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历
一名历史学家对
史学家对 21 世纪的日本，美国和中国的观察

入江 昭（哈佛大学 名誉教授）

1934 年出生在东京，到现在已过去整整八十年了。1953 年之

我

前的 19 年间我生长在日本，但之后的 61 年我几乎所有时间
都在美国渡过。我所知道的日本还是 1953 年的日本，应该是

和现在完全不同的日本。从 1953 年到 2014 年这 61 年，我在美国主要
从事教师的工作，在大学里结识了各种各样的人。
通过很偶然的机会，我也去过中国，2014 年在几月 18～22 号这四
天访问了北京。但和美国相比，在日本和中国的生活都不算长，所以对
于 21 世纪的中国和日本这么大的课题，不知道我能说出几分内容来。
然而，我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在研究日中关系，日美中关系以及世界动
向时，多少会注重加入历史学家的眼光，或者思考对于这段历史应如何
去看。所以可以说对 21 世纪的世界，或者说对中国、美国、日本，我
多多少少有些自己的见解。

入江 昭（哈佛大学 名誉教授）

*** ***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看待历史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比如现在我在这里以“21 世纪的日本、美
国和中国”为题演讲。那么 21 世纪是什么？21 世纪从何时开始？到何时结束？仅此看似简单的
问题其实也很值得玩味。
21 世纪，也就是从 2001 年开始的一个世纪。那么 2001 年是怎么样的一年呢？大家一定都记
得，那是 911 恐怖袭击在美国发生的一年。所以，由于 2001 年在美国发生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
那么很有可能就将 21 世纪看作恐怖袭击的时代了。
然而，我认为更加值得注意的是，众所周知，在 2001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 21 世纪最初
的 10 年，即 2001～2010 年定为国际文化交流的 10 年。所以，在最开始，是将 21 世纪作为恐怖
袭击的世纪看待，还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世纪看待，结论会截然不同。
21 世纪，最终会是恐怖袭击这种痛苦的事件频发的世纪，还是教科文组织倡导的文化交流繁
荣的世纪，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如果单纯抽象地去思考都是没有意义的。首
先，我认为 21 世纪从 2001 年开始这种看法本身就是十分机械的。我对 21 世纪有一些自己独特
理解和看法，想在这里讲一下。

日本外交政策论坛 2015 年夏季版

*** ***
特别想说一句，这里阐述的只是我个人的见解，未必其他的历史学家也这么想。我认为，21
世纪其实可以说是从 1970 年代开始的。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如果说 20 世纪是从 1900 年开
始的，那么就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今年正迎来 100 周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一战之后黑暗的

又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所以有人说 20 世纪是战争的一个世纪。两次世
界大战，中国和日本在打，日本、美国和朝鲜也在打，中美之间也在打。外加之，虽然没有暴力
冲突，但冷战也在长时间地持续，所以不少人把 20 世纪看成战争的世纪。虽然这么说没有什么不
对，但进入 1970 年代，世界发生了很多其他的大事，有了新的动向，逐渐让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了。
而这些新的动向直到今天仍在发展和延续。
简单说来，从 1970 年代到今天，虽然战争、冷战以及核武器等问题仍然存在，但与其并存地
产生了很多新的发展脉络。最容易理解的，当然还数经济上的全球化。全球化趋势主要说的是经
济上的国际化发展，然而虽然都称作全球化，但 1970 年代之前是美国主导型的全球化，之后西欧
有参与进来。即西方，欧美为主体的世界经济，严格地说不能称作全球化。世界经济真正的全球
化，其实是在 1970 年代实力增强的日本，1980 年代加入世界经济大军的中国，以及印度，土耳
其加入进来之后才开始的。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我认为是始于 1970 年代的。
不仅这些，污染等跨国境的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及石油危机等能源问题显著发生，也是在 1970
年代。另外，人权问题也在这一时期开始引起各个国家的重视。华沙协议的军事同盟东欧，和西
欧同盟北约组织在 1975 年签订了赫尔辛基协议。无论对东欧来说还是对西欧来说，都一举都显示
了人权的重要性。不知道受到这一事件多大的影响，但至少在那之后，无论苏联还是美国都开始
倡导人权的重要性。具体例如，愈发提倡的男女平等，1973 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世界女性大会等
等。所以正是在 1970 年代，人权这一抽象的概念开始变得具体，并在国际上被所有的国家作为共
通的理念所认同。
另外，在对这些环境，人权等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的解决上，各国表现出了非常积极的相互
协调合作的姿态。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 70 年代后世界动向的转变。对于这样的动向应该如何
理解？可能有些形式化，但我认为无论哪个时代，都至少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一个是国家（Nation）。通过国家来考察时代是理所当然的。世界有许多国家，所以美国有美
国的 1970 年代，中国有中国的 1970 年代，日本有日本的 1970 年代，每个国家各有自己的轨迹。
与此同时，国家之间的关系也有着其发展轨迹，例如中国和日本，或者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系都
在 1970 年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之前几乎没有交流的美国和中国第一次相互接触，中国和日本之
间建立了外交关系等等。从这些意义上，可以说 1970 年代是国际关系史上至关重要的 10 年。

