成为驻新加坡领事左秉隆的提议。因为他的提议是基于具体的理

论与方法之上的最初的领事增设论。作者指出，该提议对领事设置的意义作了更为积极的说

明，虽然还不能证明直接的联系，但从类似性来看，很有可能该提议成了后来的张之洞、薛

福成的领事增设方案的草案。然后提到，李鸿章从 1880 年代后半期开始到 90 年代前半期，

表面上不予主张、而在暗地展开了领事论，这成了预示走向一个新时代的指标之一。 

    第五章作者箱田惠子（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察了洋务时期在外领馆的人才录用

和培养的特征。首先阐述了常驻使节的派遣与洋务一般状况的关系，当时很多读书人不太看

好议论洋务。因此，洋务并不由清朝中央政府主导，而是由地方总督、巡抚主导、有体制外

的临时性机构来推行。与地方的洋务事业一样，在外领馆的人事也由临时性机构来安排。 

1870 年后半期到 80 年代前半期，与国内洋务机构由总督、巡抚主导一样，在外领馆的认识

权由公使掌握。而且，当时尚未确立培养外交人才的系统性的教育制度、人才录用制度等，

都已依据临时性的办法在处理。在其影响下，结果是外交人才通过实地进修而得以培养。但

是，到清法战争（1884-85 年）后，在外领馆的状况发生很大变化。士大夫也开始认识到要把

洋务作为自身的职务，开始议论向在外领馆配置科举官僚。但是，当时通过损纳制度（清末

一种卖官鬻爵制度，译注）获得官僚资格的候补官不能就任正式职位，很多人就聚集到洋务

机构中制度外的职位。这样，极度依赖损纳制度的清朝中央政府开始介入与其它洋务机构一

样起了收容候补官作用的在外领馆的人事，由此形成很难从中央派正规官僚的局面。另一方

                                                   
6  作者青山先生在本文中用了“李鴻章（薛福成）”的表述方式，这是因为李鸿章给曾纪泽的书信被收录到李

鸿章的第二把手薛福成所编《庸盦文别集》中的《代李伯相复曾星使书》。但是，这种表述方式所指的意

思，到底是指李鸿章的意见与薛福成的是一致的呢？还是指的是实际上并不是李鸿章的意见、而是薛福成

的意见呢？并不明确。这里沿用作者的表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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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在外领馆开始主张不再作为洋务的一部分、外交的独立的重要性。作者把这个称之为“从

洋务的脱离、向外务的胎动”。 

第六章茂木敏夫（东京女子大学现代教养学部）和冈本隆司就清末外交政策的理念进行

了探讨。在这里，把所谓“化外之民”在外华人保护议论的出现作为典型的反映中华王朝世界观

转变，考察了其背景和结果、前后时期及其变化和延续、转变的意义等。首先从海外华人的

观点整理了转变以前的状况。明代中期以来，移居到东南亚的华人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市场

相连而获取当地的保护和优待。在把他们视为弃民的同时，中华王朝对进贡东南亚物产的华

商进行王化，在朝贡理念中皇帝权威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的掌握和统合。 

19 世纪后半期以后，因为华人劳动力问题而与欧美诸国间发生了外交问题，清朝被迫应

对。与此同时，对跨海越洋的华人的理念，也从弃民转变为保护。为应对这种变化，驻外领

馆设置、整顿就成了重要课题。尤其是在南洋地区，东南亚成为欧洲诸国的殖民地，对于华

人的“通过朝贡理念进行消极掌握，其结果则是事实上保护”这种做法不再发挥作用。因此，向

外国、殖民地派遣领事，保护本国民成为努力的方向。这是根据国际法转换为积极保护。而

且，从 19 世纪末到孙中山时代，直到战后为止，海外华人的集合和动员被得以推行。 

对一定版图外的人进行保护、掌控体现了与传统的统治理念的亲和性。在这里，当“版

图”被限定为“领土”时，可以看到对版图外的人进行积极保护的现象。在对人的统治上，

彻底实行了全面且均衡的中华化（中国化），中华帝国在朝向“中华”、“中国”的维持与统合的

方向实行了近代化的重组。 

第Ⅲ部指的是 1890 年代后半期到 1900 年为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清朝方面

对外姿态和制度的变化。这里，把这种动向称为“外务”时代，对其具体的国际关系和制度结构

进行探讨。 

第七章中，冈本隆司通过探讨 1895-1900 年的国际形势和清朝与朝鲜关系，考察了 1900

年以后的历史背景和其意义。日清战争时，日本的对朝鲜的政策主要有四方面：①放任朝鲜

独立，②朝鲜名义上的独立，日本加以干涉，③通过日清两国进行担保，④永远中立国化。

这是日清战争后由于俄罗斯抬头，形成了“俄罗斯相对优势、日本劣势”，即③中的清朝被俄

罗斯所替代的状况。而且朝鲜地位在法律上暧昧，基本认为处于安定。在这种背景下，朝鲜

指望“独立”。然而，清朝在签署下关条约后不承认朝鲜的独立，而仍旧以“属国”状态使其存续

下去。 

1898 年夏，清朝改变了态度，不是以“属国”，而是作为“友邦”和朝鲜签订了条约。这是

清朝从华夷观改变为国际观的具体表现。其国际背景是当时的清朝面临着被西欧列国瓜分的

危机。另外戊戌变法的出现也是国内原因之一。1899 年，朝鲜实现了独立。对朝鲜来说，“独

立”意味着“自主属国”向“独立自主”的转变。使这种转化得以实现的是，围绕朝鲜半岛国际势力

的均衡和从“属国”到“友邦”的新型清朝与朝鲜关系的变化。但是，因第二年义和团事件俄罗斯

占领满洲（东北三省，译注）后，使得前者宣告失败。对此，朝鲜开始宣传朝鲜半岛中立化，

试图维持“独立自主”，然而事态朝着日俄战争方向发展。而且，没有介入这一连串过程的清朝，

被认为对日俄战争采取了局外中立的姿态。 



书评·书介 
 

169 

 

第八章川岛真把“夷务”和“洋务”归结为“外务”，作为议论外务部时期（1901-12 年）的出

发点，考察了外务部的形成过程和草创期的制度。 

   对于创设外务部，存在着两方面的意见。第一是戊戌变法期外交制度改革论。这是因变法

受挫而遗留下来的问题，作者把它做为间接的形成原因，第二是义和团后北京公使会议的要

求，这被认为是直接的形成原因。 

    外务部的设置，是由列国驻北京公使写成联名公书第 12 条、并向清朝提出要求后开始的。

按照如下的手续进行了操办：最初由北京公使会议向总理衙门提出改革方案，设置小委员会。

其次是以小委员会的小村寿太郎（日本）和洛克希尔（美国）为中心，写成主要文案。第三，

公使会议追加更改总理衙门这一机关名称的修改方案。第四，与庆亲王奕劻、李鸿章进行事

先沟通，把他们的意见也纳入委员会方案。这里面包括了名称问题。最后，西班牙公使将外

务部置于六部的上部机构正式向清朝提出建议。这样，委员会方案顺利地被清朝所接受，成

立了外务部。 

    外务部的制度是以由总理衙门章京作成的“拟奏事宜”为要点、并以修改案“本部事宜”为基

础完成对具体细节的整理。对此，作者认为“外务部的形成，是基于外在的契机开始的，并逐

渐使这种契机内在化的制度化”。 

 

三 

 

该书在研究史的意义，如同川岛在“结语”中所提到的， 对曾被认为是夕阳学科的日本中

国外交史研究提示了崭新的方向。另外正如“序章”中所指出的，以 19 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

期为对象的清末外交史研究主要集中在以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开端、日清战争、义和

团事件等重要事件上，而对各事件之间的阶段缺乏实证研究，留下了许多模糊的部分。在此

状况下，这八篇论文的实证研究值得予以积极评价。另外各篇论文中明确的事实、有用的材

料比较多。以下，将特别从中选出两点，进行详细探讨。第一点是明确了驻外公馆的实际状

态（第Ⅱ部）。从制度、机构着手，对当时清朝负责外交的官员进行了整理。可以概括为以下

几个方面：第一是以北京军机处、总理衙门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内的机构。第二是如同李鸿

章那样，处在地方上直接进行交涉的地方官、钦差大臣。第三是诸外国的驻华公馆。 根据上

述考察对象可以设想，①清朝中央政府内部的政策决定过程，②清朝中央和地方间的关系，

③清朝地方官和诸外国公使等的交涉，④驻外公馆和诸外国政府间的接触等。到目前为止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②和③上。在这种状况下，作者们根据自身的研究积累，描绘出了驻外公馆

的实态，意义深远。 

    第二点是具体描绘了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的外务部的设立经过（第八章）。这对研究清朝

中央政策决定过程的评者来说，具有重大意义。以 19 世纪后半期为对象的清末外交史研究中，

具体论述北京中国政府动向的研究并不多。评者尽管对清法战争（1884-85）开战前夕这一时

期进行过考察7，仍然存在很多不明确的地方。 

                                                   
7  拙稿「清仏戦争前夜における清朝中央の外交政策決定過程」『東洋学報』90（3）、2008 年、1-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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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情况下，解析外务部的设立过程本身不仅对外交史领域，也对围绕该事件的分析

清朝中央的政策决定有着重大意义。特别是列国会议代表团在要求清朝设立外务部时，事先

接触庆亲王、李鸿章，把他们的意见反映到外务部设置案的情况，是值得一提的。 

    在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李鸿章外，庆亲王也同时出面的现象。这个事实表明庆亲

王不单单是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还可以指出的是，它表明该论文是能够与近年研究进展迅

速的大清帝国史研究8进行对话的重要成果。换言之，这是与清朝国家构造相关的重要现象9。

建国以来，以亲王为首的清朝宗室在北京担任要职，处在政府中枢地位。因此，在理解庆亲

王作用时不仅仅是把他做为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来理解，有必要从长期的视野来考察。从这

个意义上说，亲王参与外务部设立，并担任总理大臣一职表明即使在“外务”时代，他们的存在

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站在如此视角进行分析的话，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就有了更深一层的

意义。 

 

四 

 

    最后，谈谈评者的两点感想。一是该书对 1870-90 年代这一时期赋予独特的价值，把 19

世纪后半期分为“夷务”、“洋务”和“外务”三个时期进行了考察。在各个部分中，譬如第一部以

日清修好条约为中心分析日清关系（第二章，第三章），第二部着眼于驻外公馆（第四章-第六

章）等，避免了论点的分散和总体缺乏概括的欠缺。通过这样的结构，本书在帮助读者对各

论文内容的理解上可以说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另一方面，本书因为贯彻了实证研究，对各论文的成果是如何最终反映到 1870-90 这个

时代上去的这一方面则有不太容易理解的印象。譬如，第二部就驻外公馆确凿了许多事实，

而且理解各论文提示的成果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各章执笔者没有考虑到自身的成果是

否反映了该时期的时代现象，这在“序章”中就为何围绕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时可以容易的想象

到。这样驻外公馆的分析是处在时代整体中的何种位置，这些问题都不太明确。其结果是读

者根据实证的事实可以对该时期所持的独特价值进行思考。但是，这有没有可能会曲解执笔

者的意图等，是存在疑问的。 

    当然，本书是以实证研究的积累为第一目的，并不是为构建新框架，所以对议论十分慎

重等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说，以这种认真的实证研究的态度进行研究无疑是值得期待的。但

是，现阶段尽管难以进行议论，但如果能够通过提示假说，明确实证事实的地位，并在各章

中多少为读者思考积极提示当时的时代背景线索的话，这就可进一步提高收录了这么多强有

力的实证研究的本书的价值。 

    感想的第二点是，关于如何看待本书所阐明的 19 世纪的状况与 18 世纪以前的相互关系

的问题。这里，第一章中涉及的“互市”问题，在探讨 19 世纪后半期的特色的同时，并把它放

                                                   
8  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藤原書店、2009 年）概括了大清帝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9  关于清朝的结构，可参看杉山清彦「大清帝国の支配構造と八旗制——マンジュ王朝としての国制試論」

『中国史学』18、2008 年、159-18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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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百年单位的历史长河中来明确其地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对 18 世纪以前“互市”的

研究，正如第一章中所介绍的那样，近年来有很大的进展。这里尽管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其

中值得注目的是岩井茂树提出的假设。这是因为 18 世纪中贸易和交涉已形成一个统一体，其

轴心不是中央而是朝地方在发挥作用，使其具体化的正是“互市”10（10）。 

    本书所涉及的 19 世纪后半期，正是是同西方列国间外交不断频繁的时代。先行研究中指

出的那样，可以看到清朝中央政府在北京的交涉及对设置驻外公馆表示不满、以李鸿章为代

表的地方官员活跃在外交舞台等现象。另外，1861 年总理衙门设置以后，外交权并没有在中

央一元化，地方总督、巡抚握有一定的权限。在对外交涉中，即使在 19 世纪的清朝，仍然存

在外向型状态。当然，是否可以把 19 世纪后半期的状况看成是同 18 世纪的连续上，到目前

为止并不清楚。但是，通过整理连续与变化的方面，“夷务”时代所固有的价值也就自然而然明

确了。另外，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日清修好条约的话，对此交涉进行实证分析的意义就更加明

确了。 

    当然，上述感想只不过是提出本书作者们今后的课题，并不影响本书的价值。不如说本

书重视实证研究的姿态等，包含着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今后，本书将成为那些志愿进行外

交史研究的人的目标，成为他们必读的一本书籍。 

 

 

 

 

 

 

 

                                                   
10  前面提到的岩井 2006 年论文，19-24 页；岩井 2007 年论文，357-3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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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日中历史认识：关于“田中奏折”问题的不同见解》 

 

光田刚  

（成蹊大学教授） 

 

 原书评刊载于[日] 『成蹊法学』第 72 号，2010 年 6 月，233-249 页。 

 原书为[日] 服部龍二『日中歴史認識：「田中上奏文」をめぐる相剋  

1927－2010』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 年。 

 王宗瑜 译 

 

 

一 

 

所谓“田中上奏文”（译注：以下称“田中奏折”），据认为是记载了时任日本首相的田中义

一于 1927 年（昭和 2 年）7 月 25 日向昭和天皇密奏内容的文件。中国称之为“田中奏折”，英

语一般称之为“Tanaka Memorial”或“Tanaka Memorandum”。该文件主要是关于日本所应

采取的大陆政策、尤其是“满蒙”政策，其中尤以“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

界，必先征服支那”一节最为有名，大家也基本上都将矛头对准了此节。 

作者服部龙二认为，该文件明显是伪造的。其根据如下：首先，作为奏折来说该文件显

得过长；其次，其格式也与一般奏折不相符；再次，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日文原件；然后，

该文件并未通过负责上奏的内大臣，而是请宫内大臣“代奏”；况且，文章中存在明显的低级错

误，而日本的首相根本不可能让这种错误出现在奏折当中；最后，若田中奏折真是 1927 年在

东京写成的，则文章里某些地方就会显得不合逻辑。上述几点，在“田中奏折”为世人所知的时

候就已为日本人所指出。在日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大家一直都认为“田中奏折”是伪造的。 

   但是在美国，曾有一段时期，虽然知日派断定“田中奏折”乃是伪造，但包括精英阶层在内

的大多数美国人都相信奏折是真的。而在台湾，因为台湾人蔡智堪声称“田中奏折”乃是自己在

日本皇宫里抄出来的，所以台湾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基本上都相信奏折是真的。在中国（译

注：此处意指中国大陆，以下同），主流意见仍认为“田中奏折”是真实存在的，不过据说进入

21 世纪之后中国历史学界逐渐开始倾向于伪造说了。此外，据说俄罗斯现在的多数意见仍认

为“田中奏折”并非伪造。 

为什么日本人一眼看上去就明白是伪造的文件，在国际上却被认为是真实存在的，甚至

在部分国家这种观点一直延续至今呢？本书正是试图通过对该问题的深入探讨，来厘清日本

与中国的历史认识、以及各国对于“日本与中国的历史”问题的认识。 

   更进一步说，关于“田中奏折”是否伪造的争论，其实与日本自侵华战争至太平洋战争（对

美英之战）是否乃有计划的行动一事有着极深的联系。若“田中奏折”存在，则大致可认为一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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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战争乃是得到天皇与政府承认的日本国家计划。之所以使用“大致”一词，乃是因为正如作

者所指出的，田中义一在对于张作霖暗杀事件的处理问题上受到昭和天皇的训斥而辞去了首

相和外相职务，之后，继任的民政党内阁重拾币原外交的方针，即便在田中内阁时期有过上

述的国家计划，也无法简单地认为该计划为其后的历代内阁所延续下去。若“田中奏折”真系伪

造，则意味着不存在有这样一个侵略、战争计划，日本的侵华战争以及对美英战争都并非是

按照某个计划来实施的。因此，关于“田中奏折”的争论也可说是关于日本从侵略亚洲到对美英

战争的一系列政策是否有其计划性的争论。 

作者服部龙二是中央大学综合政策系副教授，他将日本近现代史与中国近现代史相关联，

主要研究课题为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日中关系以及日本的对华政策。仅与本书相关的著作，

就已出版了『東アジアの国際環境の変動と日本外交  一九一八‐一九三一』（有斐阁，2001

年）、『満州事変と重光駐華公使報告書』（日本图书中心，2002 年）、『広田弘毅』（中央公论

新社，中公新书，2008 年）、『王正廷回顧録』（中央大学出版部，2008 年）等 4 部。此外，

作者是自 2006 年底开始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的成员（外部执笔委员），同时也是近现代史报

告书第一部第三章——包括了“田中奏折”问题在内——的执笔人。 

 

二 

 

首先对本书的内容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本书由序章、一到六章、终章以及“读书介绍”等部分构成。一到六章基本对应了自“田中

奏折”登场至“满州事变”（关于“满洲”与“满州”的称呼，评者一般使用的是“满洲”，但在本书评

中为与作者相统一而改用“满州”。其它用词也与作者相一致。译注：以下称“九一八事变”）时

期、九一八事变期间、自侵华战争爆发前后至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期、盟军占领日本时期、冷

战时期以及冷战结束后等时期（书评中省略了对于“读书介绍”部分的简介）。 

在序章“何谓‘田中奏折’”当中，作者对“田中奏折”的内容、以及关于其是否伪造一事的美俄

日中（译注：中国大陆，下同）台的研究动向（包括学术界及非学术界的动向在内）进行了

介绍。关于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则主要分为两个时间段——即台湾认为“田中奏折”真实存

在的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以及各国开始进行实证性的历史研究、台湾也开始倾向于“田中奏

折伪造说”的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来论及。 

此外，后面的章节中对日本与中国对于“田中奏折”的认识存在巨大差异的原因也给出了自

己的解释。首先，中国的主流观点更倾向于将“田中奏折”置于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等宏观的

历史长河中进行讨论，相比之下对于文件是否存在就没有那么重视。其次，由于出兵山东与

济南事件，田中内阁更容易被视为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出发点。再次，“田中奏折”在中国屡次

被情报战和宣传外交所利用。其中心观点在于介绍中国（包括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一直坚持的逻辑——日本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举动本身就证明了“田中奏折”是

存在的。 

在第一章“昭和初期的日中关系”当中，作者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对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田中



光田刚 
 

174 
 

奏折”的相关情况进行了分析。四个角度分别是：①“田中奏折”是从何处开始流传的；②其在

中国及美国的流通渠道；③日本外务省的对应措施；④中国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立场。 

据认为“田中奏折”乃是由台湾人蔡智堪在日本皇宫抄出，文件被交到王家桢——当时王

家桢在中国东北帮助张学良政权，同时也与在中央推进“革命外交”的王正廷进行合作——手

中后开始流传。蔡智堪指出在抄写过程中得到过床次竹二郎与牧野伸显的帮助（详见第四

章）。但是作者认为床次的对华外交的想法与田中并无大的区别，因此无法想像床次与牧野

同时参与了此事。此外，“田中奏折”被认为是在 1927 年 6-7 月举行的东方会议的基础之上

写成的，但东方会议的内容却与“田中奏折”有着明显差异。因此，作者判定蔡智堪的回忆并

不可信。基于同样的理由，作者断定另一种说法——否认“田中奏折”乃是由蔡智堪抄写，但

认为其与东方会议有关联——也无法成立。因此，作者推测“田中奏折”乃是在日本国外、由

不熟悉日本情况的人炮制而成的。 

“田中奏折”是从 1929 年夏开始在中国各地以小册子的形式流传起来的。同年 10-11 月于

京都举行的国际民间交流会议“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上，中国的与会者计划朗读这本小册子，得

知该消息的日本外务省指出该文件是伪造的，并阻止了在大会上的朗读。通过这一事件，美

国也知道了“田中奏折”，不过美国国务院的知日派马上就意识到该文件乃是伪造。1930 年，

驻华临时代理公使重光葵向国民政府外交部提交公文，指出“田中奏折”的错误，并要求国民政

府对事态进行监督和控制。外交部长王正廷承诺采取措施，随后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

