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战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
及其对外扩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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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 ,法西斯主义在日本兴起。

法西斯主义不仅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政治 ,更提出了一系列扩张理论 ,强化了

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侵略政策 ,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作

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由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制约 ,新兴法西斯主义可以

区分为民间 (即不穿军装的)法西斯与军队法西斯两大类别。借对外战争实

现其大陆侵略政策 ,同时反击民主派势力 ,这是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西斯势

力的主要契合点。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基本特点在于 ,为论证对外战争的

必要性 ,最大限度动员民众投入战争 ,它们遍及思想文化各领域 ,花样繁多、

内容庞杂。既有对于传统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 ,

更主要是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针对时局提出各种论述 ,以及军部

各决策机构制定策案纲要所确认的指导思想 ,表述形式五花八门 ,极富于诡

辩性、多样性、独特性、应用性与丰富性。

关键词 　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二三十年代 ,法西斯主义在日本社会兴

起 ,最终控制了国家政权 ,使日本成为世界最主要法西斯帝国之

一。法西斯主义不仅改变了日本的社会政治 ,更提出了一系列扩

张理论 ,强化了近代军国主义确立以来的对外侵略政策 ,为发动第

二次世界大战从多方面做了社会动员与理论准备。研究两战间日

本法西斯扩张理论 ,有助于深入认识日本近现代历史、深刻了解日

本发动持续不断对外侵略战争原由 ,还可以解析现今日本右翼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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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历史谬论的实质。本文拟以北一辉、石原莞尔等重点人物为中

心 ,作一些概要探讨。

一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及其特征

对于日本扩张主义来说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天佑良机”。日

本攫夺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殖民权益 ,接管了西太平洋德属诸群

岛。无论殖民经济与军事力量 ,都在战中得到极度膨胀 ,成为仅次

于美、英的世界强国 ,更是远东第一大国。但战后国际形势与国内

问题结合 ,激化了各种矛盾 ,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在国内的兴起。

一战后日本国内问题 ,首先是频繁的社会动荡和经济危机。

由战争需求带来的经济景气 ,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退。日军入侵

西伯利亚伤亡巨大 ,军费负担沉重。大量农村青年外流 ,田野劳力

不足 ;由军国主义体制所支配的优先发展军事工业政策 ,加剧了原

有半封建的农业体制缺陷与农村经济的凋敝状况。战后的工业生

产陷入不景气。据统计 ,1921 —1929 年 ,法、德、美、日、英等五国

的年平均工业生产增长率 ,分别为 9. 4 %、7. 1 %、4. 3 %、3 %、

1. 7 %。其中日本的增长率 3 % ,低于同期的法、德、美 ,仅高于英

国 ,其增长之缓慢亦为该国近代以来所少见。① 日本的国际处境

变得十分不利。大战以其前所未有的残酷与伤亡 ,促成了世界各

国反战和平运动、民主主义空前高涨。中国民族解放力量由国、共

两党领导逐步壮大起来 ,亚洲其他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有新的

发展。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的确立 ,使日本直面于中国人民的

反抗和美英的共同压力 ,在远东国际舞台上陷于孤立。面对上述

形势 ,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以军部为代表的军国主义势力。日本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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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是在明治维新后的政治基础上 ,经过日清、日俄两大对外战争形

成的势力集团。其政治影响力有如日本学者所说 ,是明治宪政的

“权力核”或“权力中枢”①,居于特殊的政治地位。军部势力有两

大支柱 ,其一是以德国为模式 ,实施军政军令大权分立、统帅权独

立的原则。“设置统帅权独立原则的目的之一 ,是旧有藩阀势力试

图从对立的自由民权运动的政治影响中 ,把军队隔离出来。而今

同一制度 ,则成了从藩阀势力中独立出来的军队 ,在政党攻势面前

自我坚守的依据”。② 但其实质作用并不只是“自我坚守”,而是强

化军方的政治地位 ,使“参谋本部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

政大臣并立”。③ 其二是 1900 年 5 月山县有朋内阁修订陆海军省

官职 ,明文限定陆海军大臣的现役武官专任制。1907 年制定《军

令》,明确有关统帅权事项只需军部大臣副署 ,而不用总理大臣副

署。该制度使政党、政府对军权不得染指 ,军部却可根据军方意志

派员担任内阁大臣 ,直接操纵国家政务 ,掌握内阁存亡。如大正初

年 ,由陆军大臣上原勇作辞职 ,倒垮了军方不满意的西圆寺内阁。

所以 ,在明治时代军国主义体制下 ,军部不止是防守 ,而是逐

渐取得了对民主派政党、内阁政府的政治与组织优势。到大正初

年 ,军方已经有了明确的自我意识 ,自称“军部”,而政党方面则斥

责为“阀族”、“军阀”。④ 再经过不断的对外扩张战争 ,军部势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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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膨胀 ,最终形成为压倒内阁政府、完全支配日本政局的权势中