30 年代，之后

*** ***

另外一个方面是，跨越国境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换言之，与政府间关系不同的另一个层次
上的联系。这也是我最近十分关心的话题。如果说国家之间的关系属于国际关系的话，那么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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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的，跨越国境的，仅依存于个人的关系，应该称之为什么呢？包括我在内的几
位历史学家最近使用的一个词语是“Transnational(跨越国境的关系)”。这个词和“International”
不同，International 是指以政府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以国际法律条约等一系列约定
为基础而建立的国际关系。与之相对，以文化交流、教育交流、经济联系为主的民间交流应该属
于另一个次元的关系。我将这样的关系暂且称为“Transnational”。这样的关系正在出现和成长。
相对的，非

中国和美国之间，日本和中国之间都出现了这样的关系。

育工作。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从中国来的留学生不断增多。
现在我虽然已经不在哈佛大学教书，但是在哈佛的研究室还在。经常感觉，哈佛大学的一年级学
生里，有 20%～25%都是从中国来的学生。从日本来的学生多说只有一人，有的时候连一个人都没
有。对于这样的问题，是没有办法强制学生说“你得去美国留学”的，所以真是束手无策。
现今，都说日本的年轻人不愿意去外面的世界闯荡，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中国的年轻人完全
将视线转向国外，只要有机会就想出国，想去美国。就在最近我去中国的时候，就有年轻人和我
说，一定想要去美国学习。有很多中国的大学生都在考虑去美国或者欧洲读研究生。这样的情况
我在美国从事了很长时间的教

都是从 1970 年代开始发生的。

芝加哥大学任职的时候，大概是在 81 年还是 82 年左右的时候，从中国来的学生一下多
了起来。当时 20 多岁的学生现在已经 50 多了，很多人现在留在美国并活跃在各个行业，也有回
到中国或香港做出杰出成就的优秀的学者。其中，不乏已经到达中国顶尖水准的一流学者。我想
这些也是属于 70 年代开始才发生的变化。像这样，未必能称为国际关系，却更偏向于跨越国境架
起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 1970 年代开始逐渐产 生。所以应该可以说 21 世纪起源于那个时期。
也就是说，如果把 20 世纪的大部分夸张地来看，如为了凑 100 年，也就是从 1870 年代到
1970 年代的这 100 年，这是国家之间对立的 100 年。如英国和德国之间，德 国和法国之间，日本
和中国之间，美国和日本之间等等。这 100 年里，国家之间的对立对国际社会以及历史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但这样的时代即将结束。当然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尚未消失，但至少是不会发生第
三次世界大战的。最近，包括去中国的时候也经常被问的是，“历史会不会重演？”“第三次世界
大战会不会发生？”等问题。我断言道，
“绝对不会”。我已经八十了，即便 21 世纪会有第三次世
界大战我也早已驾鹤西去，所以这样断言有不负责任的嫌疑。但是，我觉得肯定是不会有大规模
战争的。我十分地确信！中国和日本，或者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战争是一定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说一定不会？因为各国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已经如此之紧密了。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
联系可以从赴美的几十万留学生或游客中看出。他们和美国人之间已经产生了很深的联系。个人
间的联系越深，战争就变得越发不可能。也许愿望可能太美好，也许有些太乐观，但我就是这样
觉得的。
二战之前的日本和美国，中国和日本之间也不能说没有民间的交流。但是土壤不同，方针各
异的国家之间，民间交流是十分微弱的。但是现在不同了，甚至情况发生了反转。国家之间，政
府之间的关系即便不好，如现在的日本政府和中国政府，但是个人之间的交流却非常紧密。我的
周围以学者居多，据我所见，可以说中日学者大家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另外，回顾二战前，
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总是怪怪的，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日本人和美国人之间几乎毫无接触导致。
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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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国境的交流不仅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方面也是非常强势的。因
此，我认为应该以这一趋势起始的时点即 1970 年代作为 21 世纪的开端。
现在不同了，这种

