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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有生命力”第 10 章（上）中國的改革開放 

    

   本系列報導追溯了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 終篇（上）報導了顯著崛起的中國的改

革開放，（下）著眼于韓國與臺灣的民主化，以思考這一地區的既往與將來。 

 

鄧小平  史無前例的“實踐” 

     

    夜深了，在北京“老主顧”的飯店裏難以入睡，打開窗，點燃了香煙。近來，吸煙

已經變得討人嫌了，竟然還有可以吸煙的房間，對我而言真是幸事，但不久的將來，這

裏恐怕也不會高抬貴手了吧。 

 

    陽春三月，北京一下子變暖。夜晚，響個不停的汽車喇叭聲交織著不知從哪里傳來

的京劇音樂，人聲嘈雜，很不平靜。奧運在即，整個城市都在繁忙，施工的噪音也不絕

於耳。 

 

    搖晃著巨大的軀體突飛猛進的中國。實際經濟增長率連續 5 年達兩位數，貿易總額

僅次於美國和德國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超過日本躍居世界第一。爬得高，摔得狠，

總有一天會倒楣。圍繞她的前途，全世界喧囂不已，眾說紛紜。 

 

    畢竟是擁有 13 億——實際上也許是 14 億人的國家。僅憑這一點，就讓人覺得試驗

如同走鋼絲，加之共產黨專政的市場經濟，完全沒有先例可循，引起全世界的矚目也就

不足為奇了。 

  

    我採訪了清華大學的胡鞍鋼教授（54 歲），他是綜合分析中國

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國情研究”第一人。他列舉了一系列顯示

中國崛起的世界銀行的資料，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 

 

  “強國與富民，這兩者缺一不可，都必須達到。今後成為第一的

恐怕只有中國吧。” 

 

    防止環境污染，政治與社會穩定等，胡先生並沒有忘記指出這些為了進一步發展所

必須面對的課題。胡先生也參與政府政策制定，他說“誰也無法正確地預測這個巨大國

家的走向”，這句話令我深有感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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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是 80 年代成立的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時隔 15 年故地重遊，這裏高樓林立，

遠遠望去竟似曼哈頓，熙熙攘攘的人群，衣著穿戴與東京的繁華街沒有什麼區別。當年

訪問這裏的時候，剛建成不久的百貨店裏，店員們呆呆地站著不知所措，而今天都在忙

碌著，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深圳 2007 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是 930 億美元，進出口總額是 2800 億，港口

的集裝箱總量居世界第 4。為我列舉出這些資料的是深圳

市社會科學院的樂正院長（52 歲）。據說人口為 860 萬，

若包括流動人口則有 1200 萬人，這一點也與東京相當。 

     

    我乘坐 4 人包廂的夜車從武漢的武昌火車站出發到

達深圳。武昌火車站的宏偉規模同樣令我震驚。大約花

費了 170 億日元的擴建工程剛剛完工，像博物館一樣豪

華壯麗的外觀，僅通道就有 20 米寬。不僅是建築物，副

站長楊濤先生（35 歲）說“主要是從根本上改變了理

念”。那是什麼呢？就是提供購票和換乘的便利等，以

顧客為本的思維方式，實現從“管理型車站”到“服務

型車站”的轉變。 

 

    經過長途旅行來到深圳。這裏有一個叫做蓮花山的

美麗公園。略高的山丘上矗立的雄偉銅像在遠眺著高樓

大廈。他是制定了執行至今的改革開放路線的鄧小平，

人們把深圳稱做“鄧小平城市”。在別的公園懸掛著他

的巨幅畫像，還有“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的標語。提出改革開放是百年大計，而鄧小平開闢這條道路是在 1978 年，距今已經整

整 30 年。 

 

    當時有一個大項目，成為了這一路線的象徵。 

    

 

■ 日中建設的鋼鐵廠  今天已進入世界一流行列 

 

    在沿途前呼後應的歡呼聲中，一群手舉火炬的運動員在街道上奮力奔跑。巨龍飛

舞，周圍呈現一派過節般的熱鬧景象。到達會場的運動員跑上聖火台，莊嚴地點燃了爐

火— 

 

        

鄧小平（1904－1997），曾三起三落，作

為中國 高實權人物領導中國走上改革

開放道路的政治家。生於四川省，16 歲

赴法留學。曾任副總理、党的總書記，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7 年恢復工

作，任党的副主席。照片为深圳公园的

画像（福田摄影） 



  

 3

      

     這不是北京奧運會的預演，而是 1985 年 9 月上海寶山鋼鐵廠一號高爐點火儀式的

情景。我看了當時的錄影。因作家山崎豐子的《大地之子》而聞名的寶山鋼鐵廠，作為 

新中國成立以來 大的國家項目於 1978 年著手興建。中國引以為範本並請求指導的是

新日鐵公司，通過與新日鐵的長期共同作業，寶山建設也成為戰後日中合作的象徵。 

  

    黃錦發先生（81 歲）曾出席一號高爐的點火儀式，當時他是此項目的中方負責人之

一。“那天可真高興啊，平時不喝酒的，那天也喝得

大醉。” 我在上海見到黃先生時，他不無感慨地說。

可在建設當初，他經常對新日鐵方面毫不客氣，不是

說“我們要這個機器！”就是說“這可不行！”之

類的話。 

 

    中方堅決要建與 先進的新日鐵君津制鐵所完

全一樣的工廠，並且毫不讓步。這可難壞了被派到外國還不習慣技術指導的新日鐵員工

們。現任新日鐵工程技術公司常務執行董事的高橋誠先生（58 歲）當時還很年輕，作為

設計聯絡員被派往上海。那段日子，他每天都要面對中國技術員們既好勝又固執的提

問，至今記憶猶新。 

 

    這個螺絲為什麼彎了？為什麼是尖的？在中國，高橋先生經常遭遇提問的進攻，如

果有錯誤的話，肯定會被毫不留情地曝光。“感覺上好像對我們的說明馬上說 OK 很不

甘心。”當時對於戰爭的記憶比現在更深刻，同時彙聚在上海的中國技術人員大概有一

種絕不能被那個日本瞧不起的心態，而這種心理又與他們對掌握技術知識如饑似渴的熱

情交織在一起。 

 

