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留 畢 生 新 聞

我封中国蔵属， 街中国人愛護
一一 訪中嶋嶺雄教授 本報記者 方淳

二月十日中午，我｛門比預約的
時間略微提早了十分鐘左右，敵開

了中嶋嶺雄先生在東京外図語大率

的研究室的門。 結果中嶋先生正在
同一位駄美人模様的客人用十分流
暢的英文交談着。 他譲我｛門在隔壁

的一間資料案等一下， 我｛「1栓此間
隙設現鼻緒姑立着的書架上堆満了

有開中図的書籍及分門別類的研究’

資料。 最後， 採訪是在輿預定的時
間一分也不差地準時地開始的。

自天安門事併以来， 中嶋先生
頻繁地出現在日本電視台上，以中

国問題研究専家的身f分解鐸事件的

起因和背景，因而也巳経被廃大的

留筆生（門所熟知。 従人物個性及態

度上競，他給我的印象是要比矢吹
晋先生更巌峻一些，結果那天2言中

嶋先生坐到我｛門面前開始用不緊不
慢、 不卑不充的語調回衿：我｛門提出
来的問題時， 我意外I也設現他比電

苦苦思索的課題。f蓋管針於中園，

我｛門持有望富的情報，有頻繁的新
聞報導， 並且也能随時去中国，但

是如来不具有問題意識， 結果什樫

也不能理解。 我現在主要従事的地
域研究的場合也是一様的。 去各個

閤家賓I也考察， 或者掌握資料， 耕；
僅僅是第一階段的事情。主日果研究
者不具備敏鋭的問題意識， 研究就
合流於現象羅列的弊病。flj;j門留筆
生来到日本，研究日本也一様，日

本枇舎的問題究覚在何慮， 具備j亘

様的問題意識是非常必要的。

在這同時，比較研究的方法也
穎得十分重要了。 迄今馬止的中園

問題研究，僅僅局限於中国範園之内，
這是不鈎的。 我所従事的中国問題

研究，着重在中園大陸奥香港、 台
湾，或者奥韓園、日本、東南亜洲地

区， 或者輿蘇聯、 美園等的比較中，

放在這様的関係中来看的話， 我感

是封歴史的背叛。 其賓我以矯披非
如此。 相反t也，継績固執地維持返
種嘗値制的倣法，オ是真正封歴史

的背叛。這種鐙系巳経自我詮明アセ
不能号室展経済。 走塁快股離這種健制l
オ是一個非常現賓的選様。 但是，

這彼困難。 文爾巴喬夫正在考慮這
個問題。 因此，不従這個奮健常fj中

股園出来， 中園就j呈有後展。 相反，
従中目覚園出来了， 我認局中園就合
出現更大的魅力。 這個問題閥係到
現在中国共産黛領導入的生死依閥

的根本。 目前東欧的形勢同中園朝

着180・相反的方向毅展着，中国最

早賓行経済改革， 現在却走着回頭
之路。 蘇聯以前姑在這雨者中間，
現在輿 東欧同歩膏趨， 這意味政治
上的権力平分主義是無法回避的，
因馬主主入二十一世紀的話， 人間有
必要自由抱有各種債値観念，自白
地質行相互間的競争， 図此， 用武

刻自然而然地獲得設展了呪7我看

不合。 経過中園漫長的歴史而沈澱

下来的規i些非現代化的因素還彼多，
在這磁文化背景下，如巣共産黛退

出了政治舞台，明i理�｛艮可能舎出現

晃一個新的燭裁者。 迄今矯止的中

園歴史，都是一種皇権主義歴史，
即使｛象毛i畢東或郡小平都是如此；
或者設，中園歴史是ー燈儒教主義
的歴史，這在中国巴経形成了一個

侍統，即無論如何線、需要有燭裁者

的統治，非有皇帝不可。 不克服這
個侍統，中国的政治就不遁15今後
多元化枇舎。i三並非只是共産業不

好， 而是ー個全民族的、 全枇舎的

問題。 活就是必須克服的第二個侍

統的難関。 第三個難関就是輿之相

聯繋的中園漢民族所特有的 “中華

思想、”。 セ指世界歴史必須以漢民族

銭中心オ能得以運動設展的観念。

従現賓上講，必須打破只允許自己
準行民主化、 現代化，却必須支配

西厳民族、 維吾爾民族等的大漢族

中心論的思考方式。 民族問題賓際

上是針中園賓現現代化緊密相関的
大問題。 因止t，中園如巣不克服這

三個大難関， 就不含有真正的現代
化。 図書主駄洲的現代化是建立在近
代市民社舎的侍統基礎上的。 這＝大

天安門事件之 ， 重新出現的 “八
老治園” 的現象輿欧洲的現代主義，
甚至輿蘇聯的政健也是不同的。 所
以提在中園現代民主化面前的這幾
個難閥， 不克服不行。

・至於蘇聯及 東駄目前正在進行
的改革，必然針中国産生具大的影

響。 這－1!1.占，我想中園領導入一定

在深刻Lt也思考針策。 日本針中間的
影響遠不如蘇聯。 所以， 一旦 ”八

老” 従中園政治舞台上退下去之後，
中園必然；含産生E大的礎化。 針目

前東駄的形勢，中園領導入必然具

有危機感。 在這些領導入中， 内心
認潟2差是 東欧改革的好的人也大有
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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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権，這就有了後展経湾的活力。

