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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共和党

2018 年， 共和党属于特朗普。 总
统在竞选期间便开始重塑共和党。 共和
党人曾经是保守主义的支持者， 而如今
共和党人就像一头带刺的骡子， 被特朗
普困住了。 可以肯定的是， 总统已经完
成了许多共和党的目标： 减税， 放松管
制， 改造最高法院等。 他的外交政策已
经摧毁了布什总统的亲北约和支持欧盟
的立场， 并且与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背
道而驰。 尽管如此， 共和党人依然几乎
不可能公开反对他 。 即使是 6 月 “骨
肉分离” 风波以来， 民调显示依然有约
90?的共和党人支持他。

■陈鸿斌

行走世界

■徐静波

《经济学人》 8 月 4 日

热浪来袭

从西雅图到西伯利亚， 今年夏天灼
热的火焰在整个北半球蔓延。 在希腊已
有81人死于火灾， 在日本大约125人在
热浪中丧生。 从工业革命的第一台炉子
生火至今，地球大约升温了1摄氏度，而
这1摄氏度已经使得气候变得狂怒无
常。 这说明，自巴黎协定以来，人们出于
自我保护的种种措施， 在这场与气候变
暖的战争中，显然失利了。 也许，今夏的
教训会让世界重燃团结的斗志， 但地球
在如今的热浪面前仍然命悬一线。

150年后该如何审视明治维新
今年是日本明治维新150周年，明

治维新在近代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不

言而喻， 如今日本全国上下到处都在

议论明治维新。近日，在设立萨摩藩的

鹿儿岛举行了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

的仪式，这里曾诞生了西乡隆盛、大久

保利通等许多明治维新著名人物。 日

本财务省还将于本月发行五万枚面额

1000日元的纪念币。

今年1月22日国会开幕式上，日本

首相安倍在施政演说的开篇就说：“150

年前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明治这一新

时代所培养的众多人才， 是日本超越

因欧美各国所产生的国难， 迅速实现

现代化的原动力。 ” 安倍在其今年的

“新年感言”中也同样表示：“150年前，

在亚洲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危机之

下，日本开始了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为

了超越国难， 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明显

加快了，其动力就在于一个个日本人。

由于废除了此前的身份制度， 所有日

本人得以从原先的制度和惯例中获得

解放，由此维护了日本的独立。 ”

从前年开始， 日本各方面就相继

举行了相关研讨会、讲座、各种展览以

及音乐会等纪念活动。 平时一般不对

外展出的珍贵文物， 也在这一重要年

份陆续与公众见面。去年，首相官邸在

“各府省厅联络会议”的主页上也明确

提出：“学习明治维新精神， 重新认识

日本的优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为

此， 安倍政府资助了以明治维新为题

材的影片和电视剧， 还专门举办相关

的柔道和相扑比赛。 至于明治维新发

源地的鹿儿岛县、 京都府以及明治维

新杰出人物的家乡等地， 如今都在举

办纪念这一 “盛大的节日” 的相关活

动，还特意开设了专用的官网，并以此

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各地出版

社则推出大量相关读物， 满足民众对

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

但现任总务大臣、 已明确表示将

于今年9月与安倍竞选自民党总裁的

野田圣子， 对安倍政府的这一姿态提

出异议。在她看来，沉湎于对明治维新

的怀念，丝毫无助于创造日本的未来，

相反如今的日本必须与之彻底诀别。

“伟大的革命”还是“成
功的政变”

直到幕府时代末期， 日本一直处

于闭关锁国状态， 而当时帝国主义已

开始一场瓜分世界的“盛宴”。 1840年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 这在日

本所产生的震惊甚至超过中国本身。

在日本看来，当时的中国比它强得多，

连中国都如此不堪一击， 那日本根本

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 1853年美国将

军佩里率领舰队兵临城下， 迫使日本

实行开放政策。 日本欲避免重蹈中国

覆辙， 就必须来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

革命 ，并通过 “富国强兵 ”和 “殖产兴

业”来提升国力，才能实现“攘夷”之目

的，否则就根本无法抗衡西方势力。于

是，西乡隆盛、大盐平八郎和吉田松阴

等 “阳明学”（研究中国明代思想家王

阳明的学说） 及其核心思想 “知行合

一”理论的信奉者们便登高一呼，明治

维新应运而生。 通过此后相继实施的

“奉还大政”（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

将政权交还明治天皇， 由此结束了长

达260年的幕府时代） 和 “废蕃置县”