*** ***

再将视线放宽来想，最近，我所认识的历史学家们（尤其是美国和欧洲的学者们）正在非常
频繁地使用一个关键词。过去，我刚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当时学习历史时常遇到的关键词是国家
的“性质(identity)”或国家的独特性。当时我的美国老师会大讲特讲美国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同，
多么独特。

近如果谁再这么说，会遭来冷眼。美国独一无二，或者日本独一无二，都是不存在的。
所谓身份或性质，是在不断变化的，性质永恒不变的个人或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观点越来越
占领上风。所以，在探讨中国的时候不可能搬出一个贯穿古今的国家身份，也不能说中国是有特
性的，不能与他国相提并论的。日本也是同样，不能说日本是有着非常独特的文化而完全区别于
别国的，独立的存在，我对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或者说爱国主义是持有十分批评的态度的。像这
种，认为自己的国家独一无二，有着别国人不会理解的特殊性的狭隘爱国主义，在 1970 年代之后
有逐渐消失的趋势。
取而代之的是跨越国境的，如前所述，学者之间用得越来越多的“相遇”一词。历史，等同
于“相遇”的历史。也就是说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不存在独自生存发展的历史。世界的
历史也是“相遇”的历史。从“相遇”进而相互作用，交流。这样的“相遇”和“相互作用”最
近在美国和欧洲的学会上也频繁使用，我十分赞同。而之前经常出现的“特性”一词最近却逐渐
遭到冷落，我对此也十分赞同。因为我觉得所谓“特性”原本就是不存在的，对于这一词的消失，
我表示特别高兴。
“特性”一词应该用什么词来代替呢，答案是“混合(admixture)”。也就是各色各样的东西
放到一起，混乱但交融的意思。或者也可以用“杂合(hybridity)”一词代替。所以，我 60 年前
到美国的时候流行的“特性”
“文化的独特性”等词语现在正在逐渐被取代，所有的文化都是由交
融而来，人类的历史正是相遇，交流，结合，融合的历史。极端地说，是杂交的历史。
如果说 1970 年代之后就属于 21 世纪，那么这段历史正充分证明了上述的说法。也就是说 21
世纪的历史是始于 1970 年代的，跨越国境相遇邂逅的历史，在这期间里人们进行着各种程度的交
流，融合和杂合。虽说杂合，但未必特指人种或民族的杂合，在生活方式上，如吃，穿，住上都
有体现。
在学术界也是如此。学术本身就是一个杂合体，混合体。不存在日本式的学问或美国式的学
问。美国，日本，中国等等所有一切都放在一起才能构筑起一个学术体系。学术要伴随和其他国
家学者的交流进行，我刚刚去过中国，之前也去过匈牙利，波兰，英国等国，无论和哪国的学者
见面，都不会有因为你是英国人，或因为你是波兰人，所以持有某种特定的观点。反而大家的观
点中融合着各种国家的元素，我觉得就应该如此。所以说，不存在所谓日本人独特的历史观，持
这种观点的人一定是错误的。世界融为一体才是 21 世纪的发展趋势。
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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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大致描述我眼中的 21 世纪，我会说，21 世纪是始于 1970 年代的，跨越国境
的相遇，交流，融合将日趋显著的世纪。具体就今天所讲的日中美三国来讲，美国和日本，美国
和中国之间现在已经完全达到了这一境界。因为已经很难划出日本和美国之间的界限，日本和美
国很大程度上已难以区分。对于中国和美国之间也是同样。
什么叫做美国学者？今天，就算说“他是美国的学者”，这个人也很有可能是来自中国，日本
或者欧洲的。所以美国的学者，日本的学者这样的称谓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中国也在逐渐有这
样的趋势，但在中国的大学授课的外国学者还不是很多。日本也不算很多，但现在有 1000 人左右
的中国学者在日本的各个大学执教。另外还有从美国来教书或留学的学者。
在美国，无论从哪个国家来的人几乎都不会遇到什么问题。我虽然现在不做了，但在我长期
执教的哈佛历史学系，50 人左右的老师中，始终保持着至少一半以上数量的外国人，或在别国出
生的人。虽然是外国人，但并没有人注意，更没有人好奇。大家都是在大学里教学，工作，写作
的同事，国籍完全没有人在意。
虽说学术没有国界，但是在从前，未必能这么说。进入 1970 年代，中国人逐渐赴往美国和日
本，现在更是出入自由。而最近除中国以外，来自印度的人也变得特别地多，我觉得这是很有意
思的现象。总之，大家只要有实力，有动力，做的是有价值的工作，那么国界和国籍就不是什么
问题。最近尤其在哈佛大学，印度来的学生和老师越来越多。之前是中国来的多，现在印度来的
也多了起来，我很高兴看到这些变化。
像这样，在美国以及很多国家，“多样化”正在成为一个关键词。但是多样化已经变得太理所
当然，以至于说了也没有人觉得特别。无论是谁，人种，宗教，国籍等都不会带来困难。而这一
变化出现端倪正是在 1970 年代，所以那个年代的意义重大。正像我所说的那样，21 世纪的开始
所以，如果