心。

军部势力的崛起一直受到强力反弹。早在一战前军事权势集

团同政党方面的矛盾冲突既已激化 ,加上中国辛亥革命影响 ,民主

派政党在大正护宪运动中提出了“拥护宪政、打倒军阀”的口号 ,通

过国会要求改革官职限制军制特权 ,并于 1913 年废止了军部大臣

现役制 ,将其扩大到后备役、预备役 (事实上并未出现过) 。该时期

“军阀”概念产生使用 ,表明军事官僚或军人对国家政权的操纵与

对社会政治的干涉 ,已经成为宪政民主的主要障碍 ,也说明了双方

对峙局势的空前严峻。

一战后的新形势进一步把日本推向了十字路口 ,各派政治势

力组合分化 ,不断产生新的政团 ,提出各种出路方案。各社会主

义、无政府主义团体及共产党倡导民主、反对战争 ;资产阶级民主

派政党方面 ,有石桥湛山提出“小日本主义”,主张放弃海外殖民领

土、反对黩武扩张主义 ;犬养毅等人倡导“经济立国”和币原喜重郎

等人主张“协调外交”,不仅具有思想与理论方面的影响 ,且通过政

党内阁实施了适应“凡尔赛 —华盛顿”体制而与英美等国协调的外

交政策 ,参加谈判并缔结了国际社会的非战公约及裁军等协定。

民主派政党的活跃及其成就 ,形成为 20 年代日本政党政治的“黄

金时代”。

民主派政党此期最大的政治成就在于 ,在国家体制调整方面

曾一度削减军部势力。1918 年建立的原进内阁是比较具有完全

意义的政党内阁。1924 年实现了普选 (男子) 。吉野作造的“民本

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原内

阁的高桥藏相曾要求废止参谋本部 ,把军令大权收归内阁 ,原敬首

相认为时机不成熟 ,让高桥撤回提议。1913 年对于军部大臣现役

武官专任制的修改 ,一定程度地冲击了军制特权。政党方面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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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实行军部大臣文官制 ,形成了对于军部势力的相当压力。与

政治层面相应对 ,还出现了较为普遍的“蔑视军人”、“军人的社会

地位低下”的社会心理倾向 ,一向受人欣羡的军职变得被人看不起

了①,甚至在公共汽车上 ,军官的靴子偶而碰了别人就会听到骂

声 ,一些军官上下班都不敢穿军装。

面对一战后民主势力的进展 ,作为实际的“双重政府”之一、受

到直接冲击的军部不能容忍②,代表皇权主义、国粹主义等民间右

翼势力也不会顺从。在由此而激化的社会动荡与冲突之中 ,军部

势力与社会极右翼势力相互呼应 ,从军、民两个方向推出了日本式

的法西斯思想与行动。

由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的制约 ,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可以区

分为民间 (即不穿军装的) 法西斯与军队法西斯两大类别。1919

年 8 月 1 日 ,由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等人在东京成立了犹存社 ,

大川周明专程到上海请北一辉回国。北一辉正在闭门赶写《国家

改造案原理大纲》。他于 1920 年 1 月回到日本 ,加入犹存社 ,与大

川、满川一道成为该社的台柱。犹存社的名称取自中国晋代诗人

陶渊明的《归去来辞》:“虽三径就荒 ,松菊犹存”,表示在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与和平、民主浪潮的冲击之下 ,“日本民族之魂”将仍然屹

立。犹存社的纲领是 :“一、建设革命的日本 ;二、充实日本国民的

思想 ;三、合理地组织日本国家 ;四、开展民族解放运动 ;五、执行道

义的对外政策 ;六、联络改造运动 ;七、锻炼战斗同志的精神。”③

犹存社是日本第一个提出完整政治纲领的民间法西斯主义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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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从犹存社开始 ,兴起了种种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各色法西斯组

织。他们同旧右翼团体的“浪人型”的对外侵略别动队和纯粹的

“暴力团”有很大区别。犹存社的活动与北一辉的思想在一部分军

人和学生中得到热烈回应。东京帝国大学的“日之会”、北海道帝

国大学的“烽之会”、早稻田大学的“潮之会”、拓殖大学的“魂之

会”,以及第五高等学校的“东光会”,佐贺高等学校的“太阳会”、京

都帝国大学“犹兴学会”等法西斯主义团体纷纷出笼。日本法西斯

主义团体的情况十分复杂。据日本司法省调查 ,到 1933 年底 ,法

西斯主义、半法西斯主义团体共有 501 个 ,其中半数以上是 1932

一 1933 年出现的。①

比民间法西斯运动的产生稍晚一些时候 ,日本军队中兴起了

法西斯主义运动 ,这是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

出现政治化倾向的逻辑结果 ,即经由军队的政治化之路、进而转向

法西斯化 ,同时与民间法西斯汇为一体 ,最后从军民两面构成两战

间日本的法西斯政治体系。

关于日本现代军事力量突破差别主义的束缚而走向政治化的

倾向 ,有专家指出过 :“日俄战争之后到第一次大战末期这一期间 ,

国内政治构造有如众所周知是政党政治的确立过程。这期间的陆

军的位置 ,已从长州阀中枢构成部分 ,向独立的政治势力方向变

化。”作者称之为“陆军的政治独立”。② 一战后的形势促使一批中

下级军官在政治上更加活跃 ,他们频繁聚会 ,订立盟约 ,制订纲领 ,

结成横向的联系和组织 ,成为军部法西斯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1921 年 10 月 27 日 ,任日本驻欧洲国家武官或出差欧洲的三位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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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少佐 ,在莱茵河

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 ,商讨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他们根