等， 日本仅用20年时间就成为后起的

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由于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有意识地

淡化历史教育，因此在如何看待150年

前的明治维新这场社会革命的问题

上，日本社会存在相当大的认识误区。

在许多日本人看来， 明治维新毫无疑

问是一场 “伟大的革命 ”，是 “完美无

缺”的。 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

就不会有日本的现代化， 日本就会沦

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 实际上

明治维新只不过是当时的长州蕃 （今

天的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的

下级武士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已。 按照

“胜王败寇”的规律，由此夺取了政权

的人们自然被视为明治维新的英雄。

此后一个半世纪， 日本所有公立学校

的教科书， 都是按照这一口径来宣传和

介绍明治维新。值此明治维新150周年之

际，日本许多历史学者、教育学者和社会

学者等， 都在大声疾呼重新审视明治维

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明治维新虽然给日本留下了很多重

要遗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同时也成为

日后军国主义的土壤。明治维新后，日本

相继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 并在两

场战争中获胜， 很快就使得军国主义氛

围充斥全国，以至于此后利令智昏，又发

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最终遭到惨

败，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台湾实行

殖民统治、吞并朝鲜半岛，以及此后长达

14年的侵华战争，由此使得日本与朝鲜、

韩国、中国的关系至今仍未能理顺，这一

页仍未能彻底翻过去。 周边外交如此乏

善可陈， 日本欲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不

啻是缘木求鱼。 安倍出生于山口县即昔

日的长州蕃， 他全面肯定明治维新显然

无法为今天的日本社会所接受。 战后日

本汲取了此前的深刻教训，确立了“轻武

装、重经济”的和平发展路线，才取得了

经济高速发展的宝贵成果， 但近年来这

一路线早已被日本的当家人抛置脑后，

安倍所谋求的就是彻底告别战后体制。

“负资产”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在推动日本走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