上刊载文章指出“田中奏折”乃是伪造、该文件会对中日关系造成不良影响。换言之，中国外交

部早就知道“田中奏折”乃是伪造的。此外，在中国东北，张学良大本营的所在地辽宁省政府也

对于使用“田中奏折”进行抗日宣传一事持消极态度。但是民间的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以及东北

的报纸却积极地利用该文书进行宣传。作者指出，如果后来没有发生九一八事变，“田中奏折”

也许早就被当作造谣生事的文书而被遗忘了。 

第二章“九一八事变后的日中宣传外交”当中，作者从宣传外交以及宣传资料的流通过程

这两个角度出发，对于因九一八事变而变得具有浓重的宣传资料方面意义的“田中奏折”的相

关情况进行了分析。 

1931 年 9 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上海发行的英文杂志《China Critic》刊载了“田

中奏折”的英文版， 此后更是流传至美日等国。中国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即便在九一八事变刚

爆发之时，对于将“田中奏折”用于宣传方面仍持消极态度，但自 11 月起就将该文书印发给

各地方政府，开始积极地将其用于宣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基本可以认为，大概到 10 月

份为止，国民政府仍抱希望在国际社会的框架内解决九一八事变，而在这一希望破灭之后他

们才转而展开了积极的抗日宣传。翌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将“田中奏折”用于宣传，

其影响再度传至美国，同时经由东南亚而传至比利时。随后，日中的宣传外交围绕李顿调查

团而展开。作者认为，由于李顿调查团的成员皆出身于大国，且具有殖民地行政经验者为数

众多，所以日本针对调查团的宣传外交基本算是获得了成功。虽然多数日本人都知道日本因

李顿报告而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但实际上该报告书对日本持的是绥靖态度，中方对此是非常

不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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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论战的舞台随后就转移到了日内瓦的国际联盟理事会上。中方代表顾维钧在这里

就“田中奏折”问题与松冈洋右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松冈洋右希望能够证明“田中奏折”系伪造，

而顾维钧则指出不管“田中奏折”是否伪造，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侵华政策与“田中奏折”

完全一致。作者对顾维钧与本国之间的往来文书进行了仔细调查，对其不得不采取上述论点

的背景也进行了剖析。关于“田中奏折”是否伪造的辩论，由于顾维钧无法提出其“不是伪造”

的反证，最终以松冈洋右的观点占据优势地位而结束。不过，通过本次辩论，“田中奏折”在

国际上更加广为人知，其影响范围也越发扩大了。 

在第三章“作为情报战的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当中，作者继续从宣传外交及宣传资料的

流通过程这两个角度出发，对自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夜至日本投降为止的时期进行了分析。

九一八事变之后，直到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前，日本方面一直都面临着一个两难境地。一方

面日本陆军等势力过度夸大了中国的宣传外交，另一方面外务省却又无法真正强化本国的宣

传外交。这是由于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因“天羽声明”而闻名）判断，若设置政府宣传部

门（宣传省），会使人联想到独裁国家，而日本作为一个立宪国家必须注意这一点。 

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国国民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宣传工作，蒋介石也在其演说中引用了“田

中奏折”。在美国，“Tanaka Memorial”也因报纸的报导而更加广为人知。对此，日本雇用拉

尔夫·唐森德（Ralph Townsend）在美国积极地进行公关宣传，并宣称“Tanaka Memorial”

是伪造的。但是，关于其真伪的辩论，由于逃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提出了在内容方面不具有

可信性的“Tanaka Memorial 存在论”，而再度使得人们对于“Tanaka Memorial”更加关心起

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虽然美国国务院内部仍有人认为“Tanaka Memorial”系伪造，但其

在电影等宣传资料方面却被积极地利用起来，从而导致其影响进一步扩展至一般的娱乐电影

当中。在这一时期，“田中奏折（Tanaka Memorial）”作为情报战·宣传战的一部分而起到的

作用非常大，关于其本身真伪问题的辩论反而已无法影响大局。关于本章中提及的布鲁塞尔

会议，详情可参照与本书几乎同时出版的『中華民国の模索と苦境 一九二八～一九四九』（中

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编，中央大学出版部，2010 年）一书中收录的作者另一篇论文「顧維

鈞とブリュッセル会議――「条約の神聖」を求めて」（157-192 页）。 

在第四章“盟军占领日本与东京审判”当中，作者设定了三个角度，对盟军占领日本时期

以及东京审判下的“田中奏折”进行了论述。第一个角度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的“田

中奏折”观；第二个角度是在东京审判当中“田中奏折”的使用情况，这一角度当是继承了前两

章的“宣传外交”的视角；第三个角度是在媒体上被宣传的情况，这一角度与前两章当中“文书

的流通过程”的视角相当。 

GHQ 最初认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鸠山一郎被开除公职的理由

是“田中内阁的世界政策”——指的是东方会议，而作者提出的解释则认为其中还包含有“田中

奏折”在内。至少到 1946 年 5 月前后 GHQ 还认为“田中奏折”确实存在。这一事实对东京审

判也产生了影响。作者认为，在东京审判中国际检察局将“战争犯罪的起点”设定于 1928 年

1 月 1 日也是受了“田中奏折”的影响，并举出了三个依据。首先，日本外务省与辩护团针对

国际检察局的起诉书曾指出，检察局受到了“田中奏折”的影响；其次，国际检察局曾对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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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一、广田弘毅、加藤万寿夫（共同通信社记者）、吉田茂等人反复追问过关于“田中奏折”

的问题；第三，国际检察局曾征询过知日派巴兰泰因对于“田中奏折”的意见，而巴兰泰因本

人从“田中奏折”刚开始流传时就坚信该文书系伪造。特别是在木户、广田、加藤以及吉田都

否认了“田中奏折”的存在之后，提问人仍旧继续追问，作者认为据此可得出结论“田中奏折”

影响到了国际检察局的起诉判断。 

东京审判开始后，由于还牵涉到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关于“田中奏折”的问题就显

得错综复杂起来。尤其是“土肥原-秦德纯协定”（1935 年）的中方当事人、同时又是卢沟桥

日中两军冲突时的中方当事人、二十九军副军长（军长宋哲元当时不在）·北平（北京）市

长秦德纯证明“田中奏折”是存在的。不过，秦德纯的根据也与九一八事变当时顾维钧相同，

仅能指出“日本不断扩大战争的事实证明了计划的存在”。苏联方面也提交了被本国处决的谢

苗诺夫（俄罗斯革命时期反革命军的领袖）的口供，供词称谢苗诺夫从田中处直接听到了记

载于“田中奏折”上的计划。该口供作为证据被予以采信。“田中奏折”的影响大到辩护方不得

不反复否定其存在的地步。 

不过，判决书里最终没有加入“田中奏折”这一条。在判决中，取代“田中奏折”的是大川

周明的言行，他被认定为“同谋”。虽然从表面上看并未出现“田中奏折”字样，但“田中奏折”

存在说的逻辑——日本是依据一定的侵略计划而逐步扩大战争的——被沿用，只不过本应该

出现“田中奏折”的地方用大川周明“代替”了而已。 

这一时期，美国的新闻媒体也习惯于将日本的战争行为归结到“田中奏折”上来。不过，

那些知日派仍然一如既往地主张“田中奏折”系伪造的。 

在第五章“冷战与历史问题”中，作者对于到 1989 年以前的冷战期间台湾、苏联·俄罗斯、

美国、中国关于“田中奏折”的情况进行了描述。在本章当中，作者充分利用了对日本外交官

的采访记录以及经过批准而得以公开的外务省档案等资料。 

战后的台湾，国民党系统的历史学家罗家伦强烈主张“田中奏折”真实存在。其依据就是

对蔡智堪的访谈。蔡智堪曾接受港台媒体的采访，详细地叙述了抄写“田中奏折”的过程，并

曾向台湾的“行政院长”与“外交部”要求褒奖。不过“外交部”的应对是否定性的。本书作者通

过对台北的中华民国外交部档案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外交部”当时认定蔡智堪的说法并非

事实。在中国，包括当事人王家桢在内，中国共产党、伪满州国皇帝溥仪等人都发表文章指

称“田中奏折”乃是确实存在的，定居香港的原外交部长王正廷也在回忆录中持相同观点。而

实际上，王正廷是知道“田中奏折”系伪造之事的（王正廷回忆录在本书作者的编著之下有日

文版刊行）。 

对于“田中奏折”，苏联人是相信其存在的，部分美国人也相信。这一时期议论的特点在

于，“田中奏折”在美国多是与“苏联威胁论”、苏联的对华批判以及批判“有预谋的侵略”等相

关联时被提到。作者指出，印度的尼赫鲁在中印冲突时指责中国的行动之际也曾提及“田中

奏折”。不过，针对美国国内认为“田中奏折”真实存在的说法，巴兰泰因等知日派一直在努力

地宣传与之相反的观点。 

20 世纪 70 年代期间中日关系的基调是友好关系，但进入 80 年代后，接连于 198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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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86 年发生了两次“教科书问题”。中方对日本的谴责当中出现了“田中奏折”的身影。作

者认为这里面有着邓小平体制下保守派智囊胡乔木的影响存在。在这一时期，最初台湾、苏

联、美国和中国都相信“田中奏折”确实存在，但后来台湾和美国逐渐接受了“田中奏折”伪造

说，而苏联·俄罗斯和中国却始终坚持原来的立场。 

第六章“历史问题的再燃与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中，作者对自 1989 年“六四”至本书刊

行的 2010 年期间的中日关系当中的“田中奏折”问题进行了梳理。在本章当中，作者不仅增

加了对外交官的采访记录及通过申请而得以公开的外务省档案所占的比重，还将作者自己执

笔的历史共同研究报告书也作为了分析的对象。 

“六四”之后，日本在采取措施避免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的同时，于 1995 年发表了

村山谈话希望能够一举解决“历史认识”问题。不料，1998 年江泽民访日之际使得历史问题

再次引起大家关注，进入 21 世纪之后《新版历史教科书》通过审查以及小泉纯一郎首相参

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使得历史认识方面的矛盾更加尖锐。在此形势下，中方利用了“田中奏折”。

与此相对的，日本驻华使馆进行了“微型改革”，开始正式推行对中国媒体及舆论的公关活动。

其间，关于“田中奏折”系伪造之事的宣传也在反复进行。一旦电视节目或者中国各地的纪念

馆、博物馆出现了关于“田中奏折”的记叙，则必宣传其乃伪造文书。此外，刘杰·三谷博·杨

大庆所编著的『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东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一书也于同年译成中

文，这使得中国民众对于“田中奏折”的了解有所加深（该书中关于“田中奏折”的论文也由作者

执笔，该部分正是本书序章的原型）。 

小泉执掌内阁期间中日关系恶化，本已决定的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也未能开始。该项目直

到 2006 年在安倍晋三掌政期间才正式启动。其中负责与“田中奏折”相关部分的学者，日方

即作者，中方则是王建朗。中方报告书中指出日本对华强硬政策乃是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一

直以来，中方都认为具体说明该政策的就是“田中奏折”）。虽然这一说法与日方论调——日

方强调东方会议乃是“联络会议”——有所区别，但该说法采用了与“田中奏折”实际存在说保

持一定距离的表现形式。其后的中国学界虽仍维持顾维钧以来的思维模式、认定“日本扩大

战争的方式就是按照田中奏折的内容来进行的”，但据作者分析中国学界对于“田中奏折”是否

存在一事正逐步倾向于怀疑。 

在终章当中，作者先指出了“田中奏折”的教训，即“在国际政治中资讯的重要性”（325

页）。然后，根据评者的归纳，作者指出了如下三点：首先，能在关于文件真伪问题的争论

当中获胜，并不就意味着在宣传和媒体方面也能获胜。作者举出松冈洋右与顾维钧在国际联

盟的辩论作为典型案例。虽然松冈在关于文件真伪问题的辩论方面居于优势地位，但这场辩

论反而使得“田中奏折”广为人知，结果让日本陷入了不利的局面。其次，与体制的正统化之

间的关系。作者指出，到 20 世纪 70 年代为止的台湾以及到现在为止的中国大陆，之所以认

为“田中奏折”实际存在的说法占据优势地位，是因为“日本有预谋的侵略”这种说法对于当事

方（在台湾是国民党，在中国是共产党）的体制意识形态来说是必要的。再次，从美国的例

子可以看出，不管是何种伪造的文件，一旦经由媒体广为流传，就会在社会上生根，即便是

专家和知日派说明事实真相，要想否定原本的错误说法也要耗费大量的时间。此外，作者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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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共同研究”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积极的评价，并且对于日本驻华使馆的宣传活动似乎也

给与了好评。 

 

三 

 

在日本的历史学界，很少有人选择对“田中奏折”问题进行研究。因为它明显是一份伪造

的文书。对于注重积累实证研究的日本历史学的学风来说，“田中奏折”是一份不值得研究的

文书。 

但在政治与外交上，价值观就不一样了。不仅如此，国家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历史学

的考量也就不一样。即便是对于日本的历史学来说不值得研究的文书，也可能在其他国家的

历史学当中被视为重要文件，在历史学界甚至是在历史教育当中屡屡被提及；可能会被用于

政治、外交方面的宣传；也有可能会被用于媒体方面的轰动性报导。因此，即便是粗制滥造

的伪造文书也可能会具有无法忽视的影响力，甚至可能会影响到现实政治。“田中奏折”就是

这样一个典型例子。 

因此，即使是进行历史学的研究，也需要注意，不能仅仅指出那是伪造文书就算结束，

还需要分析文书是如何产生、如何流通、如何为政治·外交所利用、为了防止其被利用又采

取了哪些措施。本书第一个意义就在于果敢地直面了上述问题。 

之所以用“果敢地”这个词，是因为正如本书后序中提到的，与“田中奏折”相关的资料分

散在世界各地，即便只是将其收集起来也是一件非常辛劳的事情。本书是学术书籍，所以对

于那些辛劳仅仅是一笔带过，但即便如此，也可以想象作者为了调查该问题而不辞辛劳奔赴

台湾、中国大陆、美国、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地搜寻资料并认真阅读的情形。对于近年来的日

中“历史问题”更是积极地对外交官进行采访并向外务省申请公开资料。作者继承了日本历史

学界细致入微的实证考察的特色，对于 80 多年来“田中奏折”这一伪造文书在国际上的流传

及其影响的实际状况进行了追踪和分析。其最终成果就是本书。 

此外，一直以来关于“田中奏折”的考证多是仅仅对其出处以及最初的流通过程进行考

察、对其作者进行考证就告结束。而本书则将考察的时期扩展到了从“田中奏折”出现到现在，

并对其在外交上所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这两点非常有特色。在围绕着中国东北地区——

也就是日本所谓的“满蒙”——的紧张局势下而诞生的“田中奏折”，从最开始就与宣传具有不

可分割的联系，而作者试图对自其诞生到现在为止的期间进行一个连续的考察，这一点非常

有独创性，同时也颇具说服力。 

本书的第二个意义，就是通过对“田中奏折”的案例分析将复杂的外交过程进行了细致的

描绘。 

比如说作者对在日内瓦进行的松冈-顾维钧辩论的过程所进行的分析。正如前文所述，

在辩论中松冈举出了“田中奏折”当中出现的一些低级错误来证明文件乃是伪造，而顾维钧则

声言“日本的行动本身就证明了文件的存在”。此后，这一模式一直延续至今。那么，顾维钧

在最初的时候就有意这样应对吗？根据作者的实证性研究来看并非如此。顾维钧要求国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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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王正廷拿出“奏折”实际存在的证据来，但两人都没拿出（无法拿出证据）。因此顾

维钧才选择用“日本的行动本身就是证据”这样的说法来对付松冈。对于顾维钧来说，最好的

选择当然是提出“奏折”存在的证据，而他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采用了次善之策。未曾想这

一次善之策居然成为了此后国际上对日本进行批判的一种模式。此外，作者还通过细致的实

证分析将国际检察局对“田中奏折”的认识变化过程——在东京审判当中国际检察局相信“田

中奏折”存在，并据此写好了起诉书，但后来在审判过程中却又意识到该文书是伪造的——

进行了令人信服的描述。 

外交是由领袖、外交官、外交专家、国内社会以及国际社会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的。

如果外交主体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除了真实的宣传之外，有时甚至还会使用一些明知其真

实性有问题的资料来进行宣传，以此来影响其他的外交主体。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中国，

外交并非处于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地方政府也具有外交主体的性质，甚至有些地方由

于地方政府过于虚弱从而导致地方上的民间团体在外交方面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本书

注意到了中国外交的这种复杂性，也注意到了美国外交当中社会、国务院、陆军部等主体间

的关系，将外交的过程进行了条分缕析。 

正是由于作者细致的实证研究，使得即便如此也无法予以解答的问题也变得明确起来。

比如说“田中奏折”的真正作者是谁的问题。关于“田中奏折”的作者问题，认定其是伪作的日

本学界也存在两种说法。其一认为乃是中国人写的，另一种则认定是与东方会议以及当时的

日本政府无关的日本人所作。不过两种说法都缺乏充分的证据。作者对东方会议的实际情况

以及当时日本对东方会议的报道状况进行了调查，再与“田中奏折”的内容相对照，得出结论

认为这是 1929 年在日本以外的地方写成的，且真正的作者对于日本的局势并不熟悉。在此

基础之上，作者进一步指出，辽宁省的抗日团体“新东北学会”很可能参与了文件的炮制工作

并与当地媒体联手进行了对外宣传（51-53 页）。这一推测就目前的史料情况来看应当是做

到了极致了。今后，要么就是寻找新的史料，要么就是改变研究方法、从搞清楚当时东北的

抗日运动的情况入手对“田中奏折”的最原始背景进行考察。不管采取哪种方法，本书的成果

都将成为其出发的原点。 

东方会议乃是面对中国北伐进展、日本政府召开的各部门之间的联络会议，并未讨论宏

观的侵略计划。“田中奏折”以东方会议为素材而被编写出来这件事，相信所有会议的当事人

都未曾想到过。但根据作者的推断，“田中奏折”乃是在 1929 年（中国）东北、在担心日本

利权继续扩大以及与日本相对抗的东北年轻的民族主义的背景之下产生的。即便如此，“奏

折”作者所关心的应当是唤醒全体中国人对于日本在东北扩大利权一事的危机感。1929 年正

是张学良向国民政府表达服从姿态（1928 年 12 月）之后，当时东北的政治权、军事权（包

括与这两者相关的人事权在内）都仍掌握在张学良手中。虽然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

存在合作关系，但南京的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尚无法对东北进行充分有效的掌控。不管是从

东北看南京，还是从南京看东北，双方都还抱有一种“跨过长城就是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在

这种情况下，广泛发放写有“日本欲征服东北乃是征服全中国之第一步”的文书，其意义就在

于将中国舆论的注意力集中到东北。就算是“田中奏折”“真正的作者”应当也没有想到这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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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会成为证明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扩大侵略、扩大战争的材料吧。 

外交上进行宣传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出各种当初未曾预料到的新的意义。当宣传在社

会上生根，或是与政治集团正统化的理论相结合之后，即便其出处有不合事实的地方，也会

具有极大的影响力，人们也会在证据不确凿的情况下选择相信它。在此情况下，对于该“事物”

所进行的细致的实证调查也不一定能够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这种外交动态所留下的教

训。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宣称“田中奏折”系伪造是否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呢？作者应该是想

强调说“并非如此”。从“田中奏折”现世以来，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的知日派曾反

复指出该文书乃是伪造的。虽然这种说法的影响力有限，但确实是发挥了一定作用的。同样，

进入 21 世纪以后，日本驻华使馆在对日感情恶化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公关活动，也使得“‘田中

奏折’乃是伪造、其无法成为日本有侵略中国的计划的证据”的认识逐渐在中国的学者以及博物

馆、纪念馆之间得以扩展。作者参与编著的『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一书中文版的出版以

及日中历史共同研究也正在发挥其效力。本书强调了在“宣传”的巨大力量面前细致的实证研究

不一定能发挥多大的作用。但评者认为，即便如此仍旧踏踏实实地进行细致的实证研究并持

续地将成果公之于众是有很大意义的，这才是本书最希望告诉大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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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唇齿关系”的结构和变化》 

 

今村弘子 

（富山大学教授） 

 

 原书为[日] 平岩俊司『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と中華人民共和国：「唇歯の 

   関係」の構造と変容』世织书房，2010 年 5 月。 

 林圣爱 译 

 

 

