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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长期萧条成因分析：国家社会转型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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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国家社会转型的视角，同时采用体系、国家和国内社会三层次结合的结构分析框架
对战后日本发展历史进行透视，可以发现，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完成经济赶超成为世界第
二经济大国后，未能从经济赶超式的“发展主义国家”向成熟的制度型“三方制 - 福利国家”转型，乃
是导致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萧条的根源。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这一历史的十字
路口，日本国家社会转型的延误或者说失败最终换来的是其后巨大的社会代价。因此，日本并不成
功的国家社会转型对中国具有重要的警示性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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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陷入这样的局面而又找不出“令人信服的原

一、研究视角及研究意义

因”，笔者认为问题在于人们过分执著于日本的经
济层面而往往忽视（至少是轻视）了长期以来日

谈到持续至今的日本长期萧条，人们似乎习

本社会结构的巨变。可以说，日本亟待解决的问

惯了将原因归结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经济泡沫的

题是关涉整个社会的，而非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

崩溃。但正如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言：

有关日本当代问题的研究需要涵盖社会的新视角。

与其他亚洲国家碰到的灾祸相比，日本的遭遇没

笔者认为，透过国家社会转型的视角来审视

有那么惨痛，但其持续的时间确实很长，并且迄

日本的长期萧条可以看出，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今为止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原因。他同时认为日

年代初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完成了明治

本的萧条非常“罕见”，并给它起了一个听上去有

维新以来的赶超目标后，未能适时从经济赶超型

些矛盾的称呼——“增长型萧条”。[1] (P. 48, 57) 日本

的“企业组合主义 - 半福利国家”①向经济与社会

* 作者感谢专家匿名审稿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存在的错讹及疏漏由作者承担。
① 肯特·E. 加尔德（Kent E. Calder）的研究表明，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的社会保障在先进国家中处于最低位，相关支出占国民生
产总值（GNP）比例仅相当于美国的1/2，联邦德国与法国的1/3；日本研究福利的专家二宫厚美认为，与欧洲国家相比，日本只能算是不
成熟的“半福利国家”；终身雇佣制、工龄工资制、企业内福利和企业内工会四种机制促进了劳资协调并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企业很
大程度上承担了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功能，不符合经济理性，而且导致国家制度层面社会统合功能的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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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发展的“三方制 - 福利国家”①转型，乃是 20

而言。“经济转型”主要涉及一国经济结构以及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长期萧条的根源所在。如果

产业结构的转变，其目的在于提高效率、强化生

这一论断成立的话，那么日本的教训无疑对于今

产力以求扩大财富创造，而“社会转型”涉及的

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警示意义。

是生产关系 - 生产社会关系的调整与转变。罗伯

历经 30 余年的高速发展，中国从国内生产

特·考克斯（Robert W. Cox）在这方面做出了卓越

总值（GDP）总量上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贡献，他以物质生产为出发点，认为生产关系是

