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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国粹主义的民粹主义”而自食其果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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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韩日关系正在走向崩溃。韩日之间以往
也存在过周期性的紧张和矛盾，但目前事态若
继续发展下去，则让人不得不担心两国关系会
演变成无可挽回的局面。不出所料，日本决定把
韩国排除在“白名单”之外，而另一面韩国文在寅
政府也正在公开鼓励对日斗争。目前看来安倍政
府丝毫没有退让的迹象，两国关系陷入“懦夫游
戏”的泥潭。在中国崛起和朝鲜核导弹威胁以及
低出生率、进入高龄化社会等问题上，有着很多
共同的苦恼和战略合作空间的两个国家，究竟是
为了什么斗得如此不可开交，实在是令人费解。
现在两国关系陷入日本右派国粹主义和韩
国左派国粹主义正面冲突的局面。当然日本也
有很多部分需要批评，本文不想袒护日本或展
开两非论。但是想要战胜日本，需要用更加冷静
的心态审视自己。
看到目前韩日矛盾的局面，笔者想起了几年
前围绕驻韩美军部署萨德（THAAD，高空导弹防
御系统）而产生的韩中矛盾。当时，中国也对韩
国进行了经济报复措施，而那时韩国国内的反
应和应对措施和现在有着明显的反差。当时部
署萨德是按照SOFA（驻韩美军地位协定）规定
而实施的，但中国认为其本国的安全因此受到
了威胁，进而进行了激烈的抗议，韩国政府为平
息这件事费尽了周折。但是，当时没有像现在对
日斗争一样出现大规模的反中民族主义情绪。

那是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恰好为了解目前
现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中国的霸权和新领袖日本
首先可能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报复措施的影
响比日本经济报复措施所产生的影响更大。当
然中国是韩国最大的贸易国，而且得益于对华
贸易，韩国获得了贸易顺差，相反对日贸易收支
经常出现逆差是事实。但是，正像日本此次采取
的经济措施所显现的一样，对日贸易对半导体等
韩国尖端产业的影响非常大。而且，从资产负债
表来看，与中国的报复相比，这次韩日经济冲突
对韩国经济的影响也并不算小。因此,单凭经济
原因很难解释韩国对中和对日反应之间的差异。
也可以用历史问题说明差异。因为从历史问
题上可以指出，日本存在殖民统治和对侵略史
的谢罪不充分以及赔偿等问题。但是仔细分析
历史的话，中国侵略韩半岛的情况远远多于日
本。另外，如果中国没有在6·25战争中派遣人民
解放军介入，韩半岛可能早就统一，甚至可能连
战争中丧生的300万人也不会死去。对于日本在
韩国犯下的历史罪行不依不饶的韩国人，为什么
对于中国不采取同样的标准，的确是令人非常诧
异的一件事情。
这种情况源于韩国独特的对中、对日心理的
差异所致。简单来说，可以从近代日本的崛起和
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韩国民族感情中找到端倪。

韩国以事大的形式承认了东北亚地区的中国霸
权，相反近代时期虽然日本成为地区新领袖，但
在韩国一直存在不承认日本地位的意识。随着
韩国沦落为“原先一直认为不如自己”的日本的
殖民地，这种感情变得更加激烈。现实与意识之
间的背离衍生出一种复杂的心态。中国和日本
即使对韩国采取同样的经济报复，韩国也会对
日本会表现出更激烈的反抗，其原因也源于这
种心理因素。
在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反日情绪，后来演变
为强调韩民族血统的排他性民族主义，在经过
南北分裂时期后变得更加巩固。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反日成为南北韩共同的传家之宝，进入分
裂时期后民族主义的过剩更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民族主义是右派的意识形态，左
派则把民族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对此进
行批评。但在韩半岛，民族主义与南北韩、左右
派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目前在韩国掀起的国
粹主义反日情绪也是左派主导的，相反，右派因
为担心被束缚在“亲日派、卖国奴”的框架中而战
战兢兢，勉强参与到对日斗争中。
为了看透目前韩日矛盾的结构和本质，必须
要先掌握韩国民族主义的特性，尤其需要理解
其历史起源、形成过程及政治作用。