据一次大战的经验和总体战思想 ,约定回国后将致力于“消除派

阀、刷新人事、改革军制、建立总动员态势”,这就是所谓“巴登巴登

密约”,又叫做“三头密约”。① 第二天 ,东条英机参加聚会商讨 ,加

入该盟约。以巴登巴登密约为起点 ,陆续形成了一批法西斯性质

的军人团体。如二叶会、木曜会、王师会、樱会等 ,其中能量巨大、

发挥了绝大作用的是成立于 1929 年 5 月的一夕会 ,成员约 40 人 ,

分布于各省、部要职机构。② 这些具有政治野心的法西斯军人集

团 ,打破了原先陆军中按地域同乡结成藩阀派系的状况 ,形成了新

的政治性人脉关系网。他们密切关注时势 ,提出日见激进的国家

改造主张 ,策划并发动了一系列法西斯军事政变。

通过这些法西斯军人集团的政治活动 ,军部的法西斯化进程

加速。1934 年 10 月 ,在法西斯军人集团控制之下 ,陆军省新闻班

发表题为《国防本义及其强化之提倡》,通称为“陆军小册子”,全面

阐述其建立“一元化综合统制”的法西斯政治要求。有研究者指

出 ,在日本法西斯运动史上 ,能够比肩成为法西斯纲领性文件的 ,

只有北一辉的《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与陆军小册子。③ 北一辉的

《大纲》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开端 ,而陆军小册子则是军部法西斯

化完成的标志。

法西斯化是军部政治化的发展和结局 ,是其政治化的恶性发

展。军部自身完成了政治化 ,实现了法西斯转变 ,意味着明治宪政

的权力核已经发生“癌变”。继日军挑起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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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 ,军部发表“陆军小册子”完成法西斯化 ,进而经过 1936 年

“二. 二六”事件 ,法西斯军部控制了国家政权。由法西斯军部控制

国家政权 ,然后逐步建立全面的国家法西斯主义体制 ,这是在日本

的具体历史条件下 ,国家法西斯化推进的基本顺序。①

政党在此期间对于军制特权屡屡发起挑战 ,但终未能成功。

政党不能通过政府执掌军权 ,最终是军权颠覆了政党政治。日本

军阀势力对内维护专制主义反对民主主义 ,扼杀了政党内阁与政

党政治 ,确立了法西斯军部专制 ;对外大力推行侵略扩张的大陆政

策 ,给日本及东方各国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总之 ,日本法西斯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特殊形势的

促动下 ,与近代军国主义体制相结合 ,成为发动新的世界大战的原

动力。综合军部与民间右翼两方面的扩张理论并实施对外侵略战

争 ,这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兴起的重大动因 ,值得认真加以研究。

二 　民间法西斯的主要代表及其对外扩张理论

北一辉与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运动的发起人、领头人 ,也是

民间法西斯扩张理论的主要代言人。从官方、军界、财团等人脉关

系影响的广泛性看 ,大川周明又在北一辉之上。大川周明 (1886 —

1957)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时 ,为参谋本部翻译德文资料 ,和军

方建立了密切关系。他曾任职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后又获法学

博士学位、兼任拓殖大学教授 ,1929 年任东亚经济调查局理事长。

在 20 年代法西斯运动迅速发展过程中 ,大川周明曾同北一辉分手

另成体系 ,建立过行地社 (1932) 、神武会 (1932) 等法西斯社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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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两度串通军内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 ,建立军部政府未果。

他参与筹划了 1931 年的“三月事件”、“十月事件”两次法西斯政变

和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1932 年再度支持法西斯军人发动

“五. 一五”事件 ,杀死了犬养首相 ,结束了现代日本由政党组阁的

“政党政治”时代。战后曾被远东国际法庭确认为首批甲级战犯之

一。

大川周明有《日本二千六百年史》(1940)等甚多著作 ,人称“大

东亚的论客”。鼓吹战争、歌颂战争 ,论证对中国等周边国家侵略

的正当性 ,是法西斯扩张理论的共同要点 ,此点在大川周明的著作

中有明确阐述。大川周明提出要通过战争扩张以实现日本经济

“自给自足”,形成为在“生存空间”问题上的一家典型论调。他认

为当今世界强国甚多 ,要生存下去“必须要能够确保自给自足的经

济领域”。而日本是一个岛国 ,版图狭小 ,资源贫乏 ,现有领土无法

自给自足 ,只能向外扩张 ,“舍满蒙之外别无他途”。① 他常年在各

处奔走演说 ,为日军对外战争做舆论鼓动 :“日本啊 ⋯⋯天将命汝

赴战 ,要一刻也不能大意地充分做好准备啊。”②

研究西方国家在东方的殖民统治经验 ,是大川周明著述的又

一重要内容。他曾在拓植大学任教讲授殖民史课程 ,先后写出《复

兴亚细亚诸问题》(1922 年) 、《复兴印度之精神根据》(l924 年) 、

1926 年向东京帝国大学提交学位论文《特许殖民公司制度的研

究》,获法学博士学衔。其后他又陆续写出《亚细亚建设者》(1940

年) 、《近世欧罗巴殖民史》(1941 年) 等。他通过这些研究为日本

的海外殖民活动提供了直接运用的经验教训。大川周明从西方殖

民史研究演释出“殖民解放说”,强调将“有色人种从不义的压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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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解放出来”。主张“旧欧洲必须进行革命。被压迫的亚洲必须复

