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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亞洲·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上） 

 

【前言】 

回首當年日軍征戰的地區，至今為其廣闊而驚愕不已。亞洲·太平洋戰爭之規模前所未有。本

章（上）的部分，將探尋為什麼日本鋌而走險與美國開戰，在（下）的部分，將探討日本戰敗後在

中國大陸發生的國共內戰。        

 

截止對美開戰陣亡 18 萬 8 千人 

“對不起陣亡者＂的緊箍咒 

“現在讓人擔心的是反恐斗爭和（使地球變暖的）二氧化碳氣體。＂ 

▼亞洲·太平洋戰爭 

1941（昭和 16）年 12 月 8日至 1945 年 8 月 15 日，日本與美

國、英國、中國等同盟國之間的戰爭。從國際上來看，它是第 2次

世界大戰的一個組成部分。對日本來講，上述戰爭還關聯到 1937

年開始的對華侵略戰爭的結局。 

    人們一般認為，戰爭始於日本時間 12 月 8 日（夏威夷時間 7

日拂曉），對夏威夷珍珠港美軍基地的進攻，但實際上，在此次進

攻大約 1個小時之前，日軍登陸英屬馬來半島的哥打巴魯時已經開

始。由此可見，戰爭的目的是為了確立“自給自足體制＂，用武力

控制英國及荷蘭的殖民地，以確保石油等各種資源。日本認為，一

旦進攻英屬領地等，與美國的戰爭就不可避免，所以進攻了太平洋一側的美軍基地。      

    由於 1945 年 8 月，美國向廣島和長崎投擲下原子彈以及蘇聯參戰，日本接受了盟軍方面被稱為《波

茨坦公告》的勸降書，戰爭結束。戰爭除了給日本本國帶來歷史上最大的災難，還使亞洲·太平洋地區

犧牲慘重。一般認為，包括軍人和平民在內，日本的死亡人數約為 310 萬人，但因為在國外下落不明、

生死未知以及死於包括原子彈爆炸在內的空襲的人數至今尚無定論，所以估計死亡人數會遠遠超過這

一數字。      

戰爭的名稱 戰爭開始兩天以後，在大本營政府聯絡會議上，日本政府將這次戰爭的名稱定為“大東

亞戰爭＂，將此前被稱為“支那事變＂的日中戰爭也包含在內。日本被占領後，按照盟軍總司令部（GHQ）

的命令，這個名稱被禁止在公文中使用，美國方面一直使用的“太平洋戰爭＂這一名稱逐漸固定下來。

在此次“歷史有生命力＂連載欄目中，由於與日中戰爭有重疊等原因，為更加淺顯易懂地說明戰爭的

性質，故稱其為“亞洲·太平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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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喃喃自語。  

 

  老人是原海軍中校木山正義先生（98 歲），活了將近一個世紀，現在還在為地球村的未來擔憂。

聞聽此言，不禁感慨，點頭稱是。 

    

  筆者為了描寫對美開戰的整個經過，在閱讀各種資料過程中很想聽一聽曾經決定并指揮了戰爭

的人的“原始聲音＂。話雖如此，可是從開戰至今已過 66 年，斯者已去，起草了稱之為“國策＂的

國家重要政策的陸海軍參謀們也已過世。當時大本營陸軍軍部最年輕的參謀瀨島龍三於今年 9 月去

世，享年 95 歲。 

 

  明知有難度還是要上，這就是新聞記者的工作。在與多方聯系中，一位熱心人為我介紹了木山

先生。 

 

木山先生熊本縣人，是畢業於海軍機關學校的精英軍官。開戰時雖然不在日軍中央部門，但從

1944 年 1 月起，作為海軍省軍需局的工作人員開始負責燃料政策方面的事務。他是為數不多、曾親

身感受過戰時軍部氣氛的人。戰後，他為海外歸國者辦了一家燃料公司。  

 

——開戰當初，您是如何看待與美國打仗這件事的？  

 

我一提出這個最想問的問題，馬上就得到了回答。 

 

  “我當時想，與美國開戰簡直是愚蠢透頂。就算和美國打仗，也毫無勝算。那時，軍人都好象

得了｀狂妄綜合症＇。＂ 

  

“愚蠢透頂＂。當時海軍裡有這種感受的人不光是木山，領導層中也有好幾位。研究日美開戰

決策過程的靜岡縣立大學講師森山優說：“對日本來說，當時并不存在必須舉國對美作戰的利害關

系。美國方面也是如此，雖說社會輿論是親華一邊倒，但也很難想象美國會自願為中國付出犧牲。

從結果看，這是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 

 

■ 莫名其妙的戰爭 契機是石油禁運 

 

那麼，這場莫名其妙的戰爭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為了尋找答案，筆者在此不妨概括地回顧一

下 1937 年 7 月日中戰爭爆發後的經過。 

 

日本原以為只要攻陷了首都南京，中國就會俯首稱臣，但蔣介石領導的國民政府卻遷都重慶繼 

續抗戰，英國和美國也提供了支援。▼日中戰爭陷入泥潭，對美英開戰之前，日軍實際上已有 18 萬

8 千多人戰死。另一方面，希特勒統治下的德國在歐洲掀起戰爭，迫使法國和荷蘭投降。▼日本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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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和意大利結成三國軍事同盟，企圖對美英施加壓力。▼結果適得其反，美國態度變得強硬起來，

導致 1941 年 8 月決定全面禁止對日出口石油。當時，日本的石油進口多半依賴美國。 

 

    由於美國的石油禁運，日本被迫面對與此前完全不同的局面，而且必須作出重大抉擇。總的說

來大致有以下兩種選擇。 

 

    為了獲取石油等重要物資，用武力征服荷蘭領地印度尼西亞以及英屬馬來西亞等地。即為打敗

蔣介石政權，也要下決心與美英全面開戰。 

 

    或者接受美國提出的各種要求，從中國撤兵。 

 

無論是昭和天皇還是當時的首相近衛文麿都曾想避免戰爭。盡管當時美國還不是像今天這樣的

超級軍事大國，但僅從汽車產量這項數據來看，美國就是日本的 100 倍，在工業實力上美國占有壓

倒優勢。 

 

    然而，陸軍斷然拒絕了從中國撤兵的要求。 

 

    最能體現陸軍這一主張的是 10 月 14 日的內閣會議。陸軍大臣東條英機（照片）說： 

“撤兵是如同命脈一樣的問題，免談！如果乖乖屈服於美國的要求，支那

事變的戰果就毀之一旦，滿洲國將面臨崩潰，朝鮮統治也將陷入危機。支

那事變造成幾十萬人陣亡，數倍於此的遺屬、幾十萬傷員，數百萬的軍人

和一億國民正在戰場和國內苦受煎熬。＂ 

 