论的支配。而殖民的被支配者反过来利用殖民
者的谈论和理论作为抵抗手段，这在世界历史
上也是常见的。
经历被日本强占时期的韩国的民族主义，具
有了强调血统的种族性（ethnic）特征。19世纪
末，民族主义首次介绍到韩国，部分人开始也讨
论了英美的市民性、政治性概念。但最终还是德
国和日本的文化以及宗族和民族概念在韩半岛
占据了支配地位。这与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
主义追求的同化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
与左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出现联系在一起。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日鲜同祖论”(所谓日本
民族和朝鲜民族有着同一个祖先的日本帝国主
义殖民史观)追求同化主义。对此，一些人以反
对的理论主张了韩国人特有的纯真和独特的血
统。同时，为应对强调阶级的左派社会主义，突出
了民族的特殊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3年
李光洙发表的《朝鲜民族论》
，他把民族视为不变
的存在，即“永远的真实存在”。这与当时席卷德
国、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法西斯主义具有类似
的性质。
从事美国历史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里亚·格
林菲尔德 (Liah Greenfeld)的民族主义论也提供
了重要启示。据格林菲尔德介绍，德国的民族主
义与强调市民性、政治性共同体的英国、法国民
族主义不同，它强调了血统和文化。这种不同形
态的德国民族主义之所以能够扎根，与所谓‘怨
忿’（ressentiment）的心理要素，起着非常重要
的作用。
这种形态的民族主义形成需要两个条件。第
一，存在现实性的不平等；第二，源于这种不平等
的羡慕和憎恨相互混杂在一起的感情。特别是，
当认为对象不如自己的时候，这种心理状态就会
出现。德国与早就实现产业革命的英国或者与实
现政治革命的法国相比，作为后来者在羡慕和憎
恶混杂的心理状态下，发展了强调血统和文化独
特性的民族意识。而作为同样后来者的日本和韩

韩国的民族主义系谱和性格
虽然，对于韩国民族主义的起源与系谱，目前
还存在很多争议，但它是近代的产物这一点，学
界没有太大的分歧。19世纪末以后，西方列强和
日本开始侵占韩半岛，处在危急关头时，知识分
子们接受了民族主义。我们现在使用的‘民族’概
念是从日本那里传过来的，而这个词本身是从
德语的‘kulture nation’一词中翻译过来的。即，
韩国民族主义的系谱是由德国—日本—韩国联
系而成的。
从这一点看，日本殖民者对朝鲜的支配已经
超越了军事、政治、经济，还包含了对意识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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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等)韩国还处于领先地位的想法有关。虽然，

国没有接受英美式民族概念，而是接受了德国式
的民族概念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韩国国内也存在反华情绪，但与反日情绪相比有
着本质的不同。即使目前的韩日矛盾得以修复，
只要深深渗透在韩国人意识中的“怨忿”不消失，
反日情绪就不会轻易消失。

‘大国’和‘倭寇’之间
‘怨忿’这个概念对于理解现在的韩日矛盾具
有很大的启示意义。跟德国对英国和法国的心
理一样，韩国人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认为他们
比日本优秀，他们一方面承认中国是大国，而另
一方面对日本则贬低为“倭寇”或”倭奴”。历史上
事大的对象仅是中国，没有日本。但是一直被韩
国人认为实力稍逊自己的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
现近代化后，反而把韩国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
这种现实对韩国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更何况，日
本还试图通过“内鲜一体论”、“皇国新民化”等手
段改变韩国固有的历史和意识。当时为了对抗日
本，韩国没有比强调檀君后代和血统单一民族主
义更有效的方法了。
虽然殖民统治结束，但韩国人的“对日怨忿”
并没有消除。一方面，为实现经济发展迫切需要
与日本和解、寻求帮助；而另一方面，韩国人又很
难接受这一点，这就是把1965年韩日协定以“屈
辱外交”来评价的原因。韩国的发展模式也是日
本提供的，而且日本现在还是经济规模达到世
界第三的国家，比韩国高出一截依然是不争的事
实。尽管如此，韩国人情绪上依然无法接受这个
现实，无法摆脱对日本羡慕和憎恨的错综复杂的
情感，对日感情上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感性色彩。
看历史问题也是如此。首先，日本的态度确实
存在问题(日本对待过去史的独特心理也是重要
的分析对象)。就算日本如何道歉，韩国也很难真
诚地接受。大部分韩国人不会认为日本道了歉，
因为道歉本身没有诚意，这就是韩国人的真实
心情。这种心态会一直延续到韩国国力超过日
本的那天为止。
相反，韩国对日本拥有的“怨忿”就不会发生
在中国的身上。这个可能是因为从感情上，一方
面承认中国是大国，另一方面，也与从现实来看(

