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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日俄戰爭與朝鮮的殖民地化（上） 

 

   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俄國一面加強對中國東北地區（舊滿洲）的控制，同時也試

圖染指朝鮮。日本則欲獨占對朝鮮的控制權，加緊了對俄戰爭的准備。打敗了世界上屈指可數的軍

事大國之一的日本，其勝利給東亞帶來了什麼呢？ 

  

 

▼ 關鍵詞 日俄戰爭 

 

   1904 至 1905 年，俄國與日本圍繞韓國和中國東北部（舊滿洲）的控制權問題發生戰爭，日本戰勝。

日本方面死亡約 8萬 4千人，達日清戰爭時死亡人數（約 1萬 3千人）的 6.5 倍。俄國方面死亡約 5萬

人。   

  日清戰爭後，俄國為了加強其在朝鮮的影響力，同時也為了在遠東獲取不凍港，1898 年從清政府租

借了旅順和大連，敷設了鐵路。莫斯科大學的阿伊拉彼托夫副教授認為，俄國對外政策的根本是尋找出

海口的海洋戰略，沙皇尼古拉二世積極地支持了這一想法。 

  1900 年，俄國為與義和團作戰而出兵清國，但鎮壓起義後仍不撤出滿洲。日本一邊與俄國交涉，一

邊加緊進行戰爭准備。談判破裂，1904 年 2 月，日軍襲擊了旅順的俄國艦隊，并在韓國仁川登陸，戰爭

開始了。12月，日軍盡管傷亡很大，但占領了俯瞰旅順港的 203 高地，翌年 1月，攻下了旅順的要塞。

5月，日本聯合艦隊在日本海海戰中給波羅的海艦隊以毀滅性的打擊後，美國的西奧多·羅斯福總統開始

斡旋媾和。俄國內革命運動不斷擴大局勢混亂，日本也無力籌措更多的戰爭經費，雙方同意媾和。  

 

東鄉勝利了！亞洲之夢 轉瞬之間 

 

“好久沒來日本了，到哪裡去看看呢。＂ 

 

我的友人，今年 77 歲的韓國老軍人李先生突然來到東京是今年 6 月份的事了。他在日本長大，

戰後參加了韓國軍隊，1950 年朝鮮戰爭爆發時作為陸軍少尉在前線戰斗過。原本我是通過采訪認識

了李先生的兒子，後來與李先生也熟識起來。 

 

閱讀了觀光指南的李先生選擇了位於東京原宿的東鄉神社，那裡供奉著因在日俄戰爭中擊潰了

俄國波羅的海艦隊而成為英雄的東鄉平八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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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打仗方法很值得參考。我很尊敬東鄉元帥。＂ 

 

在神社院內的日本海海戰圖前，我給他拍了紀念照，他顯得很滿足。 

 

原外務省（外交部）職員、研究明治時代外交的日俄戰爭研究會會長松村正義解釋說：“日俄

戰爭是亞洲的新興國家挑戰歐洲一大強國的戰爭，是不能不引起國際關注的重大事件＂。據說外國

記者紛紛要求隨軍采訪。 

 

1905 年 5 月，東鄉率領的聯合艦隊在日本海的對馬海面迎擊波羅的海艦隊，大獲全勝。 

 

《紐約時報》以《東鄉殲滅俄國艦隊》為題，在頭版頭條進行了報道，該條新聞幾乎占了頭版

的一半。英國《泰晤士報》也寫道：“波羅的海艦隊事實上已全軍覆沒，這一發自東京的消息，震

驚了全世界＂。 

 

為勝利而興奮的不僅僅是日本人。 

 

後來成為印度第一任總理的尼赫魯 1930 年代在獄中這樣寫道： 

 

“亞洲國家之一日本的勝利對所有的亞洲國家都產生了很大影響。我以前常常跟你講起，我少

年時代曾怎樣地感動過。＂（大山聰譯《父親給孩子講世界歷史》，MISUZU 書房出版社）（譯注：中

文版為《世界歷史一瞥》） 
 

中國革命家孫文指出，日本的勝利不僅對亞洲，還激發了埃及、土耳其及阿富汗等國家的獨立

運動，它給了被歐美大國壓迫的有色人種以希望。美國的黑人知識分子也

稱贊“黃種人＂有作為。 

 

聽到這樣的話，我想起了一個人，他就是在越南領導了旨在擺脫法國

殖民統治的獨立運動的潘佩珠（1867－1940 年）（照片為肖像畫）。潘佩

珠聽到日俄戰爭的消息後，於 1905 年初秘密出國，春季來到了日本。他

到遠隔數千公裡的日本尋求些什麼呢？我於是去越南探訪。 

 

 

 

 

■ 雖說“同文同種＂，但是…… 

越南激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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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內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多年研究潘佩珠的瓊滔（音譯）教授（72 歲），在掛有潘佩珠肖像

畫的會客室裡迎接了我。 

 

“日本通過明治維新迅速推行近代化，引入立憲主義，戰勝了大國俄國。｀同文同種＇的日本

成了飽受列強侵略之苦的人們的楷模，吸引了很多越南人赴日。＂同文是指同屬漢字文化圈，同種

是指皆為黃色人種之意。 

 

潘佩珠到了日本，拜訪了暫居橫濱流亡中的中國立憲思想家梁啟超

（照片）。梁啟超因參與清末國政改革，失敗後逃亡日本。潘佩珠在越南

時曾讀過梁啟超的著作，并根據書的底頁所載地址找到了梁啟超。出身儒

學之家，自幼熟讀中國古典書籍的潘佩珠，可以用漢字與中國人和日本人

筆談。 

 

潘佩珠來日的目的是希望從日本得到武器和兵力等援助以便與法國

作戰。潘佩珠經梁啟超介紹見到了當時很有影響力的政治家大隈重信和犬養毅等人。但是大隈等以

軍事援助會造成日本與法國之間的外交問題為由予以拒絕，勸說越南應首先著力於培養人材。 

 

潘佩珠從日本志士那裡得到資金，請其介紹留學地點，發起了號召越南青年赴日留學的東游運

動。越南留學生一時達到 200 人，但他們能夠留在“安居之地＂日本的時間并不長久。 

 

