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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日清戰爭和割讓台灣（上） 

 

明治時期，日本旁觀了清朝在鴉片戰爭等與西方各國接二連三的戰爭中受創慘重，這個結

果促使日本加緊了近代化步伐。第 2 章將介紹日本走向侵略亞洲，與西方列強為伍發動的日清

戰爭（中國稱甲午中日戰爭）。盡管日本人容易健忘，但這場戰爭是以朝鮮半島為舞台開始的，

日軍不僅以清軍為敵，而且還以朝鮮民眾為敵。 

 

▼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 
1894—1895 年，中國（當時的清國）與日本圍繞對朝鮮統

治權問題進行的戰爭，日本獲勝。日方死亡 1萬 3千余人，軍

費約 2億 3千萬日元。中國方面不詳。 

 

當時的日本政府為什麼對朝鮮的統治權耿耿於心呢？這可

以從1890年山縣有朋首相在第一次帝國議會上的施政方針演說

中找到答案。山縣說日本必須保衛“利益線＂。日本不僅要守

住國境的“主權線＂，還要把防守範圍擴大到容易受到威脅的

“利益線＂。這條“利益線＂就是朝鮮。當時的背景正處於西

伯利亞鐵路即將竣工，俄國正虎視眈眈地注視著朝鮮，對此日

本頗具危機感。 

 

1876 年，《日朝修好條規》簽訂後，日本一方面打著“朝鮮獨立＂的旗號斷絕與清國的從屬

關系，另一方面是把朝鮮這個重要市場控制在自己手中。在朝鮮內部，與日、清相關的各派勢力

也展開斗爭。1884 年清軍鎮壓了日本幕後支持的金玉均等人發動的政變。爭奪朝鮮的對峙，終於

導致了日清戰爭的正面衝突。 

  

 

日清戰爭從朝鮮景福宮開始 

 

有時是記者先發問，有時是對方先開口，但不管怎樣，都會不約而同地問出同樣的話： 

 

“這是為什麼呢？＂ 

 

    我來到韓國和中國，走訪日清戰爭的遺跡。所見到的政治家和學者表示不理解的并非是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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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戰爭。當時美國眾議院委員會剛剛通過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婦＂問題謝罪的決議案。 

 

    安倍晉三首相把對慰安婦的強制性分為“廣義和狹義＂；他一到美國就向布什總統謝罪；

包括日本朝野國會議員在內的一幫人在美國報紙上刊登反駁廣告。對於刊登廣告這一事件，韓

國的姜昌一議員說：“這超出了常理＂。與其說令人憤慨，莫如說“令人瞠目＂更貼切。 

 

    日本的這種做法自然不會給亞洲人留下好印象。姜議員原本是一位學者，曾經出版過關於

東亞近現代史的著作。他認為韓國與中國、日本還處在“百年不信任＂之中。准確地說，也包

括已經結束了 112 年的日清戰爭。 

 

    日本與中國不只是進行正面衝突。日清戰爭在韓國人的記憶中是“日本侵略朝鮮的戰爭＂。 

 

    戰場首先是在朝鮮半島。 

 

■ 占領朝鮮王宮 驅逐清軍作戰 

 

韓流熱雖然已經降溫，但韓國制作的電視劇和電影現在日本仍有市場。日本人利用周末到韓

國首爾轉轉也司空見慣。 

 

首爾有一個名叫景福宮的王宮。因為是游覽名勝，因此到此一游的人想必不少。 

 

戰爭實際上是從這裡開始的。 

 

1894 年 7 月 23 日拂曉。黑暗中，一群日軍准備用

炸藥爆破景福宮的一個門，結果沒成功。於是他們爬上

去用斧子砸，費了很大勁把門砸開，軍隊蜂擁而入。其

它的門也被打開，日軍與朝鮮衛兵經過三個小時左右的

槍戰後控制了王宮。這時天已大亮。 

 

這種如同武打片般的戰斗，在日軍的官方戰史裡并

無記載，只被當作偶發的衝突。然而，奈良女子大學的

中塚明名譽教授在福島縣立圖書館發現了詳細的戰史資

料底稿，使真相在百年之後得以公諸於世。 

 

日軍為什麼占領王宮？一句話，就是為了要換掉不聽話的當政者，讓他們把清軍攆出朝鮮，

讓朝鮮今後聽日本的話。今天人們會覺得這簡直就是胡來，可當時就是那麼胡來的。自此日本 

首爾的景福宮。1894 年，日軍闖入這裡，

激戰後占領，導致了日清戰爭。照片是興

禮門，位於東西南北四個大門的內側。作

為觀光用，再現了 15 世紀宮殿衛兵的服

裝和佩帶的武器。福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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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1945 年戰敗越來越有恃無恐，這場戰爭是起點。 

 

 
當時，朝鮮駐有清國和日本

雙方的軍隊。直接的起因是這年

春天，朝鮮南部爆發了全琫准（左

側照片）等東學黨領導的農民起

義。今稱甲午農民戰爭。他們面

對統治階級的橫征暴斂揭竿而

起，主張“復國安邦＂。當時束

手無策的朝鮮政府要求宗主國清

國出兵，結果日本也不甘示弱派出了士兵。 

 
東學農民起義軍看到日、清的動向，便同意與朝鮮

政府媾和，暫且平息騷亂。但是日本拒不撤兵，攻占王

宮兩天後，在靠近仁川的豐島海面與清國交戰。總之，

日本千方百計尋找開戰借口。盡管當時日本政府內部也

有慎重論的主張，但是主導權握在外相陸奧宗光手裡。 

 

日軍攻占王宮後未罷甘休，把朝鮮化為了戰場。日

本軍隊一邊與清軍作戰，一邊殲滅東學農民軍。日軍占

領王宮後，農民軍把討伐矛頭從“惡政的朝鮮政府＂轉

向“日本侵略軍＂，再度舉行了起義。 

 

 

 
 

 

陸奧宗光（1844—1897 年）明治時期外交

官、政治家。出身於紀州藩（現和歌山縣），

曾參加坂本龍馬的海援隊一起行動。他一

邊竭盡全力修改不平等條約，一邊作為外

相主導日清戰爭。他精明強干，日本外務

省至今還立有他的銅像，然而在中國旅順

的紀念館裡，他作為在日清戰爭中制造了

屠殺事件的惡人，人像被掛在展板上。（照

片由國立國會圖書館提供） 

 

