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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辛亥革命與民眾運動（上） 

 

距今約 100 年前，中國的辛亥革命加大了歷史齒輪的旋轉力度，它推翻了延續達二千余年

的王朝政權，亞洲第一個共和制國家由此誕生。許多辛亥革命的領導人在日本學習或接受過援

助，實際上這是一場與日本關系極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日本陸軍內部，趁革命動亂之機而

將中國東北部（舊滿洲）納入視野的動向也早已萌芽——。 

 

▼【關鍵詞】辛亥革命 

 1900 年的義和團事件以後，漢族的知識階層愈發強烈地認識

到，只有以武力革命推翻滿族建立的清朝，才是救國之路。這些革

命團體於 1905 年 8 月在東京成立了“中國同盟會＂，開始在中國

各地相繼嘗試展開軍事行動。1911 年 10 月 10 日，在中國同盟會的

影響下，部分武昌軍隊舉行起義。這一行動迅即擴大到長江以南各

地，革命派在南京建立了臨時政府。1912 年 1 月 1日，孫中山當選

臨時大總統，組成了革命政府，定國號為中華民國。對此，清朝方

面起用了已引退的袁世凱，企圖鎮壓革命軍。但是，袁世凱成功地

策劃了由英國出面進行的調停并實現和平，於 2月 12 日迫使清朝的宣統皇帝退位。3月 10 日，

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就任臨時大總統。因為 1911 年為舊歷“辛亥之年＂，故如此稱謂。 

 

孫中山革命 始於東京 

 

北京從夜半開始下起了雨。 

 

日本第一位戰後出生的首相突然表明辭職的那天夜裡，我正下榻於天安門附近的酒店。一

個人呆坐在房間，一直在收看中國中央電視台關於日本繼任首相人選的長篇報道節目。 

 

“那麼，今後中國和日本的關系將會怎樣變化呢？＂ 

在節目的最後，主持人向特邀嘉賓提出了這樣的問題。一位學者如此回答道： 

“因為經濟的相互依存度已經很深，基本關系應該不會發生變化。但是，現在日本人存在

一個心理問題，即如何應對崛起的中國。＂ 

 

心理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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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牽涉到如何看待中國這一國家，以及應該建立怎樣的關系這一問題了。 

 

大約 100 年前，辛亥革命時期的日本，盡管前後脈絡不同，但也曾經面對過同樣的問題。

當時的日本人尋求出怎樣的答案了呢？我決定去追溯曾經與辛亥革命關系密切的兩位日本人的

足跡。 

 

亞洲若想對抗歐美列強的侵略，中國必須發展成為強大的國家。 

 

宮崎滔天一生始終堅信這一點，并為此而支持革命家孫中山。在滔天的眼裡，根本沒有“在

中國大陸的特權＂或者“日本的擴張＂這樣的語言。曾經支持過孫中山的日本人中，執著於在

中國的特權而後被稱為右翼的國家主義者不在少數。但是，滔天不同。從這一意義上他是位罕

見的人物。 

 

中國人又是怎樣感受滔天的存在感的呢？只要去參觀一下位於南京的“南京中國近代史遺

址博物館＂就會有所了解。那是辛亥革命後曾作為孫中山的臨時大總統府使用過的建築物，原

樣保留著孫中山的辦公室、起居室等，即使稱其為孫中山紀念館也不為過。每年有超過 200 萬

人的游客乘坐著大巴前來。 

 
在博物館的裡院，有四尊小銅像分別矗立在高約一米的基座上。其中之一是跟隨著孫中山

正在行走的宮崎滔天塑像。隔著孫中山，對面是美國人、後來成為孫中山軍事顧問的荷馬李。

銅像上以中文題刻有“赤誠友誼＂字樣，即“真摯的友情＂之意。 

 

陪同我參觀的劉曉寧副館長介紹說：“對孫中山（孫中山

在中國的稱呼）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的事件，通過四尊銅像都反映

出來了。這一銅像展現了畢生支持孫中山革命的朋友們。有很多

日本朋友，但在革命初期給予最大支持的就是宮崎滔天先生。＂ 

 

確實，如果沒有宮崎滔天，孫中山的革命運動無疑將經歷

更艱難的路程。距今 110 年前，遭到清政府通緝的孫中山潛入日

本。滔天設法找到了孫中山，他確信只有這個人能夠改變中國。

而且將孫中山介紹給犬養毅等實力派政治家，使得孫中山能夠以

日本為據點展開活動。 

 

滔天進而積極推動 1905 年在東京成立了“中國同盟會＂，

這也成為革命運動的轉機。 

 

 

同盟會是統合了在東京的中國革命黨派各團體的組織。北京大學的王曉秋教授認為，可以

孫中山與宮崎滔天并肩而

行的銅像。題有“赤誠友

誼＂。=位於南京中國近代

史遺址博物館的裡院。佐藤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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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辛亥革命就是從同盟會誕生那一刻開始的。“由於同盟會的成立，開始擁有了強有力的領導

人、綱領和組織系統。正因為如此，才使得辛亥革命成為有核心的革命。＂ 

 

■ 為阻止歐美侵略 不惜傾家蕩產 

 

滔天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人物呢？ 

 

他度過晚年的舊宅現仍留存於東京的西池袋。院裡聳立著幾棵滔天親手種下的松樹，俯視

著周圍的房屋。 

 

“他可是一個義氣之人！雖然不能說他不顧家，但就是有了點進項也全部用到革命上了，

所以自己窮得叮當響。＂ 

 

滔天的孫女宮崎蕗苳女士（82 歲）還向我介紹了從滔天的妻子槌子和兒子龍介（蕗苳女士

的父親）那裡聽來的小插曲。 

 

——在舊制第一高中上學的龍介，一直沒有得到當時成為舊制高中學生象征的披風，但突

然有一天竟然得到了一件嶄新的披風。正納悶這是怎麼回事呢，原來是為了偷偷運送炸彈用的。 

——孫中山住在滔天家裡的時候，有一天來了一撥追捕革命黨的中國人。槌子察覺後立即

讓高中生龍介陪著孫中山從後門逃走了。暫避在附近神社裡的時候，夜空中出現了哈雷彗星。

孫中山對龍介這樣說道：“這可是革命要成功的好兆頭啊！＂ 

 

盡管如此，我還是有疑問。 

 

滔天為什麼會一心一意堅持不懈地支持中國革命呢？長期以來一直研究辛亥革命的山梨縣

立大學國際政策學部主任久保田文次這樣解釋： 

 