兴”。但他自己解释其殖民解放涵义是 ,要实行幕府时代武士道创

立者佐藤信渊 (1769 一 1850) 的“合并支那”主张 :“合并是使支那

和日本置于同样的政治体制之下 ,依靠‘谨奉皇天之神意 ,使衣食

丰足而安黎民’的办法来实行万世人君模范的尧舜之道。”① 大川

周明是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最积极的鼓吹者 ,他为军部设计的战

略是 :“把日本、满洲、中国共同化的广阔经济圈加以巩固 ,以此为

基础而实现从东南亚开始到印度、中亚的解放。”② 强调大东亚共

荣圈必须以日本人掌握领导权为前提 :“亚洲诸国必须真格地学习

日本历史。”③ 这一领导权“可以说是为了东亚新秩序的确立和发

展的极其自然而必要的事情。不能为了缓和第三国的嫉视 ,或者

为了顾虑东亚各民族的感情而表现出过分谦让”。④“殖民解放

说”不仅成为日本战时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借口 ,也是现今右翼势

力为侵略战争辩护的理论依据之一。

日本法西斯运动与确立时期最重要的精神领袖、其扩张理论

的最完整的表述者不能不首推北一辉。早在 60 年代即出现所谓

的“北一辉景气”,有日本学者统计 ,在 1974 年之前 ,各种北一辉研

究文献竟达 800 种 (册、篇) 左右。⑤ 尽管有关著作繁多 ,观点复

杂 ,但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主义的鼻祖 ,并

由此受到研究家的重视。

北一辉 1883 年出生于新县佐渡岛 ,早年曾介入过中国革命 ,

写有《中国革命外史》等著作。他认为 ,在这十几年里 ,日本已经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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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地腐败与堕落 ,日本的世界政策以及对华政策等都已失败 ,需要

回国“担当日本自身的革命”。① 经过“烦闷懊恼了一个月、执笔一

个月”,北一辉于 1919 年 8 月写出《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

年出版时改名为《日本改造法案大纲》) 。其时他面对“五四”运动

爆发后的中国新革命形势 ,看到“凡尔赛和会”后新的国际秩序 ,弄

得寝卧不安 ,深感“大日本帝国面临着内忧外患交相并至的未曾有

过的国难。”② 认为非进行国家改造不可 ,故从多方面寻求“改造

法案”。该书是北一辉主要政治理论著作 ,也是日本法西斯扩张理

论的代表作。北一辉曾在中国活动多年 ,与宋教仁等国民党人交

往密切。在他的著作中不乏一些矛盾性的语言。如他说过 :“要保

全中国”,还说“对劣弱者的侮蔑之心就是跪拜于优强者的奴隶

心”,“对支那 (指中国) 的轻侮观念是植根于与崇拜欧美同样的奴

隶心”。③ 但北一辉的侵略要求是明确的 ,扩张理论是系统的。

北一辉是日本法西斯扩张理论最早、最系统的代言人。北一

辉扩张理论所针对的对象首先是中国。他所说要保全的“中国”,

并不是一个领土完整的中国 ,首先是要将东北领土划归日本。他

说 ,中国的南满洲是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的 ,它转手日本之前已不

属于清朝的领土了。他使用刻薄语言攻击 :“实属可笑的是 ,归还

南满洲才能买取亲善 ,如果不能不用这种交易来取得支那欢心的

话 ,那么不将台湾奉献给孙逸仙博士那就是触犯了逆鳞之罪。”④

在他看来 ,日本领有南满洲实在是天理自在。而且 ,北满洲也应划

归日本 ,因为这本来是日俄战争应该解决的议题 ,“假如没有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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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作梗的话 ,在日俄战争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 ,按照大战的意

义 ,不最终从俄国手中夺过 (北满洲) 是不会停止下来的”。① 他设

计中日两国的边界划分 ,实行所谓“满蒙交换”。让中国保有内、外

蒙古 ,而日本在得到南满洲的同时再得到北满洲 ,这中间的交换筹

码是内蒙古 ,因为根据 1912 年第三次《日俄协定》,日本应该掌握

东部内蒙古的权益 ,有资格用以交换北满洲主权。

北一辉认为 ,日本如果领有了南、北满洲 ,再加上黑龙江及沿

海地区。“朝鲜及日本海就能有泰山之安”,但这仅仅是最低目标。

他还有更为宏远的蓝图 ,那就是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日本 ,使

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② 这个大日本罗马帝国的领

土范围 ,包括所谓的“北露南濠”。即俄国的远东西伯利亚和英国

的澳大利亚。至于朝鲜 ,他认为过去是一个八十岁的老太婆 ,现在

是一个十岁的少女。朝鲜无论作为老太婆还是作为少女 ,都没有

自立的能力 ,应该投入日本的怀抱 ,成为类似日本北海道那样的

“西海道”。

为了实现这个大日本罗马帝国 ,他非常明确地宣称 :“支那应

该是日本的前卫。”在《改造法案》中规定了与国内经济三原则相对

应的所谓对外的“三大国策”,即“援助印度独立 ,确保支那安全 ,取

得南方领土”。③ 非常明确 ,所谓保全中国实质上是独霸中国。

北一辉评论各国的外交政策 ,提出了日本对付美、英、俄、德、

法等国家的外交主张。他认为美国在凡尔赛和会期间没有和日本

结盟是美国的损失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和欧洲各国力量

对比 ,“假如日、美完全是提携 ,定能使疲弊的英、法、意等国家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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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那么美国就可以和日本一道瓜分英国在太平洋上的权益 ,从

而获得更多的“海上自由”。但美国没有这样做 ,这就使美国成了

和会的“第一个失败者”。① 至于美国同英国有什么样的历史传统

关系 ,美国的外交指导思想如何 ,则不予置评。

他特别重视日美关系 ,屡屡强调要实现“日美提契”。他预言

凡尔赛和会上鉴订的条约将由于德、意的社会革命的兴起而成为

“一片废纸”。世界会因此而产生新的动荡。故此 ,“日本朝野应如

日俄战前准备日英同盟那样 ,应以分割英国为共同目的 ,由此而坚

韧劝导美国进入正道 ,不能中途顿挫”,舍此之外 ,今日的小日本断

不会变成名实相符的大日本。他又建议由“日美经济同盟的资财”