而世界体系和国内社会却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

整个社会关系构成的最基本要素，这是传统马克

2008 年金融危 机 为 契 机， 世 界 经 济 体 系 由 于 生

思主义的观点，即认为“物与物关系的背后其实

产过剩而开始进入下行区间，霸权国美国在自身

是人与人的关系”。他进而将历史上存在过的以及

不断加剧的双赤字压迫下，开始不再容忍与中国

依然存在于现代世界中的生产关系提炼为 12 种普

的“非对称贸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危机愈演愈

遍性模式，②认为对应不同历史时期，国家会选取

烈 ；同时，以石油为代表的世界能源资源储量的

其中的一种确定为主导模式，而将其他几种模式

不断减少导致价格攀升。这些都直接导致中国出

确定为附属，主导模式从附属模式身上吸取盈余，

口导向型经济结构以及能源资源消耗型工业为主

而这一架构便形成了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也就

导的产业结构的不可持续 ；全球化市场主义的肆

是社会整体结构的根基。这体现了考克斯的新马

虐已经造成国内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 ；长期工业

克思主义立场，即“政治决定经济”。笔者认同并

化所带来的诸如空气污染、环境破坏、城市交通

采用这种从生产关系角度对于整体社会结构的把

住宅拥堵等负面效应全面显现，许多国民开始质

握，同时认为，如果主导生产关系模式一味地从

疑 GDP 至上的发展观，提问“你幸福了吗？”、
“幸

附属模式身上榨取盈余的话，长此以往，社会必

福到底是什么？”；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日趋加

将因为分配不公而陷入混乱。对于国家来说，发

剧，而社会却依然缺乏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福

展经济与维系社会安定是两个主要任务，卡尔·波

利安全网。一言以蔽之，经济与社会发展处于非

拉尼（Karl Polanyi）的教诲是：二者必须均衡发展。

均衡状态。这些情势与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

因此，从国家统合社会的角度来说，如何构筑一

初日本所面临的情势何其相似！可以说，国家社

个利益还流机制将变得尤为关键。利益还流机制

会转型已经成为中国必须严肃对待的重要课题。

的构筑与否以及采取何种方式构筑，都将取决于

向什么方向转型以及如何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转

国家的性质或曰国家体制，这就关涉到“国家转型”

折时期，重新研究邻国日本，分析其转型失败的

这一概念。笔者认同考克斯的论断，认为国家性

后果及原因对中国来说无疑将获得宝贵的财富。

质或者国家体制取决于能够夺取政治霸权的“历
史集团”（historical bloc）， ③ 而“历史集团”意指

二、概念澄清及分析框架

主导政治势力及其联合其他“社会力量”所形成
的“社会联盟”（social coalition）。因此，笔者使用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主要相对于“经济转型”

的“国家转型”这一概念主要指国家政治层面主

① “三方制-福利国家”是国家、资本和劳动三方在明确的制度框架内形成劳资协调，并由国家遵循社会组织原则实施社会保障和福
利。
② 这些模式包括：生存农业（subsistence）、农民-领主型农业（peasant-lord）、原始劳动力市场（primitive labor market）、家庭生产
（household）、个体经营（self-employment）、企业劳动力市场（enterprise labor market）、两方制（bipartism）、企业组合主义（enterprise
corporatism）、三方制（tripartism）、国家组合主义（state corporatism）、公社（communal）和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
③ “历史集团”是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首先使用的概念，罗伯特·考克斯将其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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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政治势力及其“社会联盟”的变迁。而这种国

三、对日本战后发展历史的
结构性透视

家政治层面的变迁必然引起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生
产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动，从而导致社会后果。
秉承“历史是连续的”理念，笔者在时间上
将日本战后至今的发展历史视做连续的整体，反

为论述方便起见，笔者且将日本战后至今的

对以经济泡沫崩溃为界、分别探讨其成功与失败

发展历史粗线条地划分为四个时段 : 高速经济增长

的人为割裂历史的做法，并认为只有在长期连贯

时期（1945-1971 年）；高增长路线的延续及其危

的历史视野下，才有可能挖掘出导致日本萧条的

机逐步显露时期（1971-1982 年）；
“新自由主义”

深层原因。同时，在空间层面，笔者采用将体系 -

萌芽及经济泡沫膨胀时期（1982-1991 年）；经济

国家 - 国内社会联系起来的综合分析框架。有关

泡沫崩溃后的长期萧条时期（1991 年至今）。在国

世界体系，笔者赞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家社会转型的视角下，通过对以上四个时期进行