“滔天是自由民權的信奉者，以社會的平等為理想。為了在日本國內推行社會改革，也需

要使中國實現革命和現代化，進而阻止歐美的侵略。他同時還期待著以中國的革命來促進日本

維護獨立及日本和世界的變革。＂ 

 

■ 參加革命軍的大尉 奉“大人物＂之密令 

 

再把話題轉向另外一個日本人。 

那就是出身於新瀉縣野田村（現柏崎市的一部分），辛亥革命爆發後不久參加了革命軍，後 

 

來戰死的金子新太郎=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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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子曾受聘於清政府擔任過軍事學校的教官，是個中國通，任過

步兵大尉，日俄戰爭後編入預備役，擔任野田村的村長。在其任期結

束不久，武昌（現武漢市武昌地區）爆發了起義。幾天後金子未向家

人打任何招呼就從村子裡消失了。 

 

在當地研究柏崎市鄉土歷史的杵淵武二先生在 33 年前就詳細調

查了關於金子新太郎遺留的書信及當時地方報紙的報道等資料，并整

理成論文。在從中國寄給妻子的信中，金子使用了四個化名寫道：“如

果成功或許還有重逢的機會，若并非如此時，就把我想成是無名英雄

或者可能沒有生命了吧。＂ 

 

杵淵先生推測，得到起義消息的金子希望去中國，很有可能是帶著陸軍的密令參加了革命

軍。 

 

我按照杵淵的指點，前往金子新太郎親戚所在的新瀉縣長岡市。 

 

其孫子的大宮和正先生一邊翻著金子留下的舊相冊一邊這樣說道： 

 

“聽說是參加了孫中山的革命。但據說不是軍方的正式命令，而是受大人物之命才去的。＂ 

那個“大人物＂究竟是誰，是出於何種目的派遣的？在最關鍵的問題上迷霧重重，金子的

名字就這樣沉寂在歷史的暗流中。 

 

■ 創建獨立國家之訓示 “私人派兵＂ 

 

我讀到解開這一謎底的記述完全出於一個偶然的機會。那是在翻閱今年 4 月出版發行的宇

都宮太郎日記的時候。宇都宮在辛亥革命發生時是陸軍少將。時任參謀本部負責情報收集的第

二部部長。 

 

“十一月四日 星期六  約小山秋作至本部，詢有關熱心赴清國之後備步兵大尉金子新太郎

情況，決意遣其赴清國投叛軍（作為余個人之事業），托付小山安排其本人明早來舍＂ 

“十一月五日 星期日  清早，金子新太郎來舍，告其余之私見大概，囑其力阻南北媾和，

有必要於南方建立一國或數國，依例支付二千圓助其渡清。其人啟程，考慮眼下暫投武昌之革

命軍。＂ 

 

也就是說，宇都宮在確認金子新太郎這一人物以後，決心作為自己個人的“事業＂讓他參 

 

加革命軍，并指示金子要設法阻撓清政府方面與革命軍方面講和，在屬於革命軍勢力範圍的中

國南部創建獨立國家，并向他發放了派遣費用。是政府和陸軍首腦機關毫不知情的、由宇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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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謀劃的“私人派兵＂。 

 

傳達給金子的“余之私見＂到底是什麼呢？ 

 

在武昌發生革命 5 天之後的夜裡，已經入睡的宇都宮在凌晨時分醒來，一氣呵成寫成了平

日就在反復思考的對中國政策。這也是為了以自己的方針統一參謀本部內部的想法。 

 

其政策的要點如下：①因為不可能一舉拿下整個中國，最好是將其分割成若干個獨立國家，

以“保存＂領土；②此次內亂導致其分裂為滿族、漢族兩個國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③表面上

支援清朝，暗地裡幫助革命軍，看准時機，借調停之手使之分為兩個國家；④在此基礎上，締

結保護國、同盟國等特殊關系。 

 

其背景，也就是欲將在日俄戰爭中獲取的大連、旅順的租界及南滿鐵路的權益時期的延長

等所謂“滿蒙問題＂。 

 

金子作為“第一步兵顧問官＂指揮了革命軍的部隊，但武漢之役由於清朝政府軍的反撲演

變成最為慘烈的攻防戰。革命軍敗退并犧牲了萬余人，其中之一就是時年 47 歲的金子。宇都宮

於 1913 年 2 月拜訪金子戰死的漢陽（現武漢市漢陽地區），選定了為金子修墓的墓址，并供上

了白蘭地。我在漢陽四處奔波尋覓，還是沒能找到其墓址。 

 

宇都宮的對華政策最終還是未能反映到政府的思路中。主要緣於當時的政府堅持以對英美

協調外交為基軸，沒有采取冒險的政策。對此宇都宮盡管心懷不滿，還是服從了政府的決定。 

 

但是，從革命的動蕩時期開始，陸軍向大陸派遣了許多專為收集情報的武官，意欲構建獨

自的中國大陸政策。并且，將滿洲建成獨立國家，一舉解決“滿蒙問題＂的構想，也像碳盆裡

埋下的余火被一直延續下來。（佐藤和雄） 

◇ 

針對日本帝國的統治，1919 年東亞爆發了要求恢復主權的大規模民眾運動。明天將論及這

一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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宮崎滔天（上）與孫中山（下）。歡迎因辛亥革命而返回中國的孫中山

時的照片局部=於辛亥革命博物館 

 

▼ 宮崎滔天（1871～1922）  熊本縣出身。受自由民權思想的強烈

影響，與胞兄彌藏一起為支援中國革命而奔波。1902 年在報紙上連載的“三

十三年之夢＂中介紹了孫中山，從此與在日本及中國的革命派聯系在一

起。盡管是一生未就官職的“浪人＂（沒落武士），卻在報紙及雜志上發表

了大量文章。晚年曾做過浪曲師（說書藝人），但據其孫女蕗苳女士介紹說

“好像說浪曲的水平并不怎麼高＂。青年毛澤東曾邀請滔天去演講，那封

信函現存於宮崎家。其母曾教導他“在榻榻米上壽終正寢對男人而言是最

大的恥辱＂，因而度過了波瀾起伏的一生。 

 