  另一方面中方也向日本派遣人員到新日鐵進修。雖然充滿了爭吵，但也許“正因為

如此”，為實現寶山建設這一共同目標而進行的合作才得到了切實深入的相互理解。 

 

    現場的工作艱苦地持續著，而寶山建設卻不止一次遭遇了停建

的危機。中國的資金不足，加之共產黨內部權力鬥爭激烈，計畫在

建設過半時出現一波三折。我到北京採訪了時任中方總指揮的陳錦

華先生（79 歲），據他講有一個時期甚至已經絕望了。陳先生說，

在那些胃痛的日子裏，是鄧小平給了 大的支持。他還講了一段插

曲。 

  

    在建設高潮期，從日本運來的打樁錘碰傷了表面，中方認為

“日本賣給我們的是舊貨”，引起悍然大波。鄧小平問“究竟是怎麼回事？”結果一調

查，是中方檢查時碰傷了表面，把這一原委告訴鄧小平後，他指示道：“如果是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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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應該對大家講清楚”。 

          

    陳先生回憶道：“如果沒有鄧小平堅持一貫方針，從大到小都給出具體指示，就不 

會有寶山建設。”後來擔任過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的陳錦華先生是在實踐層面執行改革

開放路線，現任中國企業聯合會名譽會長的重量級人物。 

 

    就是這樣的陳先生也和現場的人們一樣，通過寶山建設瞭解了日本人。他至今也不

掩飾對日方的主角、新日鐵會長稻山嘉寬先生的敬愛之情，同時高度評價建設當時日本

技術人員的工作風範。他說：“經常令人想起魯迅的《藤野先

生》”。 

 

    在一無所有的地方建起的寶山鋼鐵廠成長為超大型企業“寶

鋼集團”，2004 年，美國的《財富》雜誌將其選入全球企業 500

強。新日鐵常務執行董事入山幸先生（60 歲）評價說：“寶鋼的

技術精英儲備雄厚、設備和效率在中國超群，有些領域不比我們遜

色，制鋼的基本技術已經進入世界一流水準。” 

 

    以寶山為龍頭的中國鋼鐵業實現了飛躍。1978 年排名世界第 5 的粗鋼生產量 1996

年站到了首位。國內需求之大，其他國家無法相比。如果說日本的鋼鐵業在本世紀重新

恢復活力多虧了中國的話，那麼資源的爭奪、苦於原料上漲的原因也在中國，這頭巨象

只要動一下，鋼鐵業界就會搖晃。 

 

    中國以鐵為國家之本，陳先生在他的論著《國事憶述》中這樣寫道。中國從西元前

就開始煉鐵，在技術上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但是後來落伍了，並由此導致“被擁有

現代煉鋼技術的列強一再侵略”。日本從日清戰爭、中國稱作甲午戰爭開始參與其中的

歷史，雖然說起來不儘然是好事，但寶山建設絕對是寶貴的共同作業。黃錦發先生提起

寶山時說到了“飲水思源”。 

 

■ 以南巡講話為契機  徹底進行經濟改革 

 

深圳、武漢、上海，我所挑選的都是和鄧小平有關係的地方。在改革開放路線推行

了十幾年後的 1992 年初，鄧小平遍訪這些地方宣導推進改革開放路線，被稱為南巡講

話。武昌火車站正是成為其舞臺的地方。中國真正加速改革開放是從這次南巡講話開始

的，提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正是在 1992 年。 

 

不論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這一“白貓黑貓論”是廣為流傳的鄧小平語錄，

南巡講話時，其許多一貫的主張得到生動真實的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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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認定是正確的，就幹個一兩年試試。如果證明是正確的，就下決心幹，錯了

就改正，停下就是了。即使停下來，可以馬上停，也可以看情況逐步停，留個尾巴也無 

所謂。” 

 

他還說了一些日方人員聽了可能會苦笑但也能理解的話。 

 

“會議太多，文章太長，講話太長，而且內容重複，新意太少。有些事需要反復說，

但話要簡潔。” 

 

在非公開場合說了些什麼，怎麼說的，尚不清楚，但以上這些鄧小平的語言直截了

當，確實容易理解。獲得多數國民的支持是當然的，方針一定，中國開始邁向賺錢之路。

東洋學園大學的朱建榮教授是這樣解釋的。 

 

“80 年代是中國這架巨型飛機起飛前的滑行階段，1992 年才是拉起操縱杆起飛的

時候。蘇聯和東歐計劃經濟的弊端和文化大革命的悲慘經驗推動走上了改革開放道

路。” 

 

朱先生說，鄧小平的才幹應該大書特書。鑒於蘇聯、東歐的崩潰教訓，他避免讓國

內的不滿情緒指向政治體制，而是引向了經濟改革。雖然對在政治體制方面堅持共產黨

專政不讓步，89 年天安門事件時毫不猶豫進行鎮壓，不好盲目地作出評價，但是如果有

人問，沒有鄧小平中國會穩定地發展過來嗎，恐怕難以簡單回答出來吧。 

 

原本精于生意的中國人，一旦心思已定，馬上便見成效，如今日所見；但派生出來

的問題也很嚴重。大城市雖然一派繁榮盛世景象，若去鄉下，尚未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口

還有上億之多。官員腐敗現象也很驚人，至 2007 年的 5 年間，僅被判罪的腐化公務員

就超過 11 萬人。國內積壓的不滿情緒很嚴重，這一年來每次去中國到處都有耳聞。改

革開放與現行政治體制的矛盾總有一天要爆發，這種說法也經常聽到。 

 

    對中國來說，已經沒有樣板可尋。若有漏洞，只好亡羊補牢，循序漸進，摸索既非

前蘇聯、亦非歐美的模式。魯迅說“地上本沒有路”。現在，中國正走在魯迅想也沒有

想過的道路上。                        

                                                              （福田宏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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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改革開放 

