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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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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毛泽东研究是世界范围内的重要课题。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在国外毛泽东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日

本毛泽东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对于考察国外毛泽东学学术史有着重要意义。日本学

者在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和哲学思想、毛泽东与中国模式的关系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对于我们深化国内的毛泽东研究有多个方面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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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cussion and Analysis of Japanese Studies of MAO Zedong

CAO Jingwen
(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China)

Abstract: The study on MAO Zedong is an important topic in the world． The Japanese study of MAO
Zedong occupies an important position overseas． Japanese study of MAO Zedong has its own features
in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Japanese scholars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MAO Ze-
dong，his military and strategic thinking and his philosophic thinking，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O
Zedong and Chinese model． Japanese scholars’study of MAO Zedong has many aspects of enlighten-
ment and reference for us to deepen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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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历史伟人。习近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不仅赢得了全党全国各

族人民爱戴和敬仰，而且赢得了世界上一切向往进步的人们敬佩。”［1］毛泽东研究是海外中国学的重要

组成部分。毛泽东研究已成为海外学界的“显学”，而日本则是海外毛泽东研究的中心之一。加强对日

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海外毛泽东研究的认识，进而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深

入开展。

一、日本毛泽东研究的历史考察

与其他国家的毛泽东研究相比，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可谓起步早、起点高、成果多、规模大、领域广、特
点鲜明。从整体上来说，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 初创阶段( 1927———1945 年)

日本人开始知道毛泽东的名字要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据野村浩一在《毛泽东: 人类智慧的遗

产》一书的序言中讲，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日本人就已经知道了毛泽东是“朱毛军”的首领。这与大多

数普通中国人知道毛泽东的名字应该是在同一时期。当时，日本人撰写的《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新关系》
《中国共产党文献考》等 20 多篇文章中，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有的还颇费笔墨地对毛泽

东领导秋收起义和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等事迹进行了评述。
日本人更多地了解毛泽东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进

行了长达 14 年的艰苦抗战。这对于在华作战的很多日本人来说，当年共产党游击队的首领毛泽东，现

在已经成为指挥八路军、新四军等人民军队开展对日作战的中共最高领导人了。日本人在此期间发表了

上百种有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和书籍，这些成果除少数日本革命者所撰写外，多数是为日本侵华

服务的文人的作品。因此，搜集有关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情报是这一时期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主要特点。
如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出版的《支那共产党之概况》、华北派遣军宪兵队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等书籍。

1938 年，日本政府成立了“东亚研究所”，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文和自然状况进行调查，第一

步就是专门开展中国问题的调查。他们曾翻译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由于受意识形态观念的

影响，有些日本人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尽污蔑之能事。朝日新闻的记者波多野乾一曾在日本《大

安》杂志上发表《延安水浒传》一文，他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挑选了 108 人，冠以《水浒传》里的绰号，

一一进行评述。其评论多是不实之词，甚至是极端恶毒的攻击。在文章的结尾，他还恶狠狠地说: “这

一辈家伙都是罪该万死的恶魔，我们要赶快加以扑灭。”［2］( p252)

在中国的一些日本革命者多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来评述毛泽东和中国革命。这些人主要是在

延安的日共党员冈野进等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日人反战同盟成员。他们参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亲眼

目睹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的革命活动，对中国革命和毛泽东思想有一定的了解，他们的评述较为

符合客观和实际情况。
由于这一时期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多以搜集情报和新闻报道为主，还谈不上学术意义上的毛泽东研

究，但为后来日本和海外的毛泽东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2． 初步发展阶段( 1946———1965 年)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彻底改变了中日关系，极大地促进了日本的毛泽东研究进入学术殿堂。曾参

加中国抗战的一些日共党员回国后，积极地把毛泽东思想介绍给日本民众。尾崎庄太郎翻译的毛泽东

的《矛盾论》《实践论》《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鹿地亘翻译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文章，在日

本社会广受欢迎。一些介绍和评析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的书籍开始出版，如岩村三千夫的《毛泽东的思

想》一书，高度评价了毛泽东的国际意义，他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亚洲版的代表。美国

记者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于 1952 年在日本翻译出版。这都使毛泽东在众多的日本人，特别是青年

学生中形成了高大伟岸的形象。
战后日本的众多学术团体积极开展毛泽东研究。1946 年 1 月，岩村三千夫、野原四郎等人筹备成

立了民间研究机构———中国研究所，专门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研究，主办有《中国研究所报》。1951 年，以