▼ 孫中山（1866～1925）  中國的革命家、政治家。創立了中國國民黨。倡導“民族＂、“民

權＂、“民生＂之“三民主義＂，作為革命的指導思想。即使是現在，在中國對其的評價仍極高，在

2006 年孫中山誕辰 140 周年紀念大會上，國家主席胡錦濤稱頌其為“傑出的愛國主義者、民族英雄、

中國民主革命的偉大先驅＂。 

13 歲時赴夏威夷，投奔在海外謀生已成功的兄長，18 歲時回國。讀完醫科後，1894 年在夏威夷

組織了革命秘密結社興中會，翌年策劃了首次武裝起義，失敗。之後流亡日本。據中央大學的李廷江

教授介紹，孫中山共造訪日本 14 次，前後共計在日本居住了近十年光景。 

  

▼ 宇都宮太郎（1861～1922）  佐賀藩出身。畢業於陸軍士官學校、

陸軍大學的陸軍精英，主要在參謀本部擔任情報部門工作。亦是陸軍中反長州

派閥的中心人物之一。在辛亥革命時期，說服岩崎久彌（三菱財閥當家人）答

應提供活動經費 10 萬日元（相當於現在數億日元），充作在中國的情報收集、

活動費用。與後來成為首相的犬養毅也關系密切，曾向前往中國的犬養提供 1

萬日元。1919 年朝鮮三一獨立運動之際，任朝鮮軍司令官。 

宇都宮的長子是致力於裁軍問題以及與中國、朝鮮半島友好活動的已故參議院

議員宇都宮德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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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章 辛亥革命與民眾運動（上） 

教科書比較 

  

 

東亞各國的中學教科書是如何定位辛亥革命的呢？對三一獨立運動和五四運動又是如何教

授的呢？ 

 

■ 日本 通過人物專欄深入挖掘 

 

在日本的教科書中，辛亥革命被定位為日俄戰爭後發生在中國及朝鮮的重大變化之一。東

京書籍出版社的《新社會 歷史》用了 1頁篇幅講述辛亥革命。 

 

“在中國，反抗帝國主義列強壓迫的聲勢漸強，掀起了推翻清朝統治、爭取民族獨立、建

設近代國家的運動。這一運動的核心人物就是倡導三民主義的孫文。＂ 

 

此後又做了如下概述：盡管建立了“亞洲的第一個共和國＂——中華民國，但是後來經歷

了袁世凱的獨裁政治，從而形成了軍閥割據的局面。 

 

  三一獨立運動和五四運動與印度的民族運動一同被歸

入“亞洲的民族運動＂這一主題，用了 2 頁篇幅加以概括說

明。學習指導綱要中要求學生理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民族

運動的高漲＂，正是與之相應的內容。關於日本強迫中國接受

的二十一條要求，則在其他章節中列出了其要點。 

 

關於中國和朝鮮的歷史事件，該教科書在與日本有關的人

物介紹專欄方面頗下功夫。在辛亥革命一節中，人物專欄的題

目是“孫文與日本＂，講述了孫文一度與日本淵源很深，但後

來逐漸轉向批判日本對中國的政策。 

 

在三一獨立運動一節中介紹了高度評價朝鮮白瓷之美的日本民藝運動家柳宗悅，引用了下

面的話： 

 

登在日本高中教科書上的三一獨

立運動照片。走在首爾中心大道的

女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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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想一下，如果我們日本人現在處在朝鮮人的立場上會怎樣吧。……我們不管青紅皂白

就輕蔑地將其稱為暴動。……與奮起反抗的他們相比，進行壓迫的我們更愚蠢。＂ 

 

柳宗悅出現在東京書籍出版社的教科書裡是 10 年前的事。社會編輯部部長渡邊能理夫說：

“這是我們為使學生多方面地學習歷史而做的一個安排。＂ 

（吉澤龍彥） 

 

■ 中國 資產階級領導的民主革命 

 

在中國有半數以上學校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中國歷史》中，辛亥革命被編排在題為

“近代化的探索＂單元裡，占 4 頁篇幅。有關孫文的記述很多，這反映了現在的中國政府對孫

文評價很高。對於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立一事也給予了充分肯定： 

 

“孫中山提出團結革命力量，建立統一的革命組織—中國同盟會。（中略）這年 8月，中國

同盟會成立大會在日本東京召開。（中略）同盟會的成立，大大推動了全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運動。＂ 

 

在近似學習指導綱要《歷史課程標准》中，學生們被要求“了解孫中山的主要革命活動，

知道武昌起義，探討辛亥革命的歷史意義＂。 

 

在題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興起＂的單元中，講述五四運動的篇幅有 1 頁又 2/3 頁，使用

了“五四愛國運動＂這樣的表現形式。在講到中國的要求在巴黎和會遭拒從而引發了五四運動

這一事情經過時，書中這樣寫道： 

 

“消息傳到國內，積壓在中國人民心中的怒火，像火山一樣爆發了！＂ 

 

《歷史課程標准》中對五四運動的定位是：“它標志著資產階級領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的

結束和無產階級領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始＂，是革命運動的轉折點。教科書中也寫道，五

四運動是“第一次徹底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愛國運動，成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

端＂。緊接下來的一節講述的是“中國共產黨的誕生＂。 

 

而關於朝鮮的三一獨立運動，則無論是中國史還是世界史，均無任何涉及。 

（佐藤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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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與世界的民族運動作比較 

 

關於辛亥革命，在主講世界史部分的《社會 2》（地丁都出版社）中做了如下說明： 

 

“革命勢力宣言打倒清王朝，發動了武裝起義。起義席卷全國，招致清帝退位，孫文被推

舉為臨時大總統，中國歷史上第一個共和國誕生了。＂ 

 

曾參加教科書編寫的泰陵高中的金陸勛老師在談到辛亥革命對朝鮮的影響時說：“在亞洲

最大的國家發生了推翻君主制、建立國民國家的運動。在曾為殖民地的我國，也有很多人認為

獨立後應該走向共和。＂ 

 

《社會 2》中記述印度、越南和埃及等國反抗大國殖民統治的民族運動達 10 頁之多。在論

述三一獨立運動時則與中國的五四運動一起來講，說“第 1 次世界大戰後倡導的民族自決主義

成為其契機＂。金老師說：“不能局限於本國的民族運動，要注重培養與世界各地的運動進行

比較的眼光。＂ 

 

而在本國史部分，僅講述三一運動及其影響的篇幅就占了 9 頁。 

 

三一運動“把大韓民族長期以來堅持不懈的獨立運動統一在了一起，是全民族共同開展的

最大規模的獨立運動。＂ 

 