日本贏得日俄戰爭後，於 1907 年 6 月與法國簽訂了日法協約，日法事實上互相承認了對方對印

度支那和朝鮮的統治。法國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鎮壓越南的獨立運動。“日本政府勾結法國殖民地政

權，將越南留學生，甚至潘佩珠都驅逐出境。東游運動遭到徹底破壞。＂我在河內買的高中歷史教

科書上這樣寫道。 

 

潘佩珠在 1909 年 3 月被迫離開生活了 4年的日本。東京的外務省外交史料館裡保存著潘佩珠寫

給外相小村壽太郎的親筆信。潘佩珠指責日本外相“蔑視亞洲的黃色人種，不問是否有罪就肆意驅

逐＂，對日本與歐美列強聯手一事進行了猛烈的抨擊。拿起這封用漢字一筆一劃工工整整地寫在半

頁薄信箋上的信，他的激憤之情躍然紙上。 

 

 
■ 學習日本的清朝留學生 因《取締規則》產生警惕和反感 

 

當時，在日本的清朝留學生更多。清朝從日清戰爭剛剛結束後的 1896 年就開始派遣留學生，1905

年人數達到了約 1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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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中國天津拜訪了研究清末留學生情況的南開大學李喜所教授。李教授說：“為什麼在日清

戰爭中敗給了日本呢？為追究其原因，開始了赴日留學和考察。＂他解釋說，人們認為無需到歐美

從頭學習近代思想和制度，直接學習日本經驗效率會更高。另外也有現實的理由，那就是日本比歐

美近，費用較低。1905 年科舉制度廢除了，人們將日本看作是新的學習之地，這一點也很重要。 

 

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清朝內部認為這是“立憲＂日本戰勝了“專制＂俄國的觀點普遍起

來，對日本的關心更加高漲。來自中國的山梨學院大學熊達雲教授認為：“日本的勝利使中國的國

民覺醒，加速了中國采取立憲制的進程。＂1906 年，清政府宣布預備立憲，盡管這已非常滯後。 

 

   

在此背景下，發生了一件令留學生深受打擊的事情。日本政府於

1905 年 11 月頒布了《清國留學生取締規則》。清朝政府害怕留學生傾向

革命運動，要求日本政府加以管制。留學生們針對這一條令，用集體罷

課等形式表示反抗。當時的朝日新聞批判這一行為是“清朝人的放蕩卑

劣＂，閱讀了此報道的留學生、革命派活動家陳天華（照片）在東京跳

海自殺以示抗議。 

 

 “向亞洲的強國日本學習。另一方面，對日本不斷加強對朝鮮和中國東北地區的統治產生警惕與

反感。留學生的心情是既矛盾又煩惱。＂李教授如此闡述道。現在也存在讓中國方面神經過敏的問

題，諸如日本修改憲法動向和歷史問題等。師從李教授的碩士研究生李來容（25 歲）這樣補充道：  

 

“想學習日本的心情與警惕感同在。看待日本的目光沒什麼改變。＂ 

 

 

 

▼ 朴茨茅斯和約 

 1905 年 9 月，日本全權代表小村壽太郎（外相）與俄國全權代表維

特（原財政部長）等人簽訂於美國朴茨茅斯。內容為：①俄國承認日本對

韓國的領導監督權②俄國將其擁有的從清朝獲得的旅順和大連的租借

權、長春以南的鐵路移交和轉讓給日本③俄國將北緯 50 度以南的薩哈林

島（日本稱樺太）轉讓和移交給日本④俄國承認日本在濱海邊疆區和堪察

加半島的漁業權、等。曾經相信能夠獲得巨額賠償金的日本民眾，反對媾

和內容，在東京掀起了大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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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給人添亂的侵略＂ ／日本 “夢在殖民地＂ 

 

那麼當今在中國，人們是怎樣認識日俄戰爭的呢？我走訪了當年日俄激戰之地旅順。 

  

旅順港在今天也是中國海軍的重要基地，除一部分旅游區外，

外國人不得自由行動。“旅順、大連曾是日俄爭奪戰的戰場。日本

的勝利成了侵略中國的跳板。＂這是我在旅順國防教育基地“日俄

戰爭陳列館＂觀看的中文錄像中的內容。 

 

在 203 高地（日語取其音譯為爾靈山）山腳下的旅游商店工作

的韓行恕先生（82 歲），說他小時候在旅順曾被強制學習日語。他

用流利的日語向我講述了戰爭的經過。我問他：“日俄戰爭對中國

來說意味著什麼呢？＂“給人添亂的侵略戰爭。也有人認為日本趕

走了俄國挽救了中國，但這是錯的。日本在戰爭結束後拒不撤出，

統治了旅順，不久進入了中國全境。＂他語調平穩地說。   

 

那麼，在日本又如何呢？ 

 

8 月 15 日終戰紀念日那天，我去了靖國神社的游就館。日俄戰爭展區裡，軍艦進行曲奏得正響，

屏幕上正在播放日本勝利的場面，參觀者聚成一堆。“曾經的東洋小國日本擊敗了大國俄國的時候，

給俄國和歐洲統治之下的殖民地人民帶來了無限的夢想和希望。＂解說詞聽起來得意洋洋。 

 

也許確實曾經是這樣。但是，朝鮮半島和中國等距離日本越近，“夢想與希望＂褪色的速度不

也越快嗎？ 

 

茨城大學名譽教授大江志乃夫如是說：“戰爭剛結束，日本就把朝鮮變成了自己的保護國，亞

洲民眾的希望變成了失望。日本的勝利也曾給他們帶來希望，但決不能忘記馬上又讓他們失望了的

事實。＂ 

（櫻井泉） 

        ◆ 

朝鮮半島因日俄戰爭變成了什麼樣呢？明天，我們嘗試去那裡探索。 

■ 第 0次世界大戰 

 

俄軍曾駐守的旅順·東雞冠山要塞＝

櫻井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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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是不是應該被視為“第 0次世界大戰＂？近年來，歷史學家們提出了這樣的看法。 

 

  2005 年正值日俄戰爭結束 100 周年，在慶應大學召開了一次國際會議，討論了將這場戰爭作為

“第 0 次世界大戰＂重新評價的觀點。與會的慶應大學橫手慎二教授的意見是，因為在很多方面，

第 1次世界大戰（1914－1918 年）所表現出來的重要特征

在日俄戰爭中已經初見端倪。 

 