中国研究所为母体，成立了现代中国学会，《中国研究所报》更名为《现代中国学报》，并创办了《现代中

国》杂志。中国研究所和现代中国学会在日本战后初期的毛泽东研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塚

有章在 1962 年成立了日中友好学院，组织进步工人和青年学生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这也是一所从

事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民间机构。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十分注重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竹内好认为，毛泽东的根据地理论是一种

哲学概念，充满了必胜的信念。1952 年，松村一人在《思想》杂志上以《论毛泽东之哲学的意义》为题连

续发表文章，对《矛盾论》和《实践论》等毛泽东的著作作了深入分析，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历史

地位和重要意义。次年，他还出版了《辩证法的发展》一书，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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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新岛淳良也在《思想》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是实践辩证法的发现者。
3． 高潮阶段( 1966———1978 年)

中国“文革”对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影响很大。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出现了“新左翼运动”的勃兴，特别

是“三 M”主义( 即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塞库的思想) 在日本的青年学生中有着很大的影响。当时，几

乎所有的日本高校都出现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组织，讨论气氛十分热烈。这一背景促成了日本毛

泽东研究进入高潮阶段。
特别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毛泽东研究更是引起了日本学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受“文革”时期无产

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日本学界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异常热烈，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围

绕着对“文革”的评价，在日本形成了“亲华”和“反华”两大学术流派。由于受当时中国“文革”形势的

影响，在“亲华”派中出现了从神化毛泽东到赞美林彪，甚至追随“四人帮”主张的情况。他们认为，中国

的“文革”创造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运动，是给世界史增添了新的一页的“触及灵魂的大革命”，将其

看作是“世纪性实验”。“反华”派学者则认为，中国的“文革”是单纯的“权力斗争”，不是任何意义上的

文化革命。［3］( p298)

1967 年，大塚有章领导的日中友好学会改组成了“日本毛泽东思想学院”。这是世界上唯一一所以

研究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主的学校。大塚有章、井上清、中岛健藏等著名中国学家积极参与学院的教学

和研究活动，定期举行毛泽东思想学习会。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参加学院学习活动的人员开始由左翼

青年学生为主转为以工人为主。
这一时期，日本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如日本国际所编辑出版的《中

国共产党史资料集》、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的语录》和《毛泽东集》、东京大学近代中国史

研究会编译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新岛淳良编辑的《毛泽东最高指示》、矢吹晋编辑的《毛泽东谈社会主

义建设》等都是十分珍贵的文献资料。这些出版物为日本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提供了基础资料。
4． 深入发展阶段( 1978 年至今)

毛泽东去世后，由于受中国改革开放形势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发表的影响，日

本的毛泽东研究出现了降温的现象。但随着中国实行开放和公布了大量有关毛泽东的档案材料，这一

时期的毛泽东研究呈现逐步深入的趋势。
日本学者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后，无论是“亲华”的学者还是“反华”的学者，都纷纷反思自己在“文

革”时期的毛泽东研究，不断根据新的资料调整自己的观点。很多学者把毛泽东研究的焦点，开始聚焦

在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探讨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上。特别是进入新世

纪后，很多日本学者把毛泽东研究放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宏观历史上进行深入的研究。
2009 年，现代中国学会出版了《新中国的 60 年———从毛泽东到胡锦涛的连续与不连续》一书，收入近藤

邦康、奥村哲、砂山幸雄等人的文章，探讨了毛泽东与新中国 50 年的关系。
这一时期，日本学者又编辑出版了有关毛泽东研究的新的文献资料，如太田胜洪、小岛晋治、高桥

满、毛里和子合编的《中国共产党最新资料集》、竹内实主编了《毛泽东集补卷》等。有些学者还多次到

中国进行实地调查和搜集第一手资料。
由于受中国国内“非毛化”思潮的影响，有些日本学者曾试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

位。井上清等人对此坚决反对，他们认为: 不管怎么说，是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运用到

到中国革命的实际中去，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具体现实，找到了中国

革命的道路，最后制定出农村包围城市这一马克思和列宁都未曾考虑到的，当时被共产国际视为异端的

伟大战略，而且在革命实践中取得了胜利。我们就是要学习这种思想和方法。他们指出: 毛泽东的《矛

盾论》和《实践论》等哲学著作的理论价值，今天依然非常有效和有益，是不可缺少的理论指针。

二、日本毛泽东研究的主要内容

日本学者的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多个领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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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度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充分肯定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做出