運動推動了在國內外建立臨時政府的動向。“三一運動確認了我們民族要實現完全自主獨

立的目標，并以此為契機，我們民族的獨立運動以各種形式在國內外進一步展開，最後成立了

大韓民國臨時政府。＂ 

 

現行韓國憲法的前言寫道，韓國國民“要繼承通過三一運動建立起來的大韓民國臨時政府

的法統。＂國史編纂委員會的許英蘭博士說：“因為韓國法律的正統性源於三一運動，所以教

科書也詳細地做了介紹。＂教科書中還強調，三一運動對中國及印度的民族運動產生了影響。 

 

（櫻井泉） 

  

 

■ 台灣 取消對孫文“國父＂的敬稱 

 

中國史部分對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建國的記述相當詳細。《國民中學·社會》（南一書局）中

關於武昌起義占了 1 頁篇幅，到袁世凱帝政運動為止的民國初期歷史所占篇幅則為 2 頁。在題

為“民國初期的騷亂＂單元中是這樣描寫這個時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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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後，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雖以建立，但國運并未從此順遂，先後

有袁世凱破壞共和體制、軍閥亂政，甚且形成南北分裂的政局，而外患更從未稍減，憂攘動蕩，

幾無寧日。＂ 

 

一方面，根據 1983 年《歷史課程標准》編寫的教科書中，用了多頁篇幅講述“國父·孫中

山先生＂的革命故事。孫中山被稱為“國民革命運動的偉大倡導者＂，與後來的國民黨領袖蔣

介石一同被尊稱為“先生＂。 

 

而現行的教科書則僅將孫文定位為革命領袖之一。雖然圖片的說明文字裡有的教科書保留

了“國父＂、“孫中山先生＂這樣的稱呼，但按照 2003 年的《中小學 9 年一貫課程綱要》的規

定，正文中“國父＂等尊稱被去掉了。這反映了現在民進黨政權在歷史教育方面主張台灣化、

去中國化的傾向。 

 

擔任南一書局教科書編撰指導委員的政治大學歷史系教授周惠民說：“｀國父＇是國民黨

創造的概念。他被塑造成偉大的人物，但通過後來的研究發現，他其實并非如此偉大。如果沒

有孫文，也許中國會向更好的方向發展。＂ 

 

教科書用了 2 頁篇幅高度評價了五四運動。 

 

“五四愛國運動，顯示了中國社會各階層普遍的覺醒，加深國人尋求國家自立圖強的意

識。＂ 

 

而對三一運動，雖然在世界史的“亞洲的民族復興運動＂部分寫道“1919 年，在首爾爆發

了大規模的抗日運動＂，但沒有使用“三一運動＂這樣的說法。 

（田村宏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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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陽子 東京大學副教授 

 

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 (7) 

 

■ 雙重外交的開始 出兵西伯利亞 

 

 作家城山三郎曾經說過：“（日本）的戰爭收獲只有一部

憲法。＂可以說，其他國家通過諸如革命獲得的東西，日本卻是

通過使近鄰諸國卷入戰禍的戰爭獲得的。 

 

正因為如此，我想著重從“日本人的戰爭＂的特征究竟是什

麼這一視角進行探討。 

 

俄羅斯革命和西伯利亞出兵影響很大，這出乎人們的意料。

日俄戰爭後，從中國東北地區到蒙古，日俄兩國的勢力格局已經

形成。由於俄羅斯革命破壞了秩序，於是日本在英法的意圖下，

遂向西伯利亞出兵。 

 

當時共同出兵的美國曾將日軍的出兵地域限制在沿岸地區，

但參謀本部與中國訂立了協定，把日軍歸於中國軍隊司令官的指

揮之下，由此事實上日軍在整個滿洲地區可以自由地行動。此時，

原敬組成了第一個政黨內閣，對內閣有關兵力及地域的限制，日

本軍部巧妙地鑽了空子。日本的雙重外交即始於此。 

 

設立陸軍特務機關也是在這個時候。他們擔負各種間諜任

務，醞釀陰謀活動，不經任何正式手續蓄意策劃戰爭，在當地建

立傀儡政權，實行事實上的統治。這種日軍獨創的手法也起源於此。 

 

我想舉出的第二件大事是日本在太平洋戰爭中的“敗北＂。作為日本社會的基本秩序原則

的國體被改變了。 

 

對於亞洲諸國來講，雖說日本戰敗意味著“光復＂，但同時也帶來了混亂。因為戰敗來得

太快，所以在建立統一國家的問題上，朝鮮各種獨立運動力量無暇互相達成一致，以致對後來

1960 년 생. 1930 년대의 

生於 1960 年。主要從事 20

世紀 30 年代日本軍事·外交

史的研究。著有《戰爭的論

理》、《戰爭的日本近現代史》

等。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俄羅斯革命與西伯利亞出

兵 

②太平洋戰爭的“敗北＂ 

③美國的門戶開放宣言 

④三一獨立運動與政黨政治

的腐敗 

⑤從滿洲事變到日中戰爭 

⑥日中共同聲明 

⑦越南戰爭 

⑧漫長的中國革命 

⑨日清戰爭 

⑩日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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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裂局面造成了決定性的影響。在中國也由於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准備不足，經過內戰之後，

共產黨奪取了政權。 

 

1899 年和 1900 年美國提出門戶開放宣言雖說是“遲到的帝國＂的權宜之計，卻給了被壓

迫民族以力量，形成了此後的大勢。加入被壓迫一方的陣營去追求自己的利益，這是美國至今

仍采用的手法。 

 

三一獨立運動對於日本來講曾是政黨出手取代軍部的絕好機會，結果卻坐失良機。在改變

對朝鮮的武力統治之機，由於各政黨相互爭奪朝鮮總督之位，被外界批判為政黨利益與策略之

爭。雖然軍部丟了面子，但因為政黨未能得到國民信賴，結果軍部又東山再起。 

 

滿洲事變前，日本在滿洲南部所擁有的權益大部分是國家通過戰爭獲得的條約上的權利。

日本的平民自己并沒有能力去中國大陸，而是在國家和軍隊的保護之下成行的。這助長了日本

人的排外主義。再加上日中之間關於條約的主張雖有不同，矛盾卻隱藏在國民之間，這更使事

態擴大，從滿洲事變發展成了日中戰爭。 

 

現在已經明白，日中聯合聲明是因為美國說服了中國才得以實現的。據說當時美國確實擔

心日本的核軍備，所以想與中國合作壓制日本。 

 