    指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在鄧小平領導下進行

的國內改革及對外開放政策。毛澤東逝世和逮捕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兩年以後，在

1978 年 12 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實現了從毛澤東時代路線的歷史

性轉變。從此，因大躍進政策和文化大革命的混亂而疲憊不堪的中國開始擺脫過去的

計劃經濟，大膽引進市場機制。 

    解散人民公社，實行生產承包責任制，給農民自主權。保留國有企業，但承認個

體經營，在廣東省深圳等地設立經濟特區，積極引進外資。提出“先富論”，讓具備

致富條件的地區先富起來。覺察到 1989 年的天安門事件使中國的政治經濟活力下降

後，於 1992 年通過南巡講話發出改革開放的總動員令。此後，中國經濟憑藉“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取得了驚人的持續增長；但另一方面，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差距和

環境污染等問題也趨於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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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有生命力”第 10 章（上） 

                             教科书比较 

 

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路线，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韩国和台湾开始推进民主化

进程。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各地的中學生是怎樣通過歷史教科書學習的呢？ 

 

■日本  對“中韓台的國內問題”沒有記述 

    

    中学课本采用 多的是东京书籍出版的《新社会 历史》，其中没有任何关于中国

改革・开放和韩国、台湾民主化的记述。其他出版社的教科書也是如此。 

 

   在東京書籍 10 年前的教科書中，儘管簡單，但對中國的經濟改革和民主化曾有過

以下記述。 

 

   “在亞洲，19 世紀 70 年代末期開始著手經濟改革的中國於 1989 年發生了要求民主

化的動向，但遭到政府鎮壓（天安門事件）。其後，經濟仍然保持快速增長，而政治上

的民主化則成為重大課題。” 

 

   社會編輯部長渡邊能理夫就此說明：“因為中學學習的歷史主要圍繞日本國內發生

的事件，即使涉及國際性內容也側重於與日本的關係。中国的改革・开放、韩国的民主

化等是作为各国的国内问题看待的”。 

 

   10 年前的教科書之所以記述天安門事件，是因為“當時以為時事問題，之後對日本

也產生了影響”。 

 

   但是，中國對日本的重要性逐年增強，“中學的地理教科書中有關中國的記述不斷

增加。假如历史课也讲授日中经济关系，那么就必然要涉及改革・开放”。 

 

高中課本採用 多的是山川出版社的《詳說 世界史Ｂ》，其中近 1 頁篇幅記述了

文化大革命後鄧小平複出，引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天安門事件及其後的動態。關於韓

國的民主化，有 8 行說明，諸如：1992 年選舉時，金泳三當選，成為時隔 32 年首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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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出身的總統；繼其之後的金大中也推進了民主政治等。關於臺灣，僅有 4 行說明，

“1987 年戒嚴令解除，88 年就任總統的李登輝致力於推進民主化。”  （大久保真紀）           

                                                            

  

■韓國  重點放在“鬥爭贏得的民主化” 

 

講授韓國史的教科書《國史》只有國家統一規定的一種版本。其中關於韓國的民主

化部分有兩章：《民主主義的考驗和經濟開發》、《民主化運動和爭取統一的努力》。關於

民主化運動，追溯了 60 年代以來的歷史，僅正文篇幅就達 8 頁之多。 

 

   首先对 1960 年打倒李承晚总统的“4・19 革命”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学生和市

民为了捍卫自由民主主义而发起的运动，旨在维护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实现民主主义的

理念”。關於 1980 年造成大規模流血的光州事件，做了如下記述。 

 

  “市民遊行示威，反對軍人企圖再次執政，要求恢復自由民主主義的憲政體制。运

动波及全国，其声势在光州达到顶点，导致了 5・18 民主化运动。” 

 

   進而，對 1987 年發生的反對全鬥煥政權獨裁，要求採用總統直接選舉制的民主化

運動做了如下記述。 

 

  “市民聲討軍部獨裁和營私舞弊，要求修改憲法。市民要求民主化的这种激情升华

为６月的民主抗争，波及全国，迫使军部势力屈服， 终宣布了６・29 民主化宣言。” 

 

   國史編篡委員會的金得中博士說：“起始於光州，發展至 87 年運動的歷史潮流，

為今天的韓國民主政治奠定了基本模式。民主化不是來自外部，而是國民自身爭取的勝

利，我們為此感到自豪。因此把它作為講授重點”。 

 

   另一方面，關於臺灣的民主化，不僅國史，世界史也未言及。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史的《社会 2》中有记述。金星出版的教科书中写了 2 行：

“中国自 1978 年开始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取得快速发展”。此外，正文和注釋在

列舉領導人時提到鄧小平的名字。                                    （樱井泉） 

 

 
■ 中國  18 頁篇幅讚頌總設計師鄧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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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國，使用 廣泛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發行的《中國歷史》。其中以“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建设”为题，用一个章节 18 页篇幅，对改革・开放做了详尽说明。 

 

   記述自 1978 年 12 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簡稱

“十一屆三中全會”）力圖大膽轉變政治路線至 1997 年中國共產黨章程確立鄧小平理

論的指導地位，特點是採用了不容置疑的措辭，以至讓人驚訝，這是中學生的教科書嗎。 

   例如，關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做了如下記述。 

 

   “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

体。” 

 

    “兩個凡是”是毛澤東的接班人華國鋒採取的方針，“凡是”毛澤東的決策和指

示“都要堅決維護”。 

 

   教科书忠实地反映了学习辅导纲要《历史课程标准》中规定的“要认识到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认识到邓小平理论是改革・

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等目标。 

 

   特别给人留下印象的是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题反复介绍了其理论

和业绩。同時還刊了 4 幅照片。 

 

   另一方面沒看到有關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等國內民主化運動以及韓國、臺灣的民主

化的記述。                                                     （佐藤和雄） 

 

 

■臺灣  政權交替 評價為政治發展漸入常軌 

 

   台湾广泛使用南一书局的《国民中学・社会》中，在中国史部分谈及了改革・开放。

用了近 3 頁篇幅，強調中國政府在進行經濟改革的同時，在政治上嚴加控制，如天安門

事件等。所謂“中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略稱。 

 

   “中共雖然在經濟上實行改革開放，但政治上仍實施嚴格控制。1989 年，北京學生

聚集在天安門廣場，爭取政治民主化，卻遭中共當局在六月四日出動軍隊、坦克車鎮壓，

造成許多民眾、學生的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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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臺灣的民主化，在臺灣史部分的“民主政治的發展”章節中，用 3 頁篇幅重點 

記述了“國民黨以外”的反體制運動。 

 