    “駐軍是命脈，不能撤！（略）讓步、讓步、再讓步，難道連最基本

的｀命脈＇都要拱手相讓嗎？讓到這般田地，那外交到底是什麼？就是投

降！＂ 

 

    陸軍方面認為，輕易撤兵除了會對殖民地統治產生影響，更是對明治

時代以來陸軍主導的大陸政策的否定，必將導致陸軍威信掃地。  

 

加之在戰前的日本，“因為對不起陣亡者，所以不能……＂這樣的邏輯極為盛行的樣子。例如

日俄戰爭以後，元老山縣有朋就關於歸還關東洲（注：中國遼東半島西南端原日本租借地）問題上

書政府：“這是以 20 億日元的資材和 20 多萬人的死傷為代價獲得的戰利品，不能歸還。＂如此看

來，這種“對不起陣亡者＂的緊箍咒正是使戰爭繼續下去以至戰火燒至本土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在政府和軍部內部，與美國開戰的當事者是將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與美軍艦隊決戰的 

海軍達成了諒解。如果海軍堅持“絕對不能對美開戰！＂的態度，那麼對美戰爭就不會發生。但是， 

東條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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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海軍方面也有問題。對於一直以“假想敵是美國＂為理由而獲得軍備預算的海軍來講，如果承 

認“因為會戰敗，所以不能開戰＂，就等於否定自身存在的意義。 

 

■ 不明內情的情況下 新海軍大臣決意開戰 

 

近衛在東條“駐軍是命脈＂的發言兩天後辭職。昭和天皇任命東條為其後任。天皇似有若是東

條就能控制陸軍的期待，指示其重新制定國策。 

 

    但是，軍部最高層的陸軍大臣、海軍大臣、參謀總長和軍令部總長 4 人當中，在新內閣被更換

的只有海軍大臣。如果不換人，想法就很難轉變。而且東條否決了海軍推薦的非戰派海軍大臣候選

人。後來匆忙上任的海軍大臣島田繁太郎是一個對軍部中央的內情不甚了解的人物。 

 

10 月 30 日下午，島田召見了屬於非戰派的海軍次官澤本賴雄等人，告知已決開戰之意。島田

說： 

 

“事到如今，我還是摸不准中央的意圖，但從幾天來的氣氛判斷，大勢已去，難以扭轉乾坤。＂ 

 

按照澤本日記的說法，澤本在此之後再次拜會島田，試圖讓他改變主意。 

 

澤本：“應該請陸軍重新考慮緩和（日美）談判的條件＂。 

  

島田：“如果那麼做，就對不起陸軍 20 萬亡魂，就是抹煞支那事變的戰果。這種想法不改變，

我也無能為力。＂  

 

澤本：“是否去改變它才是問題所在。陸軍的頑固在於不能改變（這一想法），所以有必要糾正

這一點。＂ 

 

    澤本最後的執著努力，最終在“對不起＂的邏輯面前碰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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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海軍也決心開戰，但外交大臣東鄉茂德（照片）仍堅持反對馬上

開戰。以下我想介紹一下在最後的情況下東鄉采取的秘密計策。作出最終

結論的大本營政府聯絡會議從 11 月 1 日一直開到第二天凌晨，歷經 17 個

小時的討論後決定，如果到 11 月末通過外交渠道仍舊無法解決，就於 12

月初開戰。 

   

問題是，與美國談判時如何設定讓步的底線？盡管通過政府和軍部的

協調已經確定了日本方面的最終方案（“甲案＂），但東鄉外相在這裡又提

出了一個全新的方案（“乙案＂）。其主要內容是，由於日軍進駐法屬印度

支那南部（日本簡稱其為“南部法印＂）才招致美國的石油禁運，那麼以

日軍從南部撤回北部為條件，換取美國允許一定數量的石油出口。 

 

    東鄉的“底牌＂是，甲案無法解決問題的前提下，（乙案）在不涉及從中國撤兵問題的情況下可

以避免開戰。 

  最近，由於一橋大學名譽教授細谷千博和中央大學教授佐藤元英發現了日美談判的相關文件，

於是圍繞乙案的新史實浮出水面。題為《日美談判經過（下卷）》的文件是開戰翌年由美國局第一課

長加瀨俊一整理編寫的。 

■ 外交電報刪除了“底牌＂的讓步內容 

 

關於乙案的記述如下：  

 

    “根據特殊考慮，乙案發出時去掉了｀駐扎南部法印日軍已做好移防北部之准備＇的內容。＂ 

 

也就是說，被認為是乙案中最重要的讓步內容，在發給駐華盛頓日本大使館的外交電報中故意

沒有加進去。包括那部分內容在內的文件由匆忙被派往美國進行最終談判的來棲三郎大使隨身攜

帶。這個新史實在上述《日美談判經過（下卷）》中透露出來。 

 

也許是東鄉考慮到外交電報密碼有被美方破譯的危險性，所以才刪掉了“底牌＂的內容。如果

美國方面通過破譯密碼事先就知道了相關內容，那麼“底牌＂的衝擊力就會減弱。順便說一句，日

本也曾截獲美國的外交電報，破譯了密碼。  

 

美國方面在接到日方 11 月 20 日出示的乙案以後提出了對案。因為美國想再爭取些時間做戰爭

准備，所以提出的是有效期僅為 3 個月的臨時協議案。內容是，如果日本把法屬印度支那北部的駐

軍兵力降到 2萬 5千人以下就向日本出口民用石油。 

 

東鄉茂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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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爾（Hull）國務卿原本打算在 25 日向日本方面遞交暫時協議案，可他在 26 日，也就是第二

天傍晚拿出的卻是態度強硬的基本協議案（即所謂“赫爾備忘錄＂），提出了日本從法屬印度支那及

中國全面撤軍等要求。為何一夜之間美方的態度有如此改變，至今仍是個謎。   

 

據說，如果當時提出這個暫時協議案，就不會有 12 月的開戰，戰爭本身也會避免。半個多世紀

以來致力研究日美開戰問題的細谷先生這樣說道： 

 

    “如果是在 3 個月之後的話，日本曾經滿懷期待的德國方面的戰況已發生變化，美國也作好了

戰爭准備。對日本來說，可能那時再作出開戰的決定就極其困難了。我想，考慮到戰爭帶來的慘禍，

特別是人員的犧牲，也許日本不得不臥薪嘗膽，被迫選擇不戰。＂ 

 

（佐藤和雄） 

 