東學 

    1860 年崔濟愚創始。在韓國的圓光大學校教授東學的朴孟誅教授說：“面

對當時朝鮮還殘留著身份制度，東學主張人人平等的重要性，得到了受到社

會歧視的農民們的響應＂；另一方面，東學把糾正弊政作為主要內容，提出

了“斥倭斥洋＂的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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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眾戰爭的序幕“東學農民革命＂ 

 

 從首爾乘高速列車下行約三小時就到達了東學農民軍的發祥地全羅道。既然來到這裡，順

便去了光州事件（參照關鍵詞）的紀念墓地，墓地寫著：這裡是韓國民主主義的心臟。觀看放

映的錄像，其中也有關於東學農民軍斗爭的介紹，稱贊它是引發光州事件“民眾斗爭＂的導火

索。 

 

 日本長期以來一直把東學農民軍起義稱為“東學黨之亂＂，而韓國并未視其為“亂＂。

盡管長期以來東學黨被稱為逆賊，然而百年之後，盧武鉉政權開始對其重新評價，在全面重新

審視歷史的基礎上，2004 年通過了恢復名譽的特別法律。現在稱為“東學農民革命＂，在紀念

館甚至將其與法國革命相提并論。 

 

斗爭之初，東學農民軍反對朝鮮的身份等級制，後來抗擊入侵朝鮮的日軍。從東學勢力在

其控制地區建立的居民自治的原有形式體制來看，應該說確實是民主化的前奏。 

 

但是從軍事上看，東學農民軍不是日軍的對手。據紀念館李永日研究員介紹，農民軍的主

要武器是竹槍，如果能有把稍比火繩槍好的武器就算高級了。以機關槍為主要裝備的日軍，對

農民軍能以一抵百。據說農民軍犧牲者有三至五萬人，而在韓國聽到一些專家講實際上的犧牲

者是這個數字的 10 倍，真實情況尚不明了。隨著名譽的恢復，政府對其後代的調查將持續到

2009 年。 

 

 

 

 

 

 

 

▼ 光州事件 

韓國 1980 年 5 月，通過軍事政變上台的全斗煥新軍部發布戒嚴令，逮捕在野黨領導人金大

中（後任總統）等人。以此為契機在光州市爆發了學生和市民要求民主化的示威游行。韓國軍隊

出動坦克進行鎮壓，死傷多人。韓國政府發表的死亡數字為 193 人。 

 



 

 5 

 

■ 華夷秩序崩潰致命一擊 

 

東學農民軍以排除外敵為口號，但沒有發現與清軍作戰的形跡。為什麼他們只把日軍作為

眼中敵呢？ 

 

當時清國是朝鮮的宗主國，朝鮮是清國的屬國。朝鮮派使節到清國進貢，而清國回賜，“好

好干＂，表示對朝鮮國王的支持。這種朝貢體制，雖然清國與朝鮮有宗主和臣子的關系，但臣

子依然是獨立的國家。 

 

我在中國大連見到的遼寧師範大學歷史系的郭鐵椿副教授說：“朝貢體制不是統治與剝

削。中國沒有干涉屬國的內政＂。從近代的角度看，即使由於朝貢體制不是對等關系而存在諸

多不足，但是屬國一方的感覺還是不錯的。 

 

將中國作為宗主國的并非只有朝鮮，如果追溯過去，東亞的周邊一帶均為中國的屬國，越

南、日本的琉球都是中華世界的居民，原來的“中國＂也并非現在國際法體制所稱謂的國名，

其邊界比現在更加模糊，猶如淡墨掃過，模糊不清。 

 

被稱為“華夷秩序＂的這種國際關系，由於西方列強逐步介入而開始崩潰，而致命的一擊

就是日清戰爭。如果把中國鄭重地比喻為：“這裡是世界的中心，不得無理＂，日本就會說：

“到這裡是我的版圖，休得來管！＂於是，日本加入了帝國主義瓜分世界的爭奪戰，打得一塌

糊塗。 

 

當然，作為清國也并非悠閑自在的宗主國，朝鮮內部也圍繞著是維持現狀還是變革產生分

歧，而且有時斗爭很激烈。日本欲將切斷朝鮮與華夷秩序的關系，為尋求國內外的支持，宣揚

這是一場文明與野蠻的戰爭。這個理由很切合 19 世紀末世界的現狀，絲毫無謬。 

 

但是，當你站在日本當年攻占的中國威海的海岸眺望蔚藍的大海時，也會涌起難以舍去當

時東亞擁有的“心情舒暢的一體感＂的心情。從日清戰爭開始大肆侵略亞洲的日本，其後從意

識上難道不也是一直把亞洲拒之門外嗎！ 

 

在訪問韓國首爾市立大學時見到了鄭在貞教授。在回顧了日清戰爭後日本的發展軌跡後

說：日本是在“以強調周圍國家的威脅來鞏固自己＂。 

 

“日本終於沒能提出引起亞洲人共鳴的口號、亞洲共同的價值觀。＂ 

 

百年不信任——無論是在韓國，還是在中國，我所見到的人對日本的批評，似乎焦急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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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仇恨。 

 

                  *            * 

 

日清戰爭是從踐踏朝鮮開始進行的。那麼兩國的武力衝突，性質如何？台灣是怎樣變成日

本第一個殖民地的？明天我們對此再探討。 

（福田宏樹） 

 

 
 

 

■ 當時的世界 
 

爆發日清戰爭的 19 世紀末，是西方列強帝國主義席卷世界的時代。隨著工業化的發展，列

強為了獲得產品的銷售市場和原材料供給地，以各種方式爭奪殖民地。 

 

在早於日清戰爭的 1880 年代，非洲大陸就已經被英國、法國、德國等瓜分統治。到了 1890

年代，欲對非洲采取縱貫政策的英國和欲采取橫貫政策的法國在蘇丹發生了衝突；英國為了確

保黃金和鑽石的礦脈，發動了南非（布爾）戰爭 。 

 

列強對亞洲也不放過。1884 年，法國與清國開戰，得到了清國屬國越南的保護權，三年後

成立了法屬印度支那。英國和俄國在侵略亞洲過程中互相敵視，而通過日清戰爭成為列強新的

一員的日本與英國結盟，發動了日俄戰爭。 

 