蘇聯迄今採取的也是聯邦制， 但是

不徹底。 但蘇聯不久的将来也許舎
貰行到這一歩。 蘇聯的葉利卿議員

就是這様主張的。 他認�必須給各
聯邦以外交権， 如来不倣到這一歩，

就不可能真正賓現聯邦制。 嘗前的

世界，図界正在消失，解決民族学

端的問題，必須給予各民族以自由

利権利。 這ー黙， 我想、中園領導入

不舎不注意到的。 在未来的二十一

世紀， 我認矯舎出現這様的新的局
面。 按照目前巳経形成的江淳氏健

制的進程， 我想進入二十一世紀後
的中園，一定含有新的聖堂化。

．閥於民陣的評償問題，我認民
民l埠的人間都是非常純潔的人， 賓

際上存在的問題， 要比他刑想、象的

複雑得多。 我認潟這攻6 ・ 4事件
是以知識分子信号中心而設生的， 但
是知識分子封於賓際上舎殻生這様

大規模的運動，也是事先紋乏針策
的。 這一鮎，可能正是民衆｛門封他

｛門産生不満的原因。 自然，皐生方

面也有這様的問題。 吾爾開希雛然
是一個優秀的人材， 但是還f艮年軽。

目前他在日合f県大挙撃習， 我想、他経
過這場運動的洗煉， 認虞撃習， 思
考一段時期之後， 他｛乃然是一個優
秀的領導入材。 我認��他｛象J皮蘭瓦

文薩。 吾爾開希手日高潤南先生在民
陣日本支部成立之際訪問日本時，

我同他｛門進行了座談。 我理解他｛門
的心情。 他｛門希望自己彼快獲得成
功。 但事賓上:;If�不這様簡単。 因此，
他｛門的想法健管非常明確， rn.是，
由於他的大多流亡在西方図家， 那
躍F就有一個志様把外部輿内部的門
拳聯繋起来的問題。 男外，j董種民
主運動必然舎出現種種困難， 比如
設分岐手口礎化， 甚至背叛。 因此，
民陣必須要具有能鈎遁謄這種複雑
情況的風度和力量，也不能太性急，

要具有廃i乏的包容性， 不能老是在
一些校節問題上糾縫不休， 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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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見台上的形象要和議親-l;JJ得多了。
中嶋先生著書彼多， 以前較著

名的有〈北京烈烈〉、〈中蘇封立和
現代〉 等等。 天安門6・4事件之後
不�雨個多月之際， 他以驚人的快
速出版了有閥這一事件的事著〈中
図的悲劇〉。 這大概是日本第一本従
理論上論述 6・4 事件的専著了。閥
鈴撲潟這本書的銀辛的日子， 中嶋
先生感慨無量地設：“郷時候我毎天
差不多只睡一個小時，4弁命地超潟
逗 本書， 還時常被電 視台及報社約
去講解。 設異的， 我嘗時賓在希望
這様銀辛的日子不要再＝欠降臨！”

正是在i三種不勝感慨的心情下，
中嶋先生開始t尾健地叙述他針中国
問題的基本観黙。

・〈中間的悲劇〉一書之所以這磨
快就光稿出版了， jJ：主要葬平時経
常所具有的問題意識。 也就是設，
中園究覚問題在何慮，i這是我一直

到中園問題就穎得容易理解了。 因
此， 在這一系列問寧亨苧的指導下，
就舎知道志様牧集各種塑富的情報
了。

．我在〈中図的悲劇〉 一書中，
作矯意識到的問題提出来的是中園
既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国的政健走向
解健現賓性。 在那時， 提出政健解
程的観黙， 也許可能有些偏於激越，
但是， 現在従東欧及蘇聯的現状来
看， 建立在一主義専帝f］的基礎上的中
華人民共和園， 也必然具有走向解
程的可能性。 如来我｛門相反I也仮設
ー下， 去年天安門廃場上雪量生的要
求民 主化的運動勝利了的話， 郡鹿F
j三時候我f門再来考慮中園舎志腰様
的問題的話， 共産主義一黛専制的館
市＼］必然舎瓦解， 緊接着出現的必然
是相1』棄園管経済這種牡舎主義経済
鰭系。中国共産.認�這種鋤棄意
味着是針馬克思1,}"lj等主義的背叛，