过程中，吉田松阴无疑是一个核心人物。

作为长州的一名下级蕃士，却拥有“维新

志士”“维新的精神支柱”等光环，实际上

吉田松阴所信奉、 所热衷的不过是暗杀

这一卑劣手段而已，但他将此贴上“天诛

地灭”的正义标签。他就是通过暗杀幕府

的大佬，来达到推翻幕府的目的。

吉田松阴的对外方针就是诉诸侵

略。他力主开垦阿伊努（北海道的一个少

数民族）地区，攫取堪察加半岛和鄂霍次

克海，让朝鲜向日本朝贡，迫使清政府割

让满洲， 将中国台湾和吕宋岛纳入日本

版图，以此不断显示进取之态。虽然他因

屡屡诉诸暗杀终被斩首。但他死后，长州

派元凶、 日本军阀的祖师爷山县友朋却

不断将其神化。在昭和时代初期，以山县

友朋等长州军阀为首的日本帝国陆军，

就开始全面践行吉田松阴生前所主张的

对外方针， 吉田松阴所提出的全部主张

均相继成为现实，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包括吉田松阴所曾采用的暗杀手

段， 此后也被日本陆军所一再沿袭。 其

时，日本政坛的暗杀案例此起彼伏，其中

最著名的就是“2·26事件”。 按照今天的

定义， 吉田松阴及其信奉者纯属恐怖分

子， 然而他们却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

“历史就只能这样！ ”这是一种典型的先

验论， 而如今弥漫日本全国的 “皇国史

观”，不过是这一理论的延续而已。

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始终

竭尽全力为明治维新大唱赞歌， 他却无

法对从日俄战争到侵华战争的这40年做

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于是司马辽太郎就

采取鸵鸟政策，说这是“日本民族不具有

连续性的时代”，选择性地予以忽略。 但

毫无疑问的是， 正是长州军阀及其所信

奉的吉田松阴的那一套， 导致在全国形

成了“天皇原教旨主义”，从而使日本走

上了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

显而易见， 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

许多“负资产”。例如以宗教而言，神道与

佛教合一在日本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

是一种多元而和谐的社会生态。然而，长

州和萨摩的新兴势力得势后， 立即在全

国范围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 “灭佛运

动”， 成立伊始的明治政府就下令实施

“神佛分离”。 这一毁灭文化的反人类行

径，颇似今日之“伊斯兰国”。例如位于奈

良县的兴福寺内有一座“五重塔”，目前

属于国宝级文物， 当年在灭佛之际居然

被以25日元 （约合今天的100万日元）的

超低价抛售， 打算购买者并非看重这一

文物的价值， 而是准备将其焚毁后出售

所剩的金属框架。 只是由于附近居民强

烈反对焚烧，兴福寺才得以幸免。当时这

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而当年该寺中

的十座佛像 （均为释迦牟尼的高足），在

动乱年代流失了四座，至今也没有找回。

明治维新的负面影响至今仍体现在

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 例如核电站的选

址。日本目前共有54座核电站，其中46座

位于原反政府军所在的各藩。 虽然核电

站在选址之际多由各地方政府主动提出

申请，但这些地区争相建设核电站，显然

出于同一原因， 即当地根本没有像样

的产业， 希望通过核电站的建设来改

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同时增加就业。这

些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

本身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此外，相比

核电站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发达地区，

这些地区的医生人数明显偏少， 这同

样可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低下， 两大

地区的发展差距显而易见。

而从主政日本的领导人来看，明

治维新50周年（1918年）之际的首相寺

内正毅就是长州军阀的代表人物，100

周年（1968年）之际的佐藤荣作和今年

150周年之际的安倍晋三也都出生于

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 山口县迄

今为止已先后诞生了八位首相， 这恐

怕无法以“巧合”来解释。

为了呼应政府号召， 日本右翼势

力除了竭力为明治维新150周年造势

之外，还提出要将目前的国定假日“文

化日（11月3日）”改为“明治日”。 实际

上，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此

重新弘扬《明治宪法》，以此来否定现

行的和平宪法， 从侧面配合安倍的修

宪举动。 有一位日本作家写了一本名

为《明治维新的过失》的书，居然因此

遭到右翼分子的恐吓，还被贴上了“左

翼反日主义者”的标签，这不啻是一种

“言论恐怖主义”。 这与幕府末期为争

夺政局主导权而动辄采用暗杀手段，

还美其名曰“天诛地灭”，有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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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 万人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估算， 澳大