日本人以越南“受害者＂的目光注視著越南戰爭，同時向美國提供基地。這個時候，日本

難道不應該從“侵略者＂的立場對日中戰爭及太平洋戰爭重新進行反思嗎？ 

 

我想把從辛亥革命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為止作為長期的中國革命時期來把握，其中包括

國共合作及抗日戰爭勝利的劃時代階段。 

 

最後列舉的是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隨著日本的最後加入，帝國主義戰

爭的機器運轉加速，成為清朝和俄羅斯王朝滅亡的動因。 

（采訪者：吉澤龍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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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辛亥革命與民眾運動（下） 

朝鮮 3·1 中國 5·4 /大正民主運動 

民眾揭竿而起  此呼彼應 

  

 

 

 

韓國的 3月 1 日、中國的 5月 4 日，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日子。在 1919 年的兩個月期間，爆

發了“三一獨立運動＂和“五四運動＂大規模的民眾運動。并且均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運動。 

 

韓國每年在這一天舉行紀念儀式，總統在紀念儀式上發表講話。今年盧武鉉總統勸戒日本

不要“美化和正當化錯誤歷史＂，要求日本須以誠意對待歷史。去年曾發生過韓國總理因打高

爾夫球沒有出席紀念儀式遭到批判而辭職的事件。 

 

在中國令人記憶猶新的是，前年春天由於在上海等地連續發生了反日示威，因此 5 月 4 日

令日中當局感到特別緊張。游行中喊出的“抵制日貨＂的口號，也是“五四運動＂時的標語。 

 

在日本的鄰國，那天的回憶依然歷歷在目。而日本又是如何呢？是否真的把那些久遠的日

子看作早已過去的事情呢？但是，同年 2 月 8 日在東京發生的一個事件，成為在東亞發生的這

兩個大規模民眾運動的誘因。 

 

東京水道橋。僻靜的角落，有一座韓國基督教青年會（YMCA）的建築。在該建築正門的右 

▼ 三一獨立運動 

    1919 年 3 月 1 日在日本統治下的朝鮮各地爆發的全國性抗日、獨立運動。因為民眾高舉太極旗一

邊高呼“獨立萬歲＂一邊游行，所以也被稱為“萬歲事件＂。由於宗教領導人事前作好了准備，所以在

首爾、平壤等地同時舉行游行示威。首爾的示威在聚集在市中心塔洞公園（舊寶塔公園）的民眾面前宣

讀獨立宣言後開始舉行。游行在全國各地大約持續了三個月，日本軍隊對示威民眾進行鎮壓，發生了將

居民關在禮拜堂放火屠殺約 30 人的堤岩裡事件等。在一系列運動中有 7509 名死亡、15961 名受傷，此

外還有 46948 人被捕入獄（朴殷植著：《朝鮮獨立運動血史》）。這也成為朝鮮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婦女

運動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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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立著一座高約兩米的白色石碑，上面銘刻著“朝鮮獨立宣言一九一九年 二·八紀念碑＂。

這一天發生了什麼事情，不妨從基督教青年會歷史再現一下。 

 

那是一個下雪的日子。下午二時，講堂裡聚集了約 600 名朝鮮留學生。這一天，他們為了

躲避警察的警戒，以召開學友會總會的名義聚集而來。開會時，他們就按照事前擬訂的計劃改

為召開獨立大會。講壇上掛出獨立宣言，大會代表一宣讀獨立宣言，會場頓時響起雷鳴般的掌

聲和沸騰的歡呼聲。由此舉起了揭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旗幟。 

 

當時，位於神田的建築在關東大地震中受到破壞，據說許

多相關資料在震災中損失了。該會館後來才搬到現在的地點。 

 

我詢問副館長金弘明先生：“紀念碑之外還有什麼？＂他

把我帶到九層。走廊的牆壁上掛有一塊陳舊的金屬浮雕，上面

刻寫著當時的宣言。起草者是文人李光洙，當時是早稻田大學

的學生（見圖片）。金先生說：“與在三一獨立運動中宣讀過的

文章相比，內容具有很強的戰斗性＂。宣言末尾寫道：“達不

到要求，將血戰到底＂。 

 

1910 年日朝合并以後，朝鮮民族被強行向日本同化，在學

校裡也以講授日語為重點。在損傷民族尊嚴的統治下，獨立運

動開始萌發。例如，流亡上海的獨立運動家呂運亨創建了新韓

青年黨。他四處奔走，與東京的留學生等在各地建立了聯絡網。

1919 年 1 月，朝鮮王朝的高宗皇帝去世，他是被日本毒殺至死

的消息廣為散播，從而加劇了民眾的憤怒。同時第一次世界大

戰的媾和會議提出的“民族自決＂，即一個民族不應該受到其

他民族干涉的主張也起到了推波助瀾的作用。 

 

借 3 月 3 日舉行高宗葬禮之機，試圖掀起獨立運動的動向在朝鮮興起。此時傳來在東京的

留學生揭竿而起的消息。一個留學生將寫在布上的宣言藏在帽子裡帶回了首爾。據說那篇文章

對三一獨立宣言頗有影響。此外，參加東京集會的一部分留學生回到朝鮮，開始獨立運動的籌

備工作。 

 

作為老年人的休閑場所而聞名的首爾塔洞公園（舊寶塔公園）是三一獨立運動的發祥地。

一進入公園大門，右側就立有銘刻獨立宣言的巨大石碑。作為“民族代表＂，宣言的末尾排列

著 33 名主要領導者的名字。但實際上在群眾面前宣讀宣言的是學生，他們并不在現場。他們是

在附近的餐館宣讀宣言的，并向警察投降了。也有認為這“表明了宣言中的非暴力＂等不同的

說法。 

 

吳運亨（1886—1947） 朝鮮獨立

運動家。曾以中國為據點進行活

動，參與了 1919 年上海大韓民國

臨時政府的建立。日本戰敗後主導

了“朝鮮人民共和國＂的建立，

1947 年被暗殺。在韓國長期被視

為左派的代表，2005 年根據盧武

鉉政權的重新評價歷史的政策，近

年對其重新評價、授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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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游行持續了三個月左右，在全國共舉行了 1542 次，有 200 萬人參加，相當於總人口的

十分之一。當時沒有集會、結社的自由以及報道朝鮮人自由意識的媒體。甚至 “民族代表＂遭

到逮捕後，運動是如何發展到全國的呢？就此請教了研究民族運動史專家的梨花女子大學特任

名譽教授慎鏞廈。 

 