Wallerstein）“ 世 界 体 系 论 ”（world system theory）

长时段的结构性透视，我们可以发现导致日本陷

中的定义，认为它本质上是由资本主义资本积累

入萧条并最终长期化的更为深层的原因。

需求所推动的系统，在长期上遵循康德拉季耶夫
经济周期 ；①同时，它也是霸权国主导的民族国家

（一）资本主义体系高速经济增长时期（19451971 年）

体系，霸权国实施的政策——宽容或不宽容——

这一时期是霸权国美国主导的以重化工制造

将给体系中其他国家带来冲击。另外，针对这一

业为基础，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冷战构造以及“发

体系长期变迁的规律，笔者认同乔万尼·阿瑞吉

展主义意识形态”为支撑的资本主义体系高速资

（Giovanni Arrighi）观点，认为它遵循的模式是在

本积累时期。对应这种背景，日本通过“吉田路

生产过剩危机作用下，将从以生产 - 贸易为主导

线”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冷战体系，②从而换

的资本积累向以金融为主导的资本积累转移，这

取了美国对双方“非对称贸易”的默许，向日本

也对应了战后资本主义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向全球

开放本国的巨大市场，却允许日本封闭国内市场

化方向转移的事实。国家并非在真空中发展，体

从而使日本可以专注于经济发展。在国内经济层

系状况的变幻构成所有国家政策选择的背景。国

面，自民党与垄断大资本结成联盟并将其确立为

家终究是一个过滤器，对应体系变化，它要建立

资本积累的主导力量。这就决定了日本出口导向

相应的国家体制，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而

的经济结构以及以石油化工、钢铁、造船等原料

采取何种方式实现这些目标则属于国家的“战略

型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及集中国内一切生

选择”。就经济发展层面来说，“战略选择”涉及

产要素（资本 / 土地 / 劳动力）为其服务的产业政策；

资本积累的主导力量以及国家经济结构和产业构

在国内社会统合层面，自民党将大企业“企业组

造、产业政策的设定 ；在社会统合层面，则主要

合主义”生产关系确定为主导，以 1955 年开始的

涉及国家对生产关系模式的等级制确定，这种定

“生产效率运动”为契机，将民间大企业的劳工统

位的变化将导致重大的社会结构变动从而产生不

合到联盟之内，同时通过利益换选票式的利益诱

同的社会后果。如前所述，在体系背景下，国家做

导政治实施向附属生产关系模式的利益还流，从

出何种“战略选择”将最终取决于掌握霸权的政治

而形成涵盖广泛的“社会联盟”并维系了长期稳

势力及其“社会联盟”或曰“历史集团”的性质。

定政权。自民党的对内对外结盟在 1960 年基本成

① 康德拉季耶夫经济长周期为40-60年，其中包括上行A段和下行B段。
② 从1949年的“道奇方针”到1952年日本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1955年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以及1952年日本与
美国单独媾和，签订《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全保障条约》，标志着日本通过对美依附加入了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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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①如此，这一时期的日本既达成了经济高速增
长的目标，亦维系了社会的高度稳定。考察日本

业组合主义”生产关系模式亦开始面临双重挑战。
“企业组合主义”生产关系模式通过内部利益还流

这一时期的“社会联盟”，可以看到自民党和垄断

换取了劳工的忠诚和高生产效率，极具生产性，

大资本位于联盟的塔尖，民间大企业劳工以及附

但其成立却高度依赖高增长所带来的高利润流入，

属生产关系模式中的农民、城市自营业者、中小

而世界经济体系却开始进入下行区间，利润空间

企业劳工和家庭妇女皆是“企业组合主义”和利

不断缩小 ；再者，终身雇佣制和工龄工资制的确

益诱导政治的连带受益者，而官僚则是自民党政

立得益于战后初期日本国内“金字塔形”的人口

治家的责任代行人。将这些成员维系在一起的纽

年龄结构，在这种年龄结构下采用“企业组合主义”

带则是“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池田勇人的《国民

生产关系模式既可以从年轻雇员身上免费融资（通

收入倍增计划》是其典型反映。

过工龄工资制），又为公司未来发展储备了大量人

（二）高增长路线的延续及其危机逐步显露时
期（1971-1982 年）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日本成为世界

才（通过终身雇佣制），虽然文化论者们喜欢讨论
日本传统文化对“日本式经营”的决定作用，但
实际上，日本在战后资本紧缺的条件下采用这样

第二经济大国，而世界体系及国内社会亦发生了

的生产关系模式，根本上还是基于“成本 - 收益”

重大变化。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体系长达 20 年左

的经济理性的考虑。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

右的高速资本积累导致了生产过剩 - 利润率下降

日本的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向“倒金字塔形”转变，

的局面，整个体系开始进入康德拉季耶夫经济周

即中高年龄层雇员增多而年轻劳动力开始短缺，

期的下行阶段 ；霸权国美国由于长期容忍盟国的

从前的免费融资的储备型雇佣变成了雇佣过剩，

“非对称贸易”以及自身的内外消耗（越南战争、

加重了企业的成本负担，而企业所承担的过多福

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等），出现严重

利功能（企业内福利）也使企业不堪重负。日本

的贸易和财政赤字。1971 年 8 月，尼克松总统宣

一方面急需完善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

布关闭黄金窗口以及对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附加

向成熟的“三方制 - 福利国家”转型 ；另一方面，

税，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核心——固定汇率

体系进入低增长的下行区间终结了税赋的自然增

机制——开始崩溃，美国不再容忍盟国的“非对

收，财政压力也直接质疑了自民党利益诱导政治

称贸易”，开始由“宽容型霸主”变成“自利型霸

的可持续性 ；最后，村上泰亮所谓的高速增长时

主”。1973 年石油危机所导致的生产成本上升进一

期所培育出来的“新中间大众”在物质生活得到

步加剧了体系的利润危机。在国内经济层面，日

满足后开始质疑“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的

元对美元汇率升值及油价上涨都直接威胁到日本

生活方式，对保守政权亦产生了离心倾向。同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确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和