利亚全国总人口正在飞速增加， 7

日增至 2500 万人。 澳大利亚达到

这一人口规模的时间， 比先前预测

的几乎提前 10 年。 澳大利亚人口

激增以及相应经济机会拓展， 得益

于来自英国、 中国、 新西兰、 印度

等国的移民人数增加。 不过， 澳大

利亚由此面临基础设施跟不上的巨

大压力， 从住宅到学校、 医院等多

方面都亟需更多投入。

４６．３％

俄罗斯联邦海关署 ７ 日发布的

数据显示 ， ２０１８ 年上半年俄罗斯

贸易顺差为 ９８０ 亿美元， 同比增长

４６．３％。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俄

罗斯贸易总额为 ３３０６ 亿美元， 同

比增长 ２１．６％。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随着明治维新150周年的到来 ，

“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

木户孝允成为日本国内的热点。 今年

日本放送协会 （NHK）以西乡隆盛的

传奇一生为原型，创作了大河剧《西乡

公》。 《西乡公》于1月7日在NHK首播，

每周日晚间七点播出，共为50集。该剧

根据林真理子的同名小说改编， 讲述

明治维新英杰西乡隆盛的故事。 西乡

隆盛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 生涯中曾

被流放两次，且有过三次婚姻。最终他

成功推翻幕府迎接明治维新， 但后来

不满新政府的作为，再度起兵反抗，最

终在西南战争中战败而切腹自尽。

作为NHK的年度历史大戏，大河

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受追捧，曾

创造了39.7%的全剧收视巅峰， 如今

却在时代的车轮中渐渐没落。 大河剧

自1963年开播， 如今与红白歌会一起

成为NHK的传统节目，《西乡公》已经是

NHK第57部大河剧 （其中1993年、1994

年的两年间拍摄了三部）。 其实，“大河

剧”与“大和民族”并无关联，“大河”一词

来源于法语词汇“Roman-fleuve”。 人们

把通过描写单个人物或者一个家族的经

历来反映时代变迁的小说称为 “大河小

说”，喻谓“时代的滚滚洪流”之意。 大河

小说是19世纪中期以来法国长篇小说的

重要体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

夫》被认为是最早的大河小说。

1963年播出时，NHK并没有对第一

部大河剧《花的生涯》进行特殊定义，只

是按照题材将之称为“大型时代剧”。 直

到次年第二部《赤穗浪士》播出时，《读卖

新闻》 将这种通过讲述时代里某个人物

或家族故事的电视连续剧与法国的 “大

河小说”相联系，称其为“大河电视剧”，

两者才产生了联系。 1977年，在NHK系

列15周年纪念节目《大河剧的15年》中，

“大河剧”这一名称首次被官方使用。 次

年 《黄金的日子》 播放时，NHK终于把

“大河剧 ”定义为官方名称 ，由此 “大河

剧”这一名称真正走上了舞台。

大河剧的黄金时代出现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 其中1987年至1989年堪称大

河 剧 的 黄 金 三 年 ， 《 独 眼 龙 政 宗 》

（39.7%）、《武田信玄 》（39.2%）和 《春日

局》（39.1%） 迄今依然在大河剧收视率

历史排行榜上牢牢占据着前三位置， 远

远高于其他大河剧。 然而任何事物都无

法逃脱盛极必衰这一自然法则， 大河剧

也不例外。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 大河剧

的人气趋于衰落， 高收视率神话逐渐变

成明日黄花， 甚至一度出现了 “大河废

止论”。

早在1975年， 日本著名电影人佐藤

忠男就毫不讳言地批评大河剧的立场问

题：“大河剧总是站在志士、武将、军师、

地方官之类的武士精英阶层的立场，阐

述统治者们如何心系天下领导民众，这

让观众们年年陷入喋喋不休的说教。”这

一日剧特色反而成为大河剧人气趋于

衰落的原因之一。此外，大河剧力求对

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使得编剧难以设

置悬念， 观众只需观看开头便可知晓

结尾。对于年轻一代的日本人而言，快

节奏、 多悬念的日剧吸引力无疑要运

远高于大河剧。

为挽救颓势，NHK不断尝试以各

种方式吸引观众， 如大量启用偶像派

演员出演大河剧， 剧本人物的选取和

故事的改编更迎合当下的潮流和喜好

等，但似乎并未取得明显效果。2012年

的《平清盛》与2015年的《花燃》双双创

下了大河剧的历史最低收视率， 均低

至12.0%。 而在播的《西乡公》的收视

率也不容乐观， 虽然一度在西乡隆盛

的家乡鹿儿岛创下34.9%的收视率高

峰，但在全国范围内，前十集收视率徘

徊在14%-15%之间，之后更是一路下

跌，如今每集已不到12%，最新的第29

集仅为11.6%。

”达长崎的当天， 主人安排在 “花
月”为我们洗尘。 何谓“花月”？ 以今天的
眼光看，“花月”当位居高级料亭的行列，

当初应该也是。不过它的地点在丸山町，

丸山町正是江户时期长崎青楼的大本
营。 花月者，风花雪月之谓也，或许当年
这里也是一个喝花酒的所在。

此且不说。 我们坐了汽车到达那里
时，蔼蔼暮色已经很浓，沿着洒过水的青
石板铺就的缓坡向“花月”走去，在有些
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看见了一块石碑，上
面镌刻着“史迹·花月”，可见这是一个历
史的遗存。坡道的两侧，优雅地置放着十
来盏方形的地灯，高高的石阶之上，大门
处悬挂着一盏木格纹样的门灯 （日语称
之为“轩灯”），建筑均为原木构造，不施
油彩，多年的风雨剥蚀后，表面呈现出幽
幽的暗褐色。 进入门内，是一条过道，正
面挂着一盏写有“花月”的大灯笼，右侧
则是同样设计的一排小灯笼， 一位姿态

优雅的老妇人已在内侧迎候。脱鞋入内，

迎面是一幅旭日东升的挂轴， 右侧是插
花作品。 “花月”已扩建过，有上下两层，

里侧有一处不小的庭园， 在夜灯的照射
下，花木扶疏，涓涓溪流上有一座小巧的
朱色木桥，有些醒目。

那天招待我们吃的，是所谓的“桌袱
料理 ”，而 “桌袱料理 ”也是 “花月 ”的特
色。我以前研究过一点日本饮食文化，理
论上对桌袱料理有一点点知识。 17世纪
至19世纪初，江户幕府辟出长崎一隅允
许与荷兰人和中国人做贸易， 形成了一
个中国人的集聚地“唐人屋敷”。 大约从
公元七八世纪开始， 因历代天皇笃信佛
教而禁止朝野杀生食肉， 于是一千多年
来， 肉食基本上从日本人的食谱中消失
了。 但居住在“唐人屋敷”内的中国人却
是要吃肉的， 于是官府便准许在里面圈