   “自 1970 年代以後，由於經濟起飛、教育水準提高，政治與社會改革運動逐漸興

盛，對政府的威權統治造成很大的挑戰。例如：1979 年的美麗島事件，不但引起國際注

意，更喚醒民眾的政治意識。而 1986 年民主進步党的成立，更使黨外運動進入政黨競

爭的新階段。” 

 

   回顧 1996 年總統直接民選、2000 年民進黨取代國民黨執政等歷史進程，高度評價

“臺灣政治發展漸入常軌。”另一方面，關於韓國的民主化，包括世界史在內也未談及。 

 

   南一書局教科書編撰指導委員、政治大學歷史系教授周惠民說：“改革·開放和民主

化，由於課時關係不能過多講授。加上地理和公民課也佔用課時，所以連同歷史課在內

三個科目綜合進行教學”。 

 

   公民課設置“民主政治比一比”這一課題，讓學生思考“政府若施政失敗，只須追

究行政官員有無法律上的責任”和“執政者須為施政得失負責，接受民意機關與輿論的

檢視，甚至會主動請辭下臺”這兩者哪個具備民主政治的特色？         （田村宏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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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室信一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長 

 

     訪談 20 位有識之士（19）--東亞近現代史 10 件大事 

 

第 1 次世界大戰 作為起點的重要性 

   首先當舉第 1 次世界大戰。各種事件和思潮都起初於此，

因此有必要重新認識其重要性。 

 

   也由於美國總統威爾遜曾提倡“民族自決主義”，朝鮮發

生三一運動、中國發生五四運動、亞洲的殖民地解放運動風起

雲湧。同時，由於大戰期間爆發俄國十月革命，殖民地解放和

民族獨立的呼聲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合為一體。另一方面，

“對華 21 條要求”以及出兵西伯利亞等加劇了日本同中國、

歐美、蘇聯的衝突，為太平洋戰爭埋下了伏筆。 

 

   進而，隨著國際聯盟成立，國際體系發生變化，並且出現

了戰爭違法化的傾向。日本未能順應這種大變動，反而出於對

總體戰的危機感，促成軍部抬頭。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向

摩登女・摩登仔等时髦倾斜和导致“超克的近代”（超党近代）

怀疑论这两种现象。 

 

   第二，“亞洲太平洋戰爭和日本國憲法的制定”。由於在

戰爭中日本人在亞洲各地以軍人的身份接觸當地人，自然會產生前所未有的體驗，但這

與對亞洲認識的變革沒有直接聯繫。 

 

   不過，決定放棄戰爭、具有人類史意義的憲法之所以長期得以持續，除江戶時代末

期以來的思想脈絡之外，與從軍的體驗、包括遣返在內的殖民地體驗、後方的悲慘體驗

也不無關係。 

 

  “日俄戰爭”促進了亞洲有色人種的覺悟和抬頭。來自越南、中國、印度等國的留 

1951 年生。研究亞洲的法政思

想連鎖史。著有《作為思想課

題的亞洲―基軸、連鎖、存在》

等。《憲法 9 條的思想脈絡》獲

司馬遼太郎獎。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第 1 次世界大戰 

②亞洲太平洋戰爭和日本國憲

法的制定 

③日俄戰爭 

④向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 

⑤朝鮮戰爭 

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⑦韓國合併 

⑧日清（甲午中日）戰爭和向

日本割讓臺灣 

⑨滿州國建國和崩潰後的“殘

留”、扣留問題 

⑩中國的改革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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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學生和訪日的獨立運動家成立了亞洲親善會等聯合組織，繼而導致了中國同盟會領導

的辛亥革命。對非洲和美國的黑人運動也產生了影響。“在廣島、長崎投擲原子彈”以

及無差別轟炸重慶、東京等地非戰鬥人員的行經，向人類敲響了警鐘。 

 

  “朝鮮戰爭”導致美蘇對立的冷戰格局在東亞重新出現，促進了日本再度擴充軍

備。可以說目前仍處於休戰狀態，問題一直拖到了 21 世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也使冷戰格局形成，除中台關係之外，西藏、維吾爾問題等難題仍然懸而未決。 

 

   關於“韓國合併”，對其合法性的爭議至今仍然存在，成為日韓關係的芥蒂，妨礙

兩國之間的和解。同時產生了為固守韓國把滿蒙當作“生命線”的爭論。“日清（甲午

中日）戰爭和向日本割讓臺灣”，在此之前一直束縛東亞的冊封朝貢體制由此崩潰，轉

向國際法體制。日本通過獲得臺灣領有權變為帝國（我個人用語是“國民帝國”），

終向大東亞共榮圈邁進。 

 

  “滿州國建國及崩潰後的‘殘留’、扣留問題”。滿州國的成立意味著日本的殖民

地範圍擴展至伊斯蘭圈，大亞洲主義指導下的統治區域擴張全面開始。同時對戰後的東

亞體制產生了影響，如滿州國成為了孕育日本岸信介和韓國樸正熙等的舞臺，抗日運動

為中國以及北朝鮮金日成政權成為正統打下了根基，等等。另一方面，徹底解決“殘留”

和西伯利亞扣留問題已經刻不容緩。 

 

   後是“中國的改革開放”。這已成為 21 世紀亞洲地區“大中華圈”（Greater 

China）的起點。當今的國際社會與過去以冊封朝貢體制覆蓋東亞的結構不同，但是如

何面對中華世界又成為新的歷史課題。 

（采访人・佐藤和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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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下）韓國、臺灣的民主化 

 

光州和高雄  相互影響的東亞 

 

    好像是似曾相識的光景啊！ 

 

    當我看到 22 日臺灣選舉總統投開票的情形時，不禁發出了這樣的感慨。因為這與

三個月前的韓國總統選舉實在是太相似了。 

 

    本以為會是希望當選的候選人在電視辯論中進行激烈的爭論，而實際情況卻是千方

百計欲在互相指責中設法置對方于死地。集會的會場人聲鼎沸，猶如搖滾歌星的專場音

樂會。 

 

    不僅如此的熱鬧場面，甚至連選舉的模式也如出一轍。 

 