本书的主角分别是朝鲜和中国。主角级别的配角则是美国和苏联（俄国），由于扮演主角

的两个国家都是冷战造成的分裂国家，作为分裂的另一方当事人，韩国和台湾也都以重要角

色登场。国际关系当然不仅仅是由主角演绎的。扮演主角的两国，其行动也受其他相关各国

行动的规定，这些行动有时是两个主角国家所能预见到的，但有时也是他们所没有预见到的。

本书正是把这些复杂的动态，用中朝两国丰富的资料以及美苏（俄）和日本的资料，如摆拼

图一般，根据每一块的色彩、形状小心翼翼地勾勒出一幅整体图画。评者首先想对这项庞大

而极需耐心的写作工作致以敬意。 

   每当朝鲜发生遭受国际社会非难的事件时，比如最近的朝鲜核试验和延坪岛炮击，韩国

和日本的媒体就会纷纷议论“为什么中国要包庇朝鲜”。而本书恰好解答了这些问题。 

  本书按时间顺序叙述，同时解析了各时代的重要主题。不仅每章的题目极为重要，而且

副标题也表明了作者的主要主张。另外还从①安全问题、②意识形态因素、③传统关系、     

④经济关系四个维度来分析了两国关系。 

中朝两国建交以后的 60 年究竟意味着什么？正如作者在第九章的末尾所写道，这是积蓄

“不快”的 60 年。特别是近几年，美中会谈、美朝会谈、中朝会谈、六方会谈等各种框架中，

“朝鲜和中国应该都非常清楚对方的想法。但虽然了解对方，对方却也不一定会按自己的设

想去行动”（270 页，原书页码，以下同）。本书作者曾在某次演讲中提到，中朝关系就“像结

婚多年的夫妻一样。就因为互相了解对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大概会怎么说、怎么行动，所以

有时都故意采取让对方为难的态度”。对双方来说，特别是对中国来说，这 60 年是“怎么能

采取这种行动？”的这样一种不快感的积累。 

下面本书评也将按照时间顺序来写。第一章题目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退和台湾海峡

危机——朝鲜之于中国的意义”，内容包括关于朝鲜战争缔结停战协定、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

军分两期撤退等。对中国来说，本来参加朝鲜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抗美国的“威胁”，但撤

退时才认识到威胁也同时发生在台湾海峡。撤兵的第一期和第二期之间相隔两年时间，朝鲜

在这期间建立了“主体”，肃清了亲苏派和亲中派。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困难时期，因为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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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强行干涉朝鲜，又要面临即将到来的中苏对立，必需做好与苏联对峙的准备。那段时期中

国虽然强调和朝鲜的“传统友谊”，但作者为我们展示的图画是：其实中国和朝鲜之间在这个

时期已出现了裂痕。另一方面在中苏对立加重（第二章所涉及的时期，书中并没有展开）、中

国被迫还清借款的时期中，中国还被迫偿还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的苏联制武器的债务，由此中

国国内存在一些看法，认为这是“本不需由中国偿还的债务”，参与朝鲜战争“阻碍了建国之

初中国的经济建设”。当时这些看法在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里并不占主流，但这些经济上的不满

也成了中朝裂痕的一种诱因。 

第二章以“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和对美共同认识的过程——中国之于朝鲜的意义”为题，

分析了以韩国发生军事政变为契机，朝鲜与中苏两国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过程和意义。

还分析了朝鲜为对抗美国不得不依赖于中国和苏联，但并没采取对中国一边倒或对苏联一边

倒的政策。 

第三章的题目是“中苏论战与朝鲜的革命路线——中朝关系的上限”。金日成外交的“灵

巧”与“狡猾”现在已成为共识，作者却论证了其实质不过是“慎重加慎重”、“愚蠢坚持顽

固态度的连续”。因为韩国成立了军事政权、日韩即将建交，对于朝鲜来说在这一时期无论如

何都需要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 

第四章以“两国关系修复的政治力学——中朝关系的下限”为题。这一时期中朝两国之

间产生了意识形态分歧，主要是由于一方面中苏对立愈发激烈，另一方面苏联解除了赫鲁晓

夫的职务之后中朝之间不再存在共同的敌人。本章论证了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以后虽然中朝

意识形态的分歧愈来愈大，但依据“传统关系”两国关系还是渐趋修复。不过正如在第五章

以后介绍的，基于“传统关系”而修复的关系，在新的国际关系中、抑或随着世代交替，难

以避免会被削弱。另外两国关系的定位也不同，对中国来说中苏关系或中美关系趋于恶化时

要与朝鲜保持密切关系，对朝鲜来说却始终是以美国为中心来确立与苏联和与中国的关系。 

第五章的题目是“美中和解和朝鲜的对美直接交涉提议——‘唇齿关系’、‘传统友谊’

的破绽”。美国是作为分裂国家的中朝两国的共同敌人，中国在修复了对美关系的同时，宣布

不干预周边地区的事务，包括对朝鲜半岛问题也不直接参与（即朝鲜问题的朝鲜化）。而且在

这一章所谈到的最后的时期里，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革命家的去世使中国发生了重大变

化。 

第六章分析的是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中朝关系在前述的①～③的分析维度中的比

重下降，经济关系的比重在相对上升的时期。虽然曾有因天安门事件遭受的一时挫折，中国

的改革开放路线毫无疑义取得了巨大成果。另一方面朝鲜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也进行了

经济改革，但第二次七年计划实际上在 1984年以失败告终。事实告诉我们，朝鲜之后的经济

发展并没有带来如中国一般的巨大变化。本书在“补遗”中从政治制度、决策过程、国际环

境等方面来分析、探讨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本书的观点别出心裁，认为在朝鲜，即

使在不实行改革开放就不能维持体制的“危机意识”胜过招致体制动摇的“危机感”、“恐怖

感”时，也不会产生由金正日来下决心的、“消极性”改革动机。如果真是这样，那即便金正

日在访华时盛赞中国改革开放，朝鲜也是不可能进行改革开放的。本章还分析了天安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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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带给朝鲜的教训仅仅是，“最终是军事动向决定政治变化趋势”，自此金正日在国内正是以

军事力量为中心来巩固自身体制的。 

    第七章分析中韩建交带给中朝关系的变化。对于改革开放的中国来说，越是需要密切与

韩国的关系，就越是感到与朝鲜的密切关系正在成为负担。不过颇为讽刺的是，由于中韩关

系正常化、中国展开南北等距离外交，中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力也降低了。作者证明，1984

年中国提出的南朝鲜和美国三方会谈的方案中，就已经显现出中国与南朝鲜的上述关系。不

过作者还提到中国下决心与韩国建交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天安门事件所造成的困境

（196 页），这一点还有待商议。一般理解的误区是，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国的经济复苏是 1992

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事情。但实际上，中国 1991 年的 GDP 成长率就已达到 9.2％，外

资引进总额在 1989、1990年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大幅度增长。当然不容置疑的是，本书所强

调的台湾因素是其建交的最大原因。 

此外，关于中韩建交推动台湾和朝鲜经济关系的记述是承接了第八章的内容。本书认为

1997 年朝鲜同意负责处理台湾的核废弃物以后——其具体金额也在 1997 年被公开——实际

上朝台关系并没有具体进展（226-231 页）。中韩建交之前中国最担心的是朝鲜和台湾靠近，

但台湾以“朝鲜是封闭的共产主义国家，国际形象不好”（《日本经济新闻》1992 年 8 月 25

日）为由，几乎没有促进与朝鲜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因此中国的担心就成了杞人忧天。并且

韩国的卢泰愚总统虽然在中韩建交一个月后就访问了中国，中国却始终对派遣政府要员访问

韩国持慎重态度，胡锦涛政治局常务委员（时任）的话也证实了这一点，“虽然韩国有所期待，

中韩建交并没有使得中韩关系凌驾于中朝关系”（214 页）。若是如此，我们又该如何看待从

1992年中断的中朝高层往来在 1999年才终于重新启动的事实？一方面中韩的经济关系在建交

以后大幅度增长，那么政治和经济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背离？是因为中国把经济关系纯粹划分

为“民间”的结果吗？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朝的经济关系中，中国的经济援助在大幅度减

少，贸易额表面看起来增加，却是由于国际通货结算方式变化（改为曾采用硬通货 hard 

currency）的结果，数量是在减少的。达成协议的大型援助（271 页）也没有实施。这一时期

俄罗斯的援助也在剧减，如果说中国的经济援助是朝鲜的“生命线”（231 页），中国就没有考

虑用经济援助来搞好两国关系吗？虽然为了防止招致朝鲜崩溃，减少经济援助是个不可能的

选项，但通过增加经济援助让朝鲜“接受恩惠”也是不可能的吗？ 

当然诚如第八章和第九章所论述的，随着金日成时代过渡到金正日时代，中朝关系确实

有所变化。2000 年的南北首脑会谈、2001 年的 9・11 事件、六方会谈之后也达成了一定的

协议，不过朝鲜还是在 2006 年、2009 年进行了核试验。 

作者指出一般我们对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有两种误读。首先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不是绝

对的，而同时认为中国站在日美一方也是一种误解。正因为如此，中国站在朝鲜半岛的舞台

上时，必须要经常考虑与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论朝鲜的意图何在，中国总是要把与朝鲜的

关系复杂化，结果使得中国不得不接受同朝鲜的一种模拟的对等关系。这正是我们经常觉得

中国的朝鲜外交总是不得要领的主要原因。 

评者因为没有足够的能力把长达 283 页的本书归纳到数千字以内，只能谈及印象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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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所以也许不能充分向读者传达此书的意义所在。而评论中提到的几点质疑是不能动摇

本书价值的，只是由于评者主要从经济角度出发，视角不同而产生不同的看法。 

毋庸置疑，今后中朝关系的动向必定是稳定东北亚局势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从这个意

义上说，现在正是此书出版的绝妙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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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政治外交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青山瑠妙 

（早稻田大学教授） 

 

 原文刊载于[日] 『中国研究月報』第 64 卷第 10 号，中国研究所，2010 

年 10 月，41-43 页。 

 原书为[日] 益尾知佐子『中国政治外交の転換点：改革開放と「独立自主 

の対外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2010 年 3 月，共 237 页。 

 李鹏舒 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飞跃性的经济发展，今年1的名义 GDP 预计将超过日本成为

世界第二。随着经济实力的上升，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存在感也不断扩大。改革开放政策在

30 多年间，对中国本身及国际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关于改革开放的决策是以怎样的方

式实现的，至今仍存在很多谜团。 

从中国的外交政策来看，作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对外政策的象征性概念，有“独立自主外交”

的普遍提法。至于该政策究竟是以 1978 年为起点，还是应理解为于 1982 年被采纳，中国官

方的观点并不明确，专家当中也存在意见分歧。今年由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的益尾知佐子所

著《中国政治外交的转折点：改革开放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一书，尝试从正面对以上

问题做出阐释。 

包括序章和最后一章在内，该书共由 6 章构成，主要以 1978 年至 1982 年的四年期间

作为研究对象。 

作者在序章里介绍了贯穿全书的基本思路。作者认为，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采用社会主

义国家体制的国家来说，同时存在两类国际关系，一类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近代主权国家

体制（威斯特伐利亚体制），另一类是以阶级为主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国际关系）。

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出台过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及其相关

要素被否定、中国的对外政策实现基于近代主权国家体制思路的决策的一元化”（29 页，原

书的页码，下同），即“中共整体的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 

第 1 章首先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视角，简要回顾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美和解

为止的外交史、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和以“四个现代化”闻名的第四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第 1 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作者以削减对外援助等为例，探讨了邓小平

从第二次复出工作到第三次下台为止的活动。作者认为，“毛泽东和邓小平在针对苏联的‘一

条线’战略（通过国际团结抑制苏联威胁的战略）上产生强烈共鸣”（73 页），这使得邓小平在

                                                        
1  指 2010 年，下同。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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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领域确立了强有力的政治基础。  

第 2 章详细探讨了视察团、国务院务虚会、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越战争的决策过程等，

从 1977 年夏天到 1978 年期间的面向对外开放的各种动向。作者认为，对苏包围网战略和国

内的现代化政策是一体的（107 页）。为形成足以抑制苏联威胁的包围网，加快中国的经济建

设，邓小平希望强化与美欧日的政治、经济关系。邓小平还给国内的反对派讲道理：正因为

有苏联的威胁，才可得到西方先进国家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援助，中国才能实现现代化。

邓小平认为给对外开放构想造成最大威胁的是苏联及其追随者越南，为了消除威胁，更为了

通过动员人民解放军来掌握军事指挥权，邓小平发动了中越战争。通过以上分析，作者主张，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对外路线的继承，是造成虽从 1978 年走向改革开放路线、但到 1982 年才

提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这一时间延迟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 3 章讨论了自 1979 年至 1981 年的对外政策的变化。中越战争之后，中国共产党内

展开了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外交以及中越战争等的一系列讨论，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在 80 年

代前期放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以后，理论在中国的对外决策中所发挥的作用大幅后

退。1981 年春，中国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一条线”战略，确立了在美苏两阵营间谋求势力均

衡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原型。 

第 4 章，作为对外认识的转换影响实际外交政策的事例，作者通过 1981 年至 1982 年

的美国对台湾出售武器问题探讨了中美关系。作者指出，正因为 1980 年发生的对外认识的

转换发挥了作用，才使得“邓小平为了在世界战略上不是那么重要的台湾问题，放弃与美国在

对苏战略上进行合作”（187 页）。 

在最后一章里，作者首先通过分析《人民日报》在 1970 年代到 1982 年期间使用“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一词的频率，再次确认了对外政策的变化。接着作者对本书的观点进行了总结，

分析了 1982 年发表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对以后的中国外交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通过对 1978 至 1982 年期间关于对外政策的中国国内动向的分析，作者提出中国在 

“1979年到1980年春逐步放弃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80年秋到1981年春转换了以往的‘一

条线’战略”的观点。自不待言，本书对改革开放政策采纳前后这一时期的政策研究，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 

不仅如此，比较以往的中国外交研究，可以说本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研究成

果。 

首先，本书首要的学术贡献在于本书的着眼点。作者指出，中国外交同时存在以主权国

家为主体的近代主权国家体制、和以阶级为主体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两类国际关系，这一

观点非常重要。尽管在此之前，岩下明裕通过对前苏联的研究已提出了同样观点2，但是把此

概念应用到中国外交仍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学术贡献。另外，作者对于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的提出，做出了独创性的解释。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对外政策中已成为与近代主权国家体

制不相容的要素，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提出意味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放弃。 

                                                        
2  岩下明裕、『「ソビエト外交パラダイム」の研究』国際書院、199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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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第二点，本书对改革开放与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的关注，也汲取了近年来中

国外交研究的国际潮流。注重战略、地缘政治思路的研究曾经占据中国外交研究的主流，但

随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和建构主义的兴起，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意识形态、文化、规范等因

素发挥的作用绝不是次要的。例如，Yafeng Xia 将“文化”定义为包含意识形态、文化特性、

历史等因素的“共有的价值和信条（shared values and beliefs）”，强调这样的文化是使中美

对立、中美谈判长期化的重要因素3。杨奎松（Yang Kuisong）认为毛泽东相对于国家安全

和经济发展更倾向于重视国际主义4。陈兼（Chen Jian）也指出毛泽东的“继续革命论”的退

潮是带来中美和解的重要因素5。在这样的潮流当中，本书探讨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意识形

态在党内起的作用）是从什么时候、如何在改革开放开始和发展的过程中日趋衰落的。在日

本学界，本书可以说是论述意识形态在中国外交中所发挥作用的先驱性的研究。 

第三点，本书既采用了传统的话语分析的研究方法，又通过访谈调查得到第一手资料，

同时应用大量内部非公开资料，得以详细追踪了国家领导人及学者的发言，以及党内会议上

的讨论。 

纵观本书，尽管取得了以上的研究成果，但仍有几处值得进一步探讨。 

中国的对外政策，实际政策往往游离于原则之外。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外交研究的主流观

点认为，实际的外交行动说到底最重视的是作为国家利益的国家安全，而不是革命理念。作

者在理念层次论证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被从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排除出来的过程，但这种理

念转换对本书提到的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越南的关系分别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如能严密区分作为指导方针的政策理念与实际的外交政策，并进行仔细讨论，也许能将中国

外交的动力机制描绘得更为生动。 

另外，本书以邓小平为中心，阐明了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在中国的语境中，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外交史是以作为超越性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存在为前提，实际上，

从第三次复出工作到 1982 年的几年间，正是邓小平为巩固政治基础、确立作为最高领导人

地位而不断进行复杂的权力斗争的时期。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了不夸大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

对外关系中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能对其他的元老政治家，比如陈云、李先念的作用加以更为

详尽的考察，政治过程的复杂性也会凸现得更为鲜明。 

当然，对任何研究成果都可以提出更多的期待。可以肯定的是，本书是一本为现代中国

外交研究提供许多重要研究视角的学术著作。 

 

                                                        
3  Yafeng Xia, Negotiating with the Enemy: U.S.-China Talks During the Cold War, 1949-1972,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24.  
4  Yang Kuisong, “Changes in Mao Zedong’s Attitude toward the Indochina War, 1949-197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Working Paper, No. 34,  

http://www.wilsoncenter.org/topics/pubs/ACFB04.pdf.  
5  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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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从历史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经济》 

 
加岛润  

（人间文化研究机构地区研究推进中心研究员 

          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基地研究员） 

 

 原书评载于[日] 『中国研究月報』第 65 卷第 5 号，2011 年 5 月，46-50 页。 

 原书为[日] 中兼和津次編著『歴史的視野からみた現代中国経済』财团法人东   

洋文库，2010 年。 

 薛轶群 译 

 

 

    本书是主要研究当代中国经济的学者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从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当

代中国经济的论文集。此处所称的“从历史的视角重新认识”主要是重新探讨 20 世纪以后（书

中也收录了追溯至清代前期的论文）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关于这一尝试的意图，编著者在

序章中列举了亚历山大・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与道格拉斯・诺斯的“路径依赖”等经济

发展与其历史初期条件的相关讨论（Gerschenkron1962、North1990），指出要寻求改革开

放后中国经济获得飞速发展的主要原因，就有必要将当代置于历史演变的轨迹上，从长期的

视角揭示（其）发展机制。本书的定位正是“为此的一项准备工作”（1 页，原书的页码，以

下同）。 

在解析 20 世纪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方面，日本学术界迄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池

田等通观了工业化的进程（1982），久保根据统计资料描绘了各产业的发展过程（1991），加

藤与久保撰写了以市场发展为中心的概论（2009），田岛对化学、电力、水泥等重化学工业进

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2005、2008、2010）。与以上研究相比，本书的特点是从经济学的视

角分析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并在这一共通的方针下由各章作者分别对自身的研究领域进行

论述。本书在形式上体现为当代中国经济学者集体挑战历史性研究，其深远意义在于跨越了

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之间（至少在日本）存在着的鸿沟。编著者在序

章中指出，日本现有的关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研究，研究对象几乎都止于 1937 年或 1949

年，而“即使专业为‘近代经济史’的学者，是否真正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分析，坦率

而言仍有疑问”（10 页）。然而，编著者随后又指出当代中国经济学者并未充分注意到当代经

济与历史的关系，这并不只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者要面对的挑战。编著者认为，问题在于

中国研究中“经济学与历史学完全分离”的状态本身。 

接下来先简单介绍一下本书各章的主要内容。第 1 章“过渡时期中国的经济制度与‘包’的

伦理规律——柏祐贤的再发现”（加藤弘之），以日本农业经济学者柏祐贤在其著作《经济秩

序个性论（一）（二）（三）——中国经济的研究》（人文书院，1948 年出版）中提出的“‘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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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伦理规律”概念为线索，引用诺斯等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尝试重新评价改革开放时期中国

的经济制度。所谓以“‘包’的伦理规律”为基础的契约及制度的理想型特征包括三点，即水平

性（承包关系对等平等）、多层性（承包关系连锁，形成多层结构）和不确定性（承包关系中

无明确的法律依据）。对有关改革开放时期的（1）农户与基层政府、（2）乡镇企业与基层政

府、（3）国有企业与政府、（4）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等关系的既往研究，作者进行了批判性

地探讨，并主张运用“‘包’的伦理规律”概念更有效地解释上述关系。 

第 2 章“中国市场经济化的进展——主要从价格观察市场整合”（中兼和津次），是一篇

重点着眼于价格变动并探讨从清代至当代中国市场化进展的论文。本章以价格的统一性（或

收敛性，指时间上价格差的缩小倾向）、价格的一贯性（指某种财产的不同规格间的价格联动

性）为中心，参照已发表的与物价相关的研究，分别对（1）清朝的米价、（2）中华民国时期

（1930—36 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55 年）的农产品、工业产品价格、（3）改

革开放时期（主要从 1992 年至 2000 年代）的农产品、工业产品价格进行了分析。本章的结

论是，当代处于延续数百年以上的市场经济发展的悠悠潮流之中，从历史上来看，毛泽东时

代（具体指 1953—78 年）只是极为短暂的“市场压抑时代”。 

第 3 章“20 世纪中国的地区间人口流动”（严善平），通过分析民国时期、计划经济时期、

改革开放时期关于人口流动相对水平、流动方向及其时代背景的统计资料，阐明了以下观点：

（1）民国时期人口流动的自由性、农村地区内部以及城市农村间的双向流动较多；（2）计划

经济时期的抑制流动政策导致地区间人口流动处于较低的相对水平，同时 1960-70 年代的政

治原因（知识青年下乡等）导致城市向农村的人口流动；（3）改革开放时期的人口流动规模

扩大、农村向城市与内陆向沿海的流动渐趋主流；（4）地缘、血缘关系的传统因素对地区间

流动人口的规模与方向产生的影响。 

第 4 章“中国产业集群的发生——以温州市与广东省为例”（丸川知雄），为了解答沿海

部分地区为何能在短期间内衍生了极为多样的产业集群这一设问，以产业集群较多的浙江省

温州市（鞋靴、皮革相关产品及阀、泵等）与广东省西部（不锈钢餐具产业）以例，在利用

采访调研成果的同时，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产业集群的发生过程。从结论而言，两个地区的