慎教授說：“這場運動是由宗教團體和學校組織發動的。只有這兩個團體不用事先與總督

府聯系就能舉行集會＂。宣言和太極旗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的教徒、學校的教員事先分發

到了各地。宣言中所列的“民族代表＂也均為宗教領導人。＂“另一方面，為促進許多群眾參

加運動，他們在各地城市選擇市民集中的集日開展運動＂。 

 

預先有目的建立起來的網絡和偶然參與進來的人群產生了互動效應。 

 

“這對海外的群眾運動也產生了很大影響，特別是成為中國掀起五四運動的重要外因＂。 

 

如其所雲，三一運動波及到了中國。 

 

■ 波及中國 促進教授奮起 

 

首先，逃脫了日本鎮壓的一些人在上海建立了現在韓國政

府的前身——大韓民國臨時政府，上海成為獨立運動的據點之

一。呂運亨和起草二八宣言的李光洙也參加了。三一運動尤其

對中國的知識分子產生了刺激。 

 

發展成為有各地工人、農民參加的全國愛國運動的五四運

動，首先從北京大學開始。 

 

關注朝鮮三一運動的人物有共產黨的創始人李大釗教授、

陳獨秀教授及學生會的中心人物傅斯年等。他們在自己編輯的雜志上積極地介紹三一運動。與

沒有自己的媒體的朝鮮不同，在中國，雜志發揮了很大作用。在北京大學，教員、學生發行了 

▼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民族自決 

    1914 年 7 月至 1918 年 11 月，以歐洲為中心約 30 個國家參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

美國威爾遜總統提出了十四點和平原則。其中一條是民族自決的原則，即保障各民族在不受他國

干涉的情況下自行發展。1919 年圍繞戰後處理而召開的“巴黎和會＂把十四點原則作為基礎。日

本統治下的朝鮮和要求歸還青島的中國曾對“巴黎和會＂寄予很高的期望。但是，由於十四點原

則不適用於非歐洲圈，結果在朝鮮、埃及、印度等國爆發了民族運動。 

過去的北京大學建築物旁邊五四運

動紀念碑。北京。西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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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種雜志。陳獨秀呼吁：“看看朝鮮人。我們在做什麼？＂  

 

在北京市中心，有一條街名“五四大街＂。在曾為北京大學建

築的“紅樓＂設立了北京新文化運動紀念館，展覽著五四運動的資

料。但是，沒有看到顯示與三一運動有關系的展覽。 

 

北京大學的宋成有教授（東北亞史）坦率地說：“大學的校史

館裡也沒有。沒有從廣闊的視角看待歷史，只從中國史的角度看待

五四運動，這是個問題＂。“毫無疑問，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是有

思 

 

而當時的日本又是如何呢？ 

 

 

   

 

 

 

 

 

 

 

 

 

 

 

 

 

▼  五四運動 

    1914 年 7 月，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伊始，英國的同盟國

日本便向侵入中國的德國宣戰。日本攻占了在中國山東半島的根據

地青島。日本以此為契機，1915 年 1 月向袁世凱政府提出了轉讓德

國在山東的一切權益及擴大日本對南滿洲權益等的“二十一條要

求＂，迫使袁世凱政府承認。1919 年 1 月在巴黎召開媾和會議之

際，中國要求歸還山東、廢除二十一條要求的請願被會議駁回。消

息一傳出，以北京大學為首的約三千名學生於 5月 4日在天安門廣

場召開抗議集會後，開始游行示威。游行示威隊伍焚燒了與日本就

“二十一條要求＂進行談判的親日派官僚的住宅等，結果有 30 余

名學生遭到逮捕，由此引發了更大規模的示威游行。在上海、武漢、

天津等地出現了抵制日貨、工人罷工等事件，最終發展為全國規模

的愛國運動。結果，政府罷免了被認為是親日派的三名官僚，命令

出席和會的代表拒絕在條約上簽字。該運動後來不僅反日、抗日，

還發展成為反對軍閥統治等封建主義、思想解放等內容廣泛的運

動。 

李大釗（1889—1927）中國共產

黨創始人之一。曾在早稻田大學

學習，倡導新文化運動，編輯出

版《新青年》、《每周評論》。擔任

北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時期，毛澤

東任助理。1927 年被進行討伐共

產主義者的奉系軍閥處以絞刑。

逝世 80 周年後的今年，其在北京

的舊居作為紀念館向一般公眾開

放。想聯系的。共同的敵人是日

本，但并非單純反日。應該將其

看作是民眾反對帝國主義的愛

國、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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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爆發“米騷動＂ 普選運動也應運而生 

 

日本也迎來了群眾運動的時期。爆發三一運動、五四運動的前一年，日本發生了富山縣婦

女發起的抗議米價高漲的“米騷動＂事件。該事件波及到全國各地，在煤礦等演變為暴動。因

此，曾任第一任駐朝鮮總督的寺內正毅內閣被迫辭職。普選運動也應運而生，即後來被稱為“大

正民主＂的時代。 

 

國內尋求民主，國外實行為帝國主義，這就是當時日本的狀況。 

 

在這種狀況下的日本，也有知識分子對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給予理解。其代表者就是被稱

為大正民主之父的吉野作造。擔任東京大學教授的吉野是基督教徒，他是校內基督教青年會的

理事長，曾與中國、朝鮮的留學生接觸。有的學生在學費方面還得到過他的關照。 

 

三一獨立運動以後不久，“日本國民在任何方面都沒有｀自我反省＇。每當發生反對自己

的運動時，根本解決問題的第一步是必須進行自我反省＂（《中央公論》）。關於五四運動，在《東

方時論》評述說：“抵制日本實際上是抵制侵略的日本＂，“必須承認今天的日本有侵略與和

平的兩重性＂。 

 

五四運動的領袖李大釗是吉野在中國天津北洋法政專科學校執教時的弟子。他們一直保留

交流關系，互贈自己編輯各種雜志。五四運動的第二年，吉野通過同時擔任北京大學教授的李

大釗邀請該校的學生團到日本訪問。他還與三一運動的領袖呂運亨在東京交換意見，評價其是

“值得尊敬的人物＂。 

 