左派民族主义
与强调普遍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
民族主义则强调特殊性。因此，原则上左派和民
族主义不能共存。在共产主义理论中，民族主义
被贬低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认为将会逐渐
被消灭。但是民族主义以反帝、反殖民地的理念
具有了号召力后，左派也无法忽视它的存在。20
世纪20年代在共产国际里就有过对殖民地社会
中民族问题的激烈争论。
亚洲的共产主义就把民族主义正式与左派相
结合。中国的毛泽东早就意识到了民族主义的大
众号召力。越南的胡志明和朝鲜的金日成，相比
阶级意识而言，也更呼吁民族感情。如果说，在欧
洲等西方国家发生的是激进民族主义，例如法西
斯主义或纳粹主义右派运动的话，那么亚洲的民
族主义则带有强烈的左派性质。
虽然对民族主义有过“好与坏”的争论，但从
民族主义本身来说它是中立的。民族主义具有很
容易与不同的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柔和性。自古以
来，民族主义与怎样的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相结
合，将决定它会起着积极或者负面的作用。它既
可以成为反帝、反殖的理念基础，也可以为后发
展国家的近代化提供心理动力。在韩国历史发
展过程中，民族主义也为反日殖民主义运动和“
祖国近代化”提供了理念基础。
与之相反，民族主义也可以成为帝国主义或
法西斯主义等独裁国家的理念基础。南北韩在建
立和巩固自己独裁体制的时候都积极利用了民
族主义。虽然，朴正熙和金日成建立了相反的体
制，但事实上两个体制都是建立在民族主义基础
上的权威主义，在这方面两者有很多的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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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席卷全世界的本国优先主义、反移民情绪也
是依靠把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民粹主义适当地
融合在一起的形式发展而成的。
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弗朗西
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等一致预测民族主义将
会消亡，但结果正好相反。民族主义在21世纪也
像变色龙一样，以各种形态在全世界肆虐。一方
面，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和由此引起的不
平等加剧；另一方面，少数人、移民者权益的增
大成为了民族主义与国粹主义、民粹主义相融
合的土壤。

国内法和国际条约(1965年韩日协定)之间
因存在相背离情况，国民情绪和外交逻辑发生
了强烈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文在寅政府并没有
把注意力放到寻求外交解决方案上，而是声称
这是司法部的领域，并一直以“不知道”为由推
脱。直到看到日本以经济手段来攻击韩国，他才
选择呼吁国民情绪的应对战略，一边用“亲日对
反日”、“爱国对卖国”的二分法框架回避了外交
失误的责任，一边极大地推动了对日斗争，因为
没有比反日情绪更有效的武器。
拒绝真理垄断的社会
不出所料，总统和执政党的支持率飙升。看
穿这一点的执政党智囊团甚至制定了“韩日矛
盾有利于明年的议会选举”的报告书。具有国粹
主义性质的民粹主义即使在政治上有一时的帮
助，但对解决韩日关系上没有任何实际意义。而
且，把国民分成不同派别而产生的后遗症影响
也会非常深远。因为，其后果和损失只能由国家
和国民来承担，不管是左还是右，国粹主义的民
粹主义从来没有过成功的事例。如果说，光复后
韩国的民族主义主要被右派利用，那么现在则
被左派作为武器来使用。
历史哲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
人》中，强调右派民族主义和左派马克思主义是
开放社会的主要敌人。波普尔认为，所谓开放的
社会是接受批评和拒绝真理垄断的社会，在这
里谁也行使不了独断的权利，不被批判的绝对
真理是决不能容忍的，不管是什么人都不能成
为审判者。那么在这个时候阻止韩国走向开放
社会的主要敌人是什么？在反日情绪笼罩整个
韩国的今天，如果没有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和反
省，韩国不可能走向开放社会。
殖民统治和分裂在韩半岛造成了“民族主义
过剩和自由主义贫瘠”的现象。不论南北韩或左
右派，相比自由主义都过度依赖民族主义，反日
一直是非常有效的政治武器。参加过反日独立运

欧洲式国粹主义vs南美式国粹主义
在韩国和日本出现的民族主义也与这种世界
历史潮流不无关系。如果说，安倍政府的日本接
近于欧洲右派国粹主义，那么文在寅政府的韩国
则呈现出类似南美左派国粹主义的形态。在对日
问题上列出“李舜臣将军的12艘船”、“国债补偿
运动”、“抵制日本产品”等讨论来煽动反日情绪
的行为，可以视为民族主义或国粹主义性民粹
主义的典型形态。文在寅政府通过这些行动达
到了，将陷入经济困境和此前放任对日关系的
责任，一并推给错误爱国主义的效果。
现在大家都只是对日本的经济报复措施进
行慨叹，而没有对事态的根本原因进行反思或
反省。文在寅政府也是如此，相比制定解决事态
的战略，他们更沉浸在呼吁“义兵、竹枪”的行动
中，无法从时代错误思维中摆脱出来。
韩日间经济纠纷的起因，是去年10月大法院
征用赔偿判决。日本一直主张，依据1965年签署
的《韩日请求权协定》
，日本政府没有义务对强制
征用受害个人进行赔偿。但最高法院认为，该协
定只是政治性的解释，不应适用于个人的请求
权。因此，法院判决日本相关企业给当时强制征
用受害者，每人赔偿1亿韩元。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的日本，警告有可能从白名单里排除韩国，随之
韩日关系急转直下而造成了现在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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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一个由集体理论支配的社