养一些猪、鸡之类，另外安排少数山民在
僻远之地养殖猪牛以供中国人和荷兰人
食用。 我在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内展示
的“长崎名胜图绘”中看到过“唐人屋敷”

内的宴饮场景，杀鸡宰猪好不热闹。初时
中国人可以随意在市内居住， 后来被限
定在“唐人屋敷”后，青楼女子照样可以
自由进出，如此一来，中国的饮食就流入
了部分长崎市民的生活中， 于是诞生了
中国饮食与和食交杂在一起的所谓 “桌
袱料理”。

与当时一般的日本人餐食相比，它
有三点异色，一是有矮脚的圆桌。日本早
年吸收的大陆文化， 大”是唐或之前的
文化，那时中国人用餐皆是席地而坐，席
前置有一矮桌， 中唐以后才逐渐采用了
西域传来的桌椅， 而日本人在安史之乱
后就停止派遣遣唐使， 一直沿用了此前

的大陆文化，榻榻米，无桌椅之设。因此，

矮脚的圆桌已是受了“唐人屋敷”影响之
后的创制了。二是用大碗盛放食物，食客
在自己前面另备一个碗碟， 可放夹取的
食物， 这在每人一份餐食的日本传统中
也是没有的。三是食物中会有肉类出现，

这差不多是离经叛道了。 现在“花月”的
招牌菜“红烧肉”，大概就诞生于那个年
代。 今天终于有缘躬身见识一下桌袱料
理了，有幸有幸。

那天我们是在和式的大房间， 榻榻
米、朱漆圆桌、矮脚，坐垫后面却是有靠
背的， 男性可盘腿坐， 餐食是每人分开
的，面前四个碗碟，清一色的白色，与传
统的和食器皿完全不同， 却也不似中餐
的大碗大盘，食材荤素皆备，滋味却不东
不西，其中的一款红烧肉（是我自己的命
名，日语谓之“豚肉の角煮”）值得一提。

说是红烧，几乎没有酱色，汤汁中也几乎
没有油花， 选用的是九州南部黑毛猪的
真正五花肉，一大块平放在碗碟内，入口
即化。肉边配置一个颜色鲜鲜的杭椒。席
间有年逾四旬的艺妓表演歌舞， 举手投
足，纯然的和风和味。我觉得长崎真是一
个奇妙的城市， 来自不同场域的东西文
化，都在此投下了影迹。

说起长崎具有唐风的食物， 最出名
的当是“长崎ちゃんぽん面”了。 “ちゃん

ぽん”没有汉字，其发音，据说来自闽南
话的 “吃饭”。 其实这是一种什锦汤面，

大概也诞生于 “唐人屋敷” 的时代， 将
几种蔬菜和猪肉片混炒在一起， 盖在汤
面之上， 不放酱油， 汤也不是博多拉面
的猪骨汤， 且不用深碗盛放， 而用一个
较深的盘子。 翌日中午， 主人请我们在
当地著名的中菜馆 “四海楼” 品尝过，

说实话， 滋味不算好。 “长崎ちゃんぽん

面”早已风行全日本，但我觉得它的滋味
不及九州拉面。长崎市内有一条大街，曰
“福建通”，“通”就是大街之谓也。今天行
走在街上的，或许还有当年“唐人屋敷”

时代的后裔。

■本报记者 吴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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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运动员突破极限

科技可以帮助运动员们一再突破极
限。 一场跨世纪的百米赛跑实际上也是
一场科技的竞赛 。 从 80 多年前杰西·

欧文斯以 10.2 秒打破男子 100 米短
跑纪录， 再到 2013 年尤塞恩·博尔特
以 9.77 秒再创纪录 ， 在这期间 ， 训
练、 测试、 技术、 服装、 器械的改进帮
助运动员们做到更好、 更快、 更强。

日本民众在京都纪念“明治维新前三杰”之一坂本龙马逝世150周年，2010年NHK大河剧《龙马传》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东方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