一個特征是，受到當時國際環境的影響，日俄戰爭將

歐美列強都卷入進來了（參見圖）。日本與英國、俄國與

法國分別締結了同盟。例如，英國因對阿富汗和波斯的控

制權問題與俄國對立，與日本結盟有利可圖。美國反對俄

國占領中國的東北地區，給日本以經濟支援。 

 

另一個特征是“全力戰＂。因為武器發達，戰爭的規模擴大了，就必須動員全國所有的力量投

入戰爭。“全力戰＂的思路是從第 1 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逐漸普及的，但早在日俄戰爭中就已經出

現了。另外，莫斯科大學的奧列格·阿伊拉彼托夫副教授還說“日俄戰爭是陸地和海洋的全力戰。＂

如果不將陸軍和海軍有效地結合起來，就不可能贏得戰爭。 

（櫻井泉） 

▼ 年表／此時的東亞 

 

1895 朝鮮皇後閔妃被日軍等殺害 

 96 朝鮮國王高宗移居俄國公使館約 1年 

 97 朝鮮國改國號為大韓帝國 

 98 從俄國和清朝獲得大連、旅順的租借權及南滿洲鐵路的敷設權 

1900 北京發生義和團事件（又稱北清事變） 

 02 簽訂日英同盟條約 

 04 日俄戰爭開始。根據第 1次日韓協約，大韓帝國接受日本推薦的財政及外交顧問。 

 05 簽訂朴茨茅斯和約。根據第 2次日韓協約，日本奪取了大韓帝國的外交權，使韓國成為其保 

護國。任命伊藤博文為第一任統監。  

 07 根據第 3 次日韓協約，韓國內政也被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根據此時簽署的備忘錄，韓國軍

隊被解散。  

 10 締結《關於韓國合并條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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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 日俄戰爭與朝鮮的殖民地化民地化（上）     

教科書比較 

                      

 

 

明治時期日本以國家命運為賭注進行了日俄戰爭，并在此後對朝鮮半島實行殖民地統治而極大

地改變了朝鮮半島的歷史。對上述兩項，東亞各國是如何看待和進行教育的呢？不妨從中學歷史教

科書來探討一下答案。 

 

■ 日本   十年前開始記述 優越感增強 

 

東京書籍出版社出版的《新社會  歷史》繼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條目之後，以對開兩頁

的篇幅記述了日俄戰爭。 

 

關於截止開戰的經過，說明重點放在了對當時各國列強的國際關系上。正文記述了日本與英國

結盟對抗俄國在義和團事件後仍駐軍滿洲之事，并在此基礎上揭示

了美英援助日本、法國援助俄國的關系圖。 

 

有關戰後的情況，對國民因不滿於日本獲得的權益程度而攻擊

政府并引發暴動，以及政府為持續擴充軍備加重國民負擔做了說

明。同時還做了如下記述： 

 

“日本的勝利刺激了印度、中國等亞洲諸國，仿效日本近代化

及尋求民主獨立的動向隨之高漲。另一方面，在國民中產生了日本

成為列強一員的大國意識，從而增強了對亞洲諸國的優越感。＂ 

 

    記述的後半部分編入了 1997 年發行的教科書內。該社的社會

編輯部長渡邊能理夫說“有關戰爭的影響，我們盡量注意從多角度進行說明。＂ 

 

 關於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版面不到一頁。在介紹對日俄戰爭後殖民統治興起的抵抗運動後，

做了如下記述。 

 

    “1910 年，韓國被日本吞并。日本設置了朝鮮總督府，并以武力為背景推行了殖民統治。在學 

日本軍人眺望日俄戰爭後占領的旅順

港。日本教科書上刊載的著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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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禁止教授朝鮮史，為進行同化教育實施了日本史及日語教學。＂ 

 

    另外，為了方便了解當時的歷史情況，書中刊登了在朝鮮王宮內建設的朝鮮總督府的圖片和孩

子們聽日語授課的圖片。 

（吉澤龍彥） 

  

■ 中國  未提及國內是戰場 

 

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歷史》對日俄戰爭及朝鮮殖民地統治只字未提。對成為日俄戰爭遠因

的義和團運動以“八國聯軍侵華戰爭＂為標題用 4頁篇幅做了詳細說明。其開頭如下： 

 

    “1900 年春，義和團運動發展到京津地區。斗爭矛頭直指帝國主義侵略勢力。（略）八國聯軍

在北京到處燒殺搶掠，無惡不作。＂ 

 

 日本稱為“北清事變＂或“義和團事件＂，中國定位為“反帝愛國運動＂。近年雖有部分學界

人士對此提出異議，但尚未見教科書有更改跡象。 

 

    盡管大連、旅順、奉天（今沈陽）等中國的重要地點成為戰場，而在本國歷史教科書上卻沒有

提及，這是為什麼呢？ 

 

    了解中國教科書情況的慶應大學副教授段瑞聰說“因為交戰主體是日本和俄國。中國方面認為

這是兩大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戰爭，所以沒有編入本國歷史。＂ 

 

    在高中世界史教科書（人民教育出版社《世界近代現代史》）記述了日俄戰爭及朝鮮殖民統治的

內容。以《走向帝國主義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為題的章節中沒有提及日俄戰爭的原因，而是把重

點放在了對朝鮮的殖民統治。 

 

    “1905 年，日本乘日俄戰爭獲勝之機，在美國的支持下，把朝鮮變成實際上的殖民地。1910 年，

日本又迫使朝鮮政府簽訂了《日韓合并條約》（1897 年，朝鮮將國號改為大韓帝國），正式吞并朝鮮。＂ 

（佐藤和雄） 

■  韓國 統治與掠奪  篇幅長達 51 頁 

 

韓國稱之為俄日戰爭。鑑於日本隨著戰爭的進展加強了對朝鮮的殖民統治，在國定本國史教科

書中，首先用約 5行字對俄日戰爭起因等背景加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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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礎上詳細說明了以下內容▽剝奪了大韓帝國外交權的乙巳條約（第 2次日韓協約）；▽解

散軍隊後擴大“義兵戰爭＂；▽殖民地統治下的教育、言論活動；▽對物資及人力資源的掠奪等。

至 1919 年的“三・一運動＂為止，說明篇幅長達 51 頁。截至乙巳條約的相關部分如下： 

 