把“珍珠港的和解＂傳給下一代 

發生珍珠港事件的 12 月 7 日這一天，在夏威夷，今年也像往

年一樣舉行了追悼儀式。可是卻沒有看到阿部善次的身影。因為他

在今年 4 月以 90 歲高齡過世了。他作為轟炸機飛行中隊長曾參加

了當年偷襲珍珠港的行動，最近十幾年來一直出席這個儀式。 

 

    為了追悼日美的陣亡將士，阿部委托原美國海軍陸戰隊隊員、

司號兵理查德·菲斯科每個月代他向珍珠港及太平洋國立紀念墓地

獻上兩只玫瑰花。菲斯科雖然曾是珍珠港事件中受攻擊一方，但他

贊同阿部所呼吁的日美兩國軍人之間的和解，在獻花的同時還會吹

起安魂號。在夏威夷，這個故事廣為人知，還出版了連環畫。菲斯

科先生也於 3年前去世了。  

 

    今年，代替阿部出現在儀式上的是他的女兒進直美（63 歲）

及其丈夫享治（65 歲）。享治說：“父親生前常說，之所以發生戰

爭是因為相互之間沒有充分理解對方。＂他們表示，將要繼承遺

志，只要體力允許，就會一直堅持參加這個儀式。 

 

阿部善次（左侧）与原美军士兵

们的交流在夏威夷本地报纸上被

大幅加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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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上） 

教科書比較 

 

 

 

亞洲・太平洋戰爭由於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致使人類進入“核時代＂。同時，日本帝國

的戰敗使亞洲發生了巨大變化。東亞各地的初中歷史教科書說明這場戰爭時，將其重點放在何處呢？ 

 

■ö 日本 簡化了“國民・亞洲的犧牲＂的內容 

 

日本初中教材選用最多的是《新編社會・歷史》（東

京書籍），其中 “第二次世界大戰與亞洲＂占 6頁篇幅。

在說明歐洲的戰況之後，“亞洲・太平洋之戰＂、“戰

爭結束＂各占兩頁。 

 

   在“亞洲・太平洋之戰＂中，記述了動員學生以及

空襲、疏散等內容，雖然同時也涉及到亞洲各國的受害

情況 ，但一共只有 1頁，內容很簡單。 

 

  “在受到日本侵略的東亞和東南亞，死於戰場，被強

制勞動，包括婦女和兒童在內，犧牲的平民人數眾多。

同時，還有朝鮮人、中國人等被強迫到日本做苦役，勞

動條件過於嚴酷，收入低廉，生活極為艱苦＂。 

 

在該社 10 年前出版的教科書中，說明日本國民遭受空襲之苦的戰時生活內容約占兩頁，對強

制勞動及強制隨軍慰安婦等在亞洲的迫害行為用了近 3 頁的篇幅進行具體說明，而現在則難以見到

那樣詳細的記述。 

 

   此外，關於衝繩之戰，10 年前的教科書針對“因間諜嫌疑而被日軍殺害＂，“集體自殺＂等有

關居民受害情況有著具體的記述，而如今卻改寫成“死亡眾多＂。 

      

東京書籍社會編輯部渡邊能理夫部長表示：“由於學習指導綱要變化導致授課時間減少，而需 

日軍偷襲夏威夷珍珠港時起火的美國軍艦。

刊載於日本東京書籍、中國人民教育出版社

初中教科書（PPS 通信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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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嚴格篩選內容，并用 1 個課時講解左右對開兩頁的內容，這都對內容的構成造成影響。不過也不

能否認有時代的背景＂。 

 

   1997 年，7 家出版社修訂的教科書全部提到“慰安婦＂。之後要求刪除有關內容的“新歷史教

科書編撰會＂成立，教科書的內容受到了該會等指為“過於自虐＂的影響。 

（大久保真紀） 

 

■ 韓國 兩頁篇幅記述光復軍作戰情況 
 

有關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內容，在世界史部分的《社會 2》和國定教科書《國史》兩部分有涉

及。 

 

廣泛使用的金星出版社的《社會 2》以兩頁篇幅配以插圖和照片，記述了從德軍進攻波蘭到投

擲原子彈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過程，并設置“日軍侵占印度支那＂、“日本偷襲珍珠港＂等條目，

記述了相關事實。 

 

接受筆者采訪的地丁都出版社發行的《社會 2》中，介紹了廣島原子彈爆炸受害的中學生日記。

泰陵高中教師金陸勛在說明撰寫意圖時表示：“韓國人不十分了解核武器如何恐怖。要告訴受教育

者不論是侵略國還是被侵略國，戰爭給民眾帶來了巨大的痛苦＂。 

 

國史教科書用兩頁記述了在華大韓民國臨時政府組建的韓國光復軍的作戰情況。 

 

  “一旦日帝發動太平洋戰爭，大韓民國臨時政府即向日本宣戰，與聯軍共同展開獨立戰爭。該時

期，韓國光復軍在中國各地協同中國軍隊與日軍作戰，甚至遠赴印度及緬甸戰線，協同英軍對日作

戰＂。 

 

再有，“我們民族積極開展的獨立戰爭為各國所了解，引起世界列強開始關注韓國的獨立問

題＂。“通過同盟國首腦舉行的開羅會議和波茨坦宣言，建立了確定韓國獨立的基礎＂，強調了光

復軍作戰對獨立做出的貢獻。 

 

   國史編撰委員會許英蘭博士說：“對日宣戰對戰況的影響程度如何暫且不論，總之，強調了一

直淪陷為殖民地的朝鮮成為戰勝國＂。“因為日本右翼堅持說日本是敗給美國，而不是敗給殖民地

朝鮮，所以也含有對此論調加以批駁的意思＂。 

（櫻井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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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 強調與法西斯國家作戰 

在中國廣泛使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初中教科書中，日本與美英作戰的內容列入《世界史》教科

書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單元。該單元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

利＂兩課組成，占 14 頁篇幅。其中，偷襲珍珠港等與日本有關的部分共計兩頁半，開篇記述如下。 

 

“1941 年 12 月 7 日凌晨，日本軍隊出動大批飛機，不宣而戰，偷襲太平洋美軍基地珍珠港，

重創美軍太平洋艦隊。第二天，美國對日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規模進一步擴大，全世界絕大部

分地區和人口都被卷入這場人類史上空前的浩劫之中＂。 

 

與日本教科書相比，其明顯特征是將第二次世界大戰定性為法西斯（極權主義）國家陣營與反

法西斯國家陣營的戰爭，并加以詳細說明。 

 