来“积极地大大地开发”中国。②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确而清晰的

北一辉全球战略 :以美中为盟友 ,以日美提携为外交保证 ,以“保

全”下来的残缺的中国为前卫 ,以英国、俄国为主要对手夺其地盘

和势力 ,由此而执世界联邦之牛耳 ,让大日本的黄色罗马帝国的日

丸旗光照全球。北一辉这一扩张战略的思想基础是多方面的 ,其

中有他早年的社会进化论。他说 :“天行健。有些国家兴起 ,有些

国家衰亡”,这是有如草木荣枯一样的社会法则。而“英国是跨世

界的大富豪。俄国是地球北半部的大地主”,日本是国际间的“无

产者”。③ 所以 ,日本向这些国际上的富豪们竞争、索取乃是天公

地道。

第二个理由是他的国家权力说。即“国家除了自己的防卫之

外 ,为了其他的被不义的暴力所压迫的国家或民族 ,有开始战争的

权利”。这话实际是指 ,日本可以借中国或印度的事情向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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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战。他又重复强调 :“国家或国家自身发达的结果 ,对其他独占

有不合法的大片领土、无视人类共存之天道者有开战的权利。”①

实际上 ,这种规定使日本可以随时向包括英、美在内的任何一个他

所认为的对手宣战。

第三个理由是所谓民族的“化学结晶说”。北一辉不像德国法

西斯那样鼓吹盎鲁撒克逊人种优越说 ,而是认为有史以来日本的

文明输入都经由朝鲜 ,“在人类学上既使把日本民族看作是朝鲜、

支那、南洋以及土著居民的化学结晶 ,这也是很明白的”。② 故此 ,

北一辉认为 ,由这种“化学结晶”而产生的混血民族自然有权领有

并继承其父体和母体方面的居住地盘 ,并和这些“亲戚们”一道生

活居住下去。他说 :“朝鲜遵照日韩合并的宗旨 ,成为日本帝国的

一部分或一个行政区 ,根本大义是清楚的。”他允许 20 年后朝鲜人

可以得到和日本人相同参政权 ,并进而在朝鲜实施与日本国内相

同的政治措施。台湾、库页岛和“将来取得的新领土”也应如法炮

制。此种混血人种与“民族协和”、同纳粹德国的种族优越、反犹主

义等公开宣传比较 ,要伪善巧妙得多。

第四个理由是人口增长后的“生存空间”问题。他在 1919 年

说 :“我日本在五十年间亦有二倍的人口增长率 ,不得已将寻求能

够养育百年后至少也有二亿四、五千万人口的大领土。”日本自身

领土只有几个“散粟般”大小的岛子 ,这是明显的矛盾。不在国家

间解决领土的重新分配 ,“数年后既使土地有多大丰收 ,日本也无

法吃饱饭”。③ 看来 ,夺取远东西伯利亚和澳洲 ,并向这些地方移

民 ,实在是命定的最后一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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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个理由 ,实际上也是贯穿于上述各条理由中的“战争哲

学”或“强力哲学”。他在这一条上是一贯不惑的。早年在鼓吹日

俄战争时说过 :“害怕万一战败而贪图苟安 ,苟安的和平会使日本

在堕落中灭亡。必须要有战争 ,没有战争的话 ,这种堕落是不可挽

回的。”① 他毕生崇拜强力的作用 ,“天地万有唯在于力 ,社会依据

强力而动。胜者为官 ,败者为贼”。还说过 :“天平随剑之重量而倾

斜 ,正义的神依其倾斜作出判决。”他综合了一句“经典式”的名言 :

“没有战争的和平 ,决不是通向天国的道路。”②

北一辉是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化过程中的先驱思想家。他为

日本法西斯的形成 ,无论是对内的法西斯国家改造 ,还是对外的侵

略扩张 ,提出了一整套既有方案设计又有哲理指导的理论体系。

其中要注意的是 ,他的生存空间说、国家生存竞争说、强力哲学等

的运用 ,比墨索里尼、希特勒要早出好多年 ,他的“民族化学结晶

说”,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与希特勒的人种优越说相互对称的理

论 ,亦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典型的独创性的法西斯理论。

故日本学者久野称北一辉为“土生土长”的思想家。

三 　少壮派法西斯军人的对外扩张理论

有论著认为 ,日本军队内的法西斯运动主要是受民间法西斯

影响 ,或认为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主角是军部 ,但是它的意识形态

属于自家生产的很少 ,多数场合都是由外部供给的。”③ 这一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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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恰当。如前所述 ,一战后的新形势加剧了日本军人自明治时

代以来的政治化倾向 ,而军人政治化的过激发展则酝酿着新的政

治突变 ,刺激着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胃口。因此 ,与民间法西斯相

比较 ,日本军部法西斯主义及其扩张理论都是自身“原发性”的 ,有

着不同的基点、不同的思路。当然 ,这并不排斥双方的共同之处与

相互联系 ,以西田税为中心的一批青年军官和士宫学校学生都是

北一辉《日本改造法案大纲》的忠实信奉者。借发动对外战争实现

其大陆侵略政策 ,同时反击民主派势力 ,这是军部法西斯与民间法

西斯势力的主要契合点。

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的产生及其扩张理论的提出 ,都与民间

法西斯大体同时。1919 年夏天 ,陆军次官山梨半造发表连载文章

《思想问题之是非》,宣称“过激派”(共产主义) 、德谟克拉西 (民主

主义) 、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 都与“军人精神”完全不相容。① 1921

年 10 月永田铁山、小敏四郎、冈村宁次等少壮派军官聚集订立的

“巴登巴登密约”(或“三头密约”) ②,主张主要有三点 :