這個時期的美國與歐洲各國相比在亞洲的影響比較小。1893 年，美國廢除夏威夷王政，五

年後的 1898 年將其合并。同年，美國與西班牙開戰，得到了菲律賓和關島。美國以武力相威脅，

將加勒比海諸國強行置於自己的勢力範圍之內，被稱為“大棒外交＂。 

 

 

▼ 下關條約（馬關條約） 

日軍在陸海戰中連續擊敗清軍，1895 年 4 月，日本政府代表伊藤博文和陸奧宗光和清政府全

權代表李鴻章在下關簽訂媾和條約。主要內容為：清政府（1）承認朝鮮獨立；（2）割讓遼東半

島、台灣；（3）賠償日本軍費白銀二億兩（約 3億日元）。然而，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下，日本放

棄了遼東半島。此時的“臥薪嘗膽＂為後來的日俄戰爭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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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期的東亞  

1840  鴉片戰爭  

1867  日本結束幕府統治，成立新政府。 

1871  日清修好條規。相互平等的內容。 

1873  日本“明治 6 年政變＂征韓論敗北。 

1874  日本出兵台灣  

1875  江華島事件。第 2 年，根據日朝修好條規，朝鮮開國。 

1882  朝鮮壬午軍亂。清朝影響力加強。 

1884  清法戰爭（～85 年）越南成為法國的附屬國。  

1884  朝鮮甲申事變。日軍和清軍發生衝突。  

1885  日本和清朝簽訂天津條約。甲申事變後，約定派兵朝鮮時要互相通知。  

1894  以朝鮮的甲午農民戰爭為契機，日清戰爭開始。  

1895  朝鮮皇妃被日軍殺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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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書比較 

  

 

 

近代日本與中國之間的最初的戰爭，是以朝鮮半島為舞台的，它極大地改變了台灣的命運。

各國中學使用的教科書是怎樣向年輕一代講述這場戰爭呢？ 

 

■ 日本 說明“日本方面的原因＂  
 

在東京書籍出版社出版的《新社會 歷史》中，“日清戰爭＂所占篇幅為對開兩頁。特點是

在正文前面附有一篇以“歐美列強的侵略與條約的修訂＂為題的文章，對導致日清開戰的國際

形勢做了詳細說明。 

書中一方面將列強逐漸將亞洲及非洲殖民地化的動向稱為“帝國主義＂，另一方面對朝鮮

半島的形勢做了如下記述： 

“當時在朝鮮，與朝鮮締結了日朝修好條規的日本和主張自己對朝鮮支配權的清朝正在展

開勢力之爭。（中略）1884 年政變發生之後，清朝的影響力增強，日本認為，在歐美列強加強

亞洲侵略的情況下，日本如果不進入朝鮮，日本的前途也將岌岌可危，因此，為了對抗清朝，

日本逐漸開始謀求增強軍備。＂ 

 

說明指出：日本進入朝鮮源於其對歐美列強的危機感。東

京書籍出版社社會編輯部長渡邊能理夫說：“雖然日本的政策

有多種可能性，但結果呈一條直線，發動了日清戰爭、日俄戰

爭，侵略了朝鮮。因此我們考慮，在文章開頭有必要說明一下

｀日本方面的論理＇＂。 

 

“日清戰爭＂章節用了 5 行文字記述了成為開戰起因的農

民起義，而關於日清戰爭卻寥寥幾字：“具備優勢軍事力量的

日本獲得戰爭勝利，1895（明治 28 年）年 4月締結了《下關條

約》＂。接下來記述的是條約內容、列強競相擴張在清勢力，

以及日本因受三國干涉而增強了與俄羅斯的對抗心理。 

 

描繪列強侵略中國的諷刺畫。登在日

本教科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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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台灣的殖民地化，只有 2行文字記述。內容如下： 

 

“日本占領台灣設置了台灣總督府，用武力鎮壓當地居民的抵抗，推行了殖民地統治。＂             

（吉澤龍彥） 

 
■ 中國 定性為侵略戰爭 
 

    中國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教科書在“侵略與反抗＂的單元中，用 4 頁篇幅論述了“甲

午中日戰爭＂。與日本的教科書差異較大的一點是將其定性為“對中國的侵略戰爭＂。開頭 3

行這樣寫道： 

 

    “1894 年，日本為實現征服朝鮮、侵略中國、稱霸世界的夢想，出兵占領朝鮮國都漢城，

接著，又發動侵華戰爭。＂ 

 

在中國使用量占第二位的北京師範大學版本教科書對甲午戰爭的定性也是如此。書中寫

到：“甲午戰爭是日本對中國發動的第一次大規模侵略戰爭＂；“1894 年 7 月，日本不宣而戰，

發動了蓄謀已久的對華戰爭＂，強調了是日本方面在精心准備下發動的戰爭。 

 

給人留下深刻印象的是，兩種版本的教科書都提到了清朝海軍的艦長鄧世昌。書中詳細記

述了鄧世昌在彈藥用盡之後，滿懷“我們雖然犧牲了，但可以壯國家的聲威＂的信念撞向日本

軍艦而壯烈犧牲的事跡，與對戰爭輕描淡寫的日本教科書相比大有不同。  

   

這是因為，在相當於中國《學習指導綱要》的《歷史課程標准》中，作為學習目標，要求

把“講述鄧世昌的主要功績，感受中國人民抵抗外來侵略的民族氣概與斗爭精神＂。 

 

關於割讓台灣，教科書用半頁多的篇幅描述了台灣民眾與入侵的日軍展開武裝斗爭，給日

軍以沉重打擊。最後結尾是這樣的： 

 

“不久，台灣全部淪喪。但是，台灣各族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爭取回歸祖國的斗爭一

刻也沒有停止過。＂   

（佐藤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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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 聚焦抗日農民運動 

韓國將這次戰爭稱為“清日戰爭＂。擔綱世界史的金星出版社的《社會 ２》在“日本對大

陸的侵略＂章節中，做了如下簡潔記述： 

 

  “日本通過江華島條約，邁出了侵略朝鮮半島的一步；清日戰爭中勝利後，中國向日本割

讓了遼東半島和台灣。＂ 

 

世界史部分沒有提及這場戰爭的起因，而國定的國史（本國史）教科書對此有記述。清日

戰爭出現在始於 1894 年的東學農民運動及之後的內政改革章節裡，其焦點始終不是戰爭，而是

農民運動。  

     