“法西斯國家的大肆侵略，激起了世界人民的廣泛憤怒。美國、英國、蘇聯等國家為了對付共

同的敵人法西斯，逐漸走向聯合＂。 

 

“在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日本拒絕投降。中國等亞洲各國人民對日本侵略者展開了猛烈的進

攻＂。 

 

熟悉中國歷史教科書的慶應大學副教授段瑞聰說：“中國政府繼續堅持抗日戰爭對反法西斯戰

爭的勝利做出了貢獻的觀點。這是因為中國政府認識到這與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有直接關

系＂。 

 

此外，教科書還設有以下提問，讓學生思考。 

 

  “日本存在著｀日本作為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彈受害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受害者＇的觀點，你有

什麼看法？＂ 

（佐藤和雄） 

 

■ 台灣 指出雅爾塔會議的重要性 

    台灣的教科書涉及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內容出現在中國史和世界史部分。在廣泛使用的南一書

局出版的《國民中學・社會》的中國史部分，“中日戰爭＂的條目占 1 頁，對從偷襲珍珠港到投擲

原子彈均有說明，并定位為“（中日戰爭）第二階段（中國）與盟軍并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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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對中國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開羅會議和雅爾塔會議的記述配有照片。 

 

“美國竟在中國既未與會、也不知情的狀況下，與蘇俄簽訂雅爾達秘約，出賣中國權益， 

對中國造成了很大的傷害＂。 

 

世界史部分在兩頁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條目中寫道：偷襲珍珠港“使歐、亞兩大戰場合

流＂，在世界地圖上標示出中途島海戰等主要事件，表明大戰的擴大。在此也指出：“雅爾達會議

遂成為影響戰後局勢的關鍵因素＂。末尾將大戰總結為：“規模之大，史無前例，幾乎世界各洲受

到影響，除造成數千萬人死亡，物資、金錢的損失更是難以估算＂。 

 

依據國民黨政權下“歷史課程標准＂的教科書，在世界史部分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內容占了

11 頁多。有關日本的內容配有偷襲珍珠港、廣島原子彈爆炸、受降儀式 3張照片進行了詳細說明。

此外，在中國史部分寫道：“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戰場牽制了日本一百多萬的兵力，使日本不

能傾其全力對美作戰。這些貢獻，實為同盟國獲得最後勝利的重要因素之一＂，強調了抗日戰爭的

意義。 

 

   南一書局教科書編撰指導委員、政治大學歷史系周惠民教授在談到現狀時說：“與授課時間也

有關系，戰爭的記述比較少。許多人連台灣有戰俘營，關押澳洲的戰俘等史實不知道＂。 

（田村宏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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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谷 博 

       東京大學教授 

 

       系列・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13) 

 

韓流熱 前所未有的結構變化 

著眼點是歷史的“分歧點＂。前四點是想到我們的視角被附以

什麼條件。此外，東亞具有強制實行近代化的特征。各國開始近代

化的時間差異引發出重大問題。對日本侵略鄰國，如果不同時注意

近代化時機的差異，就無法理解。 

 

首先，以“東亞的人際交流迅速發展＂和“冷戰結束＂為大

事。進入 1990 年代之後，東亞各國之間的人員互訪迅速增加。以

韓流熱為例，眾多平民百姓得以直接了解鄰國是東亞有史以來的結

構變化。其次，冷戰的結束不僅是國家之間，各國內部的障壁也同

時拆除了。在開創實現新的人際關系的同時，因冷戰被壓抑的痛苦

回憶也會浮現出來。 

 

第三要指出的是 19 世紀 80 年代前期的“東亞三國協調＂。東

亞歷史往往談論的是對立面，其實也有不對立的時代。 

 

身居東京中國公使館的黃遵憲寫有《朝鮮策略》的小冊子，主

張朝鮮為了自強，應加深與中國的關系，聯合日本，進而與美國建

立邦交。原本是根據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的建議，朝鮮國王加以采納，2 年後與美國締結條約，開

始進行國內改革。 

 

第四是“大日本帝國的崩潰＂。日本人有史以來第一次被外國占領。盡管從連續戰爭的體制下 

1950 年生。日本近代史专

业，详熟教科书问题。与早

稻田大学教授刘杰等合著

《超越国境的历史认识

——来自日本学者及海外

中国学者的视角》在日中两

国同时出版。 

“我选出的 10 件大事＂  

①②东亚的人际交流迅速

发展与冷战结束 

③19 世纪 80 年代前期东亚

三国的协调 

④大日本帝国的崩溃 

⑤⑥鸦片战争与佩里舰队

登陆日本 

⑦日清战争 

⑧⑨大韩帝国与辛亥革命 

⑩日中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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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出來，但不能忽視其精神面的創傷。可是，也需要把目光轉向近鄰。雖然沒有了日軍，但在中

國，國共兩黨內戰激化，朝鮮半島也南北分裂，重新開戰。日本進入了和平時代，而鄰國其後仍飽

受戰爭之苦。我們日本人最好還是應該了解這些事實。 

 

第五、第六當舉“鴉片戰爭和佩裡艦隊登陸日本＂。中國與西方交戰，無暇著手真正的改革。

日本則避開了戰爭，集中精力持續進行國內改革。在淡薄的國際關系中沉睡的國家突然急劇變化為

充滿活力且帶有擴張性的國家。 

 

第七是“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在日本，日俄戰爭每每被回憶為“偉大的戰爭＂，但在

後人來看，作為分歧點，日清戰爭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正是日清戰爭，日本人開始深信“可以向近

鄰擴張，殖民地一旦到手，絕不放手＂。 

 

第八和第九是“大韓帝國與辛亥革命＂。繼日本之後，朝鮮、中國也興起了基於民族主義的改

革、革命。而日本的多數派不願承認其民族主義，則是招致更加不幸的開端。 

 

第十是“日中戰爭＂。由於日中戰爭，日本誤入自取毀滅之路，滿州國不復存在，朝鮮也獲得

獨立。反過來講，如果沒有日中戰爭，朝鮮為了獲取獨立，恐怕要付出相當大的犧牲。此外人們認

為，民族主義是在抗日戰爭期間滲透到了中國民眾之中。 

（采訪人・佐藤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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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亞洲·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下） 

 

國共兩軍中有殘留日本人 

 

 

1945 年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和平的“戰後＂時代開始了。時至今日，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還

這樣認為。 

 

但是，正是由於日本侵略了亞洲，因而有那麼一些人在戰敗後仍留在那裡，并作為外國的士兵

參加了“戰後＂的戰爭。 

 

“我萬萬想像不到自己的祖父會有那樣的經歷＂。 

 