的卓越贡献。他们普遍认为，毛泽东是 20 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毛泽东虽然并非代表中国的全部，但在

考虑当今中国时，无视毛泽东的贡献是完全不行的。
( 1) 毛泽东是 20 世纪的历史伟人。毛泽东的生平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中之重，这是因为很多

人敬佩毛泽东的人生并不平坦，甚至可以说是在没有路的地方走过来的。松本一男曾用“汗牛充栋”来

形容日本的毛泽东传记之多。他描写了当毛泽东去世的消息通过收音机播送后的人们的心情: “过去

半个世纪身为中国革命之代名词，建国以后执国际外交之牛耳的这位巨人，他的死犹如晴天霹雳，给中

国人带来极度地震撼，有人泪流满面，而有人则在心中默默饮泣。”［4］( p1) 松本一男甚至认为，毛泽东建立

新中国的功劳，与秦始皇、成吉思汗、亚历山大等古今中外的英雄豪杰比起来，可以说是最大的。野村浩

一在《毛泽东: 人类智慧的遗产》一书中指出: 毛泽东是伟大的革命家，是率领几亿中国人民从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动乱中创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命运动的领袖; 毛泽东大大改变了亚洲的地图，重写了历经一

个世纪的中国半殖民地的历史。毛泽东不仅是一位 20 世纪的中国人民的伟大解放者，而且也是一位给

当今世界以巨大影响的杰出人物，这是不容否定的。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是一位政治家、思想家、战略

家、文学家和教育等方面的巨人。要理解他，当然要综合性地深入思考这些方面”。［5］( p37) 特别是战后的

世界中，中国的独立和发展显然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是通过毛泽东的存在而完成的。竹内实还认为，

“毛泽东是一位以中华世界为对象奋斗一生的人物。把他放到中国悠久历史的长河中研究，他应该在

中华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毛泽东把一个国家放到历史的舞台上了。抹杀毛泽东的名字，也就没有

了中国革命的历史。”［6］( p20) 确实，毛泽东的去世，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但毛泽东作为历史伟人，将

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 2) 毛泽东思想是人类智慧的遗产。新岛淳良称毛泽东为现代首屈一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柳

田谦十郎认为，毛泽东的所有著作都是根据中国的历史、中国的风土和中国的现实，而且多数都是为了

直接指导当时的革命实践而写的。毛泽东的著作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来说，起到了既十分适用又

极为有效的行动方针的作用。野村浩一指出: 毛泽东思想是确凿无疑地代表或象征着 20 世纪当代世界

的一份智慧的遗产; 毛泽东思想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亿万人民行动的指南。新岛淳良还论述了毛泽东

思想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他说:“毛泽东思想在广大的第三世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架起了桥梁。而且，

毛泽东是站在第三世界———占人口绝对优势的是农民———的前头，为人类开辟走向幸福天堂的道

路。”［7］( p142) 竹内实在评论中苏论战时指出: 在同苏联展开论战时，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继承

者而出现。也就是说，即使在具有人类普遍真理的世界上，毛泽东的地位也是最高的。
( 3) 毛泽东晚年犯有错误。毛泽东晚年的思想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多数日本学者认

为，毛泽东“文革”时期的思想与其前期的思想有很大的差别，应将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经受了考验

的毛泽东思想，另一部分是其晚年的思想。中西功就认为，这两部分思想，无论在政治内容上，还是在对

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世界的分析上，都非常不同。毛泽东晚年忽视了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现实，而仍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才导致了毛泽东晚年思想上的错误。中西功

等人的这一观点在日本学者中很有代表性。
2．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由于中日文化密切的关系，日本学者十分注重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研究，重点探讨了毛泽东思想与中

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 1)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野村浩一认为，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者，毛

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一灵魂的体现，推动了中国的解放事业，因而能与列宁主义

相提并论。在野村浩一看来，毛泽东是从中国的传统哲学出发，接近进而接受马克思主义，同时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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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知行观”和“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都作了一些补充。大滨浩、加地伸行等人探讨了毛泽东的辩证

法与中国传统辩证法的关系，认为毛泽东辩证法的许多思想观点来自于对传统辩证法的继承。但新岛

淳良等人则认为，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在本质上与阴阳二元论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传统阴阳二元论是

毛泽东辩证法的“反面教员”。
( 2) 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竹内实、尾崎庄太郎等人认为，毛泽东的《矛