    “日本取得了俄日戰爭的勝利後，開始大舉侵略我國。由此剝奪了我國的外交權，強行簽署了

以在首爾設立統監府為主要內容的乙巳條約。＂ 

 

    有關 1910 年合并條約，在“剝奪國權＂一項，有以下說明。 

 

    “日帝在全國各地配備了軍隊和警察，為預防我民族起來抵抗，與以李完用為首的賣國內閣締

結了所謂合邦條約。由此，長期以來創造并發展了獨特文化的民族，國家主權被剝奪，淪為日帝的

奴隸。＂ 

 

    韓國人的“抗日民族運動＂也作為重點加以記述。例如對安重根刺殺第一任統監伊藤博文事件

給予頗高評價，說“明顯表明了民族獨立意識＂。 

 

    對日韓存在領權爭端的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也被認定為“日帝侵略＂的內容之一，寫到“日

本在俄日戰爭中單方面地將獨島納入本國領土＂。國史編纂編撰委員會史料調查室長具仙姬說“這

是日本侵略的序幕，所以應該明確講清＂。 

（櫻井泉） 

  

■ 台灣 重點放在對立憲運動的影響上 

 

台灣教科書針對日俄戰爭及朝鮮殖民地化只是做了簡單記述，歸類於中國史和世界史。《國民中

學・社會》（南一書局）的中國史部分用５行左右文字在清朝末期的立憲運動項目裡做了如下記述。 

 

    “日、俄兩國為爭奪中國東北權益而在中國境內開戰；隔年，俄國戰敗，日本勢力進入東北。

部分知識分子見日本以小搏大，居然獲勝，認為是日本實行君主立憲體制所致，因而提出立憲的要

求。＂ 

 

    根據 1983 年《歷史課程標准》編寫的教科書在“俄軍強占東北與日俄戰爭＂項目中，圍繞日俄

戰爭前後兩國及對清朝的中國東北的爭執加以說明。接著又記述道“日俄戰爭結束，論者皆謂系立

憲戰勝專制，朝野上下，紛紛要求立憲。＂由此明顯可見新舊教科書都很重視日俄戰爭對立憲運動

帶來的影響。 

 

    另一方面，日俄戰爭後朝鮮被殖民地化一事未在中國史部分提及，而在世界史部分的“亞洲的

民族復興運動＂項目中把抗日運動作為重點，僅以四行文字做了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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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自 1910 年被日本并吞後，即不斷有人提倡抗日，1919 年，漢城爆發了大規模的抗日運

動，結果遭日本鎮壓而失敗，但此後抗日行動仍不斷發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韓國才脫離日

本統治。＂ 

 

  這本教科書的編撰指導委員、政治大學歷史系教授周惠民說：“朝鮮合并基本上不再提及了。

我認為該寫 1902 年的日英同盟。沒有日英同盟，也不會發生日俄戰爭吧。但因教課時間有限，不能

多占篇幅＂。 

（田村宏嗣） 

 

 

 

連載·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5） 

比屋根照夫 琉球大學名譽教授 

 

■ 從衝繩體驗所看到的 

 

  以衝繩的近現代史為基軸選出了“10 件大事＂。長期以

來處於壓抑狀態的衝繩經歷與東亞各國有很多共同點。近現

代史的重要論點由此浮現上來。 

 

    亞洲太平洋戰中的衝繩之戰即這類視點的原點。衝繩戰

雖說是日本國內的陸地戰，但與日軍在東亞各國的陸地戰呈

現出相同的模式。日軍不但沒有保護衝繩的居民，而且將他

們視為奸細大開殺戒。在中國和東南亞的戰線上日軍也曾屠

殺過居民，因此不妨可以把衝繩戰理解為東亞陸地戰的延伸。 

 

    衝繩戰後，衝繩納入美軍統治之下，從日本分割開來。

美國在 50 年代的冷戰時期以“刺刀加推土機＂的模式強行

接收土地，破壞了人們的生活秩序。 

 

    在那種狀況下，有人尖銳提出了諸如“衝繩戰究竟是什 

1939 年生。近代衝繩與日本、亞洲關系史

研究者，并就現代政治積極諫言。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亞洲太平洋戰爭與衝繩戰 

②衝繩脫離日本與美軍統治衝繩的開始 

③廢除琉球王國及琉球歸屬日本 

④圍繞琉球問題日清之間的紛爭 

⑤日清戰爭與琉球問題 

⑥明治政府的同化政策與研究衝繩的興起 

⑦台灣、朝鮮問題與衝繩 

⑧日本回歸運動的高漲 

⑨越南戰爭的激化與向反戰回歸運動的轉

化 

⑩拒絕“代理簽名＂斗爭及反基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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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的問題。日本放棄衝繩的政策以及美國的強硬政策浮出水面，導致開始重新探討近代史。 

 

    衝繩具有琉球王國自己的歷史，在被納入日本領土以前與亞洲各國一直保持著友好關系。在所

謂東亞共同體的冊封體制中，曲藝和文學多彩紛呈。而琉球歸屬日本後，結束了這樣的關系。 

 

    在對外關系被斷絕的同時，日本開展了同化政策。衝繩步入近代大門時，“脫亞＂和“同化＂

同時并舉，我稱其為“脫亞同化＂。同化的深入切斷了衝繩與亞洲的關系。 

 

    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成為轉機。清朝從此對琉球問題不再提出異議，歸屬問題大局已定。

其後隨著“脫亞同化＂的大力推進，衝繩文化被視為劣等、野蠻、非文明的產物。這是日本的亞洲

觀的原形。 

 

    20 世紀初期出現了像伊波普猷那樣的學者，他提倡研究衝繩要立足於“衝繩人＂的歷史體驗，

目的是為了打破對衝繩的歧視和偏見。 

 

    在此前後，亞洲各國涌現了許多批判列強殖民地政策的有識之士。諸如菲律賓的黎剎（Jose 

Rizal）、越南的潘佩珠、中國的魯迅等。如何擺脫列強的統治，挽回民族尊嚴。在東亞作為實踐學

問而興起。從中可以找出與衝繩研究關聯的思想軌跡。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衝繩回歸日本的運動最初還只是單純的民族主義。但隨著越南戰爭的激化