    曾經歷了殊死的民主化鬥爭的陣營以現職身份迎接挑戰；而延續了以往鎮壓過他們

的獨裁政權血脈的陣營前來叫板。然後是政權交替。呈現在我們面前的，似乎是與一直

在致力於想實現兩大政黨制而又遲遲無法實現政權交替的日本不盡相同的民主主義在

成長壯大。 

 

    長期執政時代的體驗和要推翻獨裁統治的民主化的能量奠定了

各自的基礎。想到這裏，如果回顧韓國和臺灣的民主化歷史進程，你

會發現它們竟然又如此相似。 

 

    我們不妨回顧發生在 20世紀 80年代的事件——韓國的光州事件

和臺灣的美麗島事件。獨裁政權欲鎮壓要求民主化的人們，結果反而

使民主化的火焰越燒越旺，導致難以熄滅。極為相似的事件幾乎同期發生，難道是偶然

的嗎？ 

 

    1980 年 5 月 18 日。在韓國的光州市，曾經當過計程車司機的李行基先生（56 歲）

對那一天發生的事情至今難忘。 

 

他當時以為還是以往那樣的學生示威遊行，結果看到學生們被士兵追得四處奔跑，

並遭到棍棒的猛烈襲擊。他實在看不下去，就讓學生上了自己的車，而士兵竟對司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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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大打出手。光州事件的序幕由此拉開。 

 

翌日以後市民們的抗議示威遊行仍在繼續，並與戒嚴軍隊形成對峙。計程車打開車

大燈、鳴著喇叭，公共巴士也加入到示威遊行的行列，300 部左右的“計程車部隊”一

步步地向前推進。李行基先生也參與其中。前面就是裝甲車和荷槍實彈的士兵。 

 

“我一點兒都不害怕。周圍聚集了許多市民，反而激發了勇氣”。 

 

不一會兒就發射了催淚彈，騰起的白煙遮擋了視線。突然，車前的擋風玻璃被槍托

砸碎，他被拖出去，劈頭蓋臉遭到一頓暴打。聚集的民眾開始四處逃散，李行基先生也

被送進了醫院。 

 

高聲呼喊民主化的學生示威僅僅是個前奏。暴行引發了普通市民的極大憤慨，變成

了鬥爭的動力。還有許多婦女主動做飯前來支援。 

 

    時至今日，在每年的 5 月，計程車仍會像那天那樣組隊在街上行駛。“民主化是在

同伴及光州市民犧牲的基礎上實現的，我們都為此感到驕傲”。 

    

■ 民主化運動的第一步 藉口慶祝生日聚會 

 

另外，在光州事件發生的前一年，即 1979 年 12 月在臺灣發生

了美麗島事件。 

 

在那 6 年前從美國留學返台並從事律師職業的姚嘉文先生（69

歲）於清晨在家中被逮捕。軍事法庭指控其為叛亂罪，判處其有期

徒刑 12 年，遂被投入監獄服刑。而在轉年的 2 月，又發生了因同

樣指控被捕的同伴家庭被抄、其母親和幼女們慘遭殺害的事件。 

  

 “但是因這一事件，臺灣的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朝著民主化前進了一大步”。懷有

如此認識的姚嘉文先生于 1987 年獲假釋，並擔任了剛剛組建成立的在野黨--民主進步

党的主席。他目前在陳水扁政權中擔任考試院（相當於日本的人事院）院長。 

 

事件發生之時的臺灣仍處在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之下。國民黨在與共產黨的內戰失敗

後由中國大陸逃到臺灣。因 1949 年發佈長期戒嚴令，沒有報導、結社的自由。即使如

此，姚先生他們從上世紀 70 年代後期開始，以結婚典禮及慶祝生日為由聚會，開始了

民主化運動。他們成立“美麗島”雜誌社也是緣於國民黨以外的政黨一律遭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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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張的氣氛得以緩和的 大轉機還是始於 1975 年國民黨權威領袖蔣介石的辭世。

這是姚先生的切實感受。在這一點上情況又與韓國極其相似，統治時期長達 18 年之久

的朴正熙總統于 1979 年被心腹愛將暗殺。 

 

繼任者採取武力鎮壓，不僅受到市民的強烈反對，還被暴光於國際社會的監督之

下。姚先生如是說： 

 

“因為海外的人權組織代表也來到法庭旁聽,才得以能夠長篇大論地表達要求解除

戒嚴令等主張。以往一天就能做出的判決結果拖到一星期以上，以叛亂罪判處 12 年有

期徒刑也是 輕的。應該說對想判我死刑而未能如願的國民黨來說，是一次強烈的打

擊”。 

 

臺灣大學的周婉窈教授（52 歲）則將美麗島事件的意義定位為“為臺灣全島帶來

了政治的覺醒”。並說：“它使原本對政治漠不關心的臺灣人有了轉變。國民黨也自知

不能採用以往那樣的鎮壓來遏制民主化了”。 

 

儘管如此，“真正的民主化”還是被拖延到 1987 年解除戒嚴令以後。這些又與同

樣於 1987 年掀起大規模的民主化運動，並迫使獨裁政權不得不發表“民主化宣言”的

韓國的情況大為相同。 

 

其實，周教授在學生時代也曾有過參加民主化運動的經歷。據說起因來自于韓國。

“同為女性，看到女性們鑽過鐵絲網進行鬥爭的情形，受到了極大的鼓舞。自己曾想：

能像韓國那樣可以大張旗鼓地搞示威遊行該有多好啊！” 

 

可是，因為有了行動過激也會招致類似光州事件那樣受到鎮壓的教訓，臺灣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一直堅持非暴力抗爭。有一些民主化運動的鬥士這樣回首往事。 

 

■ 沒有報導的自由  紙條密傳至日本 

 

    雖然韓國給臺灣帶來了這樣的影響。但在韓國，當時的報紙和電視對國內的光州事

件也沒有進行過正規的報導。 

 

    在此情況下，鄰國日本的岩波書店發行的月刊雜誌《世界》透露出了資訊。《世界》

從 1973 年至 1988 年連載了揭露軍事獨裁政權的“來自韓國的通訊”。 

 

    當時因參與學生運動而受到當局監視的首爾大學的朴世逸教授（59 歲），據說是從

1973 年開始在留學日本時讀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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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包括那篇通訊在內，我們有許多應該向日本學習的地方。有那麼多優秀