产业集群存在着以下的共同点：（1）因某种契机出现少数的革新者时，其行动就会十分迅速

地被模仿，形成产业集群；（2）迄今为止，新的产业集群的产生都是被动地适应国内外的外

部需求。但是，没有出现创造新市场的技术革新型企业可说是两地产业集群的弱点。 

第 5 章“巨大化的中国水泥产业和‘小水泥’问题”（田岛俊雄），关注 1960-90 年代中国地

方分散型重工业发展中产业组织的分散化 为显著的水泥产业，并通过与日本、台湾地区的

比较分析，考察了中国水泥产业的长期发展过程。作者指出，中国的水泥产业存在着两个独

特的特征：（1）根据赫芬达尔指数的市场结构分析来看，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前后各时

期形成的寡头垄断，到计划经济时期至过渡经济时期形成的分散，再到 1990 年代以后的略显

寡头垄断，中国水泥产业经历了 U 字型的变化，这是与日本、台湾地区所预想的由大企业主

导的寡头垄断性成长所不同的过程；（2）从技术的角度来看，1920 年代之后就在国内外被回

转窑、立波尔窑取替的竖窑技术在计划经济时期复活，而 1990 年代之后在拥有 NSP 设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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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巨头被重组的过程中，竖窑技术也一直支撑了地方供给。 

第 6 章“有关中国公司支配的历史性探讨”（川井伸一），主要参照伯利(A. Berle, Jr.)和

米恩斯(G. Means)及钱德勒(A. Chandler)的企业支配历史发展模式（从所有者支配转为基于

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经营者支配），关注所有与经营的关系，从历史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公司

支配的形态，并归纳出结论为：（1）民国时期，大部分公司属于伯利和米恩斯所称的完全所

有的支配及过半数股份支配的形态，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水平较低；（2）计划经济时

期，对国有企业（≠法人公司）的行政支配达到 高；（3）1980 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时期，

在行政支配倒退的背景下，出现了大型国有公司中支配股东（母公司）与公司经营者的内部

支配、小企业（国有、公有及民营）中所有权与经营权一致的业主经营型企业以及大型民营

企业中 终所有者通过企业集团母公司的间接支配。 

第 7 章“中国国家资本的历史考察——以工矿业统计资料的各行业比较分析”（徐涛），

运用各种所有制、各行业的矿工业统计资料验证、分析了中国国家资本（即中央、地方政府

双方的资本）的长期特征。结论指出：（1）战前，国家资本的作用有限，尽管在部分行业中

外国资本处于支配地位，但民间资本在生产方面的绝大部分处于优势；（2）工矿业的国家资

本正式扩大是在抗战时期，战争结束后通过接受“敌国资产”，以重化学工业为主的相关民生

行业中，国家资本的规模也有扩大；（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通过重化学工业化与冷

战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重化学工业与轻工业都在国家资本的支配下；（4）1970 年代，经济

政策发生转变。1997 年实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政策以来，国家资本集中投入到“重

要行业”（资源和能源产业、基础产业、公益事业）之中。 

第 8 章“中国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从近代到当代”（唐成），主要分析了清末至 1945

年中国近代银行系统的产生、确立及到现代为止的变化过程，指出近代中国的银行制度虽然

在萌芽时期较为脆弱，但银行业的产生与发展始终离不开近代工业化的进展。另一方面，1936

年确立的政府系统金融机构的寡头垄断地位，经历了1949年之后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垄断后，

与改革开放以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状态存在关联，这是历史的负面遗产。 

第 9章“中国农业经营的历史变迁与当代意义——当代农业与 1930年代农业的比较分析”

（宝劔久俊），根据 1929-33 年卜凯（J. Lossing Buck）实施的农村农户调查统计资料（1937

年出版）和相关复原资料（以近年在南京农业大学发现的卜凯调查的中间统计表为基础制成），

比较分析了 1930 年代的农业经营与现代农业之间的区别。其结论可简要归纳为以下三点：（1）

与当代农业相近，1930 年代同样出现了专业农户的农地集聚，在沿海及东北地区，集约型农

业普及、土地生产率显示上升倾向；（2）1930 年代，中国农业具有县内农户间差距较大、各

地栽培作物多样、耕种品种数与耕种面积之间互相关联性较强的特征；（3）1930 年代，在对

中国土地面积与土地生产率的“逆相关假说”进行验证时，可实施计量分析的五种作物（小

麦、水稻、大麦、菜子、棉花）被舍弃。 

综上所述，本书各章的内容十分丰富，论点也涉及多个方面。同时，各章的切入点各有

不同，大体可分为关注经济现象的历史相似性（具体为民国以前与改革开放以后的类似性）

的第 1、9 章，充分运用历史性分析统计数据的第 2、3、7 章，对特定的产业与制度进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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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分析的第 5、6、8 章，以及通过追溯历史阐述当今经济现象起源的第 4 章。这种多样性正

是本书的重要特色，限于篇幅，以下就评者的关注点对本书整体进行评论。 

评者主要从事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研究，就研究领域而言，也可被称为是介于当代中国

经济学者与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者之间的中间层，但评者将自身定位为经济史学者。评者对

本书 注目的一点是，在 20 世纪后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应如何定位从 1949 年至 1978

年约 30 年的计划经济时期。按照评者的理解，分析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时，计划经济时期的

存在是不可欠缺的重要因素，其理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市场经济的否定(或者排除)与所有制

的公有化等重大制度变更。为了确切的理解计划经济时期的存在给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带来的

影响，有必要阐明以下三点：（1）1949 年之前的经济发展情况如何；（2）新中国成立前的经

济发展在计划经济时期的变化如何；（3）以上的变化又形成了怎样的改革开放的初期条件。 

这种视角出自重视现象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的历史学思维，如果我们立足于该视角考

察本书各章成果时，可以发现各章蕴含的深意各不相同。首先，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值

得指出的是，分析特定产业、制度或是统计数据的各章，根据经济学的框架限定视角，明确

揭示了历史性分析的结果。而这些分析结果又鲜明地描绘出包括计划经济时期在内的历史性

变化略图，在具体把握计划经济时期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造成的影响方面十分有益。而在第 4

章中，作为部分产业集群的发生背景，提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业状况极具启发性。另一方

面，关注经济现象的历史相似性的章节指出了民国与改革开放这两个不同时期的经济现象具

有类似性，评者认为这一点本身十分引人注目，并且有可能通过比较两个时期的经济现象，

针对计划经济时期发生的变化（或是未发生变化）这一视角展开更深入的讨论。 

另外，就计划经济时期的整体评价，评者还想指出一点。本书的序章中对计划经济时期

（正文中称为“毛泽东时代”）中教育事业和工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2 页）给与了积极评价，

但另一方面又把该时期用来分配资源的计划制度称之为“恶梦”（5-6 页）。那么，我们应该怎

样诠释这两种相反的评价呢？评者认为，应当解释为计划经济时期教育与工业取得了绝对性

的发展，但相对市场经济时期而言，计划经济时期的发展幅度还不够大。本书没有对上述观

点作明确的阐述，而某一特定时期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存在正反两面是理所当然的。对计划经

济时期进行评价时，能够均衡地整合正反两方面要素的讨论在学界仍不多见。仅就这一点而

言，应如何评价计划经济时期的问题依然是尚待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本书明确地指出了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与当代中国经济研究之间存在断裂，并以论文

集的形式通过实际行动向学术界呼吁，评者对此深表敬意。细考之下，本书尚存在一些瑕疵，

如若干论文中过于注重设定较长的分析时期，论点有所分散，概论性偏强；对 1949 年以前的

相关研究的整理不够充分，排版印刷错误略多等，但跨越专业壁垒、扩大分析对象之举，必

然伴随着超乎想象的困难。正因为如此，本书可以被称为是唤起中国近现代经济史学者与当

代中国经济学者对话的锐意尝试，评者期盼本书可以引发两个领域学者间更多的讨论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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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的可持续发展：能否规避资源、环境的制约》 

 

小岛丽逸  

（大东文化大学名誉教授） 

 

 原书为[日] 堀井伸浩编『中国の持続可能な成長：資源、環境制約の克服は 

可能か？』亚洲经济研究所，2010年。 

 薛轶群 译 

 

 

  该书为亚洲经济研究所自 2007 年起筹划的现代中国分析系列丛书之一，收录了

2007-2008 两年间的研究成果。全书除序章和结论外，共九章。编者的主旨思想为：一是冷

静且客观地分析中国是否真的如一般人所认为的是污染大国，是否真的是大量吞噬资源的国

家；二是建议日本政府和产业界在环境领域应加强“日中合作”。一至九章的题目如下。  

 

第1章  煤电供需矛盾的背景与制约供给的预测分析（堀井伸浩） 

第2章  石油供需差距的扩大与石油企业的国际合作（郭四志） 

第3章  矿物资源的国内供需现状与对外战略（泽田贤治） 

第4章  水资源、土地的需求膨胀与不足问题（长濑诚） 

第5章  大气污染问题与技术应对的发展（堀井伸浩） 

第6章  日益严峻的水污染问题及其对策（大塚健司） 

第7章  省能的可行性与效果（沈中元） 

第8章  国际环境规制与电器、电子器材的出口产业（木村公一朗） 

第9章  资源的循环利用（吉田绫） 

 

一、各章的概要 

 

    第 1 章至第 4 章主要分析了资源供给的瓶颈。第 5、第 6 章重点考察了环境保护的瓶颈。

第 7 章详细论述了能破解“资源环境双约束”的节能政策与技术。第 8 章以中国企业如何应

对欧盟的化学物质限制令（RoHS 指令）为例，探讨了国际环境规制在中国的实施情况。第 9

章总结并分析了固体废料的处理以及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 

第 1 章的堀井论文指出，上世纪，日本仅用 10 年就实现了主体能源结构从煤炭向石油的

转型，目前煤炭产业的重要性业已下降。与之相对，由于中国的能源结构是以煤炭为主的，

所以其问题焦点是在煤炭产业上。 

  煤炭的供给不足问题发生在 1990 年代中期和 2002 年以后，这和中央政府的决策失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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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相关。作者认为 1990 年代的供给不足源于农村乡镇的小煤矿被强制关闭以及国有重点大型

炭坑的投资停滞所引起的，其原因是政府对煤价的管制造成了煤矿企业大量亏损。  

中国在 2002-2006 年和 2008 年以后，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停电。1995-1999 年的电力

需求低迷以及发电设备投资下降等原因造成了前者停电。经过一段时间后，发电设备的装机

容量及发电能力仍不能及时满足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旺盛需求，所以又造成了后者的停电。造

成上述结果的深层原因是电力零售价被政府管制的情况下，用于发电的煤价却大幅提高，导

致电力产业陷入亏损状态，从而无力扩大投资。 

 就煤炭和电力供给不足问题，作者从需求状况、投资、生产能力、运转率、价格改革、

从建设到运转的时间周期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其中特别强调煤价和电价没有反应市场需求的

原因是在于其本身并不是在市场机制下形成的。因此，有必要进行市场化改革。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以下预测：一是煤炭的供给将日益增长，中国将不再

是煤炭出口国。在海外煤炭进口市场上，将与日本的竞争关系日益加深。二是在煤价体现市

场需要之前，价格上涨会起到改善环境污染的效果。 

  第 2 章中的郭论文通过分析石油的供需矛盾以及中国大型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等内容，指出

国内的需求量将在 2025 年达到日均 1050 万桶，相当于 2001 年日均需求量 500 万桶的两倍。

作者预计中国国内产量届时将停留在日产 300 万桶，其依靠海外市场的比例将超过 70%。 

  郭论文的优秀之处在于：一是在第 68、69 页的表 4 中将迄今为止中国大型企业进军海外

市场的情况整理成了一览表。二是在第三节中梳理了国家对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援助政策。

三是在第 76-80 页中对中国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特点作了总结，即：缝隙战略、大型交易、

购入合同、收购等 6 大特点。如果将当今全球的 7 大石油巨头公司与日本企业间的特点进行

比较研究的话，将是锦上添花之事。但是由于篇幅所限，作者不可能面面俱到。 

    第 3 章中的泽田论文在以基本金属元素中的铜，锌，镍为例，分析了中国国内需求变化

和进入海外的情况，揭示了这些元素因和对石油需求急速增长一样，对海外市场的依存程度

也日益趋升。其中在颇为重要的第四节矿物资源政策中，作者指出在国内拥有丰富贮藏量的

背景下，对包括稀土和稀有金属在内的重要战略资源，早就推出了出口限制政策。1992 年邓

小平的南巡讲话中就谈到，在稀土方面中国要仿效中东的欧佩克，在稀有金属方面，也要进

行规范化和政策化的考虑。就中国企业进入海外的做法，评者将结合郭论文在下文进行评述。 

  第 4 章的长绫论文以水资源、土地资源和荒漠化问题为重点，对水资源储存量进行了国

际比较，就需求量介绍了相关的构成比例，并指出农业用水的比重在逐渐缩小、城市用水中

生活用水的比例正在增加。尽管章节标题中指出需求呈现爆炸性增长，但仅从 115 页表 5 而

言似乎并未很好得到的体现。关于缺水的原因，作者列举了西北部在自然地理方面偏少、水

污染及水需求日益严重的因素。在政策应对方面，作者介绍了水源开发、调整上下水道费用

以及节水型城市建设等措施。 

   关于土地资源不足的原因，作者列举了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小、城市化进程中用地需求大、

开发区建设增加等因素。在政策应对方面，作者总结了政府严格管理土地和促进土地的流通

性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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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荒漠化和植树造林方面，长绫论文认为沙漠化已经得到控制，而植树造林作为西部大

开发的一环主要体现在退耕还林政策和民间植树。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作者强调中国在节水设备、农地整理及植树领域等方面，应与具

有历史经验和先进技术的日本积极加强合作。 

第 5 章的堀井论文是关于应对 SO2 污染的论文。作者通过总结自 1980 年代以来的对策

措施，并重点分析了 2002 年以后在酸雨较多的 175 个城市所采取的主要对策。具体而言，作

为经济手段采用了排污费制度，即对排放出标准值以上 SO2 的企业征收税金，再将该收入的

70%用于环境对策费。在 2001-2005 年的第 10 个 5 年计划中，虽然未达到减排目标，但 2004

年左右因为开始安装并推广低廉的国产排烟脱硫装置，排放量从 2007 年开始日趋减少。作者

对此给予肯定的同时，还强调了中国的排烟脱硫装置领域的市场大、前景好，日本企业不能

坐失良机，否则其市场将被欧美企业所占。 

   第 6 章的大塚论文在 2000-2007 年主要河流湖泊的水质变化的图表（参见原书 67 页图 1）

中指出，这 8 年来水质整体非但未有改善，反而正在恶化。作者介绍了 1996 年之后的政府对

策，从效果上看，COD 和氨氮成效明显，工业废水虽然正在减少但生活污水直至 2007 年开

始才少量减少。作者认为下水处理设施建设的落后和管理经营上的不完善是城市生活排水正

在成为 COD 和氨氮主要排放源的重要原因。 

  在经济政策决策之前，中国政府的一般做法是先选定若干个试验基地，待实验结果出来

后再推广施行。水污染的总量限制方式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讨论这种方式最早始于 1996 年的

第四届全国环境会议。从 170 页的表 5 可知，对于污染严重的河流流域，已实施了这种方法。

日本在治理濑户内海水质污染问题时，不仅限制大中小企业以的排放量，就连城市农村家庭

的排放也进行了控制。另外，从该表可以看出，中国幅员辽阔，河流流域规模相当于几个濑

户内海。中国尽管实施了总量控制的方法，但在 167、168 页的图 1 和图 2 中并未明显看出总

量限制后的效果。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评者将在下文论述。 

第 4 节是对严重水污染事故的论述。虽然污染事故的教训很有参考价值，但被外界知晓

的污染事故的例子却很少，一般中小级别的事故会极力向外界隐瞒，除非发生死者人数达到

两位数，或是数万、数十万人们的饮用水一下子无法饮用的事故后，才会被外界知晓。对此，

评者认为不应将其笼统归结为“缺乏守法意识”（187 页），应该从事故发生后的媒体报道取向

以及行政领导与该企业幕后存在的错综复杂利害关系的角度去分析更为重要。 

   第 7 章的沈论文从宏观角度，在分析节能对策及节能效率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钢铁行

业、汽车行业、电力产业及民生部门节能的可能性，并借此介绍了日本政府与企业在市场机

制原则下进行的节能对策与技术开发。对此论述，评者也持赞成态度。一般中国政府的政策

主要依靠的是行政手段，但是对环境政策而言，究竟是以行政手段为主，还是以市场经济为

主更能发挥效果，这将涉及深层次问题。这一点下文还将再次论及。 

    第 8 章的木村文主要分析了在电机电子制造业中有害人体的化学物质及重金属方面，中

国的企业是如何应对欧盟 ROHS 规制的。由于缺乏化学物质及重金属属性的相关知识，对于

非理工科的社会科学研究者而言，探讨科学物质及重金属污染的问题相当有难度。但编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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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这一难题，在大气、水、固体废料等狭义的环境污染外，也将化学物质、重金属污染问题

纳入本书讨论范围，评者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类似尝试。 

    在中国国内有关上述问题的文献并不多，因此作者通过企业访问与委托调查进行了归纳。

由于电机、电子产品在成品前，需要众多的零部件企业进行组装，所以作者将其视为供应链，

并调查了各部门所采取的对策情况。在调查的日资企业中，几乎所有各道工序都努力争取达

到 ROHS 指标，但中国企业中，除出口欧盟比例较高的企业较为敏感外，以内需为主的企业

并未一味努力争取达标。这一发现极为重要，其意义也将在下文阐述。 

    吉田在第 9 章中分析了宏观的物质流与其产业物的整合利用。作者揭示了中国的直接物

质投入量是日本的 7 倍，但其中的产业物循环利用率仅为直接物质投入量的 12.7%，不到日

本利用率的 50%。而资源的生产率（1 单位资源产出的 GDP）按汇率推算仅为日本的五分之

一。由此可见，中国是为资源高消耗型经济。在上述基础上，作者又分析了固体废料综合利

用的政策和实际效果。 

    在综合利用方面，分别探讨了约占固体废料 18%的煤烟与精炼渣、进口废料的回收与城

市垃圾的回收三项，并对整体政策及税制相关政策进行了详细分析。 

    但论文中未提及占固体废料 40%的采掘业的煤矸石、废石、废土。就这一点，评者将在

下文与土地、水质污染关系中论述。 

    

二、对本书的评价及若干疑问与感想 

    

接下来的评述将超出该书的范围，作者无需全部接受。读者在阅读书评时，能了解到也

有这样的看法即可。 

    首先，评者认为如果添加资源不足与环境恶化或是改善的整体示意图将更有助于读者理

解。这并不太占篇幅，可通过图或表格来表示。 

    关于资源，1、2、3 章中都有图表十分易于理解，但关于环境并没有整体的相关示意图。

在谈到环境制约时，如何认识其范围，表 1 或许可作有益补充。 

通过总结相关数据内容，用图示形式表示各个项目，可以使环境状况一目了然。例如：

大气中可吸入颗粒物、烟尘、SO2 虽得到显著改善，但 CO2、NOX 的排放量有所增加。大

塚论文的结论虽指出水质正在恶化，但重金属、苯酚、苯等的排放量却出现锐减。 

    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可参照环境库兹涅兹曲线理论，即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

的速度高于 GDP 的增长率，但在度过这一时期后，这种情况将会逆转。评者认为重要的是在

各项目中确认这一“拐点”，如大气污染就应从大气污染整体进行判断。 

    在判断时，运用何种指标必须进行仔细考量。如采取以 GDP 为单位测定排放量，那么

GDP 增长绝对排放量也会增加，从时间顺序来看就会得出改善的结论。使用 GDP 单位时，

第 9 章吉田论文中图 2（249 页）的资源生产率计算十分有效。 

    第 2 点，对于经济发展，使用资源制约或环境制约词汇时，应慎重区分各自的涵义。资

源制约中去除土地和水，不言而喻都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如果国内资源不足可依赖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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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只要有外汇即可，外汇等同于资源。但环境并非如此，无论是损害环境的经济活动

还是补救环境的经济活动都会增加 GDP。付出环境代价越大，GDP 数值也越高。如付出环境

代价过大引起民众造反，又将增加其他成本。作为改善环境的举措，GDP 用于补救环境的经

济活动中的具体指标极为重要。环境年鉴中每年都有记载相关数据，该书中也可予以适当补

充。这也可作为发达国家的若干推测，未作提及不免美中不足。 

 