“農民們斗志昂揚，最終占領了全州。為了鎮壓農民軍，朝鮮政府迫於無奈請求清朝派出

援軍，日本也乘機出兵進入我國。＂ 

 

關於東學農民運動的記述達 7 頁，詳細敘述了在日本及清朝干涉朝鮮內政、農民生活飢寒

交迫及政府腐敗等狀況下起義農民的戰斗情況和運動的意義。可以看出，與戰爭本身相比，教

科書更重視清日戰爭的起因、與日軍戰斗的朝鮮農民軍的歷史。關於日本與清朝締結的媾和條

約也沒有涉及。 

     

“全州和約締結後，農民軍解散，朝鮮政府要求日本撤軍。日本拒絕，攻占了朝鮮王宮，

引發了清日戰爭。日軍的侵略行徑昭然若揭，農民軍遂提出打倒日軍的口號，再次揭竿而起。＂ 

 

國史編纂委員會史料調查室室長具仙姬解釋說：“遭到掠奪的農民自發地向政府提出抗

議，要求改革，因此東學農民運動在韓國的歷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另外，東學農民運動受

到重視還有一個理由，即東學農民軍後來參加了抗擊日本統治的義兵斗爭，“繼承了抗日斗爭

的傳統＂（國史教科書）。 

（櫻井泉） 

■ 台灣 詳細闡述殖民地的功過 

台灣的《國民中學·社會》（南一書局）在中國史部分的“清末改革的挫敗＂中，用１頁篇

幅論及了甲午中日戰爭。書中用地圖描述戰局，與二十幾年前的教科書相比，描述簡單，對於

戰敗的意義定位如下： 

    

“甲午戰爭的失敗，證明了單靠槍炮與軍隊的器物層次改革并不足以自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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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關於戰爭導致台灣割讓給日本，則在中學１年級的台灣史部分學習。教科書用

16 頁篇幅追溯了長達 50 年的殖民地時代。從推舉出台灣地方長官的台灣民主國的建國、原住

民起義等抵抗日本的運動開始，從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制度的完善到“皇民化運動＂，詳細闡述

了殖民地的功過。其中，關於割讓時期的記述如下： 

 

“台灣紳民共推唐景崧、丘逢甲等人組成｀台灣民主國＇，企圖爭取外援，但未能成功。＂ 

 

“｀與其生為降虜，不如死為義民。＇台灣各地不斷有抗日運動發生。＂  

   

教育部國民教育司負責歷史教育事務的林純如女士談到了新舊教科書的區別：“教科書

的敘述已經越來越開放、客觀公正了。關於日本時代，有｀日本占領＇和｀日本統治＇兩種說

法，最近｀統治＇這種說法多起來了。在國民黨時代因為台灣與日本斷交，曾有過諸如｀恩將

仇報＇之類情緒化的記述。＂ 

（田村宏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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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藤一利 作家 
 

連載▪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3） 

--東亞近現代史上的 10 件大事是什麼？ 

 

■ 知曉問題卻無動於衷的內閣 

 

（選“10 件大事＂）本來是不好排序的，但我在第一項裡列

出了日中戰爭。當時，日本已經成為近代國家，正處於暴露出帝

國主義猙獰面目的時期。 

 

如果回顧一下日中關系的流向，只不過是意料之中的事情，

結果還是發生了。從芥川龍之介在《支那游記》裡全然無意識描

寫的字裡行間中，卻可以讀到中國是怎樣地反日。人們不免擔心，

兩國遲早會發生衝突。 

     

但是，我們感覺不到日本的歷代內閣有試圖解決問題的想

法。攻占了南京，本以為戰爭會結束，可并沒有結束；又占領了

漢口，可戰爭依然進行。明知向中國內陸繼續輸送軍隊將會越陷

越深，應該考慮和平了，可是仍不罷休。即使意識到情況不妙，

可依然孤注一擲。這難道不是最大的教訓嗎？ 

     

日俄戰爭的問題不在於戰爭本身，而在於日本作為戰勝國對

中國所表現出來的優越感變得越加露骨了。日本在日俄戰爭之前

一直對中國懷有某種尊敬，而此時已經不把中國放在眼裡了。當

時在日本有很多中國留學生，可當日俄戰爭勝局已定時，日本便開始鎮壓留學生。一旦傲慢起

來，意識會發生變化。辛亥革命的志士當中有很多曾在日本留學，他們都被驅逐出日本。如果

善待他們就好了。 

 

    第 3 件列舉的日本戰敗對亞洲諸國來講應該是一件令人歡欣鼓舞的大事吧。“大東亞共榮

圈＂只不過是一句口號，人們并不認為日本人心裡真會這麼想。在 1944 年面向東南亞各國出版

的教授禮儀書中把當地人稱為“土人＂，可見日本傲慢之大。 

     

 

生於 1930 年。歷任《文藝春秋》

主編等職。從事歷史研究，撰

稿活躍。著述頗豐，有《昭和

史》（平凡社）等。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日中戰爭 

②日俄戰爭 

③太平洋戰爭中日本戰敗 

④滿洲事變與滿洲國建設 

⑤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 

⑥日清戰爭與割讓台灣 

⑦朝鮮戰爭 

⑧朝鮮半島分裂 

⑨日本的韓國合并 

⑩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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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戰爭後，日本的強國、大國意識膨脹的結果就是滿洲事變，企圖用謀略解決滿洲問題。

讀了日滿議定書，就會發現它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相似，完全是一個傀儡國家。條約規定，為

實現日滿共同防衛，日軍可以隨時隨地、人數不受限制地駐扎在滿洲國內。 

     

日清戰爭擊破了沉睡的中華大國，使日本萌生了成為亞洲盟主的動機，而勝海舟卻大聲疾

呼，中國可不是等閑視之的國家，日本自以為是，瞧不起中國可是大錯特錯的。有著真知灼見

的人士還是曾經認識到了這一點。 

     

正象人們常說的那樣，朝鮮戰爭對於戰後的日本來講猶如一股神風。酒從燒酒變成得利思

（Torys）、大洋（Ocean）、三得利（Suntory）威士忌，還真有點兒應接不暇。如果沒有戰爭的

特需，日本的復興不知要拖後多少年呢！不過，對於朝鮮人來說，沒有比這再慘烈的戰爭了。 

     