盾论》《实践论》等哲学著作，与其说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上而成的著作，莫不如把它说成是

基本上通过从日本翻译的苏联教科书的学习而成的。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哲学著作是以米丁等人为中心

编写的教程、辞典等为基础，而且不少部分是完全借用的。但在谈到“知”和“行”的问题时，新岛淳良认

为，毛泽东是用“知和行的关系”，就是说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来论述的。毛泽东把实践看作是一切的

“行”，实践首先是作为一切认识( 知) 的源泉，同时又作为理论的( 被系统化了的知) 检验标准。而马克

思主义哲学则只提到实践单纯处于理论的检验阶段，特别是斯大林把实践的含义缩小到党的“方针”的

“实行”上。新岛淳良认为毛泽东在这方面超越了他的前辈。柳田谦十郎肯定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

矛盾学说的贡献。他说: 毛泽东“把矛盾分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可以说以前的唯物论者不大注

意这一点。那不单纯是新的构想，而是起到了为当时中国的革命实践制定极为重要又十分适当的行动

方针的理论基础作用”。［8］( p111) 他还认为，毛泽东的《矛盾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不仅在于给辩证唯物

论的发展历史增添了新的内容，而且还在于它明确地提出了中国人民斗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什么要

由过去国内的阶级斗争转变为与国外的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民族斗争的理论根据。
( 3) 自觉能动性理论是毛泽东认识辩证法的的最重要理论之一。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思想的中心

内容就是“自觉能动性”，其自觉能动性思想萌芽于 1917 年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随着毛泽东认识论

的成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等文章中，自觉的、能动性的辩证过程思想得到了系统阐发。到 1958 年

“大跃进”时，毛泽东也大力宣传“主观能动性”，但结果不尽人意。竹内实解释了什么是自觉的能动性，

所谓“自觉的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简单地说，就是“干劲”。作为唯物论者的他，清楚地知道，围绕

着人的事和物是有规律的，那种规律是不能靠人的力量随意改变的。尽管如此，他说首先作为一个人，

是否有“干劲”是带有决定的。可以说，竹内实抓住了毛泽东思想中的这一重要特征。其实，在经济、文
化十分落后的中国，没有“干劲”是不可能成就任何事业的，发动组织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没

有错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好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
3． 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多数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时期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干，是军事天才，在军事

战略思想方面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 1) 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的来源。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包含

着十分丰富的内容，但其军事思想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吸收了西方军事理论著作的精华，特别是吸收

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合理部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战争观。久住忠男指出: 毛泽东确实从理论

上和实践上把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的各种战斗关系作了清晰的说明。二是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杰

出的战略战术思想影响，特别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十分喜爱的中国传奇小说的影响，以及《孙子兵

法》等中国古代兵书思想的影响。中岛岭雄指出:“使少年时期的毛泽东心醉的英雄豪杰的不屈不挠的

形象，不仅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中抱有‘正义必胜’信念的鲜明映像，而且这些英雄豪杰的

权术，正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的重要源泉。”［9］( p12) 他还认为，毛泽东将这些英雄豪杰使用

权术的各种形态分为“正义和非正义”，并以此为主要媒介形成了其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理论。
( 2) 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久住忠男十分推崇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他认为在 20 世纪产生的最优秀

的战略理论中，首推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伊藤皓文认为，毛泽东的战略理论是从敌大我小这一力量关

系为出发点而提出的。他认为，毛泽东的战略是弱者的战略，是弱者转化为强者的战略。河野牧认为，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斗争时期形成的军事原则至今都是中国战略思想的基础。持田真一认为，毛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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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理论有五个方面: 统一战线战略、根据地战略、持久战战略、游击战战略和核战略。这些战略又有四

大特色: 军事战略从属于政治策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诱敌深入的思想、打歼灭战的思想。松本

一男指出，特别是毛泽东的游击战术的基本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各地实行革命战争的

模范。
( 3) 毛泽东的军队建设理论。日本学者认为，毛泽东的军队建设思想包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

民主、三大任务、三大关系(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 等方面的内容。竹内实认为，毛泽东不仅

规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更为重要的是建立起了检查执行情况的制度。他说: “在驻扎有红军的村