非 1970 年代无他。

*** ***

变化呢。还是要用我刚才讲到的三个框架来考虑，即
一个是“国家”，另外还有在讨论国际关系时需要的“国际”这一框架，第三个是跨越国境的，跨
国界的联系这一框架。国家必然是依旧存在的，而且比起他国的影响，本国内的各种因素，动向
更会对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产生影响。
但是，这一情况将来也会变化。虽然国内政治有很强的影响力，但是我察觉国家或国格的重
要性在逐渐减弱。就连中国也是。美国当然有他的国格，但是普通人在思考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
与其说是在看美国的政治，不如说大多数人看的是国际社会中的美国，或美国在经济，文化上与
那么，日本，中国，美国今后将会如何

他国的联系。

政府频繁更迭，很多人对于现在的日本政治家都持有很悲观的想法。
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历史，传统和动向等一系列国家内部的作用，这是无可非议的。虽然中
国，日本，美国都在朝着各自的方向发展，但是与这些国家内部的作用相比，刚才所讲到的跨国
的，国际的作用越来越占据重要的位置。
日本也是同样。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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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有同盟安保的关系，中国和美国，日本主要是经济上的关系。
现在正在交涉中的 TPP 等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上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大家的专业领域，我没有必
要在此陈述我的见解，我只想说这种跨国界的经济合作交流是非常重要的。而具体对于 TPP 这样
的问题，只希望美国和日本，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包括中国等各国能够找到好的解决合作的方案。
我认为 20 世纪，尤其是 21 世纪是跨越国境的交流愈加繁荣的世纪。如果这一发展持续进行，
那么个人之间，民间的这种跨国界的交流将具有重大的意义。
正如刚才所述，美国和日本之间之前建立起了紧密的人和人个体间的联系。最近，来自日本
的留学生不多，所以我担心今后日美两国会不会将以往建立起来的个人间的联系持续下去。中国
和日本，中国和美国之间，这种跨越国境的融合正在加速发展。世界上大约有 400 万人在前往国
外留学，其中有约 88 万 6 千留学生在美国，而其中有 27 万 5 千人是来自中国的。从中国来的留
学生多是一个好事情。日本如果不走向海外，或者外国的留学生如果不来日本，日本在国际社会
上的联系将会减弱。综上，在日美中三国之间，这样个体之间的跨国关系，无论在经济，文化还
是教育方面都是很好的方式。
最后，跨国交流的另一个形式是跨越国境的协同合作关系，即互相协助共同解决问题。在学
术的领域这已经是很自然的事情，比如日美两国的历史学者之间会经常在一起开会，交换意见，
一起探讨对方写的论文等等，这些都是不分国籍国界的。希望在 21 世纪，在艺术和文化等领域，
能够看到更多这样形式的联系。
国际关系

*** ***

总结，说一下 21 世纪日美中三国的形势。我观察的日本，美国和中国，这么说来显得话
题有点过大，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我认为这种从 1970 年代发展到现在的民间对话和交流如果更