表 1：环境问题示意图 

 

第 3 点，将矿业与环境问题放入同一本书中进行讨论的编辑方针值得肯定。由于矿业为

军事产业提供重要原料，矿业的机密性很高，仅次于军工业。即便如此，自 1990 年代后《中

广义的环境

问题 

狭 义

的 环

境 问

题 

自 然

生 态

环 境

问 题 

大气—可吸入颗粒物、烟尘、SO2、CO2、NO2 

水—重金属、苯酚、苯、COD、渣油、氨氮 

固体废料—矿业煤矸石、精炼渣、煤炭、制造业废料 

化学物质：各种 

缺水 

地面下沉 

荒漠化 

草原退化 

水土流失 

湖泽消失 

森林破坏与枯林 

耕地劣化 

生物多样性的消失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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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矿业年鉴》得以出版，提供了相当大的资料参考价值。 

    对如何结合这两者来看的问题，本书中的相关分析略显不足，同时也存在中文的误读。

评者先指出误读之处。“工业”在日语中应译为“矿工业”，按照中国的产业分类，采掘业的

分离始于 1985 年，在 1986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已有采掘业的各项指标。以钢铁业为例，

铁矿石采掘业与钢铁业同属一项会计单位，也是一项统计单位，未作为矿业专业企业分离出

去。在改革开放后作为会计单位、统计单位分离出去的例子也很少。而基本金属与稀有金属

的话，采掘与精炼一体的倾向应更强。日本人见到“工业”一词一般会理解成制造业。这种

词汇上的误解在大塚与吉田的论文中也有出现。 

    在论及矿业与环境时，第 2 个问题包括矿业占有大量土地、选矿工程中使用大量水、产

生大量废石废土、矸石山的渗漏、煤矸石堆积地占地面积大等。因此，第 3 章、4 章、6 章、

9 章之间需要一定的联系。第 9 章的吉田论文中指出固体废弃物的 40%为矿山煤矸石，但第 4

章的长濑论文在土地资源问题中未有提及，第 6 章的大塚论文也未提到矿毒，不免感到遗憾。 

    第 4 点是关于第 6 章的水污染分析。 

    与第 5 章的堀井论文讨论的 SO2 排放问题相比，第 6 章大塚论文向读者揭示了水污染情

况正在趋向恶化的情况。而相当多的水系都已实施了总量限制方式。对于这一问题，作者至

少应指明其原因，哪怕只是假设也可。 

    此外，关于重金属等直接影响人体物质的排放尽管锐减，但 CO2、氨氮出现增加的理由，

笔者认为分析的视角略显狭隘。可以认为，水的情况类似于毛细管部分的污垢全部集中于肾

脏，而导致其负担加重。这里的毛细管部分是指农村的人粪尿和家畜的粪尿、洗衣机的普及、

农产品加工工厂的增加。从历史可知，自 2000 年以后一直采用的良性循环利用法，即以人和

家畜的粪尿施肥的循环可能出现了中断。这是因为搬运量很大，不及科学肥料的简便。按现

在的人口，每年人的粪尿达 5.5 亿吨，越对家畜进行大量育肥，也就越难以处理。这或许是上

述含矿毒废水的影响，避而不谈有伤大雅的内容，这让人感到有所欠缺。 

第 5 点是与第 9 章吉田论文相关的几点内容。 

  吉田在 213 页介绍了禁止将耕地土地用作粘土砖的情况。看到此处时，我不禁想到的是

这个通知怎么又再次下达了呢？这个禁令以会破坏耕地为由，在此前也下达过多次。在吉田

论文中，将该禁令的出现解释为较之破坏耕地，更利于促进煤灰的利用，乐观地认为在用于

炼瓦和水泥方面潜力巨大。1980、90 年代虽然颁布过这一禁令，但由于没有效果，因此 2004

年、05 年，试图从需求层面禁止使用粘土砖。在此评者不对该禁令的效果加以论断。粘土砖

的生产者是农民的副业或者是乡镇企业，其需求范围最多是村镇一级。如果考虑向煤灰转换，

粘土砖生产者在每年都生产的农村地区拥有较大的粘土砖企业，而附近却没有相应的煤灰供

应者，从运输的角度而言企业生存非常困难。如农村靠近发电所或者钢铁厂还可，但大部分

的镇和农村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考虑到运输费用，这条禁令和 80、90 年代的禁令一样很可

能只是一纸空文。以前，在日本农民在冬闲期作为副业用农地制瓦，也有一年四季专门制瓦

的农户。而现在不再用瓦，是因为新的街区的出现和屋檐的改头换面。在中国粘土砖是否被

煤灰代替还需慎重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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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关于废品回收业的政策经常被提及。但展望未来，即便是农民工也不愿从事“3K（危

险 kiken、肮脏 kitanai、吃力 kitsui）工作”，而薪资本身也在不断上升，从中长期来看，是

否还会像此前一样发展仍不明朗。这将由原材料、资源的供给上升，来决定是否衰退。 

  从吉田文论中想到的另一点是 2010 年后期楼房的拆迁开始增加。这属于建筑业产生的固

体废料。农村的住宅建设最火热的时候是在 1970 年代后期至 80 年代前期。之后迎来了一个

转型期。而城市的高楼大厦建设始于 1980 年代后期。初期的建筑似乎没有施以足够的防水涂

层，粗制滥造者居多。评者认为如今已渐渐进入了必须思考如何处理拆毁建筑的时期。虽然

这与吉田论文没有直接联系，但希望作者能够留意到这个问题。 

  第 6 点是读完第 4 章长濑论文后的感想。 

  在有限的篇幅内，要将水、土地、荒漠化、植树造林绿化等纳入考察范围显然并非易事。

但评者认为如果在论述方法上好好考虑的话，或许有若干改善的余地。虽然在希望急速增加

土地需求的前提下，作者停止了讨论，但农村中的休耕地正不断增加。准确而言，土地问题

或可表述为政府资本、国有企业的圈地运动。在农村则是县政府、乡政府的圈地。2008 年 10

月的三中全会决议中，尽管农地的流通照例限定为农业加工的城市资本，但这也是圈占农村

耕地。房地产资本流入农村尽管仍未在法律上解禁，但实质上已在近郊发生。追根溯源，各

级政府的圈占农地与 1994 年的分税制有关。实施该分税制以后，地方财政无以为继，只能依

靠卖地收入。那么这样的圈地是否给整体经济带来负面影响呢？答案正好相反，农地转为非

农地，产生了大量的固定资本投资，这也支撑了以往经济的高速增长。因此，第 9 章吉田论

文通过与算出资源生产率相同的方法计算土地生产率，发现转为非农业用地后可实现远高于

一般农业的生产率。换言之，土地资源受制约少更好。 

农地的减少确实正在发生。为了制止农地的减少，政府既有基本农田条例，也有至 2015

年必须确保耕地底线的计划，但在 2009 年时的中国耕地面积就已经徘徊于该底线了。耕地转

为非农地用地在县外较多是由于村镇中心的挪用和墓地。墓地原本就决定只能设在山地丘陵。

人民公社时期虽然形成了各个村的公墓，但人民公社解散后这一限制也形同虚设，1980 年代

以后农地开始用于建造家族成员的墓地。尤其在南方这一现象十分明显。而香港、澳门的中

国人及海外华侨都倾向在家乡的耕地营建墓地。除了上述的城市资本与各级政府的圈占外，

因退耕还林政策耕地减少，将来也不可能会增加。那么，这样一来是否会引发严重的粮食危

机呢？答案是并非如此，因为外汇可换取粮食。 

评者想进一步指出的一点是，荒漠化的缓解与森林再生的关系。以 10 年为单位来考察，

其判断将更为正确。1 至 2 年的荒漠化面积的减少从时间上来看过短。而植树造林方面，累积

1950 年代至 60 年代的植树面积，森林覆盖率将超过 30%。这些公开的统计数据中存在着问

题。中国的气象条件与日本不同，树木成活率极低。1950 年的森林覆盖率接近于国土面积的

8%，目前已略高于 20%。在评者的调查中，60 年内森林覆盖率大幅提高的国家只有韩国和中

国。这应给予高度评价。但植树造林的具体承担者有所不同。人民公社时代是带有强制性或

半强制性的农民动员。而如今包括长城以北的造林工程在内，是由国家实施的 6 大造林工程

为主体。农民是领取国家退耕还林的补贴进行植树，以及在遍布枯林的村庄周围进行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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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森林覆盖率达到 20%，可以看到局部地区自然生态恢复的迹象。当然这并不能断言全

国整体出现了这种趋势。评者认为这一点应在 30 年到 50 年后再进行评价。 

第 7 点，是和第 8 章的木村论文有关的一些感想。 

发达国家的环境对策多半是最先起源于受害民众的抗议活动，然后是报道这些的媒体、

觉醒的科学家、以及全体民众对环境问题的认识深化，这样一步步逼迫政府和企业采取政策

措施。这种污染包括在工厂矿山方面发生的点的污染、在河流中流淌的线的污染、及汽车公

司和农药的大面积使用造成的城市整体或农村大范围面积的面的污染，再从 1970 年代扩散到

全球规模。政策的制定也从应对点的污染开始。在这一方面，从 20 世纪后半开始发展经济的

发展中国家，在极短的时期内就经历了这种点线面全球规模的压缩型扩散过程。 

    中国也被纳入压缩型污染扩散的范畴，并且其还要多加一个另外的因素，也就是体制的

问题。不论是民众抗议，还是媒体的报道，无法议论污染事故的时代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至今也存在相当大的限制。从而因无法像民主主义国家那样做到言论自由，导致民众整体环

境意识的觉醒相对滞后。 

  那么，政府的政策法规中的环境基准是如何出台的呢？这主要是根据发达国家已制定的

条文为基准制定的，在跻身国际舞台后，外部压力会成为推动政策制定者的动力。而内发性

地通过民众抗议和媒体乃至科学家的分析来制定政策的情况很少。1973 年的第一次全国环境

会议的召开，源自于周恩来惊讶于中国代表团所带回的上一年斯德哥尔摩相关环境会议的报

告。当时水俣病的患者及宇井纯、制作了水俣病录像的地本昭典也在场外参加了这个会议。

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荒漠化和森林问题会破坏自然生态环境，也是源自 1992 年在里约热内卢

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会议决议和公约。 

  RoHS 限制问题也是一种外部压力。这种无法向欧盟出口的外压在何种程度上深入影响中

国，是直接与其国内的内在出口需求有关的，如需求很高，则影响较为深入，如外因和内因

无直接利害关系则相反。木村的分析如实地反映了上述事实。 

  堀井论文中描述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情况，而在大塚论文中又表现为”缺乏守法意

识”。不管政府的政策多么美好，影响力却相当低下的原因在于体制问题本身，在这种体制下

民众抗议、媒体以及科学家实际上无法自由地阐明事实。如将其描述为政策的特征，则成了

究竟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更具效果的政策议论。关于这一点本想详述，但因限于篇幅

只能留待今后。评者只想再次强调的是，沈论文总结了日本经验——即在设定了税制、金融、

直接补贴的框架后交由市场决定——极具参考价值。另外一点是关于国内外的资源开发上存

在的问题，也不得不因同样的理由予以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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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的森林再生：超越社会主义与市场主义》 

 

北川秀树  

（龙谷大学教授） 

 

 原书为[日] 関良基・向虎・吉川成美『中国の森林再生：社会主義と市場主義 

を超えて』御茶之水书房，2009 年 2 月。 

 叶红 译 

 

 

该书是由拓殖大学的关良基先生，以及其在早稻田大学担任助教时的学生向虎先生和吉

川成美先生的合力之作，由 3 部分（8 章）组成。 

第 1 部分(1-3 章)是“中国森林再生总论”。该部分从全球化与中国的特点这两个角度就中

国森林的全球定位、实施退耕还林的历史背景、争议以及西部大开发等内容进行了分析。第 2

部分(4-5 章)是“退耕还林与山村社会构造的变化——实地调查”。该部分从当地角度选材，以

黄河流域的陕西省与长江流域的贵州省的乡村为案例，在解剖其社会经济构造的同时，论述

了退耕还林情况。随后，第 3 部分(6-8 章) 是“政府、农民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实施的森林问题

的具体调查”。该部分介绍了权益人的职责与非政府组织参与项目的成果，并论证了以政府为

主着手实施的森林再生的极限以及其可能性。总而言之，作者主要以 2002 年至 2005 年期间

的农村采访和调研为基础，考察了中国的退耕还林政策。 

下面将依次对各章内容加以适当的评介。 

第 1 章是“世界森林活动中的中国所处的地位”。该章分析了中国政府在 2007 年亚太经合

组织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到 2020 年前国内扩大 2000 万公顷森林面积”这一目标，并论述了

中国从过去的治水、防止沙漠化到目前把植树造林作为解决全球变暖的办法的变化过程。同

时，该章指出从 2000 年以来的五年期间，年平均森林增长面积达到 406 万公顷，其成功的因

素主要是实施了由政府主导的调动大批人员参与植树造林活动的政策。另外,中国的集体所有

林面积虽占 6 成，但在其具体管理方式中则呈现出多样化特点，即：相对独立性较高的国家

管理型、比较灵活的当地管理型、属于国家但是权力下放到当地的以及按照市场经济原理运

作的企业主权管理型等。当前，集体所有林中，小规模的承包式林木经营与国家主管、有计

划地派遣人员植树造林在同时进行。这对于确保造林面积而言，可以说是非常合理的。作者

按照把“当地农民的参与程度和政府的支援力度”作为参考坐标轴，把中国的造林工程分为以下

五个类型：一是由国营企业管理的政府直接管辖型，二是退耕还林式的动员型，三是建设速

成材木基地项目式的企业大规模栽培型，四是企业与农村间的契约型，五是集体所有林木交

给当地农民进行的自主管理型。最后的结论是“如果保留政府全力扶植这一具有社会主义的特

征形式，而不加强当地农民的经营自主权的话，很难保证能长期并持续地管理好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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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中作者分析了“中国国内围绕退耕还林问题”的争议。首先，作者介绍了中国退耕还

林的历史背景，即：中国自《关于黄河中流地区的保水保土工程的决定》（1963 年）颁布后，

围绕改革开放政策、解散了人民公社与实施家庭承包制后出现的乱砍乱伐，制定和修改新开

垦农地时的《保水保土工作条例》，长江、松花江洪灾害后制定的土地管理法，退耕还林政策

的实施及粮食储备过剩的现状等问题进行过充分讨论。其次，作者详细阐述了针对粮食补偿、

验证是否属于生态林木或经济林木、供给树苗、间种作物等问题而出现的对立看法，以及这

些不同意见是如何反映到《退耕还林的条例》(2003)中去的。从结果上看，该条例将退耕还林

的对象范围从斜坡为“25 度以上”的土地改成了自然生态毁坏程度恶劣的土地，并把实施补助

的年限改为经济林 5 年、生态林 8 年。树苗也定为既可以从政府县级层购买，也可以由农户

个人购买。 

    第 3 章是“西部大开发中的济贫战略与退耕还林”。该章通过探讨“开发→济贫→保护生态

→发展经济”这一方针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是否付诸实施时，发现政府虽然投入大量资金推出

了诸如基本设施建设、整顿通货膨胀、调整产业构造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举措，然而由于科

学根据不足、或担心项目是否能持久、以及农民的贫困问题未能得到解决等原因，开始出现

了怀疑的声音。作者以山西省中阳县为例，指出该县不仅畜牧业遭到了破坏，而且由于违法

开发矿井和生态移民而带来的对少数民族以及贫困户的生存上的威胁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可

见，发展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农林业与不断提高农户收入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第 4、5 章中通过在黄河以及长江流域的农村进行实地调查，提出了实施退耕还林项目时

的具体课题。首先，在第 4 章中介绍了黄河流域的陕西省延安市马家坪村（138 户，人口 568

人，总面积 713 公顷)，当地海拔 1000 米左右，降水量不足 500mm。居民在实施退耕还林前

基本靠饲养山羊和农业维持生活，当地主要农产品有玉米、谷子、小麦、高梁、大豆等。作

者在 2003 年 8 月这一个月里，对该村进行了问卷调查，得到的有效回答是 90 户人家。据当

地农民讲，自 1981 年起实施家庭承包后，出现了森林被砍当柴烧、为扩大耕种面积而伐林的

现象，致使林地受到了严重破坏。再有，尽管此政策由党委书记推进实施，但村长以下的农

户却强烈反对退耕还林政策。作者指出退耕还林虽然使土壤流失减少，改善了环境，但是经

问卷调查的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户表示目前农业几乎破产，除了出外打短工和散工以外，没有

任何收入，生活没有保障。另外，由于禁止放牧，兼做畜业的农户的收入急剧减少，尽管出

外打工的人次有所增加，但是常常由于没有学历而找不到工作。有一大批农户在退耕还林后

因得不到政府的承认，无法获取粮食补助。居民生活得不到保证，这也蕴含着另一次开垦的

危险性。最后，该章总结认为“如果政府与当地农民之间的协商不充分，互相之间没有建成良

好的信赖与协作关系的话，退耕还林就不会收到预期效果”。 

    接着，在第 5 章中将长江流域的贵州省膜黔西县朴素镇古胜村(271 户、约 1800 人)作为

案例进行了考察。该村位于长江上游的省会贵阳市西北 85 公里处，海拔 800 至 1500 米，降

水量较大，为 1200mm。所以，当地存在着由于开垦带来的石漠化的问题。作者从 2002 年 8

月起持续走访当地，对 64 户人家进行了调查。当地由于在 1958 年的大跃进时期，砍伐了大

量木材做燃料，为了缓解饥荒问题开垦陡坡土地种植，降雨引起土壤流失问题日趋严重，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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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化不断扩大，招致了贫困与破坏环境的恶性循环。与马家坪村同样，退耕还林后，农业和

畜牧业都走向衰退，补助时期结束后的缺粮问题成为一大不稳定因素。 

    第 6 章“政府与农民的对立”中指出，退耕还林的承包经营权设定为七十年，比承包农地还

长。另外，得到允许砍伐树木时，木材的贩卖及收益都归农户所有。以此为前提的这两个村

庄的共同点是，退耕还林以后畜牧业衰退了，失去了稳定的雇佣来源。再有，退耕还林完成

之后，重新打算开垦的农户仍大量存在。可见，当地在推行这种政策中，存在结构性矛盾。

另外，在古胜村尽管禁止间种，但是仍有很多农户偷着违法间种。因为施肥、除草都井井有

条而使得树木的成活率也较高，故出现了对禁止间种的意义的怀疑。在供给树苗方面，农民

希望种一种叫“梓”的当地树种，但政府供给的则是以低成本为主的树苗，没有遵守适地种树的

原则。在马家坪村，把枣树也算作生态林木，以此算作已达到中央政府的生态林木要占 80%

以上的要求。作者综合以上内容指出，轻视或者无视农民的传统知识及技术能力的做法仍然

存在，林木之间的混合间种应该得到合法化（2007 年 8 月经过重新考虑实现了合法化）。作

者还认为当树木成长起来以后，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放牧，选树木时，也要根据当地特征，

尊重当地人的做法。在以新产业取代过去传统落后的农业方面，作者建议应该加大政府在新

产业上的扶植力度。此外，作者还论述了要尊重当地人的意愿，以当地为主导推进退耕还林

的重要性。 

    在第 7 章 “古胜村的社会共同资本与内在发展”中，作者以提高居民主动参与的必要性为

着眼点，运用宇泽弘文的社会共同资本和鹤见和子的自发型发展理论，介绍并分析了一项以

贵州省邓仪先生（草海农民环境保护协会）为中心，“自然之友”、“绿网”以及作者本人协助参

与实施的课题。作者阐述了在以非政府组织的村落为单位基础上，通过尊重居民意见并调动

其积极性，很好地把原来的动员群众型政策引导成为群众主动参与政策。该项目最开始是村

民自己修路，之后通过逐渐构筑居民与政府的信赖关系，又开展了诸如封山育林、整治水利、

研修有关果树和畜牧业知识、试行限额贷款等一系列活动。最后还成立了由居民自发设立的

合作机构，用于促进民间资本发展新型产业。该项目的实施方式，充分发挥了民间的内在能

动性，这既有利于克服民众与政府的对立关系，又能管理和保护了自然资源。该项目的重要

意义在于，非政府组织作为规划者在政府能力强大的中国农村也有可能实现自律发展。 

    最后，作者在第 8 章 “为了可持续性的森林再生”中指出，退耕还林政策在防止表土流失、

防洪等方面，对改善环境颇有成效。中国政府于 2007 年发出的《修改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改变了过去的政策，内容包括再次延长发放补助费的年限，合理改善间种，设立确保基本农

田（基本种粮田地）的特设基金，暂停开辟退耕还林等。与此同时，巴西由于对大豆等粮食

需求量的增加，开始把热带林转换开垦为农地，由此对俄国及东南亚国家的进口木材依赖增

加。受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各国必须从全球角度来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并且，依赖出口的