一是反对派阀人事。明治以来就有”长阀陆军 ,萨阀海军”之

说。派阀人事造成了军内对立 ,破坏了军队的统一。反对派阀人

事 ,这不仅出于少壮军人的自身利益 ,更是为重用以军校毕业生为

主体的少壮人才 ,以统一全军 ,达成最高的战争目标。

二是准备和确立总体战体制。永田铁山等人都毕业于陆军大

学或士官学校 ,再出国研究、学习。他们观察到一战中战争情况的

变化 ,成为总体战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1926 年 ,永田任国家

总动员机关准备委员会的干事 ,不久又担任陆军省整备局动员课

首任课长 ,推行”良民良兵”措施 ,在学校实行军训、设立青年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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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竭力将整个社会纳入战争体制。

三是所谓“重点解决满洲问题”,以中国东北地区为首要侵略

目标。此点由后来的二叶会、木曜会等法西斯团体继承 ,一夕会成

立时被规定为务必实现的基本宗旨。铃木贞一后来谈了他们作出

决定时的思路 :“国策问题不解决 ,就不能决定如何改革军队 ;研究

国策问题就要发展到满蒙问题。”①

“巴登巴登密约”的结成 ,是军队法西斯运动的重要起点 ,也是

军部法西斯扩张理论较为完整的早期表述。军队法西斯势力逐渐

扩大 ,形成为少壮军人的政治化核心集团。这一集团对于自己的

政治使命十分明确 ,正如 30 年代一份法西斯刊物所宣传的那样 ,

“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② 这个核心不但在行动上指挥一

切. 控制一切 ,还直接炮制出许多方案、宣传小册子等文件 ,在方针

路线、思想理论特别在对外扩张理论方面为军方作详尽阐述。

新兴的军部法西斯势力最为关注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

际处境的恶化。对外扩张战争的胜负 ,直接关系到军部的地位和

利益。在大战烽火尚未熄灭的时候 ,军部就在考虑如何准备下一

次战争。1923 年第二次修改《帝国国防方针》,把美国作为头号假

想敌国 ,认为日美之战”势在必至”,同时决定要对苏联、中国”经常

保持威压的实力”。③

1928 年 ,军队的法西斯组织”木曜会”聚会 ,东条英机在会上

做报告 ,强调日本应该为了民族的”生存”需要 ,解决日益紧张的人

口问题而”确保满蒙”。1929 年 ,军队中最大的法西斯组织”一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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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建成 ,其政纲之一就是要”将满蒙问题作为重点”。① 目标也是

以扩张手段解决日本的人口增殖与生存空间问题。

30 年代初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后 ,军方又

炮制更为详尽的《皇国国策基本要纲》(1933 年 10 月) 、《处理非常

政治事变纲要》(1934 年 1 月)等重要的对内对外纲要。尤以 1934

年 10 月以陆军省新闻班的名义公开出版《国防的本义及其提倡》,

通称《陆军小册子》,起到了统一法西斯“革新”思想和社会舆论的

作用。“陆军小册子给当时的国民舆论带来重大转机 ,这就是从个

人主义转变为极权主义”。② 小册子出版的当月就发行 2 次 ,共 21

万册 ;次年 2 月又第三次发行 ,数量更多 ;各报大加转载、报导 ,等

于发行了 1000 万册以上。③ 其散布之广 ,影响之大 ,为日本国内

所罕见。

陆军小册子的发表是日本军部法西斯化转轨的完成 ,更是军

部法西斯扩张理论的系统表述。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 :“战争是

创造之父、文化之母。”接着又有阐释 :“战争是一种刺激 ,它对个人

是考验 ,对国家是生存竞争 ,是各个生命的生存发展、创造文化的

动机。”陆军小册子的基本内容 :一是实行“积极军备”,建立“足以

支持国家积极发展的武力”;二是消除自由竞争 ,建立统制经济 ;三

是安定后方 ,尤其要救济农村 ,“使士兵无后顾之忧”;四是实行精

神统制 ,“对于建国理想和皇国使命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彻底

发扬尽忠报国精神”,“培养舍己献身的崇高牺牲精神”,铲除国际

主义、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五是“创建以国防为本位的各种新机

构”,促进各项国策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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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小册子内容最简要的表述是 :“对国家全部活力实行综合

统制。”① 按照这种“一元化综合统制”建立起来的体制 ,当年称之

为“高度国防国家体制”,它实质上是按照法西斯总体战思想而建

立的法西斯极权主义体制。

由于军人的职业关系 ,日本军队法西斯扩张理论多以聚会讲

话、策案纲要以及文章著作等手法表述 ,内容较为纷繁复杂 ,相关

人物甚多。这是日本军队法西斯运动及其扩张理论的基本特征。

其中需要做特别介绍的人物是石原莞尔及其扩张理论。

石原 1889 年出生于山形县 ,13 岁进入陆军幼年学校 ,其后上

完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 ,踏过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全部阶

梯 ,以优异成绩在陆大毕业后担任本校兵学教官 ,1928 年出任关

东军参谋。石原还是军中活跃的活动家 ,是木曜会、二叶会、一夕

会等法西斯团体的重要成员。在上述活动中除了炮制各种工作文

件 ,还写下了许多理论著作 ,成为法西斯少壮军人扩张理论的主要

代言人。

石原莞尔扩张理论主要有以下内容 :

第一 ,关于战争观 ,鼓吹“战争万能论”。九一八事变前夕的

1931 年 4 月 ,为即将发动的侵略行动作准备 ,石原炮制了《日本国

防的现在与将来》,强调“战争破坏文明 ,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

母”。② 鼓吹 :日本应该“尽我们全部所有 ,无论思想、金钱和武力

等 ,要倾注全部精力进行战争”。石原莞尔始终强调 :“在历史已经

表明的过去的事实中 ,战争实际上是世界进化的动力或根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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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关于对外扩张的战略方案和“以战养战”战略。石原芜