公害、污染、城市住宅交通拥堵等高速增长所带

以原料型重化工业——“重厚长大型”产业——

来的负面社会效应诱发了各地大规模的市民运动

为主的产业构造 ；此外，体系高速资本积累期间，

和革新自治体运动。如何在完成经济赶超后，克

“投资呼唤投资”式的发展以及“护航舰队”式

服 GDP 至上的“发展主义”，向成熟的“三方制 -

的融资模式已经造成企业的产能过剩和银行“超

福利国家”转型，实施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统合

贷”，在体系生产过剩的情况下，就会进一步加重

模式已然成为日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企业的成本负担。在社会统合层面，大企业的“企

自民党的旧保守派们却延误了这一转型，而是延

[2] (P. 727-728)

① 研究日本的学者习惯于使用“1955年体制”的说法，但新川敏光的分析表明，从“社会联盟”角度看，1960年池田勇人的上台才使
日本战后“社会联盟”真正形成，因此称“1960年体制”更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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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了对美国依附以换取市场。在经济层面，依靠
产业结构调整，即从原料型重化工业主导转向以
机械加工组装——“轻薄短小型”产业——为主导，

期萧条——还债的滋味总不会好受！
（三）“新自由主义”萌芽及经济泡沫膨胀时
期（1982-1991 年）

强化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结构，展开了日本学者所

从结构上审视这一时期，可以看到日本两种

谓的“急风暴雨”式出口 ；大企业通过“减量经

国家体制的相互纠结，即“新自由主义”的萌芽和

营”逐步减少投资和借贷，缩小“企业组合主义”

旧保守主义的固守，二者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统

的范围，并加强了从附属生产关系模式的盈余榨

合理念有所不同，碰撞的结果就是经济泡沫的膨

取①，从而维系了资本积累效率。如果说“减量经

胀。以固定汇率和资本管制为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

营”意味着“物、钱和人”的削减，那么这个时

系解体之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已经使世界经济体

期主要还是以物和钱的削减为主，对人的削减还

系向浮动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的开放体制转移，阿

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而这主要是通过加强对附

瑞吉的研究表明，制造业生产过剩及贸易竞争的加

属生产关系模式的榨取——成本转嫁——而实现

剧导致以资本自由流动为特征的金融资本主义兴

的。至于社会统合，在“企业组合主义”本身有

起乃是历史规律。旧保守派们固守战后以来封闭体

所缩小的情况下，自民党利益诱导政治以田中角

制下赶超式的出口导向经济结构和社会统合方式，

荣的“列岛改造论”为契机得到进一步扩大。“列

却在上述三个“遗患”的影响下形成“作茧自缚”

岛改造论”同时起到了凝聚国民精神的意识形态

的困局。其一，美日经济摩擦逐步升级。1985 年

的作用，无非是“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扩大版本。

广场协议（Plaza Accord）后，日元进一步升值，加

这种“发展主义”偏执从短期来看虽然使日本经

剧了出口大企业的利润危机 ；1990 年美日签署《结

济在 20 世纪 70、80 年代的发达国家中可谓一枝

构性障碍协议》
（SII）
，日本被要求全面开放市场并

独秀，博得了诸多赞美，但从长期看，却是一种

扩大内需，经济摩擦最终导致霸权国对日本国内社

[3] (P.62)