模式已达极限，依靠城市消化农村劳动力的做法已经开始行不通了，需要把目光转向依靠内

需。特别是在中国，由于农地转成林地之后居民仍具有使用权，故其一贯坚持反对市场化。

作者建议“应该探索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的复合经营模式，并建设与之相关的内需指向型加工

业，以此增加农村和山村居民的收入”，还应该对 WTO 的农产品及林产品的自由化模式敲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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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钟。而且，作者主张抛弃以往的官僚主导型“社会主义”，应构筑“通过建立和管理社会共同

资本实现农业内在的发展、扬弃官僚主义和市场主义的弊害”的新型“社会主义”模式。 

    从全书内容上看，该书基本上到达了作者开篇所说的要阐明“中国以世界最快的速度扩大

森林面积的背景及今后持续管理的可能性”的目的。另外，作为该书的主要成果，作者指出 1990

年代以后，中国虽然在扩大森林面积上投入了巨资，通过调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造林方式取得

了一定成果，但从长远来看这一方式仍尚存诸多问题。 

    本书的意义特别在于详细阐述了中国政府自1990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实施退耕还林政策的

背景、内容、课题及国内争议，并基于在农村的现场采访探讨了中国林业未来持续发展的可

能性。在中国阐述退耕还林政策及其对环境的改善，以及由此发生变化的农民生活及生存方

式的论文有很多，但往往在研究视野上有些狭窄。以非政府组织介入的成功经验为基础，让

农民自主地加强社会资本、扶植替代产业，从而促使内部的发展，这从全球角度来看也益处

极大、意义深远。 

    另一方面，近年来中国的森林政策变化极快，该书论述的内容已经在逐渐变成往事。该

书虽出版于 2009 年，但是作者执笔应是在 2006 年以前，实地采访也是 2002 年至 2005 年的

内容。事实上，2007 年，中国政府发出的相关通知中就对退耕还林政策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

2009 年 9 月，在延安市召开了全国退耕还林建设项目 10 周年的总结大会上，国家林业局用“四

增四减”来强调其成果（中国绿色时报、2009 年 9 月 11 日）。所谓四增，即①森林面积增加 4．03

亿亩；② 森林储蓄量增加 15 立方米；③农民收入增长； ④粮食生产量增长。四减则指的是

①沙漠化扩展的速度减慢；② 土壤浸食减少；③流入河川的土砂量减少；④尘暴、洪水等自

然灾害减少。总而言之，退耕还林政策在改善环境方面取得了硕果。至于已经付诸实施的退

耕还林工作，虽然粮食补助仍在继续，但是已停止了新一轮退耕还林。也就是说，该政策已

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目前项目暂告一段落。 

    之后，2008 年 7 月 14 日，中国发表了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书，对“承认各农户

的持承包经营权，给予发放林权证，整理林权市场，权利流通”等内容进行了改革，其目的在

于使林业市场化、效率化，并促使农民增收。另外，地区的特性是否会被忽视，自然环境是

否会被破坏等担忧仍未消除，对这些问题如何解决，在该书中也未涉及。改革的最终目的是

推动农村地区的市场化，通过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转型，解决三农问题并促进农村的城市

化。其试图把从事低效率的农业而又庞大的农业人口吸纳到二次、三次产业中，使农村人口

流入城市的战略构想与作者所提倡的内生发展论（通过农业替代产业发展农村）是相反的。

对此，作者并未能作进一步分析和考察。 

    尽管上述相关内容，还有待于作者在今后进一步研究并加以完善。但本书基于在实地调

查的基础上，从各个角度详细地论述了退耕还林政策和以当地农民为主导的可持续性林业发

展模式，是一部值得一读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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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中国问题丛书 8  教育不公平问题能克服吗》 

 

阿古智子  

（早稻田大学准教授） 

 

 原书为[日] 園田茂人・新保敦子『叢書中国的問題群 8 教育は不平等を克服で 

きるか』岩波书店，2010 年。 

 吴金海 译 

 

 

    本书旨在通过长达 100 年的时间跨度探研中国的“教育不公平”、“学历社会化”等教育

问题。作者园田茂人是社会学家，而新保敦子是教育史家，两者相得益彰的合作使得该书不

仅具有社会学的研究范式，同时也很好地从历史学的视角进行了深度探讨。 

    虽然任何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存在贫富差距和学历至上等现象，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

城乡贫富差距问题则更为突出，学历社会化的速度也非常之快。那么，造成该问题的真正原

因到底是什么？是作为教育主体的人的欲望“使然”，还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必然”？为克服

贫富差距和教育不公平问题，中国已经做了哪些努力？今后能否真正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

进而实现教育的大众化？这些诸多问题都亟需探讨和分析。 

 

本书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所组成。 

序言 

第一章 学历社会的前奏曲——清末科举制度与近代教育的相逢 

第二章 教育大众化的梦想——民国时期的教育改革尝试 

第三章 寻求全民公平教育——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教育制度 

第四章 学历社会的诞生——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回归传统” 

第五章 “海归”与“海待”——海外留学的明与暗 

第六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教育领域中的 “问题集” 

结语——教育不公平问题能得以克服吗 

 

  第一、二章中，作者通过梳理从清末到民国期间的教育状况，对教育不公平问题进行了

论述。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支撑中国传统社会教育的主体框架，其在选拔精英人才时科举

制度是较为开放的。笔者并不赞同这一观点，因为在历代科举合格者名单中往往以出自官僚

名门者居多。只要成为官僚，教育投资者就可以通过与官僚之间的“关系”而获得好处。所

以笔者分析认为，科举制度的形成离不开这么一个能够长期进行高额教育投资的社会阶层，

而科举制度的维持更离不开能包容这一社会阶层的政治体制的存在。也就是说，科举制度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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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是一项几乎与普通民众无关的、高高在上的人才选拔制度，并不具有多少开放性。即便如

此，在教育与政治密不可分的社会大环境下，科举制度往往很难成为批判的对象。 

  历史上，中国并没有把精力放在大众教育上，迫使这一状况出现转机的是 1860 年以后来

自“西方的冲击”。在该书中还指出，日本是中国近代教育制度建立时所参考和学习的榜样。 

清朝与日本在教育方面的较量中初尝败果，而后又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给日本。由于中国

认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获胜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其近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和国民教育的普

及，因此开始仿效日本并确立了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当时有许多日本人远涉重洋来到中国，

致力于中国教师队伍的培训工作，据说受雇佣的外国人中的 87%是日本人。与此同时，当时

也有不少中国学生远赴日本留学。虽然中国的学校制度改革是以美国“633 制”为模板的，但

是还增设了道德修养科目，后来这个科目又被公民与社会科目所代替。可见，在中国学校教

育课程的改订和设置方面，很多地方都参考了当时日本的做法。 

然而，中国对近代教育制度的引进与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民国时期的学龄儿童入学率就

只有 30%左右，而日本在 1902 年时的入学率就已经超过了 90%。当时中国的小学既有公立

也有私立，但是公立学校的学费昂贵，只有富裕阶层的儿童上得起学。也就是说，这是用“公

费”而进行的一种“阶级再生产”。虽然私立学校和像“私塾”这样的传统教育机构也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但是面向广大民众的基础教育普及起步较晚。 

为弥补上述不足，中国开始实施社会教育，并开展了一系列平民教育运动。如：以从美

国归国的留学生为核心组织识字学习等。但是，由于教育内容过于游离于农民的实际生活，

而且许多施教者无法忍受农村的生活等原因，导致这个远大计划最后只停留在构想层面，没

有得到真正的实施和落实。不过，因当时的美国基督教期待在中国扩大其势力范围，所以这

些民间活动从美国社会团体那里也得到过巨额资金援助。 

1940 年代后，在旧解放区推进的大众教育虽然同样把农村作为据点，但是其理念却截然

不同。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教育政策的实施过程中采用的是依靠群众力量的大众路线。 

革命胜利后，中国教育也出现了大变革，基本上采用的是以前苏联模式，注重对工人和

农民的识字教育。在高等教育中，则把重点放在了培养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高科技人才上。其

间，在围绕是实施大众的国民教育还是仅限精英教育这一问题，中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摸

索过程。中国一方面极力推进基础教育的普及，另一方面为了有效分配非常有限的预算资金，

导入了重点学校制度，而这些重点学校所能吸收的学生人数仅占学龄人口的 3%。 

可见，中国虽然在人口数量、国土面积等方面属于大国，但在长期教育改革过程中尚存

诸多问题。也就是说，尽管各个时期会有不同的焦点和方法，但中国教育始终都在谋求探寻

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城市和农村、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精英的培育之间的平衡

点。 

那么，现代中国的教育问题在历史脉络中又处于什么样的定位呢？作者在本书中认为“现

代的学历社会与传统的中国教育极为相似”、“科举制度这一文化基因随着市场经济化和改革

开放而获得了重生”（原书 96 页）。那么，重视学历和考试的传统究竟是不是真的经历了一时

的间断后又重新复活了呢？即使在推行所谓绝对平均主义的毛泽东时代，除文革时期外也一



书评·书介 
 

207 

 

直存在着重点学校制度，助长了教育不平等的问题。虽然各个时代的经济政策和国家建设目

标各不相同，关于精英教育的看法也见仁见智，但是中国政府往往会集聚大量的时间和金钱

用于人才培养，从这个意义上说，难道我们不能认为毛泽东时代并不例外吗？ 

此外，中国虽然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和功利主义教育观的渗透，因学历差距而导致的收

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日益显现。对此，作者认为当前中国并没有产生对教育的不信任与对学

历社会的批判。其理由为：（1）这样的现象才刚刚显现，人们对此还处于不关心的状态；（2）

社会对“关系”和“家族背景”等属性主义往往会避而不谈，而相反会去强调和肯定获取成

功过程中的个人努力因素（认为在公正评价一个人的业绩时学历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这

一点，社会上也有较高的认可度）。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回顾历史对社会深层问题进行思考的

话，也许可以发现与此不同的解读。 

如前所述，作者认为科举制度虽是一种有利于特权阶级的制度，但是因为目前政治体制

下的中国的教育投资面向全社会和所有阶层，所以科举制度并没有遭到太多的批判而得以维

持和延续下来，而本书的着眼点正在于此。但是，目前中国对培养少数社会精英的公立学校

的投资力度之大是有目共睹的，其所形成和实施的升学考试制度也明显偏向于那些具有城市

户口的学生，人们对这种不重视社会弱者的教育政策已经开始表现出不信任和不满情绪。在

现实生活中，因为有权有势而使得子女顺利升入好学校就读的例子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在中

国国内的报刊杂志上也时不时会看到类似的相关报道。 

即便如此，要求现行教育制度进行改革的呼声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就在于既得利益阶层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掌握着绝对的权力，难以反映弱者的声音的社会结构仍然没有改变。如前

所述，即使在实行平等主义的毛泽东时代，这种倾向也同样存在。本书中也已经提到，被认

为是导致目前中国社会不平等的原因的一些制度（户籍制度、国有要素和共产党员优先等）

其实都是社会主义体制的产物。 

在分析现代学历社会问题上，本书基本上使用了作者本人所获取的一手调查数据，而且

这些调查数据涵盖了各个时期和多个国家。从这点上讲，该研究的原创性很强，非常有意义。

但是，其中也隐含了对复杂多样的中国社会进行单纯化分析的危险。笔者平时比较倾向于做

田野调查，而后习惯于进行微观分析。可能正因为这样，笔者总是会对问卷调查的结果持一

些怀疑态度。当然，为把握宏观脉络而收集和处理大量数据的问卷调查确实重要，但是如何

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进行有效结合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 

  笔者虽然提了上述诸多问题，但不可否认本书是一本从历史学和社会学角度研究中国社

会和教育的优秀著作。从本书的结构内容上看，很适用于在教育领域的大学生和研究生进行

研读，该书不仅对先行研究进行了系统整理，还认真仔细地从中提炼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参考

价值的论点。特别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期间的教育史，一直以来都是日本学界重点关注的研

究领域，至今已有很深厚的学术积淀。对此，本书进行的详细评介，很有助于国内外学者更

好地了解该时期的研究现状及其学术动态。此外，作者在文末所整理的参考文献列表也具有

很好的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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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建国前后的上海》 

 

三品英宪  

（和歌山大学准教授） 

 

 原书评刊载于[日] 『歴史学研究』第 874 号，青木书店，2010 年 12 月，24-27 

  页。 

 原书为[日]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建国前後の上海』研文出版，2009 年 6 月。 

 朱琳 译 

 

 

本书是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作为共同研究成果而刊行的论文集，该研究会长期以来研究及

出版活动非常活跃。在这里，国内外不同风格的执笔者描写了古厩忠夫提出的“殖民上海”这一

上海的特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称为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是如何变化的。下面首先概

观一下本书内容（号码是评者为方便起见而加上的）。 

本书除了“总论”（高纲博文、金野纯）、“结语”（高纲）之外，由三部分构成，收录了 14

篇论文。第Ⅰ部“生活空间的再编”由五篇构成。①《从赛马场到人民公园、人民广场》（熊月

之）描述了在 19 世纪中叶作为娱乐设施所设立的赛马场，之后逐渐被赋予政治性和文化性的

象征意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爱国、民主、文明”的对立物被政府回收，后转变为人民公

园和人民广场的经过。 

   ②《从“汉奸”告发运动来看战后上海的大众社会》（岩间一弘）以李泽事件为题材描写了

都市民众是如何参与了战后告发“汉奸”的运动。顺便提一句，“汉奸”是“汉民族的背叛者”的意

思。在被认为是“汉奸”的李泽从逮捕到审判的过程中，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产生了复杂的影响，

而且，由于媒体的舆论操纵使其有了很大的意义。岩间认为，这种大众的关联方式是五反运

动的先驱，可以认为这里存在着 1949 年前后的大众运动结构的连续性。 

   ③《从保甲制度到居民委员会》（石岛纪之）讨论了国家对基层社会的统治是如何变化的。

石岛认为，国民政府的末端行政单位保甲与上海的基层组织里弄是分别编成的，与之相反的

是，共产党政权深入到里弄将住户组织成居民委员会。由此，上海的基层社会从人际关系稀

薄的空间转换为紧密的空间。 

   ④《从战后内战期到建国初期的卫生运动》（福士由纪）论述了上海市的卫生行政的变化。

战后的国民政府试图利用保甲推进卫生、防疫事业，但是，市民们认为“不充分”，表现出不满。

建国后，从市区到里弄各种各样的组织成立起来，与内战期相比，实施了涉及到都市居民全

体的大规模的动员。 

   ⑤《从非法堕胎到计划生育》（小滨正子）论述了关于生育控制的言论空间的变化。建国

初期，生育控制一方面继承了民国以来的观念，另一方面却受到批判，因为更多地是要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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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优越性的信念。人口急剧增加后，一下子就转为推进计划生育，而在这一

变化发生之际，认为计划生育是“科学的”、“有计划的”的言论空间就此形成。 

第Ⅱ部“经济空间的变容”由五篇构成。⑥《在上海的日本侨民的撤退与留用》（山村睦夫）

论述了战后上海的日本侨民是怎样做到全员回国的。日本政府出于战后继续维持在中国的经

济基础和影响力的需要，推荐侨民留下来。国民政府当初试图积极地充分利用日本技术人员，

但是 1946 年却转变为催促其全员回国。据说，这是因为美国对于日本维持在中国的影响力抱

有强烈的戒备心。 

   ⑦《贸易政策的激变与上海的广东人贸易商（1942-1956）》（宋钻友）论述了作为贸易都

市的上海在 1942 年前后的变化。1942 年前的上海在自由贸易政策下获得繁荣，商人们从各

地聚集而来。但是，在汪精卫政权下实施了贸易管制政策，人民共和国建国后也由于在出口

上受到限制，上海丧失了独立性，广东商人也从上海撤退了。 

   ⑧《建国前后上海的百货店》（菊池敏夫）论述了建国前后上海的商业陈设的变化。由于

具有很好的宣传效果，建国后商品橱窗也被用于政治和行政的宣传。与之相反，霓虹灯虽然

在内战期以后被国共两党用于政治性宣传，但是后来，在三反五反运动中霓虹灯却作为消费

文化的象征消失了。 

   ⑨《统一战线和反统一战线》（李培德）论述了在国共两政权的夹缝中，上海的银行家们

作出了怎样的选择。战后，脱离了国民党的上海银行家在共产党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在继续

保持与上海的关系的同时，将据点移到香港。此后，国共两政权试图将香港的银行家拉拢进

来而开展了争夺策略。 

   ⑩《上海的会计师的改造与转业（1949-1956）》（林美莉）论述了人们是如何应对新中国

的社会改造的。上海的会计师认为在新中国也能发挥其专业能力，但是，他们并不被政府所

承认，于是，他们开始靠近社会主义体制。后来在推进公私合营化的过程中，会计师丧失了

作为专门职业的自信，1956 年之后就从社会上消失了。 

   第Ⅲ部“上海文化的连续与转变”由四篇构成。 

    ⑪《战中战后上海的死的问题和侨民》（Christian Henriot）描述了建国前后关于死的社

会性习俗的变化。由于外来移居者希望死后能够埋葬在故乡，所以在上海，同乡组织从事棺

材的保管和送还。日中战争（中国称“抗日战争”，译者注，下同）一爆发，棺材急剧增多，

成为社会问题，但是，租界当局和国民政府（战后）的规制没有发挥作用。进入 50 年代，与

集体化这一整体过程同样，关于死的服务也开始由集体来承担。 

   ⑫《从〈正气歌〉到“文天祥”》（邵迎建）选取了二战期间在上海上映的电影和话剧，试

图对其进行重新评价。此前，被认为是“汉奸电影”的这个时期上海的电影和话剧，对于当时的

居民而言，作为符合“爱国”感情的东西而被接受，风靡一时。邵认为应该根据这些客观的基准

来评价作品。 

   ⑬《宗教政策与都市社会的变化》（石川照子）描述了建国前后的宗教政策和宗教界的变

化应对。在基督教界，关于与新政权关系的存在方式，内部分裂的状况长期存在。但是，在

从 1950 年开始的“三自”爱国运动中，基督教界被严格区分为“爱国的基督教徒”和“反革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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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这意味着基督教界的一元化到达顶点。 

   ⑭《“断裂”与“延续”》（姜进）论述了大众艺人与政权的关系。1950 年代前半期，政府试

图将大众艺人纳入中央集权体制中，但是，艺人、剧团的组织化无法彻底。然而，通过社会

主义改造，流入上海的人口一再减少，地方戏在经济上受到打击，开始从政府得到生活保障，

艺人、剧团实现了组织化。 

   如上所述，本书收录了以社会史·文化史领域为中心的、内容丰富多彩的论文，这些论

文都有“上海”、“建国前后的时期”这些共同背景。但是，这些论文未必全都是跨越建国前后来

进行论述的（比如，⑫是以战中、②⑥是以战后内战期、⑩⑭是以建国初期为考察对象的），

建国前后的变化是本书关注的焦点，但未必所有论文都这样（比如，⑫是围绕电影的评价基

准这一固有问题来展开议论的）。还有，比如，关于上海居民是如何来看待保甲制的，③认为

是“束缚自身的东西”，而④则传达了居民认为“为了地方自治，应该加以充分利用”的声音，作

者之间的认识、评价的差异就都原文收录了。从主题的设定、研究的方法、认识等各种意义

上来说，本书是由风格迥异的论文构成的。 

   这一点，对于想从本书获得一个上海史像的读者而言或许感到不足。但是，如果考虑到“建

国前后”和“上海”这一对象本来所具有的复杂性的话，通过多样的方法和认识来描述有着很大

的意义。本书显示了运用多样的方法可分别塑造不同的形象，而形象的多样性以及“变化”则显

示了本书的深度，即能够回答读者多样的关心点。 

   虽说如此，评论本书并不容易。在理解了多样性及“变化”的基础上，要作总体评论很难，

对于并非以上海史为专业的评者我来说，任务是太重了。所以，想通过讨论“总论”的一部分来

完成书评的写作。 

   “总论”在开头提出本书的主题──上海社会在建国前后的变化，以往多将这一时期分为繁

荣的 1949 年之前和闭塞状态的 1949 年之后，通过这一对比来把握，但是，本书表明了与此

不同的立场。也就是，将建国前后（从日中全面战争到 1956 年左右）作为“一个时代”来把握。

若用“连续”、“断裂”这些词语来换个表达方式的话，可以说是试图在对应的这一时期的历史进

程中，不仅看到断裂、也要看到连续的写作立场。在“总论”中，将上海的概况整理成三个方面

（“社会变动的概观”、“政策的变化”、“都市机能的变化”）来进行论述，特别是其中的前两项，

如下所示，是真正意识到这些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总结的。 

   “政策的变化”将从 1937 年到 1956 年区分为三个时期（日本占领期、战后国民政府统治

期、人民共和国期）概述了各政权的对上海政策。这里总结说，虽然可以看到在国民政府统

治期，其想将上海作为国际都市进行复兴的意图。然而“可以说各政权的共同点是，一贯强化

以战时体制为前提的治安维持和社会经济统制这一点”（14 页）。也就是说，不论政策主体如

何变化，在战时体制的构筑方面，政策上能看到其内在共同之处。 

   而在“社会变动的概观”方面里，首先突显出来的是建国前后的变化。也就是说，国民政府

推进了社会团体（以下，社团），并对其实行党和国家的管理和制度化。然而，那不是试图将

社团无力化，而是试图以社团为媒介来掌握城市社会。另一方面，人民共和国利用大众运动

使自律性的社会网络弱化，用党组织来代替它。这样，对于社会和文化的一元性管理体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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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起来了。在谈及这些变化的基础上，本项目认为“其实，国家进行社会管理的动向既不是