的師長，也有支持過韓國的運動的友人。日本為亞洲的民主化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也有像在首爾的高麗大學的崔章集教授（64 歲）那樣在美國留學中讀到的人。 

 

    “因為當時的韓國新聞媒體都還處於全面的統制下，所以在國內根本不知道到底發

生了什麼事情。從事運動的學生也是通過那個通訊瞭解到了事實的真相”。  

 

    “通訊”也倒流回韓國,受到學生和知識階層的歡迎。處於民主化運動核心位置的

小說家黃皙暎先生（65 歲）也是其中的一員。 

 

   “影本翻譯成韓語後在地下流傳。有位藥店的老闆翻譯完後還在光州做成了小冊

子”。 

 

    而冒著危險將韓國的資訊帶進日本的是日本、韓國、德國等國的基督教人士。這一

過程中也發生了不少插曲。 

 

    某位日本女士在首爾受託收到一張小紙條，好像是獄中書簡。機場的邊檢非常嚴

格。“索性就藏在乳罩裏”。為了在通過安檢時不被發現有紙的感覺，她用襪子將紙條

包起來放在了貼胸處。 

 

    “來自韓國的通訊”的作者、所謂的 T•K 生到底是誰呢？此事曾長期是一團謎，直

到 2003 年宗教哲學家池明觀先生（83 歲）才站出來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執筆之際以近

乎於避難的形式移居日本，曾任東京女子大學教授等職。 

 

回到韓國的池明觀先生 近出版了查證從上世紀 70 年代至

80 年代的日韓兩國新聞報導情況的著作。“我是為了歷史不被忘

記，想仔細地將這些記錄下來。不僅僅是我的這本書，在韓國，

現在去民族主義的書呈現增加趨勢。預示著日韓合作，進而創建

非本國中心主義的東亞時代已經到來”。 

 

在這次的總統選舉中，據說是投了承襲以往獨裁政權血統的

大國家党的候選人李明博一票。“亞洲也好，世界也罷，都在發

生著變化。現在已經不是拘泥於過去的觀念進行無意義對立的時候了”。 

 

20 世紀 80 年代，在無法獲悉臺灣資訊的韓國，也因為民主化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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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於光州舉辦的關於光州事件的討論會上，一位臺灣女性應邀出席了會議。 

 

她的名字叫阮美姝（79 歲），其父在 1947 年因武力鎮壓導致許多民眾喪生的 2·28

事件中遇難。她作為民主化運動起點的遺族代表，獲得了與擔負韓國民主化運動的人們

進行對話的機會。 

 

阮美姝表示，在那裏看到的光州事件的照片在她的腦海中留下了強烈的烙印。“遇

害者的面部已沒有眼睛，鼻子也被壓癟。和 2·28 事件一樣悲慘。一想到自己的父親可能

也是這樣被殺害的，眼淚就止不住地流下來”。 

 

在獨裁政權時代，議論 2•28 事件本身就是一大禁忌。1992 年出版了阮美姝執筆的

書，作為遺族首次書撰寫的記實受到了廣泛關注。前年，該書又翻譯成日語，由日本的

一家小出版社出版發行。 

 

阮女士目前十分擔心中國的走向。在發生了武力鎮壓民主化運動的天安門事件的

1989 年，她曾應邀到重慶，並回答了學生提出的問題。“真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嗎？”難

道和曾經的臺灣一樣還在實行著資訊管制？正這樣想著，有一名學生說：“請帶著我躲

到臺灣去吧”。也不知道那個學生後來情況怎麼樣了……。 

 

× 

在即將結束本系列專題之際，有個想再次走訪的地方。那就是在“第 1 章”中涉及

到的鴉片戰爭發生地。 

 

在曾經被英國軍隊攻擊過的中國廣州市內，充斥著日本和韓國的氣息。在這裏的工

廠生產的“豐田”、“本田”汽車和韓國的“現代”汽車穿梭往來，大街上銷售著日本

電影及韓國電視連續劇的 DVD。 

 

在地鐵車站裏，富士山和櫻花的色彩斑斕的廣告佔據了整個牆面。日本的國際觀光

振興機構正在此間開展“請到日本去賞花”的宣傳活動。 

 

在廣州為 大的“廣之旅國際旅行社”，去年向日本送去了 1 萬 8 千名遊客。對此，

該社日韓部總經理趙文志介紹說：“是前年的 2 倍。隨著中國開始富裕起來，去國外旅

遊現在已變為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還有一位想見的人。是廣州當地的報紙《南方週末》的記者郭力（28 歲）。去年春

天，他參加了在東京大學舉行的“日中韓新聞記者對話”，回國後撰寫的“換個角度看

日本”的報導引起了反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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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一直被稱為正在走復活軍國主義道路的日本，我實際去看過後感覺並非如 

此。結果我寫了這樣的文章後，在網際網路上受到攻擊說，是不是從日本人那裏拿到錢

了等”。 

 

他現在追蹤有關臺灣政治的動向。 

 

“在民主化方面，中國走得 慢。日本也好，韓國也好，臺灣也好，都走到了前面，

成為參考模式。在臺灣總統選舉問題上，也不能只關心哪方能獲勝，而應該作為民主化

的一個例子加以關注”。 

 

我們認識到，歷史聯結著前一個時代和後一個時代，東亞也分別聯在一起。孤立的

狀態是難以生存下去的。 

                                                     （隈元信一、西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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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州事件 

在韓國國內的民主化要求不斷高漲的 1980 年 5 月 17 日，以全鬥煥等為代表的陸

軍中的少數強硬派將戒嚴令擴大至全國，拘捕了金大中等在野黨的著名政治家及學生

運動的領導人。同時向金大中的大本營、遊行示威激烈的全羅南道首府光州派遣了戒

嚴部隊。第二天即 5 月 18 日以武力鎮壓了由全南大學學生為主導的抗議示威活動。 

根據 5·18 紀念財團的統計，截至 2004 年底，已查明死難者為 207 人，負傷者為

2392 人，其他還有許多去向不明者。1995 年制定了“關於 5•18 民主化運動等的法

律”，全鬥煥、盧泰愚兩位原總統因與事件有關被判處有罪。在韓國被稱為 5·18 光州

民主化運動、光州民主（民眾）抗爭等。 

 