带来三个对后来

会结构的干涉——学者坂井昭夫称此为“国家主权

影响至深的“遗患”。其一，出口导向经济结构的

的动摇”
。其二，日元升值、国际竞争的加剧以及

坚持导致美日经济摩擦日趋激化，美国的对日政

自民党旧保守派对战后“社会联盟”中附属生产关

策变得愈发“不宽容”。其二，银行的过度借贷、

系模式的保护所导致的国内生产和流通领域的高成

大企业过剩的设备投资及过剩雇佣在日元不断升

本——“内外价格差”——以及财政赤字（对垄断

值的情况下，给企业带来沉重的成本负担。其三，

大资本来说，牵涉到法人税问题）在国内催生了以

低增长状况下靠增发赤字国债维系的财政支出导

中曾根和垄断大资本为首，以“临调行革路线”为

致国内日趋严重的财政危机。这一时期，战后形

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自然反动。[4] (P.57-68)“新自由

成的依靠大企业“企业组合主义”和保守自民党

主义者”为缓和美日摩擦，确保美国市场，全面迎

利益诱导政治所维系的“社会联盟”虽有所松动，

合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在国内经济层面，1983 年

却依然稳固，然而代价却是巨大的。在经济赶超

开始实施金融自由化，并在 1985 年后加速，1986

目标完成后，未能及时转向重视国内社会发展所

年《前川报告》提出转出口导向为“内需扩大”
，

欠下的债总归是要还的，那便是 20 世纪 80 年代

并提出产业结构的“软化”——即发展“服务经济”
。

后半期至 90 年代初的经济泡沫及泡沫崩溃后的长

在社会统合层面，为消除旧保守派保护下形成的高

“自己勒自己脖颈”的做法，

① “企业组合主义”本身的缩编体现在对中高年蓝领雇员进行整理并对工龄工资制和企业内福利进行压缩调整方面，而其盈余榨取的
加强体现在纵向下包体制，即“双重结构”的扩大；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改变60年代以来的“基本法农政”，转而推行“综合农政”，
这其实是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为大资本获取土地提供条件，从而推进农村地区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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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结构，
“企业组合主义”本身不断收缩，对于

有的产能过剩和雇佣过剩。可以说，经济泡沫期间，

附属生产关系模式或进一步加紧盈余榨取或通过

主导日本战后历史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发挥

“放松管制”干脆抛弃——农业自由化、流通领域

到了极致，借用阿瑞吉的话说，这一时期也可以

放松管制等。同时，针对旧保守派利益诱导政治所

称做旧保守派们“最后的美好时刻”。而“发展主义”

导致的财政危机，中曾根在垄断大资本“不增税的

偏执所造成的并在经济泡沫期间进一步扩大的三

财政重建”的要求下，鼓吹建设“小政府”的行政

个“过剩”——银行的过剩借贷、企业的过剩设

[1]

改革以减少社会保障部门支出 ； 打出“战后政治

备投资以及过剩雇佣——将在泡沫后得到全面清

全盘清算”的旗号，一方面，通过打击官僚的力量，

算并最终导致长期萧条。

清算旧保守派对农民和城市个体经营者等的保护，
达到“放松管制”从而削减经营成本的目的 ；另一
方面，通过公共部门民营化清算社会党势力来消除

（四）经济泡沫崩溃后的长期萧条时期（1991
年至今）
进 入 20 世 纪 90 年 代， 世 界 体 系 发 生 巨 变。

其政治上的牵制以及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保护。
于是，

苏联的解体使作为战后政治秩序的冷战构造终结，

战后“社会联盟”被逐步拆散，处于附属生产关系

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融入体系，加之 1993 年

模式中的边缘群体开始被抛弃。而
“新自由主义者”

中国开始全面转向市场经济建设，向 20 世纪 70 年

们新的社会统合方式不是别的，正是一味强调传统

代以来深陷生产过剩危机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展

伦理道德的“新保守主义”
。然而，
“新自由主义者”

开了巨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5](P. 202-206) 美国主导的

们此时并未夺取政治霸权，
旧保守派势力依旧强大，

全球化加速，以金融投资机构和跨国公司为主体的

正如历史学家升味准之辅所言，中曾根最后“反被

资本开始全球流动，市场逻辑空前扩张。在国内经

战后政治所清算”
。以竹下登 - 金丸信为首的“经

济层面，1991 年经济泡沫崩溃，
“发展主义”偏执

世会”传承了田中角荣的传统，
仍然大搞利益政治，

所带来的三个“过剩”开始遭到清算。首先，对银

企图统合摇摇欲坠的旧有联盟。1986 年
《前川报告》

行“超贷”的清算，巨额不良债权逐步显露并导致

提出的“内需扩大”和发展“服务经济”最终演变

信用收缩。其次，对实体经济的清算，企业过剩

成 1987 年的“第四次全国国土综合开发计划”
（简

产能凸显，形成经济学家宫崎义一所谓的“复合

称“四全综”
）
，掀起了学者水津雄三所谓的“第二

萧条”
。最后，最终的清算对象就是过剩雇佣。垄

次列岛改造”热潮 ；1990 年美日签署《结构性障

断大资本为降低成本，全面迎合全球化而加速向

碍协议》
，日本又承诺十年之内将 430 兆 -455 兆日

跨国生产结构转移——20 世纪 80 年代后半期日本

元投资于公共事业，结果不但滋生了巨大的腐败，

的跨国生产集中于北美和欧洲，属“市场确保型”