我見到了說這番話的那名學生。 

▼國共內戰  指中華民國政府統帥的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

隊之間進行的內戰。1937 年爆發的日中戰爭期間，雙方曾以日本

為共同的敵人進行過戰斗，但在日本戰敗後，對立重新加劇，1946

年 6 月進入大規模戰爭。 

最初局面對國民黨有利。在兵力對比上，國民黨軍隊 430 萬

人對共產黨軍隊的 120 萬人。與後來的冷戰時代不同，蘇聯也因為

1945 年 8 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而支持國民政府。1947 年 6

月，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失守。 

但是，共產黨從東北（舊滿洲）轉為攻勢，并相繼取得自 1948

年 9 月開始的三大戰役的勝利。①遼沈戰役（以遼寧省沈陽為中心的東北地區的決戰）；②淮海戰役（以

徐州為中心的中原決戰）；③平津戰役（時稱“北平＂的北京和天津的決戰）。1949 年 1 月，北京和平解

放，國民黨的蔣介石總統下野。首都南京也被攻克，10 月，毛澤東在北京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立。逃

到台灣的蔣介石於 1950 年 3 月重新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使其得以存續，但已經失去了對大陸的統治權。 

國民黨為什麼會被打敗呢？北京大學的楊奎松教授列舉了“蔣介石的戰略性失誤＂。他指出：“因

為當時國際社會承認國民政府為中央政府，所以如果和平地利用這一點就不會丟掉大陸＂。蔣過於自信

地認為只要打就能取勝，但是經過 8年的日中戰爭，官兵具已疲憊，民眾對國民政府的腐敗及通貨膨脹

感到憤慨，而對於給農民分配了土地的共產黨的支持卻不斷擴大。蘇聯私下將日軍留下的武器交給了共

產黨軍隊也起了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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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阿部拓真(22 歲)，是位於東京都町田市的櫻美林大學二年級的學生。其祖父阿部善夫於

1945 年 3 月應征入伍到中國打仗，在日本戰敗後已過去了九個年頭的 1954 年才回國，曾擔任小學

教師，於 1963 年 38 歲時病故。拓真君的出生已是 22 年以後，他是在對祖父的事情渾然不知的情況

下長大成人的。 

 

居住在福島的祖母照子（73 歲）也從來未聽善夫提起過在中國發生了什麼事情。“難道他也

是……＂。據說對丈夫保持沉默的原因有所覺察，是在今年 2 月份觀看一部電影的時候。那是一部

名為《螞蟻部隊》（導演：池谷薰）的記錄片，反映了戰後作為中國國民黨軍隊同共產黨軍隊作戰的

日本士兵們的情況。 

 

9 月，拓真君帶著祖父的照片參加了在東京舉行的電影放映會。在給前來講演的影片主人公奧

村和一老人（83 歲）看了照片後，老人馬上情不自禁地喊道“這不是善夫嗎？！＂他們是互相直呼

其名的伙伴，從新兵訓練階段到中國內戰時一直在一起，也是一同返回日本的。他沒有料到會是以

這樣的形式同戰友的孫子會面，對奧村老人而言這也是令人激動萬分的相逢。 

 

奧村老人他們為什麼到了戰後還不得不去打仗？阿部善夫為什麼將沉默帶到了另一個世界？我

決定前去采訪昔日的戰場。 

 

中國山西省的省會，太原。戰爭時，這裡是日本“支那派遣軍北支那方面軍第 1 軍＂司令部所

在地。應征入伍後的奧村老人於 1944 年底來到太原以北的寧武。據說零下 20 度的嚴寒天氣，令出

身新瀉縣的奧村老人也瑟瑟發抖。 

 

確實，就是現在也很冷。本來想去 1948 年作為國民黨軍隊幾經激戰後有 100 多名日本兵戰死的

太原郊外的牛駝寨炮台舊址采訪，卻由於被雪覆蓋著未能成行。 

 

■ 官兵二千六百人“因長官命令＂留下 

  

1945 年 8 月，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投降。官兵們本應該在解除武裝後回國。但是，第 1 軍的 5

萬 9千人中竟有 2600 人留了下來，并在與共產黨軍隊的戰斗中死亡 550 人，奧村老人他們 700 余人

成了俘虜。 

 

“哎呀，當時實在是想回日本吶＂，奧村老人說，“可是，長官命令你留下那就只有服從。在

軍隊，長官的命令就是天皇的命令。是根本不可能違抗和反抗的＂。 

 

有組織的殘留到底是為什麼呢？似乎是被戰死戰友的怨恨推動著似的，奧村老人他們一直不懈

地在日本及中國尋覓著有關線索。并且，他們現在是這樣理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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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山西省，由國民黨方面的大軍閥閻錫山統治著。但是，共產黨的力量不斷增強，日本撤

退後如果發生內戰，閻錫山軍隊的劣勢必然而至。另一方面，日本第 1 軍司令官澄田賴四郎中將等

也面臨著戰犯指控。作為逃避戰犯責罰的交換條件，是為閻錫山留下一部分日本軍隊。據說當時存

在著這樣的交易。 

 

可是誰會料到，回國以後奧村老人他們卻被認定是按照自己的意願擅自留下的，無法從日本政

府領取發給舊軍人的補償。打官司也敗訴了。 

 

我到訪了 1948 年 7 月奧村老人受重傷被俘虜的南莊村（太原南郊），看到磚牆上仍到處遺留著

彈痕。國民黨軍隊被共產黨軍隊包圍在這個小村莊。據說當時 14 歲的農民呂彥琛的家裡有 20 多個

日本兵據守了兩天。呂本人藏身於後院的地窖裡，直等到戰斗結束。 

 

“日本兵也死了好多人，屍體就橫躺豎臥在屋裡。戰斗結束後我

打掃了房間，可是從屍體上流出來的液體都滲到屋地裡，慘得很

吶！＂ 

 

我還得以采訪了當年包圍奧村他們的共產黨軍隊的機槍班班

長、現已離休住在太原的胡蘋老人（75 歲）。 

 

“從日本兵身上真是感覺到了武士道精神。他們和閻錫山的軍隊

不同，輕易不肯投降。佯裝著放下武器了結果又開始射擊。可就是這

樣，我仍然鬧不明白為什麼日本人那麼玩命地為閻錫山打仗？＂ 

 

太原於 1949 年 4 月被共產黨軍隊占領，殘留日本兵們的戰爭也

結束了。在此之前成為俘虜的奧村老人於 1948 年 12 月被轉移至北京，不久又被送到天津的俘虜收

容所。天津在 1949 年 1 月被共產黨軍隊攻克，從而直接導致了北京的和平解放。其實就是在這支隊

伍中，也有日本人的身影。 

 