發生了質的轉變。 

 

    在嘉手納基地發生Ｂ52 爆炸事故後，不僅引起鄰近居民的不安情緒，而且暴露了從衝繩出擊北

越的Ｂ52 炸死了眾多越南無辜的事實。以前的回歸運動一直強調“受害者的衝繩＂，而後由於衝繩

參與越南戰爭，“加害者＂的意識開始萌生，很多人開始站起來加入“反戰回歸運動＂的行列。并

成為以後“反對美軍基地＂運動的導火索。 

 

    戰後，衝繩和亞洲斷絕了關系。但加害者的意識使衝繩與亞洲各國產生了共鳴。人們已經找到

了真正理解亞洲的鑰匙。 

（采訪人：吉澤龍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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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日俄戰爭與朝鮮的殖民地化（下） 

 

日本軍隊隨著鐵路開進朝鮮 

 

一踏上寬闊的站台，首先映入眼簾的，是“距首爾56公

裡、距平壤205公裡＂的向導標識牌。 

 

這裡是毗鄰南北朝鮮停戰軍事分界線的都羅山車站。在

連接與中國國境接壤的北朝鮮新義州和韓國首都首爾的京義

線上，是韓國方面最北端的車站。位於韓國軍方限制民間人士

出入的地區，每天駛來此地的列車僅有三趟。在這裡，不出示

身份證明、不接受憲兵的隨身物品檢查，就不能乘車。 

 

周邊一帶直到幾年前還布滿了地雷。2000年舉行首次南

北首腦會談以後，決定部分修復在朝鮮戰爭中遭到破壞的京義

線，這座車站也在5年前新裝落成。今年5月進行了跨越停戰軍

事分界線的試運行，在時隔56年後列車又得以往來於南北之間。向北延伸的鐵路，成為顯示民族和

解的新舞台。 

 

盡管因洪水泛濫而使南北首腦會談延期至10月初，但當初韓國的盧武鉉總統曾預定於8月28

日，通過與這條京義線鐵路并行而建的公路前往平壤訪問。傳達了一種向世間炫耀南北交流成果的

心情。 

 

那麼，我為什麼要來到這裡呢？ 

 

在調查日本從什麼時候、又是怎樣地將朝鮮半島作為殖民地進行統治的過程中，我了解到鐵路

似乎與此有著很深的關系。據說京義線在其中也起到了重要的作用。 

 

殖民地統治的陰影與南北隔離、及至和解。作為追溯統治開端之旅的起點，我想親眼見識這一

歷史交織的標志之地。 

 

京義線韓國一側最北端的車站、都羅

山。5年前剛剛落成的新車站=於韓國·

坡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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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統治的工具 紛爭的火種 

 

在首爾，我拜訪了《日本帝國主義侵略和韓國鐵路》一書的作者、首爾市立大學的鄭在貞教授。 

 

建了鐵路，不是變得更方便了嗎？我剛拋出了這樣單純的提問，鄭教授即以極其嚴峻的表情，

答道： 

 

“如果從韓國的角度來看，是日本軍隊隨著鐵路開進了朝鮮，開始了

掠奪和壓迫的時代。日本將朝鮮半島視為軍事上的生命線，作為統治半島的

工具而鋪設了鐵路。并且，日俄戰爭亦是圍繞鐵路而進行的戰爭。＂ 

 

鄭教授接著進行了如下的解釋。 

 

對列強諸國而言，能夠大量地運送軍隊及物資的鐵路，是擴大統治區

域的重要手段。圍繞著中國東北部和朝鮮半島北部的鐵路發生爭端的是日本

和俄國，在談判無法解決問題後，成為導致戰爭的原因之一。 

 

確實，在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之後，俄國從清朝政府那裡得到了橫貫中國東北部至海參

崴附近的東清鐵路和從哈爾濱到旅順的南滿州支線的修建權等，極力擴大自身的鐵路網建設。 

 

日本也為了得到連接首爾和半島南端釜山的京釜線與京義線而不遺余力。因為有了這兩條鐵路

就使縱貫半島成為可能。京釜線修建權是在日清戰爭後獲得的，於1901年動工建設。在同俄國的關

系趨於緊張後，更加快了工程的進度。而京義線，大韓帝國政府決定靠朝鮮民族自己的雙手自力更

生進行建設，但因資金不足遲遲不見進展。 

 

從當時的公文中可以清楚地了解到日本政府的意圖。例如，1902年由小村壽太郎外相提交給桂

太郎首相，後由內閣會議決定的文件中就有著這樣的描述： 

 

“若京義鐵路由我修建并使之與京釜線相連，則貫通韓國的干線鐵路將完全為帝國所有，此如

同將韓國置於我勢力範圍之內。＂ 

 

第二年，在討論同俄國的談判方針的內閣會議上，決定迫使俄國承諾“今後韓國鐵路在向滿州

南部擴展＂時，俄國不得加以阻撓。即，要從朝鮮半島進一步向中國東北部延長鐵路線，意圖進一

步擴大勢力範圍。 

 

1904年2月，日俄戰爭爆發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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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戰前，大韓帝國為了不卷入紛爭，宣布保持“中立＂。但是，日本完全無視這一點，在向俄

國宣戰前兩天，即派先遣隊從仁川登陸，加上後續部隊共有一萬余兵力集結至首都。在可以稱之為

被占領的情況下，開戰大約兩個星期後締結了《日韓議定書》，迫使韓國承諾，日本“可以臨機征

用軍事戰略上認為需要的地方。＂直白地說就是，如果日軍認為“需要這塊土地＂，那就自然地可

以成為日軍的地盤了。 

 

至於已成懸案的京義線，日本向大韓帝國通告說，將作為“軍用鐵路＂進行建設。鐵路大隊隨

即投入了工程建設。 

 

■ 殖民地統治的開端 始於日俄戰爭 
 

為探訪鐵路和殖民地統治的歷史交織之地，我來到了首爾市內的龍山區。 

 

這個區的龍山車站東側一帶，在韓國地圖上是一片空白。因為那裡存在著龐大的駐韓國美軍基

地。沿道路綿延著鐵絲網、混凝土牆和磚牆。 

 