落，当红军一出发，后面便留下检查班，一户一户地访问村里的每一家，向村子里的人打听借的东西还了

没有? 损坏的东西赔偿了没有? 买东西付钱了没有? 由于检查形成了制度，红军士兵不容分说都掌握

了这些规定。”［5］( p117) 所以，毛泽东作为领导人的才能，并非仅表现在公布这些规定上，应该说表现在严

格执行检查上。后来，毛泽东还总结出管理教育军队的一些方法: 要深入群众，大众化; 要经常关心、照
顾士兵; 要以身作则; 做到让士兵自己教育自己，走群众路线; 说服教育比惩罚更重要; 宣传鼓动比命令

更重要，反对命令主义等。松本一男在分析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军队赢得胜利的原因时指出:“毛泽东

觉得，为了在战争中获得胜利，光是采用正确的战略还不够，按照从井冈山时代起的传统，政治上的说服

和抓住群众的心才是取得胜利不可欠缺的条件。因此，毛泽东决定实施收揽人心的政策，譬如土地改

革、统一战线、重新认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唤起国内外的舆论等。”［2］( p201)

4．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发展模式

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间关系的探讨，是日本学者长期关注的热点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毛泽东对中国模式起了奠基和开拓的作用。

( 1) 毛泽东对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起了开拓作用。日本学者普遍认为，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是

毛泽东开始探寻中国发展道路的重要标志。如竹内实就指出，毛泽东在 1956 年的《论十大关系》一文

提出了国家经营管理方面的构想。在竹内实看来，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对当时视为绝对的苏联模式———
重工业优先政策提出了异议，开始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道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岛淳良有不同的观

点，他说:“大约在 1957 年以前，中国的领导人是从苏联那里寻求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然而，在实践过

程中发现，只靠这些还有许多问题解决不了。”他认为，毛泽东 1957 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通过农业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为地方经济的多样性和机械化服务”等观点，

“已明确地意识到不可照搬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因此，《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

问题》是探索中国发展模式的标志性文献。［7］( p124) 中西功则认为，在 1956、1957 年，毛泽东在经济、政治、
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都在摸索着“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所有这些经验都在“八大”上做了总结，而

且作为中共的“社会主义道路”确定下来。
( 2) 客观看待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模式。石川滋对 1958 年“大跃进”时期中国发表的统计数字表示

怀疑，但也不同意美国学者关于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他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先后发表了《中国经济的发

展与探索》、《中国经济的长期展望》等文章，批驳了中国经济崩溃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中最为扎实，社会主义对于中国摆脱落后有重要意义。西嶋定生 1966 年出版了

《中国经济史研究》一书，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日本学界长期存在的中国社会陷入“停

滞”的说法进行了质疑，但也认为“大跃进”等中国发生的事物以及 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所坚持

的意识形态，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本来思想。一些学者在看到“大跃进”和“文革”给中国带来破坏的

同时，也认识到毛泽东时期有许多好的做法和成功的探索，特别是对毛泽东时代出现的干部、工人、技术

员的“三结合”以及现代工业和地方小企业、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同时得到重视的“两条腿走路”方针，

给予了高度评价。

三、日本学者毛泽东研究的特点

日本学者的研究视角、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于国内学者之处，逐渐形成了鲜明的特点。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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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他们所得出的观点不一定完全客观公正，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研究对推进国内的毛泽东研究

还是有多个方面的启示和借鉴作用的。
1． 进行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运用最早的版本考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竹内实的《毛泽东集》及其补卷是日本学者在毛泽东著作编辑文本考订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受到国

际学界的高度肯定。后来的日本学者开展毛泽东研究多承袭了这一学风。近年来，一些学者搜集、鉴别

了一批未曾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章。村田中禧于 2010 年在西藏博物馆发现了一封毛泽东在上世纪

50 年代写给达赖的信，多方考证后，他建议进一步公开史料。2004 年 6 月的《文艺春秋》杂志公开了加

藤哲郎发现的毛泽东写给日共原领导人冈野进的两封亲笔信，预测了抗战结束后的中美、中日关系。新

岛淳良在研究毛泽东早期思想时就发现，《毛泽东选集》中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原著

作并不一样，因此主张要根据原文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同时，他们又认为文章修改也有研究的必要，

说明了当时的历史形势的发展变化。1950 年 12 月，《实践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一些日本学者将

其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原著比较，也发现了许多不同之处。如原文中在论及实践时，仅限于生产斗争和

阶级斗争，后来根据中国的实际需要又加上了科学实验。进行这样的修改，是因为中国正需要专家，包

括大量的理论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支援。
美国学者施拉姆对竹内实编辑的《毛泽东集》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一部仔细而有批判地编辑而