亦诱发了全国性的土地投机，
加之“新自由主义者”

资本输出，90 年代则转向亚洲且规模巨大，属于

推动的金融自由化在制造业生产过剩的情况下所

“廉价劳动力获取型”资本输出。在社会统合层面，

引发的以大企业为主体的金融投机，二者相互加强

大资本要求贯彻市场原则，强调“放松管制”
，
“自

共同催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

我责任”
。1995 年主管劳资关系的机构日本经营者

经济泡沫期间，银行通过向房地产业及中小

团体联盟（日经联）发表《新时代的“日本式经

企业大量借贷维持了“超贷”体质，大企业因金

营”
》
，将雇员划分为三等级，开始了对“企业组

融自由化带来的融资便利以及对经济前景的乐观

合主义”生产关系模式的全面清算，
“企业组合主

预测而扩大了设备投资和雇佣，实质上加剧了既

义”的核心——终身雇佣制被收缩到几近解体。①

① 三种劳动力分别被称做“长期积累能力活用型”、“高度专门能力活用型”和“灵活雇佣型”。第一类雇员可以继续享受终身雇佣
的待遇，而后两类雇员则被排除在外，这实质上意味着大企业“企业组合主义”生产关系模式的基本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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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此前对“企业组合主义”的缩编主要是在

的安定团结有赖于社会安全网的相应扩大，“三方

工龄工资制和企业福利方面做文章的话，那么对

制 - 福利国家”便是遵循这一逻辑，在市场不断

终身雇佣制的清算则意味着主导生产关系模式将

扩张的同时，将安全网从家庭扩充至国家制度层

向以劳动力完全商品化为特征的“企业劳动力市

次。[7] (P.125-135) 如此观看，“新自由主义者”的主张

场”转向，雇佣全面流动化，失业以及不安定就

无异于倒行逆施——扩大市场的同时却拆散社会

业增加，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根基的巨大变动，

安全网，而其顶峰便是小泉时代的“结构改革”。

难怪日本人称其为“地壳变动”。“放松管制”使

“企业组合主义”本身的解体及其主导的生产社会

处于附属生产关系模式中的人们遭受到前所未有

关系结构的崩溃使处于附属生产关系模式中的旧

的打击，农产品进口自由化、《大店法》的逐步放

联盟边缘群体——农民、自营业者、中小企业劳

松（1992 年及 1994 年）以及 1998 年法律本身的

工以及妇女——被完全抛入市场的冲击之中，却

撤除、关于派遣劳动和女性保护规制等的撤除，

失去相应的保护。中小企业倒闭，食品自给率下

将农民、个体经营者、妇女、失业者等抛入市场

降，失业率、自杀率、犯罪率攀升，基尼系数攀

的洪流。而这些以市场逻辑统合社会的理念只有

升，伪宗教盛行，少子化等都是其社会后果。旧

依靠政治力量的推动才能够得以实施，因此自然

保守派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旦“新自由主义”政

导致小泽一郎等“新自由主义者”所导演的“1993

策陷入困局，便会有旧保守派政治家在“景气对策”

年政变”。自民党旧保守派霸权失落，而桥本龙

的大义名分下大兴土木，然而相对于有限的经济

太郎 1996 年执政后实施的“六大改革”则标志着

刺激效果，更多的却是形成权钱交易下的利益分

“新自由主义者”的得势——有日本学者将其称做

肥，牺牲的乃是国家财政以及国民消费这一最大

如果说“1955 年体制”或

的需求源泉。[8] (P.102) 经济泡沫崩溃以来，日本这辆

“1960 年体制”是自民党旧保守派掌握政治霸权的

“车”便是在旧保守派和“新自由主义”势力的交

[4] (P.26-32)

“1996 年体制”。

体制的话，那么“1996 年体制”便是“新自由主

替控制下向前行驶，学者安世舟所谓“漂流的政治”