日俄戰爭中，日軍征用了這一帶的土地，構築了軍事設施。從

那時算起已經過去了100年，民眾卻仍然不能自由出入這裡。 

 

日軍為什麼會選中了龍山呢？ 

 

在首爾大學，金白永研究員邊攤開一張舊地圖邊向我進行講

解。相當於該地區大門的龍山車站，當時是半島鐵路的樞紐，京義

線等均從這裡延伸出去。這裡也是可以窺視王宮的位置所在。 

 

“在既能夠威懾國王、又容易利用鐵路向半島各地轉移的地方，日軍構建了龐大的軍事據點。＂ 

 

另一條重要的鐵路線路京釜線，於1905年1月完成，這一年，連接日本下關（馬關）的渡輪也

開始航行。轉年4月，京義線也全線開通。 

 

在穿插著日俄戰爭的短短數年內，建成了貫穿半島南北并逼近中國東北部，長達約950公裡的

干線鐵路。如按今天日本的新干線換算，相當於東京站至新岩國站（山口縣）附近的距離。以往是

通過陸路用馬匹等運輸武器及糧食，鐵路的建成實現了大量運輸能夠到達大陸入口處。 

 

還不僅僅是建成了運送軍隊和物資的大動脈。日軍還以向前線運送物資及保衛鐵路沿線為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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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制了駐軍，并從大韓帝國手中奪取了首都的警察權。 

 

與俄國的戰爭結束後，日本的軍隊不僅沒有撤退，相反卻有兩個師團規模、大約三萬人的陸軍

部隊按兵不動。進而又以大邱、釜山等沿線為中心，不斷征用了大片土地，建成軍事據點。 

 

在首爾的辦事處拜見的“親日反民族行為真相調查委員會＂的徐民教專職委員說，“隨著日俄

戰爭的爆發，韓國事實上落入日軍之手，被強行殖民地化。＂為此，委員會將作為調查對象的“日

帝強占＂（日本推行的殖民地統治）期間，也劃定為從1904年2月日俄戰爭開戰起，到1945年8月解

放為止。 

 

即在韓國認定的殖民地統治的開始，不是1910年合并條約的簽訂，而是從日俄戰爭算起。 

  

 ▼【關鍵詞】親日反民族行為真相調查委員會 

在推行重新審視過去政策的盧武鉉政權之下，為調查與日本殖民地統治進行過合作的人及其行

為，根據特別法令於2005年5月成立。委員由學者及律師等11人組成。還配有調查人員。任期為4年，

也可以延長。在這一委員會之外，還設有“親日反民族行為者財產調查委員會＂，對其作為“對日

帝合作的報酬＂而獲得的財產進行調查，從其子孫手中沒收并收歸國庫。 

 

▼【關鍵詞】殖民地 

原指某一民族或國民的一部分移居到另一塊土地，在那裡建設起新的城市或居住區，但在 15 世

紀“發現新大陸＂後，也開始指在本國以外的地方并對其實行統治的區域。19 世紀後半葉以後，歐

美列強為獲得原材料、并作為銷售本國產品的市場，開始在遠離本國的亞洲、非洲、太平洋地區展

開獲取殖民地的競爭。但是，象日本這樣，對自古以來就有交往的鄰國進行殖民地統治的例子非常

罕見。 

 

 

■ 受苦役的農民 成為抵抗運動的力量  

 

在朝鮮民眾的心目中，又是怎樣看待鐵路建設的呢？ 

 

7月初，我參觀了因日本歷史教科書問題而於20年前建成的韓國獨立紀念館（天安市）。廣場

上立著端槍的日本兵和綁在柱子上被處以死刑的民眾真人大小的塑像。解說牌上的文字顯示，作為

到8月底的紀念展覽，“再現了因破壞日本帝國主義為侵略韓國而修建的鐵路，於1904年殉國的愛國

志士就義時的情景。＂日俄戰爭進行中，在首都的京義線附近被公開槍殺的三個人，如今被譽為抵

抗日本殖民地化的“義兵＂，記錄行刑場面的照片還被收錄在韓國的歷史教科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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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路，不僅僅從民眾手中奪走了耕地。日本軍人及工程

承包商主要是負責監工，現場嚴酷的體力勞動，是由被強迫地

集結而來的農民們去承擔。這樣的做法必然招致民眾的反抗和

仇恨，也成為抵抗日本統治的“義兵斗爭＂的攻擊對象。飽嘗

了苦頭的日軍發出軍令，對破壞鐵路的人及其包庇者一律處以

“死刑＂，并實際執行了。 

 

京釜線經過的首爾郊外的安養市。在俯瞰城市街道的小

山崗上樹立的石碑上，發現刻有“伊藤博文＂的字樣。據碑文

記載，1905年11月，當地人士元泰祐在得知伊藤將乘坐京釜線

列車途經安養的消息後，以石塊擊打車輛并使伊藤負傷。石碑

就是為了將受到嚴刑拷打後被投入監獄、默默度過余生的“志

士＂的偉大壯舉傳給後世，由當地居民於15年前建立的。 

 

原首相伊藤是為了強迫大韓帝國簽訂第二次日韓協約（乙巳條約），奪取其外交大權并使其成

為保護國，作為特使而來。 

 

就是這位伊藤被安重根刺殺10個月後的1910年8月22日，召開了大韓帝國最後的御前會議，批

准了締結合并條約。在如今已被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王宮“昌德宮＂的一隅，有那次會議的遺址，

解說牌上寫著“決定韓日合并的悲劇之地＂。 

 

1911年，將朝鮮半島和中國大陸隔開的鴨綠江的架橋工程完工了，鐵軌將釜山到中國東北部連

接了起來。日本開始極力推進大陸侵略。             

（中野晃） 

■ 

下一章，將推出“辛亥革命和民眾運動＂專題。 

 

 

■ 竹島（獨島）問題  關系民族的尊嚴 
 

盡管只是露出日本海（韓國稱東海）的只有岩石的孤島，但圍繞其主權日韓嚴重對立。這裡也

有日本進行殖民地統治這一歷史問題留下的濃重陰影。 

 

日本戰敗後的1946年，在聯合國軍總司令部（GHQ）的備忘錄中，在停止日本行政權的區域內

包含了竹島。可是，在1951年簽署的舊金山對日和平條約裡，竹島并沒有被明確記載在日本放棄的

島嶼中。 

 