成的毛著作集。这部著作不仅可以使人们方便地得到大量迄今只能在分散的，有时是字迹模糊的原始

材料中获得的东西，而且指出了 1951 年的官方版本中所有经过改动的地方。”“这个东京版本对于每一

个对 20 世 纪 前 半 期 中 国 历 史 和 政 治 作 严 肃 的 学 术 研 究 的 人 来 说，都 成 了 不 可 缺 少 的 参 考 工

具。”［10］( p215)

日本学者主张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对于那些贬低毛泽东的书籍则持谨慎的态度。宇野重昭对

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苏联国际工人运动所编的《共产国际与东方》等书籍进行了质疑，他提醒从事毛

泽东研究的学者:“在利用这些有反对中国共产党性质的资料、回忆录、史论时，应看准其特定的意图，

小心谨慎地使用。”［3］( p309)

2． 注重借鉴其他国家的成果，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进毛泽东研究深入开展

日本学者十分注重翻译其他国家学者的毛泽东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

毛的崛起》，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沈迈克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英国学者菲利普·肖特的《毛泽

东传》等书籍，颇受日本学界的关注。
为影响日本的中国研究，美国的一些基金会还对日本学者提供资助。如 1962 年，美国的亚洲基金

会和福特基金会就向日本的东洋文库提供了 17． 3 万美元的资金，用于日本学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这

引起了日本学者的激烈争论。赞同接受资助的学者认为可以推动日本的中国研究。但反对的学者认为

这是美国人别有用心，要控制日本的中国问题研究。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基金会的资助加强了日本学者

的国际交流活动，推动了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开展。
日本的毛泽东研究受美国和国际政治风云的变化影响很大。围绕对新中国和毛泽东的评价，出现

了“亲华”和“反华”两大派别。两派都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在“文革”时

期，“亲华”的学者对毛泽东的思想全盘肯定，甚至对“文革”表示理解和支持; 而“反华”的学者则对毛

泽东的思想全盘否定，认为中国的“文革”过于强调了阶级斗争，是权力斗争。
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些日本学者获得了长期在中国工作或学习的机会，不仅改善了他们研究毛泽东

的条件，而且促进了与中国学者的交流。中国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也逐渐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金

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 1893—1949 ) 》在中国出版后，马上就被日本美铃书房翻译出版。村田忠禧在

“译者后记”中指出: 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内容的可信度极高”，“提供了非常珍贵的信

息”，［11］有助于推动毛泽东研究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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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从深层次上评析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日本学者十分注重开展比较研究，在比较研究中深化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一是进行人

物之间的比较。对毛泽东和邓小平历史地位的比较研究是日本学者研究的重点。多数学者能够客观公

正地开展研究，但也有扬毛贬邓或扬邓贬毛的现象。其他还有对毛泽东与鲁迅、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的

比较研究。丸川哲史的《鲁迅与毛泽东: 中国革命与现代性》一书，以两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把整个革

命史看作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尝试，认为中国有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特征。岩间一雄在《鲁迅与毛泽东》
一文中指出，毛泽东和鲁迅在通过反对封建主义、开展农民革命等问题上有共同性，但在打破民众的奴

隶精神以形成自主自立的主体方法上却有着本质区别，前者主张“大众的方法”，后者主张“文学的方

法”。松本一男还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进行了比较，认为周恩来十分注重自我批评，乐于倾听别人

的意见; 而毛泽东则常按自己的决定行事，不喜欢受人摆布，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事实是，毛泽

东不顾别人的批评，强迫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时，常能获得非常好的结果。
二是进行思想之间的比较。柳田谦十郎把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比较，认为毛泽东理

论有其特殊性，不能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相提并论。他批评了“文革”时期的顶峰论，说:“毛泽东理

论，作为立足于中国大地的自主独立的理论，将马克思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应用到中国特殊的历史环

境，那本身并没有错，然而，如果把它看作比马克思和列宁还要高的当代最高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并加以

顶峰化和绝对化，而且又让全国人民无批判地盲目相信，进而中国自己再以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让外国

党服从这种结论，可以说，其遗害是无法估量的。”［8］( p113)

应该说，日本学者多数人能够以客观的态度、详尽的资料开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提出的

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但也有些右翼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缺乏必要的研究资料，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

想进行了臆断。如何正确认识国外学者的观点，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自己的眼光，在客观准

确地评析国外毛泽东研究观点的基础上，推动国内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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