我不太想提起的大事，就是韓國合并（*）。日本的說法是日韓合并是得到了國際承認的，

但問題是那以後的日本政策好像證明了日本并沒有真正做到與其他民族交往。日本沒有理解他

們有多麼強的民族自尊心，能夠恰當對應的政治策略一項也不曾有過。 

     

最後是鴉片戰爭。這場戰爭使日本人意識到必須創建近代國家，促進了明治維新，在這一

點上，鴉片戰爭倒是起到了很大作用。 

     

現在日本人似乎并沒有感到曾經給朝鮮人和中國人帶來過痛苦，但人是要背負歷史活下去

的。就算是為了進行自然的交往，也有一些事情是事先需要了解的。 

（采訪者 福田宏樹） 

 

 

* 韓國不承認所謂的合并條約，而稱之為“強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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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和台灣割讓(下) 

 

依然硝烟弥漫的海面 

 

在日清戰爭（中國稱為甲午中日戰爭）中，日本和中國到底進行了怎樣的戰斗？其結果又

給中國和台灣帶來了什麼影響？為尋求答案，記者訪問了日軍曾經蜂擁而至的中國和台灣的兩

處海濱。 

 

寧靜的海面在夏日陽光下碧波粼粼。 

 

威海市位於黃海之濱山東半島的頂端。承載著大批游客的渡輪往返穿梭在碼頭和海灣內的

小島“劉公島＂之間。 

 

在被稱為威海衛的十九世紀，這裡曾是駐守清朝東北部海域的北洋艦隊的基地。沿著海岸

築起了炮台，劉公島上建起了提督府衙門。盡管至 1880 年代一直被稱為東洋第一的艦隊，但在

日清戰爭中卻被擊敗。日軍闖入這片海域，北洋艦隊投降。 

 

 

 

離開渡輪碼頭步行幾分鐘路程，可以看到停泊著一艘老式軍艦。那就是當年北洋艦隊的旗

艦“定遠＂。定遠按照與實物大致相同的形狀和主尺度比例復原建造，長度有九十余米。2005

年 4 月正式亮相，艦內展覽著歷史資料。 

 

記者見到了擁有這艘艦船的威海北洋水師旅游發展有限公司的姜培旗總經理。他表 

左圖:1895 年，日軍登陸台灣東北角的澳底海邊。玻璃說明板上，刻著登陸當時的照片圖案，似乎在凝視著

海邊登陸的日軍亡靈 = 攝影：五十川倫義 

右圖：復原後的“定遠＂艦 = 山東省威海市  攝影：小宮路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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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沒有對中日關系施加影響的考慮。目的是客觀地反映歷史＂。據說建成後兩年時間裡約

有六十多萬游人來訪，為發展旅游發揮了作用。 

 

   

■ 彼此戒備的日本和清朝  爭相增強海軍 
  

日本人對定遠抱有復雜的感情。1886 年，發生在定遠與其它

艦船一同停靠日本之際，水兵們在長崎騷亂，和警察發生大規模衝

突，雙方均出現死者。日本方面在著實領教了大清國艦隊威容的同

時，也有人認為水兵們的舉動對日本而言是“國恥＂，由此成為日

本加強海軍的一大因素。 

 

但是，首先使清政府提高了警戒意識的是日本的所作所為。在

十二年前，曾經歷了日本出兵台灣的清政府，為增強海軍戰力投入

了巨額銀兩。日本和清朝展開了擴軍競賽。 

 

據陪同參觀定遠艦內的該旅游公司研究人員介紹，在戰爭之

際，日本海軍已處於領先位置。“日本軍艦不僅火炮數量多，而且

發射速度也占優勢＂。另一方面，北洋艦隊的擴充卻在 1880 年代

末期就已停止。 

 

清政府為什麼停止了擴充步伐呢？ 

 

在由當地專家們所著《北洋海軍與劉公島》中是這樣講述的。

清政府因財政困難，於 1891 年決定兩年內禁止采購艦船、火炮，

北洋艦隊也因此沒有增加任何艦船。并指出，其背景即出於清政府

對海軍實力的自我陶醉，也緣於最高統治者西太後為修建離宮等耗

費大筆銀兩而招致財政緊張。 

 

若果真如此，清政府的夜郎自大及西太後的專權便成為戰敗的遠因了。 

 

當然還有其他背景存在。比如有指出光緒皇帝和西太後的明爭暗斗、圍繞兩人形成高官們

的對立等各種因素，明裡暗裡都和對日戰略交織在一起。在中國，認為政治近代化的滯後是戰

敗主要原因的看法比較普遍。 

 

一談到一百多年前擴軍的歷史，就會使人看到圍繞東支那海（東海）問題近年來日本與中

國對峙的身影。 

西太後（1835～1908 年）清朝

第 9代皇帝鹹豐帝的妃子，同治

帝的生母。在小皇帝御座後面實

行垂簾聽政。同治帝死後，立其

妹之子即光緒皇帝繼位。實際掌

握政權約半個世紀。在執政期間

因投入大量財力興建避暑離宮

“頤和園＂和大辦六旬萬壽慶

典而使國家財政吃緊，導致甲午

戰爭失敗，受到批判。1898 年

囚禁試圖實施“戊戌變法＂政

治改革的光緒皇帝，其影響力一

直持續到清朝滅亡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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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中國的軍費連續十九年保持兩位數的增長以及踏踏實實地努力提高潛艇艦隊能力等，

日本也對東海加強了戒備。同時作為中國方面，也密切戒備日本通過修改憲法從而開闢在海外

行使武力的道路，日美聯合導彈防御網是否擴展到台灣等問題。 

 

誠然，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與當今情況不盡相同。很難想象在不遠的將來日中兩國在

這片海域上會再次開戰。但是，屢屢陷於相互不信任，并對對方軍事動向過度緊張也是事實。

雙方動輒顯現的民族主義情緒也令人擔憂。 

 

中國研究日清戰爭第一人、在講到清政府敗因時，指出了其中之一的外交失敗。為拜見山

東省歷史學會戚其章名譽會長，記者訪問了省會濟南。 

 

據戚先生介紹，當時擔負軍事、外交大任的重臣李鴻章，為避免戰爭曾期待英國及俄羅斯

從中斡旋，結果未能如願。關於割讓台灣，也曾考慮向英國出讓台灣的權益以期防止割讓給日

本，但一經提出就遭到了英方的拒絕。 

 