与 1949 年的革命同时开始，也并非完成了”，“建国后的上海社会所经历的各种变化，有必要

将其置于从国民政府期就已经开始了的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变动的长

期潮流之中来进行探讨”（9 页）。 

   “总论”包含了时代区分和社会变化的总体，注重了贯穿各时期、各政权的连续性。这种视

角与将自日中战争期到毛泽东时期认为是总力战态势时期的奥村哲的论述、《1949 年前后的中

国》（久保亨编著，汲古书院，2006 年）中所收录的各论文的论述也有着共通性。从“总论”

中可以看出，试图积极地吸取近年新的研究视角来给本书定位的意图。 

   然而，在评者看来，由于“总论”对于这种姿态意识过强，而令人感到作为置于本书卷头的

总论显得暧昧。那是因为本书所收录的很多的论文主要论述“社会变动”的各个侧面，将在建国

后的上海所实现的社会与此前的社会的异质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将这种异质性囊括到国家

对社会进行管理的侧面的连续性中是否合适呢？倒不如说，建国前后在国家对社会的管理方

面虽然存在着连续性，而作为社会是异质的，这样总结的话作为本书的总论才是合适的。当

然，评者不是以“哪个后叙述”为问题的。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这一侧面，从更大的潮流来说，民

族国家形成上的连续性与社会的异质性是不同层次的问题。 

   比如，宪法学者长谷部恭男在叙述立宪主义的历史性位置时就民族国家的形成和类型作

如下叙述（長谷部《憲法の理性》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 年，第４章）。19 世纪后半期，在

普鲁士所实现的战争是强制大众参与战争，这使“以全国民的安全保障、福祉提高、文化一体

感的确保为目标的民族国家登场了”（49 页）。这样诞生的民族国家摸索着能够更好地达成这

一国家目标的国家形态，使得议会制民主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这三种类型成立了。

其中，议会制民主主义国家以民族价值观的多样性为前提，将议会设置为与基于私人价值观

的“私论”相区别的“公论”来争论的场所，在长期的时间框架中调整国民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与

之相对，法西斯主义国家与共产主义国家在通过某种基准实现国民相互间的均质性、试图确

保治者与被治者的同一性这一点上具有共通性，前者以“民族”、后者以“阶级”来实现，这一点

上不一样。也就是说，是在认同民族间的多样性的基础上构筑统合的手段，还是不认同民族

间的多样性而通过民族平等来实现统合，在这一点上，历史上所存在的民族国家中有着差异。 

   基于这些观点来看建国前后的中国的话，可以认为国民政府下的国家形态和人民共和国

的国家形态，分别对应着议会制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从抗日战争开始，内战期的国民政府

统治，在各级地方成立了民意机关，通过在那里的讨论，试图实现“负担的公平化”（笹川裕史、

奥村哲《銃後の中国社会》岩波書店，2007 年）。在 1947 年宪法中，在三权分立的原则下，

基于国民的直接选举所组织的立法院预定作为事实上的下院来发挥作用（金子肇“国共内戦下

の立法院と 1947 年憲法体制”，《近きに在りて》53 号，2008 年）。与之相对，在人民共和

国时期，国民被区分为“人民”和“人民的敌人”，前者通过将后者从社会中排除出去和进行抹杀，

试图使国民作为“人民”实现同质化。如果这样将建国前后的社会的差异作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方

式、形态的差异来理解的话，那么，作为阐释“社会变动”的各种景象的本书总论，却通过指出

在民族国家形成方面的连续性来将差异囊括在内，应该说是非常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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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评者就自己关心的问题点评了本书。本书的特长正如刚才所指出的，有着能够回答

读者的各种问题的深度，本书评只不过作为一个论点选取了“总论”（一部分）。本书所显示的“建

国前后的上海”的各种景象，对上海史研究自不待言，对于同时期的其他地区的研究也是大有

裨益的。期待通过本书的启示，就建国前后的社会变化的研究和议论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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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战争研究动向 

 

户部良一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原书评刊载于[日] 戸部良一「日中戦争をめぐる研究動向」『軍事史学』第 46  

   卷第 1 号，2010 年 6 月，6-22 页。 

 王睿 译 

 

 

前言 

   

在整理日中战争（又称“支那事变”，即中国称为“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另外，“日

中战争”还指中国的“抗日战争”。译注）的研究动向时，可以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往往与现实

的政治或外交动向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译注）、毒气、

三光作战、慰安妇等问题因政治原因，其重要性被夸大，而与日中战争相关的其他问题则往

往被忽视。 

   毫无疑问，以南京事件为首的各种问题，其作为日中战争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是，研究日中战争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南京事件。至于南京事件等诸问题是否是日中战争最

重要的研究对象等，也没有定论。因此，本文尽可能避开日中战争与现在的政治、社会问题

的影响，关注历史研究本身，对近年来的研究动向加以概括1。 

   另外，本稿主要涉及日本的研究动向，关于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同中国

间的战争情况，则忍痛割爱，不加叙述。 

 

一、十五年战争论 

 

应该如何称呼昭和年间的日中军事纷争？在日中战争爆发之初，日本政府称其为“北支

事件”，当战火蔓延到上海呈现全面战争时改称“支那事变”。战后也称之为“日支事变”，“日   

清事变”或“日华事变”。中国批判支那是对中国的蔑称，这也导致了称呼的多样化。由于对

中国有赎罪感，为对中国表示谄媚，而用“中日战争”称呼的情况也有2。 

                                                   
1  关于日中战争的研究动向，可参看石島紀之、「日中戦争」山根幸夫編、『〈増補〉近代日中関係史研究

入門』研文出版、1996年、第八章；波多野澄雄「日中戦争と東亜新秩序」鳥海靖など編『日本近現代

史研究事典』東京堂出版、1999年。 
2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中日战争”只是英语 Sino-Japanese War 的日语翻译，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么其他一些

战争也应该说成“俄日战争”、“清日战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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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以来称呼为“事变”的原因在于，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日中两国一直没有公开宣战3。

因此在此之前的日中军事纷争在国际法意义上并不是“战争”。但是从法律上看，虽然不是战

争，可实质内容则是名副其实的战争。等松春夫则认为，“日中战争是有史以来日本参与的时

间最长，规模最大的战争”4。现在，“日中战争”这一称呼已经基本确定，与其说是受到当时

的法律限制，倒不如说是重视其军事纷争实质的结果5。 

   那么，日中战争是何时开始的呢？以 1937 年 7 月卢沟桥事件为起点似乎不容置疑。但也

有研究者不同意。这与“十五年战争论”密切联系。据十五年战争论者江口圭一的研究，满洲事

变（即“柳条湖事件”、“九一八事变”，译注）、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相互连续、相互关

联”以及“自 1931 年 9 月到 1945 年 8 月或 9 月横跨十五年”这两个意义上来说，可称之为

“十五年战争”，认为“3 次战争构成了 3 个阶段”6。 

   如果历史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必要展开更多争论了。问题是，这往往被看作是单

线的历史观。即“十五年战争论”容易被认为是经满洲事变、日中战争而发展到太平洋战争，

是历史的必然。满洲事变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日中战争，而日中战争则直接引发了太平洋战争。

对此，江口圭一认为这是误解，“十五年战争即使是长期产物，也并不是预定项目的实施”，

从而否认了这一单线史观。江口圭一认为满洲事变并不必然导致日中战争7。江口圭一认为三

次战争的连续性“并不是人为的产物和选择的结果，而是一个充满曲折的过程，不是一个宿

命的、直接的东西”8。 

   支持“十五年战争论”的安井三吉也赞同江口圭一的观点，“并不主张从柳条湖事件到卢

沟桥事件会不可避免导致全面战争”9。北京大学臧运祐认为在中国已经基本确立了“十四年

抗日战争史”的说法，可以认为关于十五年战争论的妥当性已经在此得到肯定10。 

   如果依据“十四年抗日战争史”论，则抗日战争即日中战争是从 1931 年开始的11。作为

“十五年战争论”合理性的补充，安井高度评价了把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爆发的过程描述

为不可避免、且具有必然性的臧运祐的文章12。而这点不得不说太接近于单线史观。安井认为

日本从 1931 年 9 月起，不仅一贯有支配东北和华北的计划，而且为实现其计划而反复采取了

                                                   
3  1941 年 12 月 12 日，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决定，把四天前开始的战争、包括七七事变在内称之为大东

亚战争。中国（重庆国民政府）于 12 月 9 日对日、德、意正式宣战。 
4  等松春夫、「日中戦争の多角的再検討」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再論』錦正社、2008年（『軍事史学』

第 43巻第 3、4合訂本）、8頁。 
5  笔者属于使用“支那事变”称呼的少数派，但因为那是当时政府的正式称呼（同样也使用“大东亚战争”的称

呼），而且我也认为如果拿掉“事变”这个法律性的虚构，则纠纷的重要侧面将会被埋没。但是，过于拘泥

于称呼也没有多大意义，本书评中沿用多数人使用的称呼。 
6  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研究史論』校倉書房、2001年、9頁；江口圭一、『十五年戦争小史』青木書店、

1986年、3頁。 
7  江口、『十五年戦争研究史論』、9頁。 
8  江口、『十五年戦争小史』、4頁。 
9  安井三吉、『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一九三〇年代華北をめぐる日中の対抗』研文出版、2003年、

19頁。 
10  同上，9-12 页。 
11  从 1931 年 9 月到 1945 年 8 月或 9 月，头尾加上是 15 年，称为“十五年战争论”，而“十四年抗日战争史”

论则是指真正满 14 年。 
12  臧运祜：《从九一八到七七》，《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2010 年，近现代史第二部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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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压力和政治工作13。这反而更使他接近他自身所否定的单线历史观。 

   以前臼井胜美曾尖锐批判“十五年战争论”，指出从满洲事变起到日中战争期间，日中两

国之间并没有持续发生军事冲突。至少在 1933 年塘沽停战协定以后，日中关系稳定化，存在

避免 4 年后再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14。这也正是安井所介绍的“探索日中全面战争回避可能性

的视点”15。当然，安井的介绍中存在着挖苦和批判。 

   据江口而言，臼井认为“只有正规军相互间的战斗才是战争”，而无视满洲（东北三省，

译注）、华北等反满抗日的游击战16。因此，塘沽停战协定以后断断续续发生的抗日游击战及

其讨伐战，并不能称之为战争。小林英夫指出此种军事行动不过是断断续续发生的短期局部

战，从这点对“十五年战争论”的合理性提出了疑问17。 

   假如江口主张的“十五年战争论”是前述三次战争具有相关性，连续性的话，对此加以

批判的则提出它们之间不具有相关性18。但是，姑且不论连续性，臼井并不否认其相关性。江

口也强调其连续性，而并不断言其具有不可避免性。其实两者都关注到日中战争的“称呼”

和“阶段”。换言之，不管是否连续，也不管是否是不可避免，可以说两者都认可日中战争起

始于 1937 年 7 月。 

   但是，臧运祐所谓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史》却与此不同。他认为针对日本军事侵略的抗

日战争是从 1931 年开始的。站在抗日战争这一中国史的立场上，这可能是理所当然的事。但

是站在日本史的立场上，假如没有江口所谓的“长期的视野”、“预定的计划”、或没有所谓的

侵略计划，则须慎重直接引用十四年抗日战争史论。 

   围绕十五年战争论，有两个论点：其一，从塘沽停战协定起到卢沟桥事变，日中是否具

有避免全面冲突的可能性；其二，同一期间内反复发生的军事冲突是否可以认定是战争。毫

无疑问，上述两个论点是紧密相连的。近年来，就塘沽停战协定起到卢沟桥事变这段历史，

无论是十五年战争论者，还是批判十五年战争论者，都围绕上述论点对日中战争前史进行了

实证研究。 

 

二、前史 

 

假如说满洲事变无法避免日中战争的话，那么塘沽停战协定以后，日中间是否存在某种

关系改善与和解的可能性呢？此外，是什么阻碍了这种可能性的实现？批判十五年战争论研

究者正是基于这样的疑问，而对此进行探讨的19。 

                                                   
13  安井、『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20頁。 
14  臼井勝美、『中国をめぐる近代日本の外交』、筑摩書房、1983年、718頁。 
15  安井、『柳条湖事件から盧溝橋事件へ』、25頁。 
16  江口、『十五年戦争研究史論』、342頁。 
17  小林英夫、『日中戦争：殲滅戦から局地戦へ』（講談社現代新書）、講談社、2007年、22頁。小林认

为，十五年战争论，由于会给人们造成日本是基于长期作战的战略而自觉地进行了长期作战这样的强烈印

象，所以是不恰当的。 
18  江口、『十五年戦争研究史論』、342頁。 
19  1990 年代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动向，可参看拙稿「日中関係安定化の機会喪失（一九三三―一九三七）

をめぐって——最近の研究動向から」『国学院雑誌』第 97巻第 4号、1996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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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酒井哲哉和井上寿一的研究20。两人都通过理解广田外交（或是广田・重光

外交）的内在本质而对此进行了再评价。没有实现和解的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状况，

特别是政府、军队间的关系。譬如，酒井作了如下论述：广田、重光支持蒋介石的统一中国

计划（除满洲以外），期待其对日绥靖倾向，而图谋中日关系的稳定化。使这种尝试得以成立

的是国民政府内试图谋求改善对日关系的汪兆铭等“亲日派”负责着对日外交，以及塘沽停

战协定以后日本陆军出现谋求维持现状倾向。此外，推动日中关系稳定化的外在原因，还包

括 1935 年两国把常驻使节从公使级别提升为大使。然而，几乎在同一时间，驻外军队频繁发

动北支工作（华北分离工作），使两者间关系稳定化的动向被打上了休止符。 

与广田、重光以“满洲国”存在为前提，试图谋求同国民政府的协调、提携相对比，驻

外军（关东军、支那驻屯军）则对国民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而策划排除其在华北的势

力。据酒井分析，代替黄道派，而在陆军中央掌握实权的统制派，永田铁山军务局长，被认

为与驻外军持有同样的看法。与此相对，井上指出正是永田支持广田・重光外交，而被皇道

派暗杀后，陆军中央失去了对驻外军统帅的意志和能力，才导致驻外军得以推进该策划。 

最近，森靖夫从“军政”优越的陆军统制体制崩溃的观点出发，考察了陆军中央无法统

制驻外军的原因21。据森所言，林铣十郎陆相及永田军务局长主张重建以陆军省为主体的“军

政”优越陆军统制体制，以控制驻外军。然而，正在此节骨眼上，皇道派利用“明确国体”问题

企图动摇内阁及陆军省。为了优先对付这个，而导致没有及时扼制驻外军的盲动。 

关于妨碍日中关系稳定化或关系改善的现地驻外军强行推动华北分离工作之事，酒井、

井上和森的见解是一致的。尽管三人在解释中有若干微妙的差异，但就无法抑制驻外军盲动

原因归咎于日本国内军队的政治状况来看，可以说是相通的。 

塘沽停战协定起，到卢沟桥事件为止，所谓的日中战争的前史，岛田俊彦作了最为详细

的考察和记述22。岛田把研究重点放在现地军工作上，尽管存在不能充分考察陆军中央无法统

制原因之嫌，但对上述三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了尖锐的追问，并提出了具有说服力的假说，值

得重视。 

通过三人的研究，对了解无法控制驻外军的原因有了进展。但同时，再度浮现出一些需

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譬如为什么驻外军在那个时点强行推进了策划，以及实施策划工

作的实体是谁？策划的事实经过，通过岛田的解释，已经基本明瞭。进入 1990 年代以后，之

前不太明确的问题得到了新的探讨。譬如，松崎昭一以支那驻屯军为中心，阐明了围绕 1935

年梅津・何应钦协定的背景、及其第二年增强支那驻屯军兵力的理由23。最近，森久男出版了

                                                   
20  酒井哲哉、『大正デモクラシー体制の崩壊—―内政と外交』東京大学出版会、1992年；井上寿一、『危

機のなかの協調外交——日中戦争に至る対外政策の形成と展開』山川出版社、1994年。 
21  森靖夫、『日本陸軍と日中戦争への道——軍事統制システムをめぐる攻防』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年。 
22  島田俊彦、「華北工作と国交調整」日本国際政治学会太平洋戦争原因研究部編、『太平洋戦争への道』

第三巻、朝日新聞社、1962年。 
23  松崎昭一、「再考『梅津・何応欽協定』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の諸相』錦正社、1997年（『軍事

史学』第 33巻第 2、3合訂本）；松崎昭一、「支那駐屯軍増強問題」『國學院雑誌』第 96 巻第 2 号、

第 3号，1995年 2月、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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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关东军内蒙工作的研究成果24。但是涉及驻外军行动的理由及实体，尚还留有许多问题。 

驻外军的突出行动，摧毁了广田外交的基础。另外，华北形势恶化而导致中国政府内亲

日派走向衰败，这也使得广田外交走向了尽头。据在华北致力于对日关系稳定化的黄郛所言，

驻外军的北支工作破坏了中国国内对亲日派的支持，使亲日派处于悲哀和绝望之中25。近年来，

鹿锡俊、内田尚孝、光田刚等中国史研究者利用中国方面的新史料，说明了黄郛等为防止中

国进一步失地而致力于对日关系稳定化的努力如何受到挫折的背景26。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对驻外军强制展开的北支工作，宋哲元等华北军阀将领采取的行动。

光田及 Marjirie Dryburgh 等精心描绘了当时中国中央政府（国民政府）和华北地方政治间

微妙的关系27。策划华北分离的日本军活动、推进华北中央化・统合的蒋介石的行动、和处于

被统合方的华北军事政权的意图等，错综复杂的内幕得以公开。 

就对围绕华北问题而展开的日中间争执的分析来看，可以说近年来关于日中战争前史研

究得到了显著的发展。也就是对毛泽东进行了相对化，对蒋介石的重新评价有了新的进展。 譬

如， 今井骏认为，蒋介石的剿共战中具有对日持久战准备的想法， 安内攘外政策具有抗日

的因素等28。由于梅津・何应钦协定，中央军从河北省撤退时国防建设的进展和剿共事业的成

功促使蒋介石强烈的抗日倾向，使其从对日妥协战略转向抵抗战略的观点也很有意义29。为了

对抗日本，蒋介石摸索对苏、对德实行提携政策也在实证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30。 

最近， 与日中战争前史部分中国史研究者的突出贡献相比，日本史特别是日本外交史研

究却缺乏新的见解。对于驻外军强行展开的北支工作、日中关系稳定化的可能性等，完全没

有新的发现。例如， 广田三原则谈判受挫后，川越茂大使和张群外交部长的交涉（川越・张

群会谈）， 林铣十郎短命内阁中佐藤尚武外相所尝试的对中外交等，其先行研究方面虽有岛

田的论文，但是从新角度和新方法上超过岛田研究的很少31。近年来， 随着这段时期《日本

外交文书》的公开32，值得重新探讨该时期通过外交交涉改善日中关系可能性等问题。 

关于前史， 比如安井三吉的研究， 从十五年战争论的视角进行实证研究的不少。基于

                                                   
24  森久男、『日本陸軍と内蒙工作——関東軍はなぜ独走したか』（講談社選書メチエ）、講談社、2009

年。 
25  「在中国有吉大使発広田外務大臣宛電報」（1935年 6月 25日付）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

期Ⅱ第一部第四巻上〈昭和十年（1935年，译注）対中国関係〉、2006年、第 245文書。 
26  鹿錫俊、『中国国民政府の対日政策  一九三一―一九三三』東京大学出版会、2001年；内田尚孝、『華

北事変の研究——塘沽停戦協定と華北危機下の日中関係 一九三一～一九三五年』汲古書院、2006 年；

光田剛、『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  一九二八―三七年』お茶の水書房、2007年。 
27  光田、『中国国民政府期の華北政治』；Marjorie Dryburgh, North China and Japanese Expansion 

1931-1937: Regional Power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London: Curzon Press, 2000. 
28  今井駿、『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抗日民族統一戦線史研究序説』汲古书院、1997年、210-211頁。 
29  岩谷将、「一九三〇年代半ばにおける中国の国内情勢判断と対日戦略——蒋介石の認識を中心として」