東京外國語大學的米谷匡史副教授近幾年一直論述近現代史中的東亞與日本的關系。他的

學生不只是日本人，也有從亞洲來的留學生。“以往都是各自只是站在自己國家的立場上學習

歷史，但是通過相互關聯和交織的角度，對歷史的看法就會有所改變＂。關於吉野，人們也只

是將其視為支持大正民主、普選運動的人，而對他關心三一運動和五四運動、接觸朝鮮人和中

國人的事情，使日本學生很受震驚＂。 

 

無論是在東京、首爾，還是在北京，歷史已經深深地刻在紀念碑和紀念館裡。但是，今天

的日本人是否知道三一運動就是從自己身邊開始的呢？中國人了解促使發生五四運動的背後有

朝鮮人的存在嗎？我覺得當一國歷史的障壁被打破時，可以更加明確地看到人和思想的重要脈

絡作用。 

（西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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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野作造（1878—1933） 

   生於宮城縣古川町（現大崎市）。東京帝國大學畢業後，到中國天津赴任袁世凱長子的家庭教

師。曾留學歐洲，在東京大學任教期間提倡“民本主義＂，成為大正民主的旗手之一。晚年致力於

明治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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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章  辛亥革命與民眾運動（下） 

記憶的形成 

 

 

 

其實地上本沒有路，走的人多了，也便成了路。寫下這段文字的孤傲作家已成為東亞地區

人們的指針。 

超越國境的“阿Ｑ＂ 

 

■ 對安於封建社會進行批判 

 

作家的名字眾所周知，對《阿Ｑ正傳》、《故鄉》等作品名稱也有印象。若是用線連接作者

與作品名的考試答題，結果會准確無誤。然而，一旦問及是怎樣一位人物，作品的內容如何，

就有問題了。 

 

關於魯迅，目前在日本恐怕大部分人都處於這種狀況

吧。在學完中學教科書後便敬而遠之。文豪大多如此。魯迅

的名字如雷貫耳，但總覺得哪個地方“讓人感覺頭疼＂。 

   

早因魯迅研究而聞名的竹內好曾就作品難以理解的原

因直率地指出兩點。第一是“本質上的難懂＂，即由於生活

在中國社會的過渡期，魯迅自身的內在矛盾。另一點是因為

日本人對中國近代史“實在不了解＂。早在半世紀之前就提

出這樣的論述，今天越發覺得確實如此。 

  

采訪中國和韓國的學者時，似乎年輕一代也存在類似的對魯迅敬而遠之的傾向。當今中國

的教育界正在圍繞教科書如何對待魯迅引發爭論。即使使用魯迅作品，是否可以換上比較易懂

的作品，還是索性由其他作家的作品取而代之。想到魯迅曾被毛澤東推崇為“聖人＂，不禁會

令人感到意外，但是今天的魯迅故國，時代正在變遷。 

 

魯迅的作品被翻譯成多種語言，魯迅研

究也在各國經久不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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魯迅生活的時代正是本文第４章所描述的時代。魯迅二十多歲時作為留學生在處於明治時

期的日本度過了七年多的時光，中國發生五四運動的 1919 年正值 38 歲。前一年在《新青年》

雜志上發表了《狂人日記》，以第一篇白話文小說揭開了中國近代文學的序幕。由陳獨秀創刊的

《新青年》是主張民主與科學的文學革命發源地，魯迅在此發表的不是“論＂，而是具體作品。 

  

當時正值清朝滅亡後的混亂時期，中國正在探索通往國民國家之路。《狂人日記》的出現恰

恰獲得了適應這一國民國家形成的新的國語。而且，魯迅通過這篇小說辛辣地批判了為儒教束

縛的中國封建社會，敦促國民及早覺醒。這無疑是一大事件，使魯迅和他的諸多作品畢生都處

於論戰——政治斗爭的旋渦中。晚年他曾寫到“讓他們怨恨去，我一個也不原諒。＂ 

 

糊裡糊塗、無論發生什麼事情都隨心所願地加以解釋的這樣一個阿Ｑ，是魯迅為無情地剖

析中國社會塑造的人物。但是，這個短篇小說很快即成為超越國境的代表作。因為阿Ｑ不單是

中國的問題，也是其他各國存在的問題。魯迅也用阿Ｑ審視自己，作品具有深層次探究人性的

文學的普遍性，從而傳遍世界各地。 

 

■ 對戰敗・日本也產生了影響 

 

東京大學教授藤井省三（54）稱魯迅是“東亞跨時代的文豪＂。 

 

“在國民國家形成過程中，先行一步的日本和遲後一步的其他東亞各國得以連接，魯迅在

其中發揮了中樞作用。他樹立了文學家責無旁貸的典範，包括新加坡在內的東亞來說他成為極

其重要的作家。＂ 

 

日本在戰敗後百廢待興之時，深受魯迅作品的影響。曾經說如果拋開魯迅，就無法談論戰

後日本文學的藤井先生在他的近著《村上春樹作品中的中國》中詳細論述了當代熱門作家也深

受影響。 

 

 更直接受魯迅社會影響的恐怕當屬韓國。在日本的殖民統治下，人們通過讀解魯迅，培養

起對當時日本的抵抗精神。不難想象他們是把阿Ｑ比作自己。何況很多是強加於人的日語譯文。 

    

在韓國，70 年代至 80 年代的民主化運動也深受魯迅影響。首爾大學的專職講師任明信（42）

評價說“對體制持批判態度的知識分子視魯迅為偶像＂。民主化的斗爭也因魯迅而頗受鼓舞。 

 

著名文藝評論家任軒永（66）當時是民主化運動的負責人之一。他回顧說，在獄中的“精

神支柱是魯迅的書＂。在給學生講授文學理論或創作時，現在仍以魯迅為示範。韓國外國語大

學的朴宰雨教授（53）也曾因參加民主化運動而被關押，他說“知識分子不辱使命＂是從魯迅

那裡學到的。他成為魯迅研究家，授課時也常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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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不僅僅是作為激烈斗爭的精神食糧來讀魯迅，僅此而已的話，不可能成為“東亞跨時

代的文豪＂。 

 

 任明信說，“魯迅的人生和作品能夠反映東亞的矛盾、苦惱、乃至夢想的總體。＂ 

 

 任明信還說，在那總體底層寂靜流淌的“虛無＂旋律，正是魯迅深不可測的魅力所在。正

因為具有文學的真正價值，魯迅今後在東亞、抑或在全世界仍將繼續擁有他的讀者。 

（福田宏樹） 

 

 

■ 相關文章  

藤野先生 在中國知名度很高的恩師 

  