▼ 美麗島事件 

    在國民黨一黨統治下的 1979 年 12 月於臺灣南部的

高雄市發生的武力鎮壓反體制運動事件，也被稱為“高

雄事件”。以曾為反體制運動領導人的黃信介為發行

人、並于同年 5 月創刊的雜誌《美麗島》（臺灣的別稱）

在高雄市籌畫紀念 12 月 10 日的世界人權日集會。因當

局以未批准為由進行阻撓，與參加集會的民眾發生衝

突，釀成有近 200 人負傷的騷亂。除黃信介外，還有現任副總統呂秀蓮等“美麗島”

方面人員被訴至軍事法庭，並以叛亂罪受到有罪判決。其中多為後來成為民進党領導

層的人物，辯護律師有現在的陳水扁總統及成為此次總統選舉中民進党的正副總統候

選人的謝長廷、蘇貞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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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 章（下）韓國、臺灣的民主化 

留駐記憶／奧運會 

 

 

    這個夏天，奧運會將在北京開幕。1964 年的東京，1988 年

的漢城（首爾），在東亞召開的奧運會給這些國家和人們留下了

什麼？那麼，北京奧運會呢？ 

 

從世界獲得自信的契機 

 

 

■ 1964 年東京  “3 分鐘改變了人生”的奧運火炬手 

 

聖火現在還在燃燒著！聽到這個消息，我馬上飛往鹿兒島。64 年東京奧運會時，在

雅典採集的奧運聖火經過沖繩空運抵達的第一個日本本土城市就是那裏。 

   

  鹿兒島市郊外的縣立青少年研修中心。被命名為“希望之

火”的火焰在主樓大廳的船用油燈杯中燃燒著，3 釐米左右的

橘黃色火苗在緩緩跳動。 

  

  這支奧運聖火是 82 年時，當時的次長從一位熟人那裏接

受過來的。據說聖火傳遞的時候，一位離島的小學校長懇求

他：“真想讓島上的孩子們也看看。”這位熟人便悄悄取了

火種，保存在自己家裏。 

 

    從那以後，工作人員每週加一次油並打掃一番，一直呵

護聖火燃燒到今天。手持蠟燭的“燭光聚會”、露營燃篝火

的時候都從這裏取火。濱島真澄研修主事（47 歲）說：“雖

然只是火而已，但它是我們精心呵護的火。東京奧運會是日

本戰後復興、融入國際社會的象徵，僅從這一點來看，同樣

的火，意義卻不同。”  

燃燒了 44 年的東京奧運會聖火火

焰。（鹿兒島市的鹿兒島縣立青少年

研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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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奧運會聖火接力的 後一位火炬手是當時早稻田大

學的學生阪井義則（62 歲）。他出生於廣島投下原子彈的那一

天，因為跑步姿勢優美而被選中，受到了整個日本的矚目。後

來無論走到哪兒，都會有不認識的人和他打招呼。“（手舉火

炬奔跑的）3 分鐘改變了人生。” 

 

這是日本向世界宣告自己從戰敗中重新站起來了的奧運

會。“每一個國民的自我參與意識都很強。所以即便是現在，

我依然覺得不能讓人看到不雅的一面。我不想讓知道當時情況

的人們失去那時感受到的希望。” 

 

在奧運會前後，東京的高樓大廈拔地而起，新幹線也開通

了。評論家松本健一先生（62 歲）說：“曾經為趕歐美拼命奔跑的日本通過東京奧運會，

擺脫了‘近代日本’的桎梏，意識上實現了與歐美平起平坐的轉折。”奧運會也可以說

是發展中的亞洲國家“得到世界承認”、獲得自信心的契機。 

  

■ 1988 年漢城（首爾）  金泳三轉批判為評價 

   

  1988 年舉辦漢城奧運會的韓國。網路雜誌《OhmyNews》的李秉璿副局長（43 歲）

86 年當選為高麗大學的學生會會長，領導了民主化運動。當時他反對召開奧運會，理由

是“靠武力執掌實權的全鬥煥政權的正統性會因此得到世界的承認”。 

 

  民主化運動也擴展到一般市民，在第二年（87 年）達到 高潮。執政黨在 6 月末承

諾實行“民主化”。“政府不能在舉辦奧運會之前採取強硬手段，將自己在世界上孤立

起來。從結果來講，申辦奧運會對民主化作出了巨大貢獻。” 

 

  通過電視觀看了開幕式的李先生被打動了。“沒想到這個國家竟有如此潛能。”而

且，他在日本報社首爾支局工作時，看到身邊的記者從社會、文化等各個角度採訪韓國

的情形，“明白了奧運會不單是一個運動會，還起到讓世界認識韓

國的作用。” 

 

1987 年金泳三前總統（80 歲）在就任在野黨統一民主黨總裁

時，曾發表言論，把漢城奧運會比喻為納粹統治時期的柏林奧運

會。但是現在給予了評價，說“奧運會成為韓國政治性、國際性發

展的契機，使國民有了成為一流國家的勇氣。”他還回憶：“曾經

陌生的蘇聯人來到了韓國這件事也意義重大。” 

東京奧運會開幕式。手舉奧運聖

火奔跑的 後一位火炬手阪井義

則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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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實行反共主義，蘇聯、中國等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是所謂的“敵人”，也沒有

邦交。當時是高中老師的柳然昌先生（60 歲）看到兩個國家的選手後，覺得“是跟我們

一樣的人，完全可以互相交流。”“我的心也全球化了。” 

 

  以奧運會為開端，韓國展開了北方外交，和蘇聯、中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奧運會

之後出國旅遊也放開了。曾經參與宗教團體民主化運動的吳在植先生（74 歲）指出：“由

於奧運會，所有的國際標準都進來了，市民也受到了教育。人們瞭解了世界對民主化、

和平、人權的展望。” 

 

  對於尋求成為發達國家的國家而言，奧運會帶來了經濟的急劇開發，同時也產生了

公害和強制搬遷等弊端。但是對日本和韓國來說，奧運會起到了增加“國家重量”的作

用。 

 