动的李承晚利用反日情绪尚可理解，但连民主化
以后的金泳三、卢武铉、李明博政府的执政势力，
不管左右派也在支持率下降的任期后半期毫无
保留的利用了反日情绪。文在寅政府也不例外，
也得益于反日情绪或得了支持率的急剧上升。
如果波普尔看到现在的韩国社会将是什么
心情? 可能要重新考虑自己分类的开放社会敌
人的类型。因为，在当今韩国社会，开放社会的
主要敌人，既不是右派法西斯主义，也不是左派
马克思主义，而是左派国粹主义。
当年为了民主化与权威主义斗争的现执政
层，特别是过去运动圈势力，是否成为了韩国走
向开放的社会的绊脚石？这是当前我们需要深
思熟虑的问题。高层公职者亲自出面将韩国社
会以“亲日和反日”、“爱国和卖国”分为两派的行
为，就算它是政治行为也令人汗颜。作为实现产
业化和民主化、并以身为G20国家而自豪的韩国
发生这些事情，是难以想象的。

会最终都会走向灭亡。
在日本国内“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们也对安倍
政府的右派国粹主义进行批评。因为，他们清晰
地记得法西斯军国主义失败的历史经验。韩国
也需要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们，敢于拿出与“开放
社会的敌人”斗争的勇气和行动。虽然现在不是
以前的政治权威主义时代，但依旧能看到，用两
分法分帮结派以及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的
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
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比韩国多意味着什
么? 如果真的想要赢日本，首先与“开放社会的
敌人”对抗的知识分子数量，要比日本更多才行。
强调血统的种族民族主义已尽到了历史职
责，现在我们不该是同一血统共同体的一员，而
是作为共享政治、市民价值的共同体的一员，要
重新确立民族概念，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更加民
主的统一。而且，无关血统，尊重外国结婚移民
女性、朝鲜族、脱北居民等，才能成为一个真正
的开放社会。
韩国应摆脱对日复杂的情结。虽然目前日本
在国力上领先于韩国，但没有必要畏缩或疾视，
因为韩国在国际舞台上已具备了可以与日本堂
堂正正竞争的能力。我们虽然不能忘记殖民统
治的惨痛经历，但也不能让它阻碍我们前进的
步伐。反过来说，想要克日必须先要跨越反日。
笔者想起了《金大中与小渊共同宣言》
。金大
中政府：1）在除壬辰倭乱7年，殖民地统治36年
之外，韩日关系较为友好的历史认识下；2）强调
两国在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主义以及与美国的同
盟关系等共有的普遍性价值；3）从实际国家利益
出发，规定了对日政策的性质和范围。该宣言是
在1998年韩国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外汇危
机和前任金泳三政府的“纠正历史”运动导致经
济困难以及韩日矛盾达到顶点的时候达成的。
当时政府没有选择刺激国粹主义情绪的民粹主
义，而是选择了现实的实用主义。声称要继承金

除了壬辰倭乱、殖民统治的43年韩日关系良好
韩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刺激国民情绪的民粹主
义性民族主义，而是可以理性讨论的合理性自由
主义。在自由主义中，个人是具有本身尊严的独
立存在，是对自己的判断、行动负责的个体。但民
族主义是集体主义，个人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只
能作为民族这一集体的一员进行思考和行动。
民族主义走向整体主义的危险性也就在于此。
亲日派、卖国奴的划分使得在讨论问题时，强制
要求人们做出简单的选择，要么“民族”，要么“
反民族”。这时个人的自律性将消失，只会有集
体性逻辑的强迫，而这就是波普尔所说的“开放
社会之敌”。
或许有人会对我的观点表示抗议，他们会说，
现在是对日关系的关键时期，要暂时放下个人主
见，团结起来。我也承认这句话没有错。但是，历
史的教训深刻告诉我们，无论是法西斯主义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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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政府对北政策的文在寅政府，在对日关系上
难道不能延续“金-小渊精神”吗？
全球性狂风与大韩民国
如今的韩日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会以某种
形式得以解决。情绪爆发后经过一定时期的冷却

期，必将重新回归到现实。但是，如果不能防止民
族主义的过剩以及不能提高合理性自由主义的
话，就像活火山一样某一天会再次爆发。韩国要
走向开放社会，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有良
知的知识分子们要在全球肆虐的国粹主义和民
粹主义狂风中守卫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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