戚會長指出：“日本已看清了列強的關系。早已向英國表明，日本比起清政府來更有能力

阻止俄羅斯的蠶食＂。認為清政府看不透列強的真實意圖，稀裡糊塗地想依賴列強力量的戰略

是重大的失誤。 

 

記者又轉向了另一處海濱。 

 

■ 根源上的差異  台灣人的歷史觀 
 

位於台灣東北部的澳底。海水浴場泛起微微的波浪。因受台風影響游泳被禁止，但從設在

海濱的游泳池裡傳來陣陣孩子們的嬉戲聲。 

 

1895 年 5 月，日軍就是從這裡的海岸登陸的。台灣是根據日本和清政府的媾和條約割讓給

日本的，而殖民地統治并非開始就一帆風順。同由台灣的官僚和名紳們組織的“台灣民主國＂

軍隊以及地主勢力等的戰斗持續到秋季，其後也時常發生武裝起義。 

 

在海濱建有抗日紀念碑。那裡曾經立有日軍登陸紀念碑，70 年代被取而代之。 

 

台灣民眾對於割讓台灣的歷史，看法比較復雜。主要傾向顯示，國民黨政權當政前就生活

在這裡的當地人有著較強的台灣人意識，而其後從大陸過來的人則有著較強的中國人意識。兩

者之間，在歷史觀和政治立場上均有不同。 

 

民進黨在不斷地強調台灣人意識，而國民黨則中國人意識比較濃厚，并將與大陸的統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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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其主張之中。 

 

台北郊外的國史館是編輯台灣史的總統府直屬機構。自民進黨執政以來擔任館長的張炎憲

稱：“台灣人有被清朝拋棄了的悲情＂。并指出，清朝派遣來台灣的巡撫（相當於日本的縣知

事），盡管已成為台灣民主國的總統，但日軍一到，就馬上返回大陸了。 

 

但同時又這樣說：“日清戰爭以後，台灣走的是一條與中國不同的道路，它處於發展資本

主義經濟，致力於實現包括民主及自由在內的社會現代化這一貫的進程中＂。盡管一段時期曾

受日本統治，但同大陸不同，獨自發展至今的自負心理，無疑會影響到處理台海問題的姿態。 

 

與此不同，在國民黨中具有這樣的認識：台灣割讓的真相是日本付諸武力“侵略＂的結果，

是從清政府手中強取豪奪的。 

 

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的前主任委員陳鵬仁氏在台北的事務所這樣談到：“日本出於為南

進做跳板的軍事目的以及作為茶葉及樟腦的產地，又為企圖拓為日本的市場這樣的經濟目的，

才謀取台灣＂；“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投降時，60 歲以上的人為能夠重返中國而歡呼雀

躍＂。 

 

對於清政府將台灣割讓給日本表示理解，認為：“清政府已不具有同日本繼續交戰的實力，

應該是無奈之舉吧＂。 

 

在台灣，眼下正為明年 3 月舉行總統選舉而熱鬧非凡。7 月上旬，圍繞日本統治時期的台

灣人活動家，在台北舉辦了題為“歷史與政治的對話＂研討會。會上民進黨的候選人謝長廷和

國民黨的候選人馬英九展來了激烈的交鋒。當馬英九對抵抗日本的活動家給予評價後，謝長廷

當即表示：日本也好，國民黨也好，都是外來政權。雙方馬上在歷史觀上發生碰撞。 

 

中國正在密切注視著台灣社會這樣的動向。如果出現企圖獨立的舉動，中國已做好不惜付

諸武力的准備。在台灣的對岸已部署了大量導彈予以牽制，海軍也得到了增強。台灣軍隊也在

毫不懈怠地進行著假想與中國開戰的演習。 

 

澳底給我留下了閑適寧靜的印象。但是，在 11 年前，飛來的導彈就落在距此不遠的海面。

那是第一次總統直選之前，中國稱之為“演習＂而發射的導彈。 

 

這片海面依然硝煙彌漫，似乎與一百一十年前沒有多大變化。（五十川倫義） 

 

■實現了占領台灣後的日本，又圍繞著統治朝鮮與俄羅斯交戰。下次再談這個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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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灣的歷史 

 

南太平洋系等民族自古居住在這裡。進入 17 世紀後，荷蘭人占據了台灣島的南部地區，

西班牙人占據了台灣島的北部地區。荷蘭人擊退西班牙人統治了台灣島，後來鄭成功為恢復

大明，驅逐了荷蘭勢力，台灣的統治權轉入鄭氏一族。 

 

  清朝擊敗鄭氏集團，將台灣列入了大清版圖。從此，來自福建等地的大陸移民急劇增多。

日清戰爭時，日本占領了台灣西面的澎湖列島。1895 年日本和清政府簽訂《下關條約》（《馬

關條約》），向日本割讓了台灣·澎湖列島。台灣從此進入長達半世紀的殖民地歷史。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後撤出台灣，國民黨領導的中華民國政府開始統治台灣。由

於從大陸大量涌入的“外省人＂和當地居民的“本省人＂之間的矛盾越來越深，進而從 1947

年 2 月 28 日開始，發生了政府和當地民眾之間的衝突（二・二八事件），造成大量傷亡，兩

者由此產生決定性的裂痕。1949 年，中國內戰的結果，中國共產黨宣布成立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華民國政府遷都台北，百萬～數百萬人逃往台灣。國民黨政權繼續統治台灣，80 年代開始

逐步民主化，經過 96 年引進總統全民直選制度，2000 年民進黨取得政權。 

 

 

■ 日本人的亞洲觀    

日清（甲午中日）戰爭擴散“蔑視心理＂ 

 

日清（甲午中日）戰爭大大地改變了日本人對中國及朝鮮的印象。 

 

比如，福澤諭吉創辦的《時事新報》在開戰後不久的 1894 年 7 月 29 日發表了題為《日清

的戰爭是文野的戰爭》的社論。 

 

“文野＂即指“文明＂和“野蠻＂，將日清戰爭定義為“推動文明開化進程＂的日本和

“阻礙進步＂的清朝之間的戰爭。11 月又針對朝鮮發表了社論，主張為推進“文明流＂的改革，

不得不采取“強制＂手段，應由日本掌握“國務實權＂。 

   

甚至著名的反戰主義者內村鑑三在當時也持有同樣看法。同年 8 月，內村在雜志上用英文

面向歐美人發表文章指出：日本是“東洋進步主義之戰士＂，中國是“進步之大敵＂。 

 