『戦史研究年報』第 13号、2010年 3月。 
30  鹿錫俊、「日ソ相互牽制戦略の変容と蔣介石の『応戦』決定」軍事史学会编、『日中戦争の諸相』；樹

中毅、「蒋介石の民族革命戦術と対日抵抗戦略」『国際政治』第 152号、2008年 3月。 
31  关于佐藤外交的研究，有臼井勝美、『日中外交史研究——昭和前期』第九章、吉川弘文館、1998年；

藤枝賢治、「『佐藤外交』の特質」『駒沢大学史学論集』第 34号、2004年 4月。 
32  外務省編、『日本外交文書』昭和期Ⅱ第一部第一巻〈昭和七年（1932年，译注）対中国関係〉、1996

年；同前第二巻〈昭和八年対中国関係〉、1998年；同前第三巻〈昭和九年対中国関係〉、2000年；同

前第四巻上下〈昭和十年対中国関係〉、2006年；同前第五巻上下〈昭和十一年-十二年七月対中国関係〉、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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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视角进行研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古屋哲夫“现地解决方式”的看法33。古屋认为， 从

设定日本军支配地域外侧的傀儡军支配地域， 以此为新的侵略据点来看， 塘沽停战协定并

不是满洲事变的终点， 而是华北分离工作的出发点。而且， 塘沽停战协定并不是政府间的

外交交涉， 而是由现地军主导的、与地方势力谈判而成立的。这种现地解决方式在此后的北

支工作中也被反复使用， 本国的日本政府常常在事后予以追认。古屋指出， 卢沟桥事件时

日本也采用这种现地解决方式， 这是造成纷争扩大的重大原因。 

现地处理是不承认满洲国存在的中国政府当初也予以容忍的一种方式，所以存在不能光

讲日本方面有意策划的侧面。日本政府实质上把华北问题的处理委托给了驻外军，导致无法

控制驻外军。事实上， 臼井认为这是问题的实质。即臼井批判了十五年战争论，指出日中关

系具有稳定化的可能性， 严厉的谴责了对未能充分追求这种可能性的外交决策者。臼井认为， 

广田、重光不仅不抑制无法无天的驻外军行动， 正如广田三原则交涉时所见，而是通过驻外

军的强行活动作为外交交涉的筹码而利用。近年来， 有关重光的史料得以公开， 在这一点

上展开了对他和广田的再评价。臼井通过利用新史料， 反而加强了对他的批判34。 

关于前史， 还留有一个重大问题。这就是在谈及日中关系稳定化的可能性时， 稳定化

到底指的是什么样的状况。 换言之， 当时日本方面（广田和重光）所设想描绘的日中关系

是否可能被中国方面所接受。批判十五年战争论的研究者有必要明确这一点， 在此基础上说

明阻碍关系稳定化的原因。 

 

三、战斗 

 

日中战争与“十五年战争论”中作为起点的满洲事变不同，也与其后不可避免发生的大

东亚战争存在很大的差异。满洲事变是由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关东军的一部分幕僚有计

划地策动下开始的。而大东亚战争则是基于国家的正式决定而开始的。与此相比，日中战争

既不是一部分军人的谋略、也不是国家的正式决定而开始的。 

   但是， 关于日中战争起因的卢沟桥事变， 仍然存在着谋略说。而且因为存在日方策略

和中方策略这样对立的两种谋略说，而使问题显得更加复杂。永井和在介绍涉及支那驻屯军

华北占领计划的文章中， 曾结合现地军的策略或陆军的侵略计划来解释。 但是， 介绍此文

章的永井自身也否定了这一解释35。 

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背景及其后来当地的动向等，秦郁彦的研究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他的研究成果则否定了日军谋略的可能性36。 但是，这究竟是偶发事件，还是中国第二

十九军特别是受共产党影响的该军士兵的挑衅？争论还将继续下去，但也很难期待会出现新

史料或新证言。 

                                                   
33  古屋哲夫、「日中戦争にいたる対中国政策の展開とその構造」古屋編、『日中戦争史研究』吉川弘文館、

1984年；古屋『日中戦争』岩波書店、1985年。 
34  臼井、『新版 日中戦争——和平か戦線拡大か』(中公新書)、中央公論新社、2000年。 
35  永井和、「日本陸軍の華北占領地統治計画につい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人文学報』第 64

号、1989年 3月、后被载入永井、『日中戦争から世界戦争へ』思文閣、2007年。 
36  秦郁彦、『盧溝橋事件の研究』東京大学出版会、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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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即便是卢沟桥事变及其事后有某种策略在起作用，这与满洲事变谋略的性质还是

不一样的。与满洲事变是石原和板垣动员关东军、关东军动员陆军中央及本国政府而导致事

态发生相比，卢沟桥事变时则不存在类似关东军的组织。即便说是第二十九军内的亲共分子

的挑衅行为，他们也不可能动员全军。至少到目前那种情况并未得到证实。卢沟桥事件是否

发展成为日中两军正规的军事纷争，不仅取决于现场的形势，更主要的还在于两国政府的对

应。 

卢沟桥事变发展成为真正的军事冲突，是一个典型的逐步升级过程。为何以前同种类型

的小规模冲突没有导致逐步升级，而 1937 年 7 月却发生了呢? 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日中战争史

研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另外，很多日中战争史对此进行探讨也是当然的事情。尽管对

此研究已经有很多积累，利用媒体影响的视角，或是利用最近公开发行的风见章、有马赖宁

的日记等37，从全新的角度来分析当时近卫内阁政策决定，还是有很多余地的。 

卢沟桥事件经过第二次上海事变，扩大演变为全面战争的这个过程，把分析的视角仅仅

放在日本方面是不够充分的。也有必要对中国方面的对应加以更多的关注。换言之，蒋介石

是何时开始意识到对日战争，是如何开始准备的等。另外，卢沟桥事变后，针对日本方面的

行动，蒋介石是如何对应的、并如何进行政策决定等。可以期待通过充分利用公开的《蒋介

石日记》以取得对此研究的新进展38。 

然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研究方面停滞不前的倒是日中战争的军事方面。防卫厅战史

室的《战史丛书》39及秦郁彦的先驱性研究40之后，直接涉及战略、战术、军事技术及兵站等

的研究没有新的进展。这正如服部聪所指出的那样41，尽管有关于大东亚战争的战史研究的积

累，但对日中战争的战史研究却极为缺乏。换言之，关于 Midway、Guadalcanal、New Guinea、

Imphal 的战史研究较多，而关于上海、南京、徐州、武汉等相关作战的研究却不突出。 

在中国史领域，存在与日本史研究同样的倾向，即缺乏以军事侧面为主题的研究。因为

研究重点往往被放在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史研究，而以国民政府军为对象的军事史研究极

少42。 

当然，为了打破这种倾向也作了不少尝试。2000 年开始的“日中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

中设立了军事史研究小组，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例43。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河野仁的研究。他

                                                   
37  尚友倶楽部・伊藤隆編、『有馬頼寧日記 3』山川出版社、2000年；北河賢三ほか編『風見章日記・

関係資料』みすず書房、2008年。 
38  关于蒋介石的对日战略研究，有今井、『中国革命と対日抗戦』第六章；楊天石「一九三七、中国軍対日

作戦の第一年——盧溝橋事変から南京陥落まで」波多野澄雄・戸部良一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

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 
39  例如，『北支の治安戦（1）（2）』1968、71年；『支那事変陸軍作戦（1）～（3）』、1975-76年；

『中国方面陸軍航空作戦』1974年；『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2）』1974、75 年等。 
40  秦郁彦、「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四巻、朝日新聞社、1963年；秦、『日中

戦争史』河出書房新社、1961年、増補改訂版、1972年。 
41  服部聡、「日中戦争における短期決戦方針の挫折」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再論』、81頁。 
42  姫田光義「中華民国軍事史研究序説」中央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前期中国と東アジアの変動』

中央大学出版会、1999年；笠原十九司、「国民政府軍の構造と作戦——上海・南京戦を中心に」中央

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編『民国後期国民党政権の研究』中央大学出版部、2005年、231-232頁。 
43  其研究成果是，波多野·戸部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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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斗的社会学”的视野对日本军的组织及行动进行了分析44。但是，除河野以外，目前尚

未出现有意识地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对战史进行研究的新尝试。 

一方面，与用兵者的立场进行战史研究不同，有必要关注站在一般士兵的立场上、把握

“战场”实态的研究45。或许从战争实态的内在方面进行不断的研究积累，才可能对南京事件

为首的日本军的残虐行为进行客观的分析。 

围绕南京事件的研究动向及论争方面，可以说秦郁彦的著书已经简要地明确了其重点所

在46。在此也不再重复。关于被日军屠杀的被害者数目，最近原刚提出了一个冷静而具有说服

力的分析47。撇开被害者数目论争，就考察解释事件原因、如何解释等方面，杨大庆的研究有

很大的启发性。杨大庆指出，日本人不能把日本军的残虐行为埋没于战争中一般性的行为，

而有必要承认日本军的组织和个人有责任。对此中国人有必要认识，战争这一日本军残虐行

为的背景和执行战斗的军队组织，而且也要必要考虑到中国人的行为也是招致虐杀的原因48。

如果这一态度被一般所接受的话，才有可能由日中两国就南京事件进行冷静的共同研究。 

 

四、和平・谋略・傀儡 

 

日中战争的整个时期，战争进行的同时，各方也努力进行实现和平的尝试49。从这个意义

上说，和平工作也是日中战争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领域，臼井胜美的研究发挥

了先驱性的影响50。此后，研究日德关系史的三宅正树从德国的角度，详细分析了陶德曼的和

平调停努力51。 

率先进行和平谈判研究的是美国的研究者 John・Hunter・Boil。他排除了以前单纯傀儡

的看法，而是从对日合作者这一新视角，分析了汪兆铭的和平运动52。在他的分析中，不是对

                                                   
44  河野仁、「日中戦争における戦闘の歴史社会学的考察」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の諸相』；河野、「日

中戦争における日本兵の士気——第 37師団を事例として」波多野・戸部編『日中戦争の軍事的展開』。 
45  山田朗、「兵士たちの日中戦争」，『岩波講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5 戦場の諸相』岩波書店、2006 年；

吉田裕、『アジア・太平洋戦争の戦場と兵士』同前。 
46  秦郁彦、『南京事件——「虐殺」の構造』増補版、第九章、第十章、中公新書、中央公論新社、2007

年。 
47  原剛、「いわゆる「南京事件」の不法殺害——その規模と要因」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再論』。 
48  楊大慶、「南京虐殺事件——原因論の考察」『岩波講座 アジア太平洋戦争 5 戦場の諸相』、207頁。

关于南京事件的研究，可参考ジョシュア・A・フォーゲル、「序論——歴史のなかの南京大虐殺」、フ

ォーゲル編、『歴史のなかの南京大虐殺』岡田良之助訳、柏書房、2000年；楊、「南京アトロシティ

ズ——建設的な対話は可能なのか」劉傑・三谷博・楊大慶編、『国境を越える歴史認識：日中対話の試

み』東京大学出版会、2006年。 
49  松本重治、『上海時代（下）』（中公新書）、中央公論社、1975年、225頁。 
50  臼井勝美、「日中戦争の政治的展開」『太平洋戦争への道』第四巻。 
51  三宅正樹、「トラウトマン工作の性格と史料」『国際政治』第 47 号、1972 年 12 月、后被载入三宅、

『日独伊三国同盟の研究』南窓社、1975年。三宅、「近衛内閣と参謀本部——トラウトマン工作をめ

ぐって」『歴史と人物』1974年 7月号，后被载入三宅、『日独政治外交史研究』河出書房新社、1996

年。关于陶德曼工作，除了三宅的研究外，还有ゲルハルト・クレーブス、「参謀本部の和平工作 一九

三七～三八——トラウトマン工作はどのように生まれ、どのように挫折して行ったか」『日本歴史』第

411号、1982年 8月；高田万亀子、「トラウトマン工作と参謀本部和平派」『政治経済史学』第 246

号、1986年 10月。 
52  John Hunter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1937-1945: The Politics of Collaboration , Stan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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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者单方面的依存与合作，而强调合作与抵抗。这对后来的和平工作研究给予了很大的刺

激。 

    受此影响，高桥久志对陆军摸索和平进行了探讨53，户部良一也对和平工作与日中战争处

理政策的关联互动性进行了实证考察54。刘杰则在批判这些先行研究之上，指出战争前的“对

华政策”与和平工作的连续性，并论证了其与战争结束后日中关系构想的密切相连性55。 

    在此期间，与和平工作直接相关的一些新史料也可以使用了。譬如，涉及陶德曼调停的

中国方面史料《极密德国调停案》（台湾国史馆所）已经公开56，当时的外务省东亚局长石射

猪太郎的日记57、从事过汪兆铭工作的松本重治的回想录58、中国方面从事该工作的中心人物

周佛海日记59等也得以发行。另外，日方多方面参与和平工作的今井武夫的相关文书被赠给日

本国会图书馆，今后也将得以利用。正是这些重要史料的公开利用支持并促进了和平工作的

研究进展。今后可以期待对陶德曼工作、汪兆铭工作以外的和平或谋略工作方面的研究60。 

    另一方面，关于蒋介石对日本的和平工作作了何反应的问题，利用《蒋介石日记》进行

再探讨的研究有所进展。杨天石对蒋介石对陶德曼工作的反应问题进行了踏实的研究61，关于

蒋介石对陶德曼工作和高宗武工作（汪兆铭工作）的反应问题，最近刊登了的冯青的研究值

得注目62。 

    对日合作者观点的提出及新史料的利用，不仅限于和平工作，而且也促进了对政治指导

者汪兆铭为对象的人物研究及其和平运动的延伸上产生的汪兆铭政权（南京国民政府）的实

证研究63。譬如，对汪兆铭为何脱离重庆后在南京建立政权的疑问，土屋光芳挖掘并利用高宗

武回想录而进行了相关论证64，户部也利用外交史料馆所藏文书追踪了汪兆铭从河内到上海的

背景65。 

                                                                                                                                                     
University Press, 1972. 另外，同年还出版了讨论同一课题的 Gerald E. Bunker, The Peace 

Conspiracy: Wang Ching-wei and the China War, 1937-1941,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53  高橋久志、「日華事変初期における陸軍中枢部——不拡大派の挫折から汪兆銘工作へ」『年報・近代日

本研究』第 7号、1985年；高橋、「日中戦争の平和的解決への模索——日華事変初期における陸軍の

動向を中心にして」『新防衛論集』第 14巻第 2号、1986年 10月。 
54  戸部良一、『ピース・フィーラー：支那事変和平工作の群像』論創社、1991年。 
55  劉傑、『日中戦争下の外交』吉川弘文館、1995年。 
56  利用这个史料对陶德曼工作进行的研究，有小野田摂子、「蒋介石政権とドイツ和平調停（1）～（3）」

『政治経済史学』第 354号、第 355号、第 357号、1995年 12月、96年 1月、3月。 
57  伊藤隆・劉傑編、『石射猪太郎日記』中央公論社、1993年。 
58  松本、『上海時代（上、中、下）』（中公新書）、中央公論社、1974-75年。 
59  蔡徳金編、『周仏海日記』村田忠禧ほか訳、みすず書房、1992年。 
60  关于这种尝试，可参看劉傑、「昭和十三～十四年の新中央政権構想——「呉佩孚工作」を中心に」『年

報・近代日本研究』第 17号、1995年；戸部良一、「桐工作をめぐって」『政治経済史学』第 500号、

2008年 4、5、6月。 
61  楊天石、「一九三七、中国軍対日作戦の第一年」。 
62  馮青、「蔣介石の日中戦争期和平交渉への認識と対応——『蔣介石日記』に基づく一考察」『軍事史学』

第 45巻第 4号、2010年 3月。 
63  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劉傑、「汪兆銘と『南京国民政府』——協力と抵抗の間」劉傑ほか編『国境を越え

る歴史認識』。 
64  土屋光芳、「汪精衛と『和平運動』——高宗武の視点から」『（明治大学）政経論叢』第 57巻第 5、6

号、1989年 3月。 
65  户部良一、「汪兆銘のハノイ脱出をめぐって——関係者の回想と外務省記録」『外交史料館報』第 19

号、2005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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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汪政权成立之前的傀儡政权，崛井弘一郎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66。刘杰对汪政权的成立

过程进行了仔细的跟踪67，小林英夫68和柴田哲雄69则对其统治的实态发表了相关研究成果。

柴田关于汪政权和法国维希政权的比较研究非常有意思。在美国，Boil 的研究得以出版后，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后，关于对日合作者的研究成果以论文集方式出版了70。 

近年来，《日本外交文书》系列丛书将发行《日中战争》特集。尽管大部分文书已经在亚

洲历史资料中心的网站上可以阅览，但对重要文书进行选定和整理，则可大大提高这些文书

的利用率。通过活用这些资料，可以期待在和平工作、谋略工作以及日本拥立的占领地政权

的实态研究上会有新的进展。 

 

结语——两场战争 

 

如上所述，就日中战争而言，日本和中国到 1941 年 12 月为止都没有正式宣战。这是因

为双方都担心美国发动中立法。在这点上加藤阳子曾有详细分析71。正如事实所示，日中战争

的国际背景是非常重要的。 

从很早开始，德国对该战争的介入一直受到关注72。可以说其他国家对于日中战争的参与，

或是日中两国对各国的推动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在这一点上永井和围绕 1939 年天津英法租

界封锁的日英关系的研究极为宝贵73。另外，三谷太一郎的论文，考察了同年日苏间若门坎战

役（又称哈拉哈河战役，位于今天中国的呼伦贝尔市）、苏德不可侵犯协定使日本转变对苏政

策、这与对华政策又是如何连动的等问题74。波多野澄雄的论文分析了日中战争的胶着状态和

1940 年欧洲战局变动导致日本南进的背景75，也值得参考。 

最后，还存在日中战争与欧洲战争的关系问题。借用“十五年战争论”批判论者臼井的

观点，日中战争和大东亚战争间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常常被看作是民主主

                                                   
66  堀井弘一郎、「中華民国維新政府の成立過程」『中国研究月報』第 49巻第 4号、第 5号、1995年 4

月、5月；堀井、「華中占領地における大民会工作の展開」『日本植民地研究』第 9 号、1997 年 7 月；

堀井、「大民会の成立と中華民国維新政府」『現代中国』第 17号、1997年 7月。 
67  劉傑、「汪兆銘政権の樹立と日本の対中政策構想」『早稲田人文自然科学研究』第 50号、1996年 10

月。 
68  小林英夫、『日中戦争と汪兆銘』吉川弘文館、2003年；小林英夫・林道生、『日中戦争史論：汪精衛

政権と中国占領地』お茶の水書房、2005年。 
69  柴田哲雄、『協力・抵抗・沈黙：汪精衛南京国民政府のイデオロギーに対する比較史的アプローチ』成

文堂、2009年。 
70  David P. Barrett and Lawrence N. Shyu, eds., Chinese Collaboration with Japan, 1932-1945: The 

Limits of Accommod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71  加藤陽子、『模索する一九三〇年代：日米関係と陸軍中堅層』第二章、山川出版社、1993年。 
72  例如，ゲルハルト・クレープ、「在華ドイツ軍事顧問団と日中戦争」軍事史学会編、『日中戦争の諸相』；

工藤章・田島信雄編、『日独関係史 一八九〇―一九四五』Ⅱ〈枢軸形成の多元的力学〉、東京大学出

版会、2008年。 
73  永井和、「日中戦争と日英対立」古屋编、『日中戦争史研究』，后被载入永井、『日中戦争から世界戦

争へ』。 
74  三谷太一郎、「独ソ不可侵条約下の日中戦争外交」入江昭ほか編、『戦間期の日本外交』東京大学出版

会、1984年。 
75  波多野澄雄、「『南進』への旋回 一九四〇年——『時局処理要綱』と陸軍」『アジア経済』第 26巻

第 5号、1985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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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对极权主义的战斗。按照中国方面的见解来看，日中战争被认定为反法西斯世界战争的一

部分76，这样的见解是否妥当仍值得讨论。 

日中战争始于 1937 年，欧洲战场则是从 1939 年开始的。这两场战争到底有多少相关性

呢？笔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本来没有多少关联性的两场战争，即日中战争的亚洲战争

和欧洲战争在 1940 年以后相互连接在一起的结果77。蒋介石确立了通过把这两场战争相结合

以抵抗日本的战略。另一方面，无法尽快结束日中战争的日本，看到欧洲德国军队势如破竹

的进攻，而判定这是世界史大变动的前奏曲，而希望从这世界史的大变动的背景下解决日中

战争，从而把亚洲战争和欧洲战争相结合。换言之，至少对日本而言，存在不把两者结合的

选择。 

倘若把亚洲战争和欧洲战争分开来考虑的话，该如何看待日中战争呢？从这个想法出发

从事日中战争研究的话，或许会获得一些前所未见的新的发现。 

 

                                                   
76  例如，可参考：陶文钊《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日中历史共同研究第一期报告书》，近现代第二

部第三章。 
77  关于这一点，可参考戸部良一「第二次世界大戦——アジアの戦争とヨーロッパの戦争」『年報・戦略研

究』第 6号、2009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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