  政治和體育一般被認為是不相關的。但是，曾經擔任漢城奧組委主席、現任在鄉軍

人會會長的朴世直先生（74 歲）說：“如果通過體育思維發生了變化，政治也會發生變

化。”“ 重要的是感到作為韓國人是值得驕傲的”。國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讓人們的

心態變得從容，它成為推動國家向下一個發展階段前進的力量。 

 

 ■ 2008 年北京  脫離開發一邊倒的轉捩點？ 

  

  “排隊！排隊！”“先下後上” 

 

   時間是下午 5 點多，地點是擠滿下班人群的北京建國門地鐵站。月臺上迴響著維

持秩序的女性的聲音。身穿統一的黃色制服，身挎紅色綬帶，上面書寫著提倡排隊的標

語。她們是“首都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發動的提高文明禮儀活動的現場工作隊。 

 

首都精神文明建設委員會一直在開展排隊講禮儀、吐痰用紙巾等活動。鄭默傑副主

任介紹：“打出‘為了迎奧運’的口號，效果很好。” 

 

  北京一直持續著建設高潮，地鐵等交通網絡的擴建工程也在進行。會計師孟衛紅女

士（44 歲）家附近的地鐵即將開通，原來到市中心坐公車要 30 分鐘，地鐵開通後只需

10 分鐘。附近曾經散發異臭的河流變得清澈。她驕傲地說：“交通和環境方面的變化確

實能感覺到。改革開放 30 年，我們的生活水準提高了很多。” 

 

 根據奧組委的介紹，奧運場館徵集 10 萬名志願者，報名的有 90 萬人。還有不少市

民開始學習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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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張雲方研究員（63 歲）指出：“奧運會使我們認識到政治比

經濟重要，文化比政治重要。”“民族振興需要和平的理念和哲學。奧運會是培養這些

的契機。” 

 

2004 年，中國政府將“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內容寫入憲法。一直批判政府的自由撰

稿人劉曉波先生（52 歲）說：“雖然是一點一點的，但要求言論自由和人權的環境寬鬆

了。”但是，西藏自治區等地發生了騷亂，其對奧運會的影響受到矚目。劉先生說“政

府應該冷靜對話。” 

 

   在日本工作的新聞人莫邦富先生（55 歲）將北京奧運會比喻為“立春”。他認為：

“立春前後雖然沒有明顯的變化，但它是即將春暖花開的節氣。中國雖然還存在貧富差

別等問題，但是奧運會何嘗不會成為脫離開發一邊到的轉捩點呢？”  （大久保真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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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密察  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訪談 20 位有識之士（20）--東亞近現代史 10 件大事 

 

 

只要有老大哥在，共同體就無法形成 

 

從東亞各國歷史的觀點列舉 10 件大事，還是從東亞的角度列

舉 10 件大事，其結果可能會不一樣。從東亞整體來看，這 150

年的歷史可以歸納為：①中華帝國霸權的崩潰；②日本帝國的成

立及崩潰；③美國霸權地位的確立；④中國的重新崛起等 4 個主

題。 

 

  但是，站在臺灣的立場來看就不同了。日清（甲午中日）戰

爭和臺灣的殖民地化 為重要。東亞內部的權力結構因戰爭而發

生了改變，與日本帝國的發展和崩潰息息相關。 

 

  當時，臺灣還沒有國家，這時出現了強有力的殖民地政府。

對臺灣人而言，現代化國家似乎從天而降，但它是個殖民地主義

的現代化國家。 

 

   20 世紀中葉以前，東亞舞臺上演了日本和中國的興亡。兩

個國家互相敵對卻又互相影響、互相學習地一路走來。到了 20

世紀後半期，第三勢力美國介入東亞，形成冷戰格局。 

 

  從 20 世紀後半期開始，除了阿拉伯世界的抵抗之外，全世界都受到美國的影響。

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帶來了生活的均質化和便利，但各個地域的傳統文化也隨之消失了。

從小吃著麥當勞長大的一代，不知道傳統的味道。 

 

  中國的崛起是生活在 21 世紀的人都要面對的大課題。龐大的人口和國土面積形成

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力，軍備的不斷擴張將導致成為隱形軍事大國。中國發展的前途成

為世界性的賭注，同時也是人類文明必須共同背負的炸彈。 

 

生於 1956 年，臺灣大學歷史系

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畢業。

著作有《臺灣史小事典》、《記

憶臺灣－與帝國相克》。博物館

明年正式開館。 

 “我選出的 10 件大事”  

①日清（甲午中日）戰爭和臺

灣的日本殖民地化 

②美國對東亞政治、軍事、文

化的影響 

③中國的改革開放 

④中日戰爭和太平洋戰爭 

（以下按時間順序排列）  

⑤鴉片戰爭和中國的開國 

⑥明治維新和日本的開國 

⑦日本合併朝鮮 

⑧辛亥革命 

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⑩朝鮮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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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滿洲事變以後已經無法控制自我膨脹，如果適可而止于滿洲國，日本帝國也

許不會崩潰。日本為什麼鋌而走險發動了 15 年戰爭，我也不太理解。日本提出的大東

亞共榮圈在與歐美抗衡這點上，有一部分方向是正確的，但問題是歐美太強大，無法與

之對抗。實際上日本不是敗給中國，而是敗給了美國。 

 

  對於戰後的日本歷史學者在編寫日本近代史時只把對象鎖定（本洲等）4 個島，對

此我有異議。對錯暫且不論，20 世紀前半期日本確實是作為帝國存在的，應該如實面對。 

 

  我想思考一下東亞的民族主義。我們應該強調民族主義，但是這個民族主義不是 19

世紀中葉以前的強制性、暴力性的，而是基於對近代主義的反省、21 世紀的自主性和平

等性的民族主義。什麼時候不知道，但也許會有代替民族主義的新名詞誕生。 

 

  希望日本尊重臺灣建設有自身特色的新社會和致力於政治統合的運動。日本應該考

慮與臺灣長達 50 年的殖民地關係，不能對臺灣這樣的努力漠不關心。 

 

   只要有老大哥（中國）在，東亞共同體就無法形成。何況還有歷史宿怨。一直互相

攻擊，希望借此解決自己內部的矛盾。只有共同擁有像臺灣一樣的非擴張主義、非軍事

主義、非帝國主義的民族，共同體才有可能實現。 

                                                   （採訪者：田村宏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