與小泉純一郎、中田英壽、濱崎步等這些名字一起，在中國高

居第 9 位的是“藤野先生＂。這是 2003 年面向中國中學生進行調

查時，約 470 人就“你所知道的日本人物名＂做出的回答。 

 

《藤野先生》是魯迅作品的標題，內容是對仙台醫學專門學校

的恩師藤野嚴九郎教授的回憶。藤野是解剖學教授，曾親自指導魯

迅。北京魯迅博物館的陳列品中，有藤野在背面題寫“惜別＂二字

贈給魯迅的自己的照片，還有藤野用紅筆細致批改過的魯迅的筆記

本。最近又在博物館前豎立了藤野半身雕像，并於 9 月 25 日舉行

了揭幕儀式。 

 

 《藤野先生》因魯迅而在中國廣為人知。但是在這篇作品中也 

▼ 魯迅（1881～1936） 中國近代文學的先驅作家、思想家。原名周樹人。代表作有《狂

人日記》《故鄉》《阿Ｑ正傳》等，還有諸多詩、散文、社會批評。果戈裡等海外作家的翻譯

作品也廣為人知。出生於浙江省紹興，胞弟周作人同樣作為文學家享有盛名，兄弟二人都與

日本淵源深厚。 

 自 1902 年至 1909 年，作為留學生旅居日本。親眼目睹了近代化。也曾在夏目漱石故居居

住。其間自 1904 年９月至 1906 年３月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今東北大學醫學部）求學。曾

在北京大學等執教，1930 年參加左翼作家聯盟。去世之前的９年時間在上海度過，當時和內

山書店的內山完造交往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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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揭示了魯迅之所以棄醫從文的沉重主題。即“幻燈事件＂。仙台醫專授課時，課外時間放

映了日俄戰爭時的幻燈片，魯迅看到被日軍當作間諜處以死刑的中國人和周圍神情麻木的中國

人。 

  

在早於《藤野先生》發表的第１部作品集《吶喊》自序中，魯迅也涉及到了這個事件。他

寫到：“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料和

看客。＂首先“改變精神＂才是第一要務，為此而認為文藝當第一。 

 

幻燈事件也許并不存在，但懷著對尊敬的日本教授的回憶和民族屈辱感，魯迅不久回到了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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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 在貞 首爾市立大學教授 

-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 (8) 

 

 

■ 日本戰敗導致秩序發生變化 

  

選擇“10 件大事＂，是以對東亞地區整體、而不是僅對一個

國家造成的影響作為考量標准。既對改變區域的國際秩序及社會

結構、國民意識的事件予以重視，同時也考慮到給世界

造成的影響。 

 

最重要的是亞洲・太平洋戰爭。此處是指自 1937

年的中日戰爭到 1945 年日本戰敗。 

 

   日本曾是掌握東亞霸權的帝國，對台灣和韓國實行

殖民統治，在中國東北地區了建立傀儡國家。日本侵略

中國，并與美國交戰，直至爆發全面戰爭。日本戰敗的

結果，造成既往的東亞秩序崩潰。東亞的命運交付了美

國或者中國，韓國也得以解放。 

 

   日清戰爭中日本取得勝利，曾是東亞中心勢力的中

國由此沒落，成為前近代秩序崩潰的轉折點。韓半島建

立了大韓帝國，形式上是形成了日中韓的三國關系，而

實質上是圍繞韓半島和“滿洲＂加劇了俄國與日本的對

立。 

 

在俄日戰爭中，帝國日本的勝利致使大韓帝國滅亡

而淪陷為殖民地。這一事件極其重要，導致韓國成為了

日本進入大陸的踏板。另外，日本利用清日、俄日戰爭

的勝利強化了民族主義情緒，在日本形成了國民喪失對

侵略戰爭負罪感的局面。 

 

在美蘇對立的新秩序形成的環境下，發生韓半島的

南北（韓國）戰爭，使東亞形成冷戰格局，加劇了世界

1951 年生。近代韓日關系史專業，在

日韓歷史共同研究和民間交流中起核

心作用。著述有《日帝侵略和韓國鐵

道》等。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亞洲・太平洋戰爭和日本帝國崩潰 

②日清戰爭日本帝國勝利和中華帝國

沒落 

③日俄戰爭日本帝國勝利和大韓帝國

受到殖民統治 

④大韓民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

國成立和南北（韓國）戰爭 

⑤明治維新・天皇制近代國家的建立

及對近鄰各國的衝擊 

⑥戰敗後日本的經濟復興和韓國・台

灣的經濟發展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和中華民國轉

移台灣 

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改革・開放和經

濟發展 

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衰

敗和核開發 

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確立了首

領唯一體制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

化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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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局勢，導致中國和美國發生對立。 

  

研究東亞的近代化時，明治維新至關重要。與日本相比，韓國和中國依靠自力的近代化以

失敗告終。明治維新和天皇制近代國家的成立在大大刺激了東亞其他國家的同時，也形成了近

鄰各國抵抗日本侵略的基本格局。 

 

 日本的經濟復興對台灣和韓國的經濟發展產生了影響。當今東亞甚至已經具備引領世界經

濟的實力。經濟發展又為東亞發展民主主義和文化奠定了基礎。 

 

 日本戰敗後，共產黨在中國大陸的內戰中取得勝利，國民黨轉移到台灣，東亞的國際秩序

由此再次發生變化。 

 

 20 世紀 80 年代以後，中國在社會主義經濟下采取近代化政策。作為世界的工廠、市場取

得發展，并與韓國和日本聯合，形成了東亞經濟的行業分工體制。中國的經濟改革今後也有可

能會改變東亞的秩序。 

 

   與中國相對比，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北朝鮮）的經濟衰退，瀕於崩潰。為了擺脫困

境而染指核武器開發，受到國際社會的指責。恐怕核威脅也會對今後東亞的國際關系產生影響。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確立了以金日成為中心的唯一體制、主體思想；中國在 1950～70

年代進行了文化大革命。這兩個國家激化了東西冷戰的局勢，并加劇了體制間的競爭速度，由

此給世界帶來了極大影響。 

（采訪者：吉澤龍彥） 

 

注 “清日戰爭＂“韓半島＂“俄日戰爭＂“南北戰爭＂在日本稱為“日清戰爭＂“朝鮮半

島＂“日俄戰爭＂“朝鮮戰爭＂，本文均采用被訪者的表現形式，不做變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