研究日中關系的敬愛大學（千葉縣）家近亮子副教授指出：“日清戰爭的勝利，不僅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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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萌生了亞洲是落後的認識，同時擴散了蔑視心理。＂這種意識通過 10 年後的日俄戰爭得到進

一 

 

步加強，最後終於導致了侵略中國的行為。 

 

那麼這種意識至今是否還有保留嗎？家近副教授在 7月份面向學生做了問卷調查。在回答 

 

“你意識到過自己是亞洲人嗎？＂的提問時，教室裡占半數來自亞洲地區的留學生中有 86％回

答“有＂；而日本學生回答“有＂的只有 63％，甚至有的學生回答“要是歐美人就好了＂。 

（吉澤龍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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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的形成  

        獨立成篇的“脫亞論＂ 

 

誕生於明治年間的“脫亞論＂，到今年春天已 122 歲了，仍然生命

力旺盛。在互聯網上檢索一下，赫然達數萬條之多。本篇擬就人們似懂

而實際上并不真正了解的“脫亞論＂予以剖析。 

 

■ö 向中國、朝鮮發表“絕交宣言＂ 

 

“脫亞論＂是發表在明治 18（1885）年 3 月 16 日的日刊新聞《時事新報》頭版上社論的

題目。并非是這一天有什麼特別的事情發生，只不過是當時許多日刊新聞都采用在頭版發表社

論的形式。 

 

盡管沒有署名，但執筆者是福澤諭吉。職級相當於現在報社的主筆兼社論總編吧。全篇 2

千余字，這在包括附錄共達 22 卷的《福澤諭吉全集》中，也只不過是占了三頁篇幅的短文。 

  

文章的要點如下： 

▽西洋文明如同“麻疹＂流行，無有效預防手段。日本接

受了文明開化，在亞洲內另闢新徑。這個宗旨就是“脫亞＂。 

▽對日本而言，不幸的事情在於，鄰近的中國、朝鮮等國

家拒絕近代化，在西洋文明迫近之時仍墨守成規，毫無維護國

家獨立的良策。 

▽兩國如能像明治維新那樣實施政治體制的變革當然最

好，否則，若干年內難免“亡國＂，任西洋諸國宰割。 

▽今日之中國、朝鮮對日本不會有任何幫助。相反從西洋

人的角度看，會因為三國地理位置相近，也將日本視同於中國、

朝鮮看待。那可是“日本國的一大不幸＂。 

▽當今已沒有坐等中國及朝鮮接受西洋文明、進而共同振興亞洲的考慮余地。莫不如與他

們分道揚鑣，同西洋列強保持步調一致。更無必要考慮中國、朝鮮是鄰近國家就給予特別關照。 

 

社論是這樣結尾的：“與惡友親近者難免身背惡名。我們必須下決心與亞洲東方的惡友決

裂＂。即，如果和壞朋友交往過密就會留下壞名聲，現在已經到了該說再見的時候了。實質上

是“絕交宣言＂。 

 

刊登了“脫亞論＂的時事新

報。當時的報紙現存於慶應義塾

大學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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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反映平靜 
 

那麼，這篇社論是怎樣出籠的呢？ 

 

在其發表前一年的 12 月，意欲實現朝鮮近代化的金玉均等親日派在京城（現首爾）發動了

軍事政變。在日軍的支援下曾一度占領了王宮并肅清了反對派。但在三天後即受到清軍的鎮壓，

政變失敗。日本的公使館也被燒毀，日本人也有傷亡。 

 

在日本新聞界爭相報道這一驚人事件的過程中，時事新報的版面格外熱氣騰騰。福澤與金

玉均等人結為至交，為支援他們的活動還向朝鮮派出了慶應義塾的門生。因此，“脫亞論＂是

在對親日派的政變失敗感到失望的背景下寫成的。 

 

可是，社論發表當時并沒有形成多大的影響。 

 

據詳知時事新報歷史的武藏野學院大學講師都倉武之介紹，該報當時創刊三年發行量便增

至七千多份。作為以知識階層為讀者對象的報紙已占據鰲頭。在有關朝鮮的報道中盡管進一步

提高了可信度，但沒有跡象表明“脫亞論＂受到特別的注意。後來福澤本人也從未再提及“脫

亞論＂，甚至連脫亞一詞都不再使用。都倉認為：“在時事新報社內也沒有被引用過，其存在

已完全被遺忘了＂。 

 

■ 侵略的理論於戰後復活 
 

似乎完全被忘卻的“脫亞論＂，再次被提起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了。 

 

據一直密切關注這一過程的靜岡縣立大學助教平山洋介紹，最初被引用是在 1951 年，是在

歷史學家遠山茂樹所著《日清戰爭與福澤諭吉》這篇論文中。 

 

在重新認識福澤諭吉的外交論這一過程中，針對中國、朝鮮顯示出強硬姿態的“脫亞論＂

成為研究的對象，其知名度也隨之上昇，并在 1983 年收入了山川出版社出版的高中日本史教科

書中。 

 

在中國及韓國，“脫亞論＂也逐漸開始受到矚目。據首爾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姜相圭研究

員介紹，在韓國的研究論文中出現引用“脫亞論＂的事例是在 1970 年代以後。而 1980 年代的

日本歷史教科書問題一發生，“脫亞論＂作為日本侵略的論理再次成為議論的焦點。目前在高

中的世界史教科書中已被引用。在中國的江蘇省等地，也被用作 2003 年高考的試卷問題。 

 

在日語的網絡空間，也大量地充滿了“脫亞論＂這一詞匯。圍繞參拜靖國神社而與近鄰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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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的外交摩擦，或者圍繞建立東亞共同體的論爭中，在表示應向中國及朝鮮顯示強硬姿態的意

見時被引用的事例引人注目。 

 

都倉認為：“脫亞一詞脫離了福澤獨立成章。在處理與亞洲各國關系時，為使自身的主張

更具權威性、更有力度，往往被偽善地詮釋＂。 

（吉澤龍彥） 

 

 

 

■ 紙幣 

代表國家形象的“臉面＂ 

提起福澤諭吉，人們就會聯想到一萬日元紙幣的肖像。他在

1984 年繼承了聖德太子的寶座。據說選定的理由是“具有與紙幣

相稱的品位，為國民各階層所熟知，在國際上也有較高知名度＂（財

務省通貨企劃調整室）。如果相信這種解釋，似乎可以說紙幣上的

肖像是“國家的臉面＂，在某種程度上擔負著國家形象之重任。 

 