义者”得势（尚未夺取完全霸权）的体制。
“新自

指的便是在“新自由主义”得势但尚未夺取完全

由主义者”们以海湾战争为契机，唱和美国的“责

霸权而被小泉称做“抵抗势力”的旧保守派仍旧

任分担论（Burden-sharing）
”
，从小泽一郎到桥本

坚持敛财散财路线的情势下所形成的“右”与“极

龙太郎再到小泉纯一郎，日本在政治军事上更加紧

右”之间的摇摆不定。正是这种“不会有任何成

密地将自身绑定在美国身上，以至于澳大利亚学者

果的对立”[7] (P. 96) 拉长并加剧了日本的萧条。泡沫

加文·麦科马克（Gavan McCormack）将日本称为“附

也好，萧条也罢，究其根本其实多是“人祸”。

庸国”
。究其实质，
“普通国家论”也好，“国际贡
献论”也罢，其目的无非是追随美国的全球化战

四、进一步的探讨

略，为资本输出规模不断扩大的垄断大资本的资
本积累服务。[6] (P. 76-84)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尤其

如果说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历史

是 1996 年以后，对应全球化的体系背景，日本国

转折点上，日本未能纠正“发展主义”偏执向“三

内形成了以“新自由主义”政治势力、跨国垄断

方制 - 福利国家”转型是导致经济泡沫及泡沫崩

资本以及社会精英阶层为主体的新的“历史集团”。

溃后长期萧条的根源，那么，问题是 ：日本未能完

在其推动下，垄断大企业主导的经济发展开始寻

成转型的原因是什么？罗伯特·考克斯认为，
“三

求摆脱国内社会的诸种束缚，其社会统合逻辑便

方制 - 福利国家”
的形成有赖于独立而强大的工会、

是强调“放松管制”、
“自我责任”的市场主义原理。

独立而强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存在，笔者认

历史经验表明，伴随资本主义市场的扩大，社会

为，它还有赖于议会功能的健全。而这三个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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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企业“企业组合主义”和自民党利益诱导政治

从而来实现这一目的。相对于此，日本采取的则是

的侵蚀之下都已残缺不全。为集中一切资源服务于

以实现国土的均衡发展为核心、以自民党族议员和

资本积累而采取的以大企业“企业组合主义”和利

各省厅官僚私下交易为中心的缺少明确制度约束

益诱导政治为支柱的社会统合模式，无疑加速了经

的“官僚裁量”模式。明晰的制度约束的缺乏必然

济赶超梦的实现，然而从长期来看，却严重侵蚀了

导致道德危机，其典型就是腐败的大量滋生。这种

社会民主主义的根基，其社会代价是巨大的。
“企

“官僚裁量”型的以大规模国土开发、敛财散财为

业组合主义”通过其核心之一的企业内工会将民间

主要特征的社会统合方式在高速发展时期虽然客

大企业的劳工统合在保守体制内使其成为受益者

观上造就了日本的社会平等，但在经济进入下行期

同时也成为依附者，虽然起到了维系社会安定的作

之后，其不可持续性以及各种被高速经济发展所掩

用，却导致劳工整体的分裂，无法形成类似于欧洲

盖的负面效应就大量地显现出来。[10] (P.92-116)

国家横断式的统一而独立的全国总工会 ；另一个结

就 20 世 纪 60 年 代 末 70 年 代 初 而 言， 体 系

果是，作为主要以劳工为支持母体的社会党只能依

变化以及国内社会诸种自然生发的革新要求曾使

附于公共部门的工会组织——总评，而公共部门由

经济企划厅在 1971 年和 1972 年的《经济白皮书》

于很少直接经受市场力量的冲击，因此偏向左倾路

中对高增长时期一味强调“增长”和“竞争力”

线，这也导致社会党长期深陷“左倾”意识形态路

的调门有所修正，阐明了实现内外均衡及建设新

线而不可自拔。至于自民党利益诱导政治，它依靠

福利社会的意向。社会党的江田三郎也敏锐地认

自民党系议员与其个人后援会之间散财换选票所

识到日本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换期，因此，他在《我

形成的利益还流网络，在客观上维系了日本的社会

的日本改造构想》
（1972）一书中提出了与自民党

安定，但从长期来看，它却延误了国家层面社会保

旧保守派截然不同的革新理念。他主张日本清算

障和福利制度的完善。企业作为经济载体，遵循的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安全保障条约》
，
“真正地”