カ来維持一種思考方式並把其他的
各種思考方法抑制下去，j亘是同現
代枇舎的号室展逆這而行的。；豆是歴
史的必然性， 如果中図的領導入不
予以理解明l是不行的。

自然中園存在着許多問題，其自
ー是所謂在馬列主義的名義下建立
的一業専制j依然舎存在下去，j亘種
存在並不是草純的政治論理， 而是
作得一種現賓的力量、 作矯国家的
権力形式存在着， 這正是天安門事
件愛生的 真 相。 首先提股i霊種程制，
就相嘗困難。 那今後中薗是以和平
還是暴力的方式来賓現這種機脆呪？
従東徳、 捷克等園家的現状来看，
R害、該只有利平的方式可以選揮，中
国也有過這様的可能性。

．中国賓現現代化， 必須克服三
種難問。首先是共産黛 ー黛専制如
巣中閤也｛象東駄那様賓現了一主主専
制的瓦解， 捌II安中図的経｛官、就合立

．労外－·1\lil非常値得注意的問題
是， 比如設香港、 台湾、 新加I皮同
核是華人世界， 或者更機大一些範
園設， 比如設日本和韓国， 都是儒
教文化圏家， 這些地区和国家的経
済都得到後展， 主主什陵中華人民共
和闘迄今幾乎浅有改型軽什理署？這輿
上悲的這些園家和地区�什鹿野有這
様大的差別！？六十年代時期， 台湾
輿中園大陸的GNP幾乎j畳有多少
距離。 而現在志腰様了呪？這就必
然産生 一個這様的認識 ； 近 都是中
園 這 一時期 的政治健市I］不好， 但
是我認馬閥於這ー黙， 従今以後的
中園也必然舎毅生饗化。 在此意義
上， 中華人民共和園是一個大圏，
採用聯邦制i台固定、煙害様陀？這種可｝

能性也是有的。 至於如何建立聯邦
制的問題， 比如設！葉東誇経済圏，
戎者設福建諸経済圏，東北地区、 西

議長、 維吾爾族，p孟些聯邦F事該給予

共同性， 忘記了自己共同的敵人，
造成内部的分裂， 這針民主事業是
不利的。 他｛門現在 的運動， 也前－和
賞年孫文在海外的活動具有相等的
意義。

．我去年十一月下旬去了中図。
北京大事的新生都不在撃校讃書。
都去了石家荘， 接受訓練。 戒巌令
難然巳経解除了， 百貨際上内部的整
粛仰然非常属害。 因此， 能鈎到日
本来留接的廃大中園留筆生， 在此
意義上是非常幸運的。 嬉該在日本
期間努力主要 習。 目前在我這裏有多
位来自中岡大陸的留喜多生， 還有許
多筆生要求到我；霊裏来請書， 今天

叉牧到一位中園女筆生的来信（笑）。
他｛門都非常認異， 日話水平高， 但
是英語能力選不鈎。 要設針這些祭
生我是定、様封待的， 我有一句話来
概括：釣中国厳！誕， 針中園人愛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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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料 理

⑮八重制六飯店
徴求臨時工

徴求服務員
職種：①餐嬢服務員

（性別不拘）

②厨師助理

時薪：￥750～￥850

求 人
職種：服務員（限女性）

異文化理解を応援します

｜サービス内容｜
・通訳． 翻訳． 広告制作． パン

フレット制作他

・英語， 中国語， タイ語， 韓国

語etc.

・その他PR等に関することも

お気軽にご相談下さい。

担当：中・小林

T副.404・15080

・fl"'／ァ.，�，ヲイヲク・コミュニ今』，�ンズ

干150渋谷区千駄ヶ谷2-37-2

メゾン千駄ヶ谷lF

性別：限女性
職種：洗碗及餐廉服務員
時薪：￥750～￥1,100

（依日語能力而定）
交逼費、 餐費男付

時間：10:30～15:00、 17:00～ 22:30
（可商談 決定）
星期日及園定偲日休息

謄徴方式：先用日語電話聯繋，
後持履歴書面沿

地祉：〒103東京都中央匡日本橋逼3-3cz
電話： 273-8921
交遁：東京姑北口歩行3分鐘

地織銀座姑日本橋歩行3分鐘

負責人：森

（歓迎有経験者）

時間：①上午11:30～下午3 :oo 

下午5 :oo～下午10:30

②上午10:30～下午9 :30 

（面沿決定）

来電話後， 持履歴書面沿

工作場所：渋谷

治談電話496-7220

中国料理廃家

時薪：￥1,200～￥2,400上

時間：拘：00～24:00（可繭談）

毎週工作三日以上者亦

可

待遇：交通費男付， 附制服

謄徴：電話聯絡， 持履歴書来

店面沿（随時可）

パブレストラン 1111/41・

電話：407-7475
地社 ：渋谷区渋谷1 -15ー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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