再現日軍槍殺破壞鐵路的朝鮮人情景

的展覽。韓國的兒童在專心致志地觀

看=於韓國·天安市的獨立紀念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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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正因為此，在1952年該和約生效前，韓國的第一任總統李承晚在公海上劃了一條“李承晚

領海線＂（韓國稱之為“和平線＂），將竹島納入韓國版圖。 

 

從那時開始的日韓邦交正常化談判中，竹島問題成為最大的難關之一，結果還是將其擱置起來

建立了邦交。 

 

關於竹島問題，日本傾向於是主權之爭，而在韓國，則是關系到民族尊嚴的歷史問題。 

 

起因是，表明將竹島編入島根縣的1905年內閣會議決定和島根縣告示。其時正值日俄戰爭酣戰

之際，是年日本剝奪了韓國的外交大權并將其劃為保護國，正朝著5年後的合并極力推進。 

 

為此韓國將竹島列為“掠奪受害第1號＂。2005年，島根縣議會借“編入100周年＂之機通過了

“竹島日＂條例，對此，韓國方面反應激烈亦緣於此。 

（小菅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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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章 日俄戰爭與朝鮮的殖民地化（下） 

 

記憶的形成 

 

 

在韓國一提起明成皇後，無人不曉。近年在中國也被人們所了解。那麼，在日本如何呢？不妨

在此講述一下被日本政府有關人員殺害的朝鮮王妃。 

 

你知道明成皇後嗎？ 

 

■ 脱离殖民地史观来描叙 
  

被殺害的王妃是明成皇後。對於日本人來說，叫閔妃大概更容易熟悉。

關於她的事件也成了日俄戰爭的序幕。 

 

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後，俄國擔心日本入侵中國，便開始接近

朝鮮。此時，朝鮮方面是反日派閔妃掌權。1895 年 10 月，以三浦梧樓公使

為主謀的亂軍闖入王宮，弒殺了他們的眼中釘閔妃。明成皇後是在其死後

追謚的稱號。 

  

然而，閔妃對公公大院君和丈夫高宗國王置之不理，獨掌大權，這在

儒教觀念根深蒂固的韓國，不為人們所接受。 

 

在該事件發生 100 年後的 1995 年，韓國上演了推翻原來形象的國產音

樂劇《明成皇後》。 

 

策劃制作這部音樂劇的導演尹浩鎮說：“（近年）從各種外國史料記載的閔妃形象充滿了國際

感，描繪了一個對朝鮮未來懷有堅定理想的形象＂。 

 

演出引起轟動效應。今年 3月，觀看《明成皇後》這部音樂劇的觀眾首次突破百萬。尹先生自 

 

在《明成皇後》電視劇中，

深受歡迎的女演員李美妍扮

演了皇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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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地認為：“這部作品是國內將其稱呼由閔妃改為尊稱明成皇後的契機＂。 

 

受音樂劇的影響，韓國廣播公司（KBS）從 2001 年至 2002 年播放了電視劇《明成皇後》。深受

歡迎的女演員李美妍扮演了聰穎好學的皇後，大獲成功。一說起明成皇後，許多人就會想起她。 

 

KBS 的制片人尹昌範說：“過去明成皇後的形象是日本制造出來的。現在我們的最大目的是描

繪出脫離這種殖民地史觀的明成皇後的形象＂。此劇趕著日韓共同舉辦世界杯足球賽期間播出。“期

待兩國進一步合作，創造重新思考決不能忘記的歷史的契機。＂ 

 

為什麼會出現重新評價明成皇後的動向呢？ 

 

韓國明知大學洪順敏副教授（韓國史）認為：“歷史學界提高了對近代史研究的關注，對認識

女性在歷史中作用的外部氛圍也產生了影響＂。“但是也不可否認存在對歷史研究尚不充分的情況

下，通過藝術作品過度美化的一面＂。 

 

■ 通過電視劇也滲透入中國 

  

關於明成皇後的音樂劇、電視劇也推向了國外。特別是風靡亞洲的“韓流＂熱的加溫，在台灣、

中國也非常叫座。 

 

    駒澤大學的專職講師高媛（媒體研究）說：“在中國一般人也不了解閔妃，開始時不知道明成

皇後何許人也？＂結果像“冬天的鳴奏曲＂在日本引起巨大反響一樣，明成皇後的名字一下子深入

到中國。 

 

    “在近代歷史中，中國和韓國在對日本的問題上有許多共同點。同時描寫女性人生的題材也受

到許多女性的支持＂。 

 

另一方面，據說當時在圍繞描寫清朝的問題上也曾引起過爭論。 

 

那麼，同為事件的當事國日本如何呢？ 

 

大妻女子大學專職講師內藤千珠子（近代日本語文學）在其著述《帝國與暗殺》中說明了明成

皇後被當時的日本報紙宣傳成負面形象的情況。 

 

“那以後，對明成皇後的印象被無限淡化到了近乎於零的地步。在日韓的歷史中存在著對周知

的事實視而不見的傾向，明成皇後就是這種象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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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影視娛樂現在日本仍然有市場。但是，關於明成皇後的電視劇、音樂劇卻沒有要在日本

播放、演出的跡象。 

 

“在韓國誰都知道的事件，在加害國的日本卻不被知曉＂。作家角田房子在震驚之余寫出了紀

實文學《暗殺閔妃》。她在回顧近 20 年前出版該書的情景時說：“雖然有一定的思想准備，但受到

的攻擊還是比預料的多＂。但是，《暗殺閔妃》引起了巨大反響，對日本編寫的歷史教科書也產生了

影響。 

 

“我沒想到會發展到這種程度。也許別人認為微乎其微，而對我來說則是巨大的一步＂。 

（櫻井泉、西正之） 

* 標題旁的肖像畫為明成皇後娘家所藏。 

 

■ 日本海海戰與“三笠＂紀念艦  參觀戰勝之標志游客年達十萬 

 

一聽說日俄戰爭，在許多日本人的腦海中肯定浮現出日本海海戰。日本把發生海戰的 5月 27 日

定為“海軍紀念日＂，把陸軍占領奉天（現中國沈陽）的 3月 10 日定

為“陸軍紀念日＂，作為戰勝的記憶持續到昭和戰敗。  

 