尔无论是炮制各种方案、纲领 ,还是在陆军大学的讲义 ,都毫不含

糊地鼓吹掠夺中国的东北、华北等领土的重要性 ,同时要求对于整

个东亚地区的领土扩张 ,“为了人口问题的解决 ,据此要求取得南

洋特别是澳洲”。① 他在 1929 年赴任关东军任作战参谋之前就曾

立誓要在任期内解决满蒙问题 ,其后侵占中国东北地区得手 ,被称

为“满州国之父”。在攻占东北之后的 1932 年 ,他炮制《经略满蒙

之我见》,提出 :从“山西的煤、河北的铁 ,河南、山东以南的棉”,都

应由日本加以控制为战争而用。② 石原莞尔还鼓吹在中国大陆进

行掠夺性的“以战养战”,以支撑包括陆、海两域的整个对外战争 ,

“以战养战的根本着眼点 ,要而言之海军所需要的战费的一部或大

部都应由大陆负担”。③

第三 ,关于“民族协和”与殖民秩序。石原宣称 :“但今天的满

洲状况 ,已经绝对是民族协和 ,是民族协和这一点已经没有人反对

了。”40 年代初又筹建东亚联盟的组织。石原芜尔设计的“满洲

国”“民族协和”,其社会分工却是 :“日本人掌握军事和大企业 ,支

那 (中国)人分管商业和农业劳动 ,朝鲜人种水田 ,蒙古人搞畜牧。”

他把这种由日本人掌握经济命脉与刀把子的殖民分工称为“真正

的共存共荣”。④

第四 ,关于世界文明的“黄人代表论”。石原认为 ,自第一次世

界大战之后 ,西洋文明的中心已转到美国 ,美国是白人文明的代

表。而东方文明的火炬正由日本擎着 ,日本人是“黄人代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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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认为 ,日本和美国将代表各自的文明 ,率其各自所能动员的人力

物力而作一番大决战。他要求东方各国要体会日本作为黄人代表

而准备大决战的苦心 ,即为“日本国体的大精神终将贯彻于世界全

人类 ,以日本天皇为中心的和平时代必将到来”而作战。他强调其

结果将决定“天皇作为世界的天皇呢 ,还是美国的大总统来统治世

界”,所以必须动员全部人力物力打这场战争 ,“纵有全世界的压逼

也不需要害怕”。①

第五 ,关于“最终战争思想”与日本的责任论。石原莞尔在 20

年代系统提出“最终战争思想”。他主张进行一场“前所未有过的

让世人震惊的大战争 ,由此而求得人类文明的最后统一 ,开始迈出

人类共同的理想的黄金世界建设的第一步”。② 1942 年 ,石原在军

部内部的权力角逐中已经失势 ,战争已经显露出对日本不利的态

势 ,石原本人也发现日本的对华战争有“若干误算”。但他仍然为

其策划九一八侵华罪行辩护 ,他说 :“汉民族没有自卫的政治能力 ,

故日本领有满蒙 ,不仅是日本生存所必要 ,亦是中国人自身的幸

福。”③

第六 ,关于战争工业与武力扩张关系。日本法西斯军人在讨

论总体战的问题时 ,有人提出未来战争将以工业为根本。石原莞

尔回答说 :“(日本)工业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同欧美竞争。只有尽

力在满蒙建设工业。”④ 也就是说 ,为了推进上述国策 ,必须首先

占领“满蒙”,以此作为建立日本自足自给经济 ,增强国力 ,准备总

体战的第一步。然后 ,进一步占领全中国。石原说 :“如以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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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根据地 ,加以充分有效的利用 ,就能持续进行二十年、三十年

战争。”① 这是其“以战养战”战略的又一种表述。

四 　日本两战间对外扩张理论的特点及其实施

如果宏观地考察日本法西斯主义扩张理论的基本特点 ,首先

可以发现 ,为论证对外战争的必要性 ,为最大限度动员民众投入战

争 ,这些理论遍及思想文化各领域 ,花样繁多、内容庞杂。既有对

于传统的武士道、日本主义、天皇中心论等思想的兼收并蓄 ,更有

一批现代法西斯理论家、活动家提出各种论述 ,以及军部各决策机

构制定策案纲要的指导思想 ,表述形式五花八门 ,呈现出大杂烩的

模样。尤值得注意者在于 ,其实际表现的“丰富性”,与通常的评价

大有出入。

人们对于日本的思想文化的理性特征通常评价较低。如著名

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中江兆民 (1847 一 1901) 说过 ,“我们日本从古

代到现在 ,一直没有哲学”。②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 ,日本的文化是

“无言的文化”。③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外交家赖肖尔通过驻日本

的长期考察和研究 ,也指出日本人“更多依靠直觉甚于依靠理性 ;

更多的依靠实用主义甚于依靠理论 ;更多依靠组织能力甚于依靠

伟大的思想概念”。④

如果对照上述丰富庞大、无所不及的法西斯扩张理论 ,很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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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 ,为什么被公认为比较拙于理性的这个民族 ,会在这一特

殊时代 ,这一特定的理论范围内煞费苦心、“成就”斐然呢 ? 除了法

西斯军国主义的好战本性之外 ,我们还应该关注一些什么问题呢 ?