在中國是怎樣的情形呢？借 1999 年的“建國 50 周年＂之機，

以全新改版的設計，將一元到一百元面值的紙幣全部統一為“建國

初期的毛澤東＂的肖像。在那之前，也曾經使用了周恩來及少數民

族的肖像。對於為何統一，沒有正式的解釋。 

 

▼ 福澤諭吉 （1835～1901 年） 

 

代表近代日本的啟蒙思想家。出生於中津藩的下級武士家庭，早年入緒方洪庵的“適塾＂學

習“蘭學＂。後赴江戶學習英語，1860 年乘鹹臨輪渡美國考察。曾隨幕府的遣歐、遣美使節團赴

歐美考察。1860 年將原奉藩命開辦的塾館易名為慶應義塾，即現在慶應義塾大學的前身。 

 

未曾擔任政府要職，一直活躍於輿論·教育界。出版了《西洋情況》等多部著述。以“天不

生人上之人＂為開篇的《勸學篇》成為明治時代初期的最大暢銷書。1882 年創立了日報《時事新

報》。該報在福澤逝後存續至 1936 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還曾短時期復刊。 

 

中國、韓國、台灣、日本的紙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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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在一萬韓元紙幣上使用了朝鮮文字的創始人世宗大王，在五千韓元和一千韓元上分別

使用了儒學家李栗谷、李退溪。2009 年還將計劃發行十萬和五萬面值的韓元紙幣，決定使用誰

的肖像引起廣泛關注。政府和韓國央行將采取通過輿論調查等方式進行選定的方針。 

 

日本除聖德太子外，還曾經使用了伊藤博文及岩倉具視等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家，而 1984

年以後則基本上被文化人取而代之。財務省對此解釋說：“這是因為許多國家都開始使用文化

人了＂。 

 

台灣的一百元紙幣使用被稱為“國父＂的孫文，二百元是國民黨領導人蔣介石。更大額面

值的紙幣使用的是少年棒球隊及觀看地球儀的孩子等圖案。據說這是緣於“繼續維持孫文和蔣

介石地位，同時削弱政治氣息＂。（台灣中央銀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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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連載▪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4） 

--東亞近現代史上的 10 件大事是什麼？ 

 

 

■ 適應日中對等地位的時期 
  

“10 件大事＂列舉了整個東亞地區各轉折時期發生的重

大事件。為了著重體現事件之間的相互關聯性，擬按事件發生

時間順序進行排列。 

 

如果按照重要程度順序排列，第一個應該選“開國＂。因

為在此之前，東亞有華夷秩序，還沒有西方諸國的影響，但是

開國使東亞一下子和世界聯系起來了。 

 

與日本不同，中國不怎麼用“開國＂這個詞。因為發生了

鴉片戰爭，所以通常用西方列強“用武力打開了中國國門＂的

概念來表述這段歷史。東亞地區無一例外，遭受到了西方列強

的強烈衝擊。從這個意義上講，這是影響整個東亞的歷史事件。 

     

以後，日本經過明治維新和日俄戰爭首先進入了強國的行

列，改變了東亞的體制，是一次重大的變革，也是第一次黃種

人打敗白種人的戰爭。另一方面，在中國看來日本已經不是亞

洲國家，而是成為西方列強中的一員了。日本把朝鮮半島變為

它的殖民地，是日本加速西方列強化進程的行為結果。  

  

對辛亥革命的重要性，日本和韓國學者對此給予了超出中國的關注。辛亥革命推翻了在中

國持續了兩千多年的封建帝制，建立了亞洲第一個共和制的國家。這是具有象征意義的歷史事

件。但是，由於中國在辛亥革命以後陷入了長期混亂。因此，過於偏重對革命失敗的評價，而

沒有充分認識其革命的重要性。 

 

1948 年生。中日歷史共同研究的中

方負責人。參與編輯民間歷史通用

輔助教材。著書有《日本侵華戰爭

時期的化學戰》等。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亞洲地區的“開國＂ 

②日本明治維新與日俄戰爭 

③中國的辛亥革命 

④中日戰爭 

⑤太平洋戰爭 

⑥日本戰敗與冷戰開始 

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立 

⑧中日邦交正常化 

⑨冷戰結束 

⑩東亞諸國的經濟發展與政治格局

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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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洲事變（日本稱九·一八事變）以後，持續了 14 年的中日戰爭（1937 年爆發全面戰爭）

是亞洲兩個大國之間的戰爭，對兩國都是重要的轉折點。 

 

日本加入西方列強行列以後，對亞洲發動了戰爭。一方面，中國的國力已經很弱，在與西

方列強之間的戰爭中頻頻告敗。然而，中日戰爭期間各種勢力得到了重新組合，國共合作使戰

爭轉為勝利。在中國，抗日戰爭是中國復興的一個轉折點。 

 

日本進而發動了與美國的太平洋戰爭。從此，戰爭蔓延到了世界範圍，侵略戰爭轉化成為

法西斯戰爭。 

 

接下來的日本戰敗也是戰爭中的一個部分，之所以特別提出來是因為戰敗帶來了很多的變

化。以戰敗為契機，日本開始走向民主主義的發展進程。戰敗後，遺留下來的問題至今沒有得

到妥善解決，包括和亞洲諸國之間的關系，還存在著沒有處理完的問題。 

     

亞洲進入冷戰時期的象征是朝鮮戰爭，與其注意具體事件相比，我們更加看重長期持續的

冷戰狀態。日本加入了美國的陣營，一直和中國對立。中國的很多政策也是從冷戰對立這個局

面來考慮的。這種狀況發生實質性的轉機是 1989 年冷戰結束。 

 

這期間，中國經歷了文化大革命，日韓建立了邦交。其中，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件大事，

由此亞洲的冷戰格局開始走向緩和。而另一方面，中蘇對立和美蘇對立日益激化。這些事件都

在冷戰的大背景下發生的。 

 

冷戰結束後，中國經濟在逐年上昇，日本又發生長期經濟停滯。1990 年代以後，中國國力

增強，與日本進入對等地位的趨勢受到關注。然而，兩國國民還沒有適應這個變化。可以說，

適應這種格局變化的時機現在開始。 

（采訪者 吉澤龍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