加紧密，那么三国之间的关系一定会越来越近。这不仅对于三个国家来说十分重要，更是历史大
势所趋。世界的历史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如果三个国家跨越国境的联系更加紧密的话，对
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欧洲经欧盟已经融为一体。欧盟正是欧洲各国之间跨越
国境结合在一起的地域共同体。如果日美中之间也能如此的话，不仅对三国本身，对国与国之间
的关系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的。
我之所以从根本上能如此乐观，是因为这种形势并非进入 21 世纪才突 然开始的，而是在 1970
年代就已经开始，到现在已经发展了近 40 余年的。如果将历史按照这个趋势继续推动的话，那么
21 世纪将与 20 世纪不同，非常有可能变成十分和平与和谐的社会。也许有些过于乐观，但是我
相信会是这样的。
我在中国，美国和欧洲也表述过这种观点，大家都说“你太过乐观了。”也许他们说得没错，
我年纪大了，有这样说的特权。但是，无论是考察历史还是观察世界，都不外乎两种观点，一种
是乐观的，认为世界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是悲观的，讥讽的，认为无药可救，或所有一切
都朝着坏的方向前进。但我认为仅就美中日三国关系而言，至少悲观的观点是不适用的。乐观的
视角更加确切，而且历史也一定会朝这个方向前行。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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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工作者，虽然只会教教课，写写书，但是我衷心地期望历史能向这个
方向发展。刚好最近在华盛顿讲过这个话题，在伦敦，东欧，中国也讲过，当时从年轻人那里得
到了很好的反响。
20 世纪过多地被悲观的世界观所支配，觉得世界变得越来越糟糕的悲观的人特别多。但是属
于在座各位的 21 世纪，以及属于你们子孙的 21 世纪，绝对不会再重蹈 20 世纪的覆辙。因为，历
史在 40 年前就已经开始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所以历史一定不会重演。我的想法虽然过于乐观，
但是这就是我想和大家说的。有些冗长，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最后，我作为一名教

[译自 2014 年世界贸易中心东京讲演。本文世界贸易中心东京同意翻译转载。]

入江 昭（哈佛大学名誉教授）

毕业后，作为 1953 年财团法人格尔基金奖学金学生前往美
国。1957 年哈佛大学毕业 。1961 年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获博士称号。专业是美国外交史。
作为出身日本的美国历史学家而长年活跃。其主张特色是注重思想和文化的影响力，提倡超越一
国外交史研究的多国间视点研究“国际史”，被称为“改变美国异文化交流历史的第一人”。作
为日本人，第一个担任了美国外交史学会会长和美国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作为“在海外活跃的
日本人”而在日美交流中成为先锋式存在。

1934 年 10 月 20 日出生，成蹊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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