日本的近现代史是一部对外侵略战争史。自 1868 年明治维

新之后 ,直到 1945 年战败投降 ,几乎每过 5 一 10 年就要发动一次

较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而在每一场战争中都提出了新的口号和理

论。显然 ,长期的多方位的对外侵略战争不断呼唤新的扩张思想

与战争理论出笼 ;同时 ,这些战争的实践及其思想积累 ,同封建时

代所遗留下来的武士道尚武精神一样 ,不断而极大地补充、丰富了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理论 ,从而使日本在该时期的有关对外战

争的思想著述成长为怪胎 ,过分膨胀并远远超过其他精神领域的

著述。

日本法西斯的庞杂的扩张理论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基本特征的

制约 ,并通过军政当局制定的政策发挥作用。日本法西斯主义以

军部为核心力量 ,借助天皇权威 ,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 ,完成军部

的政治化与法西斯化 ,进而控制国家政权 ,确立国家法西斯体制。

其扩张理论的提出与实施不能不制约于几个社会政治因素 :

首先是由天皇制所决定的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日本掌握实

权的政治领袖 ,从法西斯主义产生和确立 ,一直到 1945 年的战败

投降 ,没有墨索里尼、希特勒那样的首魁。这期间也有近卫文　、

东条英机那样的门第显赫、权倾一时者 ,但都不能长期地绝对地控

制国家大权。东条英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上台 ,曾先后身兼

首相、陆相、外相等 7 个内阁大臣职及参谋总长职 ,几乎独揽了政

府及军部所有大权 ,但在台上亦不到 3 年时间。在日本法西斯崩

溃前的 1944 年 7 月被替换下台。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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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未出现过一个独裁的领导者”。① 所以 ,如果对照德国那种人手

一册《我的奋斗》,连结婚也送希特勒的书的情况 ,可知日本不是依

靠大人物的演讲或其他宣传以鼓动浩大的群众运动 ,而是以全面

的多方位的社会运动以推行其扩张思想与战争理论。②

日本虽然明治维新之后确立宪政体制 ,实行内阁制 ,但同时又

制定了统帅权独立原则和军部大臣现役制 ,因此内阁没有兵权 ,日

本军部不但拥有军事上的内阁政府所无法约束的权力 ,还能利用

其优越地位干预政府职能 ,并在 30 年代逐步取得对国家政治的支

配权力。在实行对外扩张战争方面 ,日本的统治阶级不需要官僚

和政客控制局面 ,而由军部直接出场包揽一切。因此 ,日本法西斯

的政治核心在于军部的权力控制。

日本的军政、军令大权被一小群军官轮流把持。他们就像一

群小鱼 ,虽有时会被一块石头打乱阵势 ,但很快又可以恢复平静 ,

结队朝着新的方向游去。这一特点 ,使日本法西斯的扩张理论不

会像德国那样为个别领袖人物所决定。要而言之 ,日本法西斯的

侵略扩张理论 ,是由军、民两个领域的多个法西斯思想家、理论家

或各种权力机关从不同的角度提出 ,并在实际运用中综合形成的。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 :日本法西斯运动的鼻祖、法西斯思想

家北一辉 ;法西斯思想家、甲级战犯大川周明 ;九一八事变的策划

者、侵华战犯之 —的石原芜尔等人。此外 ,还有军部决策机关所制

定的一些文件 ,既供其宣传之用 ,也是其方针路线的理论指导。

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集团是其理论的主要炮制者 ,也是其直

接的实行者。正如 30 年代日本法西斯刊物所宣传的那样 ,日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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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部是万民扶助皇猷的核心”。① 这个核心不但在行动上指挥一

切. 控制一切 ,还直接炮制出许多方案、宣传小册子等文件 ,在方针

路线、思想理论方面向社会民众作宣传动员 ,并直接加以贯彻实

施。矢次一夫回顾了军部的“国策”作用 ,他写道 :“国家革新的主

张可以说在各界澎湃高涨 ,但所谓革新究竟意味什么 ,似乎明白 ,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这就是当时的实际状况。”② 日本法西期扩张

理论在军部发动的对外行动中完全实施 ,表现在重大历史关头。

如 1931 年九一八事变 ,由军部扩张理论重要代言人石原莞尔伙同

“一夕会”板垣征四郎等人直接发动。石原莞尔由此被称为“(伪)

满洲国之父”。

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都是日本法西斯对外战争中起过重要作

用的人物 ,有的日本学者甚至认为 ,东条英机在当政之后所实行的

侵略路线 ,乃是“踏袭石原所制定的对中国的进攻路线”③,可见法

西斯少壮军人在对外扩张理论的制定与贯彻中的重要作用。

二三十年代曾是日本政党政治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民主

主义团体及其思想流派甚多 ,尤以基于“民本主义”、“协调外交”、

“小日本主义”等影响甚大。但最终都被法西斯专制主义所压倒 ,

法西斯主义的扩张理论逐渐成为社会思想界的主流 ,更成了军政

当局对外政策的理论支柱。

在 1936 年“二二六”事件之后 ,日本法西斯军部完全控制了国

家政府 ,制定出《国策基准》,宣布要“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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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 ,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① 确定了发动世界大战 ,实

施北、南进战略的基本方向。最后终于通过发动 1937 年“卢沟桥

事件”、1941 年“珍珠港事件”,将整个东半球推入火海。还先后将

其要侵占和控制的地域命名为“华北经济圈”,“日满华经济圈”,

“大东亚共荣圈”等等。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一系侵略战争行动

都是在其“生存空间”、“战争万能论”、“民族协和”、“化学结晶说”

与“殖民解放说”等形形色色的、具有东方特色的扩张理论指导之

下发动的。直到今天 ,我们还不断听到这一些历史的回声在翻新

或重放。

(作者徐勇 ,1949 年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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