在海戰中，聯合艦隊司令東鄉平八郎乘坐的旗艦“三笠號＂現已

被復原，作為紀念保存在神奈川縣橫須賀市海邊公園。艦首朝向皇宮

的方向。據管理紀念艦的“三笠保存會＂統計，在 2005 年“日本海海

戰 100 周年＂之際，訪問“三笠號＂的游客連續兩年超過了十萬。主

要特征是攜帶家屬和學生的人數在增加。 

 

    原海上自衛官高橋誠一宣傳股長說：“希望讓孩子們了解到先輩們是怎樣通過努力保衛了日本 

的安全和獨立＂。 

     

▼ [關鍵詞]殺害閔妃事件（乙未事變） 

 

面對掌握朝鮮王朝實權、采取排日親俄政策的閔妃，日本公使三浦梧樓陰謀策劃扶持閔妃政敵大

院君，建立親日政權。1895 年 10 月 8 日拂曉，由日軍守備隊和警察組成的一伙人襲擊了王宮景福宮，

弒殺了閔妃。雖然建立了親日政權，但被當時身處宮中的美國人、俄國人目擊了部分過程，從而遭到

國際上的譴責。日本政府將三浦等有關人員召回國審判，後以證據不足為由免於起訴，將其釋放。親

日政權在民眾反日義軍的斗爭中被推翻，1896 年親俄派內閣誕生。 

 

1968 年，昭和天皇和皇後參觀

“三笠＂紀念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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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 5月 27 日，舉行了“紀念日本海海戰典禮＂。來賓海上自衛隊橫須賀地方總監荒川堯一在

致辭中說：“日本海海戰是將日本和亞洲從俄國的統治中拯救出來、向大航海時代西方稱霸世界的

歷史給予了一擊＂。 

 

    談到日俄戰爭，司馬遼太郎的代表作《坂上雲朵》也成為重要舞台。司馬在《坂上雲朵》的後

記中這樣寫道： 

 

“將勝利絕對化，信仰日軍的神秘的強大，由此造成了民族性的痴呆化。以日俄戰爭為界，日

本人的國民理性大大倒退，步入了狂躁的昭和時期＂。 

 

    日本 NHK 電視台將《坂上雲朵》拍成了電視劇，將從 2009 年開始播放 3年。 

（中野晃） 

 

  

連載·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6） 

陳凱歌電影導演談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 日本的飛速現代化 對我是個謎 

  

歐美列強為了組建世界性的市場，發動了鴉

片戰爭，選中了亞洲最大市場的中國。當時的中

國還沉浸在是華夷秩序中，把外國看作夷狄。列

強入侵時，沒有任何防備。鴉片戰爭留給中國人

的不僅是恥辱，也引發了對失敗原因的思考。 

 

作為海洋國家的日本，國土沒有受到侵犯，

但是柏利來航卻造成了相當大的衝擊。加之鴉片

戰爭的影響，日本認識到改革內政、對外開放和西洋化的必要。如果沒有明治維新的話，日本可能

就滅亡了。對我來說，別的國家需要 200～300 年才能完成的變化，日本在柏利來航後的 30 年就發 

1952 年生。文革中被下放，當過兵。84 年的《黃土地》

一舉成名。目前正在拍攝京劇著名青衣《梅蘭芳》。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鴉片戰爭 

②柏利來航和日本的開國 

③日本的倒幕和統一國家的形成 

④戊戌變法及其失敗 

⑤中日戰爭 

⑥美軍占領日本 

⑦中蘇、日美分別結成同盟關 

⑧文化大革命 

⑨鄧小平的改革開放 

⑩溫家寶總理、安倍晉三首相的相互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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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了，是一個謎。 

 

明治統一國家的形成，這件事情的意義是東北亞首次出現了近代國家。當清朝還在爭論“中體

西用＂等時，日本已經迅速完成了近代化立國的進程。這裡有文化的原因吧。我一直不理解出現這

樣強烈巨變的原因，對我來說是個謎。我覺得日本民族的特點是，從失敗中汲取教訓。白村江之戰

（663 年）後，向唐朝學習。柏利來航後則向西洋學習。二戰的失敗使日本意識到要向美國學習。 

 

在中國這麼大的國家進行的戊戌變法、康有為等人的立憲君主制嘗試都失敗了。在同一時代發

生的中日兩國的事情正好相反，很遺憾。 

 

此後實現了富國強兵的日本開始向弱勢的中國發動戰爭。中國有一句俗話，叫“身藏利器，必

生殺心＂。中日兩國的戰爭是東北亞歷史上 1000 年以來最悲慘的事情。這個事件打破了千年以來維

護著的脆弱的力量平衡。 

 

這場戰爭造成的直接結果是日本全境被美軍占領。美國國會在 19 世紀 50 年代初通過了要把太

平洋變成美國內湖的決議。但是這個計劃是通過將近 100 年後的占領完成的。 

 

從迄今發生的事情中可以得出很多教訓。最重要的就是中國怎樣對待外來的文化和影響。中國

怎樣判斷自己的文明、歷史和傳統。鴉片戰爭以後，中國不斷遭遇失敗。這不僅是中國腐朽的傳統

文化造成的，也是中國沒有能夠跟上世界潮流。150 年裡，很大的歷史悲情一代一代傳下來。喪失

了自信，聽天由命。 

 

中蘇和日美同盟，表面上看是共產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意識形態的對立，但是它的重大意義上在

於亞洲國家不和西方結盟的話，自身難保。這到底是進步，還是退步？ 

 

我小的時候讀的德國哲學上寫道，“惡促進歷史的進步。＂包括我本人，在文革中經歷了很多

苦難，有很多煩惱。即使這樣，文革在中國和東亞歷史上仍然有積極意義。因為沒有文革激烈的衝

突，就沒有後來的大變化。 

 

改革開放給中國人民帶來了幾百年都沒有的實際利益。經濟和精神兩個層次的變化讓中國人更

自信。當然，中國根深蒂固的天朝思想也顯露出來。不過，中國的發展還只是初級階段。中國人的

國民素質需要提高。 

 

在不久的將來，還難以實現亞洲共同體，但是深埋在中日韓三國歷史中的文化會有一個大噴發

吧。我認為儒教文化圈有很大力量。                                   （采訪人：田村宏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