■ 無人告之是何緣由 共產黨軍隊中抬擔架 

 

我從太原轉往天津。 

 

在紀念攻克天津戰役中犧牲者的烈士紀念碑上，刻著戰友的名字。我是從現居住在東京的兵頭

義清老人（79 歲）那裡聽到這些事情的。 

 

日本於 1932 年在中國東北扶植建立了傀儡國家“滿洲國＂，并向那裡輸送了大批的開拓民。其

中有一群被稱作滿蒙開拓青少年義勇隊的少年們。兵頭老人就是為了進入其干部訓練學校，於 1943 

呂彥琛正在介紹，“有 20 多個

日本兵逃進我家死守。太可怕

了＂。據說房檐還是 1948 年戰

斗中損壞後當時的原樣。（於中

國山西省的南莊村。隈元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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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從愛媛縣來到了哈爾濱。比他晚了一年從大阪趕到這裡的，是坂口光造。 

 

兩個人從那時開始同呼吸共命運。 

 

戰後的 1946 年 9 月，開始進行抬擔架的訓練。原以為是為了將關東軍（原滿洲日本軍隊）的傷

病員抬上回國的列車，結果到達的地方卻是國共內戰硝煙彌漫的戰場，成為共產黨軍隊的擔架隊員。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當時根本就不清楚。“現在有些事情可以想象得到了，但可能對有關人士會造

成不便，所以……＂。兵頭老人不願再講下去。 

 

在槍彈橫飛的戰斗最前線，要將負傷的戰士運下去。擔架隊也是得豁出性命。身體單薄的兵頭

老人不久即轉為處理傷口的衛生兵，而身強力壯的坂口老人則繼續抬擔架。 

 

然後在 1949 年 1 月 15 日，兵頭老人所屬的部隊活捉了國民黨軍隊的司令官，天津洋溢在一片

解放的喜悅當中，此時卻傳來了坂口老人的噩耗。據說他是被迫擊炮彈片擊中，內臟都流出來了。 

 

此後，兵頭老人又轉戰中國各地，內戰結束後成為藥劑師，於 1958 年回國。他曾在大阪執著地

尋找過坂口的家屬，結果未能找到。 

 

現在的天津，還有他的名字嗎？“紀念碑＂確實還有，但因城市建設占地面積已縮小，犧牲者

名單也轉放在別的陵園。我去采訪時，工作人員特意從裡面將名單拿了出來。我順著 2025 人的名字

看下去，最後看到了“坂口光熙＂。這無疑是將坂口的名字寫錯了。 

 

在天津市內，還有一處記錄和展覽當時戰斗情況的“天津戰役紀念館＂。在其中鐫刻著每一名

犧牲者名字的展台中，也沒有發現坂口的名字。“我（們）真的不知道還有日本人參加。我們希望

充實中日友好的內容，如果有遺物等，我們一定會展出＂。劉光欣副館長（48 歲）好象有些歉疚似

的這樣表示。 

 

■ 醫師、技術人員…留用者幾萬人 

 

   在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陣營裡都有日本人，犧牲者也不在少數。當這些事實即使在當地都幾乎

要被忘記的時候，也有人開始對此進行實證性研究。 

 

校址設在埼玉縣的大東文化大學的鹿錫俊教授（52 歲）認為，通過澄清日本人在戰後中國巨變

過程中曾發揮的作用，能夠反映出日中關系的多面性。 

 

“按照中國當局的要求、命令或者強制被留在中國工作，即被留用的日本人，無論是國民黨方

面還是共產黨方面，分別至少都在 2、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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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醫師、護士和技術人員。例如，在中國東北部的共產黨干部 1948 年 1 月寫 

的報告中表明，部隊醫院的醫師和護士中八成是日本人，共產黨方面最多也就是只能派出 1名院長。

奧村和一老人在山西省受傷後成為共產黨軍隊的俘虜，為他進行治療的軍醫也是日本人。 

 

并且，原關東軍飛行隊長林彌一郎（已故）率領部下為沒有空軍的共產黨軍隊培養飛行員并進

行技術訓練，在中國早已被廣為人知。 

 

總之，在決定生死命運的激烈內戰中，可以說，國民黨軍隊也好，共產黨軍隊也罷，自己力量

不足的地方依靠了日本人。 

 

兵頭老人和坂口老人被看重的，大概是他們經過軍事訓練磨練的年輕人的朝氣吧。 

 

“即使想讓這些人回國，也極有可能在途中國民黨軍隊控制地區被扣留并使用，與其那樣，不

如我們這邊用著吧，共產黨軍隊大概是這麼考慮的吧＂。回顧過往，兵頭老人深有體會地說。 

 

“一心想為滿洲國建設獻力的熱血少年，結果實際上為新中國的建設做了貢獻。現在我只是誠

心誠意地祈禱日本與中國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分別為國民黨軍隊和共產黨軍隊而戰的人一旦回國後，卻遭遇到了相同的境遇。且聽聽奧村老

人的回憶。 

 

“在回到家的第二天，負責公安的刑警就找上門來了。說是從｀中共＇（中華人民共和國），那

裡回來的人如果到公司去工作，還不知道會發生什麼事呢。我遭到如此待遇，連工作都沒能找到。＂ 

 

阿部善夫大概也遭遇了如此不公正的待遇吧。他連對妻子都什麼也沒有談起，也許在其沉默深

處蘊藏了深深的絕望。 

 

作為善夫的孫子，拓真君決定繼承祖父的意志。12 月 14 日，他獨自在櫻美林大學舉辦了《螞

蟻部隊》的放映會。在影片放映結束後，還與奧村老人、池谷導演進行了三人座談。“我要再打一

次官司！＂聽到奧村老人坦述了如此決心，池谷導演表示：“拓真君也具有原告的資格呀＂，拓真

君回答道：“是的！＂ 

 

獲得了新生力量，奧村老人他們的戰斗看來還要繼續進行下去。 

（隈元信一） 

      

◇  在中國內戰中共產黨獲得了勝利，使亞洲形成了冷戰格局，直接影響到了朝鮮半島的內戰，

下一章將論及此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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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的日本人   

日本战败之际，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 688 万人。其中军人有 367 万（陆军 330 万、海军 37 万），