是经济理性，承担的是创造财富功能而非福利功

回归并融入亚洲，并转向以人为本的重视社会整

能，
“企业组合主义”温情脉脉的利益还流有赖于

体均衡发展的路线。他批判了田中的“列岛改造

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人口年龄结构，

论”
，认为它仍未脱离对美依附下单纯追求物质的

高增长的终结和人口老化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组合

数量扩大的高增长时期“发展主义意识形态”的窠

主义”的解体从而引发旧的生产社会关系结构的崩

臼，最终只会导致日本的内外困局。相反，他主张

溃，而国家层面社会安全网的脆弱也必然加剧社会

日本从经济优先型的“发展主义国家”向经济与社

不安定。因此，旨在统合社会的利益还流机制的构

会均衡发展的“福利国家”转型，基于自身雄厚的

筑必须是国家遵循社会理性的责任。社会学家富永

经济实力发展欧洲式的社会福利，而他尤为推崇的

[9] (P. 318)

指的便是日本

是瑞典模式。同时，他认为改变现状的前提是实现

这方面的巨大缺陷。此外，自民党的利益诱导型政

政权更替，因而需要革新社会党和其他在野党（主

治依赖的是以族议员、官僚为主体的“密室政治”
，

要是公明党、民社党）克服精英主义而成为“国

从而严重侵蚀了议会功能，导致其“形骸化”
。日

民政党”
，
结成联合大多数国民的“革新国民联盟”
。

本学者山口二郎认为，福利国家的目的在于通过社

现在回头来看，江田的构想在当时的内外情势下具

会安全网的构筑，实现“风险的社会化”
，以纠正

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预见性。但社会党却深陷“协

市场原理主导下“风险的个人化”所产生的各种社

会派”的左倾路线，固执于意识形态斗争，使江田

会弊端。就整体来说，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

遭到党内孤立。江田本人 1977 年的脱党以及离世

家是以议会为中心、通过制度主义模式实施具有普

也使其构想失去了推动力量。压力之下的自民党为

遍性的社会政策来消除社会阶级、阶层间的差别，

保政权亦将 1973 年定为“福利元年”
，并在一定程

健一所说的“国家功能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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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上充实了国家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但这种做法
①

克服经济至上的“发展主义”偏执、及时地实施

只是为应对政权危机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最终还

国家与社会转型、走上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制

是被田中扩大版本的“发展主义”路线所取代。20

度型“三方制 - 福利国家”之路，短期的经济增

世纪 90 年代小泽的《日本改造计划》
（1993）则是

长以及其后的经济泡沫犹如幻象，而幻象破灭之

从“新自由主义 - 新保守主义”方向谋划日本改造，

后回归的便是停滞与萧条的严酷现实。

正符合了 90 年代以来日本的现实。

翻开日本当代问题的研究文献，“十字路口”

在大企业的“企业组合主义”和自民党利益

一词随处可见，无疑，日本又处在另一个历史节

诱导政治的共同侵蚀下，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

点上。全球化市场逻辑的扩张已经带来国内旧有

社会党一路衰颓，直至 1996 年解体，日本国家政

社会结构的解体，如何设定新的经济发展以及社

治中社会民主主义力量几近消失。可以说，20 世

会统合模式依旧是摆在日本政府面前的艰巨任务。

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日本国家社会转型延误的

众多学者呼唤“新自由主义”的“对抗理念”，呼

代价绝不仅仅是泡沫与萧条，它也最终销蚀了可

唤“福利国家”的出现。金子胜教授认为，全球

以引领国家走出困局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这才是

化背景下的“福利国家”建设要求在坚持固有的

更为严重的后果。

“经济与社会均衡发展”的理念内核的同时，还必
须扩展其内涵与外延，也就是积极推进区域合作、

五、结语

完善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实施真正
的地方自治。[7] (P.123-186) 这些都要求日本切实调整与

透过国家社会转型的视角，结构性地审视日

美国及亚洲的关系，重塑国家体制及国内社会结

本战后至今的发展历史，笔者认为，在 20 世纪 60

构。这些都是 20 世纪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的转折

年代末 70 年代初这一历史的十字路口，日本未能

时期日本应当全面审视的问题。何去何从 ? 政治

以长远视野审视国际体系以及国内社会的状况、

仍将是决定性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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