平民、侨民有 321 万。至战败 4年后的 1949 年底，有 624 万人回到日本，即有超过九成的人返回了

日本。余下的 64 万人中，除去回国途中死亡的人数，就是长期的残留者。 

人数比较集中的残留者中较著名的，除了在中国东北（旧满洲）的残留孤儿、妇女及西伯利亚

被扣留人员外，应该数投身于印度尼西亚独立战争的原日本兵了。据推测这部分人最少也不下一千

人。并且，在中国还留有 120 万的日本军队。截止至 1946 年 5 月，包括平民在内有 166 万人，超过

八成的人回到了日本。被留在山西省的日本兵这样的情况，只能说是特例。（参考：加藤阳子著《战

争的逻辑》等） 

 

 

 

 

 

 

 

 

 

 

 

 

▼閻錫山（1883～1960）   

中華民國的大軍閥。曾留學日本，畢業於陸軍士官學校。在日本期間加

入孫中山創建的中國同盟會，在辛亥革命時與清政府斗爭。1912 年中華民國

成立後，任山西省的都督，其後長期執掌大權，被稱作“山西王＂。1937 年

日中戰爭爆發後，就任第二戰區司令長官，但在太原被日軍占領後退至山區，

還與日軍簽訂了局部地區停戰協議。戰後甚至動員殘留日軍同共產黨軍隊作

戰，但還是在 1949 年太原被攻破後逃往南方，最後逃至台灣。曾任國民政府

的行政院長兼國防部長。晚年專心從事著述，在台北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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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亞洲·太平洋戰爭與國共內戰（下） 

 

        生成記憶 戰爭博物館 

 

如何面對戰爭史 

 

   以怎樣的形式將過去發生的事情留在人們的記憶當中，是博物館這一設施所擔負的永久課題，

如果主題是戰爭其難度就更大了。 

 

■ 尚無“國家記憶＂的日本 

 

截至 1945 年戰敗，近代日本總是和戰爭相伴，戰爭幾乎連續不斷。還有人把 1931 年滿洲事變

到 1945 年這段時間稱為“15 年戰爭＂。 

 

   在日本，沒有把那場戰爭作為通史來展示的國立博物館。 

 

   唯一的國立歷史博物館是在千葉縣佐倉市的國立歷史民俗博物館（歷博），它所展覽的內容是從

古代到 20 世紀 20 年代，如何描述此後的歷史是自該館 1983 年成立以來一直懸而未決。這和日本政

治由於與各個鄰國的歷史問題而搖擺不定不無關系。 

 

   博物館最初成立的時候，日本因歷史教科書問題與中韓兩國的關系正處於非常緊張的狀態。後

來圍繞那場戰爭的意義，無論是國內政界還是對外關系總是摩擦不斷，因此，歷博冷眼旁觀也是理

所當然的。因為是國立博物館，其展覽的內容會被人們理解為日本的“正史＂。 

 

   也嘗試著辦過特別展。06 年，舉辦了“從佐倉連隊看戰爭時代＂展覽。因為說的是當地部隊的

事情，所以來了很多人，他們互相交談，還有人提供了新的史料。但是連隊史這樣的主題設定，也

反映了其在表現戰爭全貌方面的局限性。展覽從連隊參加的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和日俄戰爭，

到太平洋戰爭末期的菲律賓萊特島，但人們難免會留下“為什麼會那樣＂這種對大背景的疑問。 

 

在東京九段的昭和館也是國立設施。它號稱要把“戰爭期間和戰後國民生活的艱辛告訴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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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列了許多反映當時生活的史料。僅就此而言，那裡確實有很多讓人感興趣的展品，但對帶來那種

生活的戰爭本身，幾乎毫無觸及。 

 

   歷博和昭和館的情況都表明，對於那場戰爭日本時至今日還沒有可以稱得上“國家記憶＂的東

西。地方政府和民間一些與歷史相關的機構做過許多嘗試，但國立設施也只能說誰都不能提出反對

意見的“後方的辛苦＂。 

 

   靖國神社裡有遊就館，這是很象模象樣的戰爭博物館，但那裡貫穿始終的主張是，日本發動那

場戰爭是為了自保和自衛。盡管它現在是宗教法人的附屬設施，但國外有時還是把它看成代表著日

本的戰爭觀，日本直到現在還沒有代替它的國家設施。 

 

 

■ 中韓政治性鮮明 

 

中國和韓國與日本形成了鮮明的對照，對於與日本的戰

爭，態度非常明確。過錯全部在日本，中韓進行的戰爭，被毋

庸質疑地描繪為對不講道義的侵略和殖民地統治的正義之戰。

北京郊外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念館就是象征性的存在，那裡

全力頌揚與殘暴的日本進行戰斗的共產黨。 

 

   韓國的獨立紀念館因常設全景觀屏幕來展示日本統治的殘

酷而聞名，成立 20 周年的今天，還在室外舉辦了“日帝侵略時

期拷問體驗展＂的特別展覽。使用真人大小的塑像進行逼真的

展出，金三雄館長強調說“這是歷史事實，沒有誇張也沒有縮

小＂。 

 

   幾乎所有的日本國民都是很和平很紳士的，但政治家不

是，無論在參拜靖國神社問題上還是在獨島（日本稱為竹島）

問題上，他們都不是。金館長的話道出了根深蒂固的不信任。

展覽把他的不信任感具象化了，鮮明地反映出了博物館的政治

性。 

    

在韓國說起戰爭首先想到的是朝鮮戰爭，戰爭紀念館很大部分反映的是朝鮮戰爭。權永孝館長

說“戰爭是可能發生的，我們要看到這一點。但是，我們還必須把它的悲劇性告訴人們，所以做展

覽要把握平衡＂。既要提高國防意識，又要強調戰爭的悲慘，這樣的工作一定困難之極。 

 

聖公會大學鄭滈基教授在歷史紀念設施方面擁有相關著作，他說，在韓國“對於如何記憶戰爭 

入口處立著士兵群像的韓國戰爭紀念

館（首爾。福田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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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還沒有達到社會共識＂。對於獨立以前的戰爭另當別論，據說對於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國內也

有爭論。 

 

  “陽光一直沒有照到在韓國戰爭（朝鮮戰爭）中死去的老百姓。認為越南戰爭起到了防止共產化

的重要作用，這種認識一直占統治地位，但果真是那樣嗎？參加了戰爭的人，他們的痛苦和代價又

是什麼呢？人們不僅要問這樣的問題＂。 

 

   鄭教授批評說國立紀念館是軍事政權之下的產物，他正在與大學有關方面及市民團體共同推進

建立“和平博物館＂，用不同的方式記憶戰爭。 

 

■ 歷博 考問 20 世紀的展覽 

 

再回來說說歷博。 

 

   關於包括那場戰爭在內的昭和時期常設展覽的討論，現在已經開始。展覽內容暫定從滿洲事變

到 1970 年代高速增長時期，目標是在兩年後的春季開展。 

 

   歷博的安田常雄教授說，那場戰爭是怎麼回事？包括考問這個問題在內，不能封閉在日本一國

的歷史當中，要辦成思考現代是什麼，20 世紀到底是什麼的展覽。他認為，與其說是戰爭展還不如

說是“現代展＂。 

 

   安田教授今年 3 月參加了在柏林舉行的各國歷史博物館相關人員研討會。他說印象最深的就

是，“各國都開始擺脫｀作為美術館的博物館＇，努力探尋如何面對歷史＂。加拿大和澳大利亞的

博物館說關鍵詞是“多文化＂，法國說是“移民＂，波蘭說是“自由＂。聽到這些，我想博物館是

可以做些事情的。 

 

   當然，關於戰爭的主題歐美也沒有完全解決。關於越南戰爭，美國國內還沒有固定的評價，關

於投放原子彈的展覽與日本之間也有激烈摩擦。 

 

   但即便如此，看看歐洲對於納粹大屠殺評價的決定進程，再看看歐洲一體化的趨勢，我們不得

不反思東亞的今天。柏林的猶太博物館之所以會有那樣高度抽象化的表現形式，也是因為有了德國

在大屠殺認識上的政治妥協吧。 

 

對於將來的展覽，安田教授說： 

 

   “重視解說的多樣性和多義性，不是給出答案，而是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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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說這是擺脫政治麻煩的辦法也許很簡單。但是戰爭，而且是關於歷史的展覽，觀看的一方也要

有知識和體力。通過互相作用可以到達怎樣的國家記憶呢？一味投靠政治的不是“正史＂。 

（福田宏樹） 

 

▼ 戰爭博物館 

 一般指展示戰爭和軍事題材的博物館，有軍事博物館、戰爭資料館、和平博物館等各種名稱。英

國的帝國戰爭博物館、波蘭的奧斯威辛博物館、澳大利亞的戰爭紀念館等許多國家都有國立的展覽設

施。在美國有國立史密森尼航空航天博物館等，它因展出在廣島投下原子彈的安諾拉‧蓋伊號轟炸機

而引起國內外爭論。在東亞，著名的有北京郊外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念館和韓國的戰爭紀念館等。

日本有衝繩縣祈禱和平資料館、姬百合祈禱和平資料館、廣島和平紀念資料館、長崎原子彈資料館以

及東京大空襲・戰災資料中心，此外，各都道府縣都有用於展覽和研究的大大小小的設施，在向人們

傳達各地受害記錄和戰爭體驗的同時，還開展關於思考戰爭與和平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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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  傑 

早稻田大學教授  

 

系列・訪談 20 位有識之士(14) 

 

日本的戰敗使亞洲進入新時代 

 

  最重要的是 1945 年日本的戰敗。在中國大陸，此後經過內戰，

誕生了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日本在美國占領下轉變為民主的新國

家。曾經是殖民地的朝鮮半島和台灣從日本統治下解放出來。從這

個意義上講，整個東亞結束了一個時代，迎來了新時代。同時，因

美國投下原子彈，世界進入了“核時代＂。 

 

   下面按時間序列來說明。第二是日清戰爭（甲午中日戰爭）。從

中華帝國那裡得到台灣以後，日本的世界觀發生了巨變。另一方面，

對於戰敗的中國，日清戰爭也成為其正式進行改革的契機。大量的

留學生奔赴日本，對現代產生影響的改革派在歷史上留下了很深的

足跡。通過日本學習西方，中國大陸出現了這樣的新的動向。 

 

   第三是日俄戰爭。對於白種人國家的勝利，決定了直到太平洋

戰爭的日本人的戰爭觀和自我認識。戰爭給本是局外人的中國帶來

了災難，但同時也激發了中國的民族主義，這一點也很重要。 

    

第四是“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立＂。試圖打倒清朝的中國革命

派最後聚集到了東京。雖然 1911 年打倒清朝的辛亥革命緣於各地要

求獨立的叛亂，但 1905 年成立的同盟會提出了宏偉的目標，這是中

國建設新國家的原點。圖謀進攻大陸的日本與孫中山領導的革命也有很深的關系。同盟會的成立是

象征著復雜的日中關系的歷史事件。 

        

第五是日本進行的日韓合并。從日本來看，確立了其在東亞帝國地位的重要地位。但對於朝鮮

半島而言，則留下了屈辱的歷史傷痕。 

 

  

LIU JIE。1962 年生于北京。

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东亚

国际关系史。主要著作有

《日中战争下的外交》、《中

国人的历史观》等。 

 

“我选出的 10 件大事＂  

①美国投下原子弹导致日

本战败及国共内战的终结 

②日清战争 

③日俄战争 

④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立 

⑤韩国合并 

⑥对华 21 条 

⑦满洲事变 

⑧西安事变 

⑨朝鲜战争 

⑩中国的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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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是“對華 21 條＂。雖然日本從這一條約直接獲得的利益并不多，但在中國人當中從此留下

了“日本是侵略者＂這種印象。日本外交的這一失敗源於對中國民族主義的無知，幾乎所有的執政

者以後也都沒有察覺這一點，進而走向了滿洲事變和日中戰爭。 

 

   第七是滿洲事變。在短期內實現了在滿洲建國的軍部一意孤行，反映了昭和前期日本的政治結

構，同時也成為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出發點。 

 

   第八是 1936 年的西安事變。1935 年和 1936 年前後，出現了避免日本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的征

兆。日本改變了以往的高壓態度，出現了試圖理解中國民族主義的動向。但是，這對在中國大陸的

日本軍隊的影響有限，沒有使中國消除對日本的不信任。通過西安事變，“一致抗日＂成為中國前

進的方向，蔣介石停止了對共產黨的圍剿。中國的“抗日戰爭＂事實上是從這時開始的。國共合作

成為共產黨在全國建立統一政權的第一步。日中戰爭前的這一突發事件改變了中國和亞洲的命運。 

 

   第九是朝鮮戰爭。中國的參戰影響了美中關系。冷戰時代開始，朝鮮半島、台灣海峽的分裂成

為定局，東亞格局形成。對於昭和戰爭的總結，在美國的占領政策之下草草收場，給東亞留下了重

大課題。由於戰爭，日本迎來了經濟發展的轉機。 

 

最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1949 年以後中國的重建，是從 1980 年代的改革開放才真正開始的。

中國的崛起，給冷戰後的美國世界戰略和世界政治經濟秩序帶來了根本的變革。可以說，東亞的未

來取決於中國的前進方向。 

（采訪人：佐藤和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