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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最近得到了日本社会评论社 2002年 6月出版的新书!侵略战

争与性暴力∀ ,阅读以后,给了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从所能得到的资料可知,作者津田道夫,日本著名的评论家,

也是日本以独立精神撰作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教科书审查制度进

行30余年斗争的历史教育学家家永三郎教授的得意门生。数十

年来,他在历史、哲学、文学和政治等领域进行研究和评论, 均有建

树。1995年,津田道夫先生曾出版!南京大屠杀与日本人的精神
构造∀(东京评论社 1995年版) , 这本书我虽无缘得见, 但仅看书

名,就令人肃然起敬,因为在目前, 拥有 1 2亿人口的日本,敢于直

面历史,特别是敢于公开在书名上写上 南京大屠杀 5个字的, 已

属于凤毛麟角。此后他又出版过!你知道 教育敕语 吗?∀(东京评
论社 2000年版) , 对日本右翼不断祭出充满军国主义意识的 教育

敕语 进行严肃的批判。

津田道夫先生的!侵略战争与性暴力∀全书共分 5章。首先值

得介绍的是这本书的前言 魏特琳的叩问 。明妮∃魏特琳女士

( 1886  1941) , 中文名华群, 美国人, 1912年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

伊利诺大学,同年秋,受基督教联合会的委派, 到合肥督办教会学

校三育女中。1919年, 她到南京担任金陵女子大学教授,并担任

了教务主任、代理校长。津田道夫指出,除了少数几位战争历史的

研究者外,在日本没有多少人知道明妮∃魏特琳女士。事实上,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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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南京时,明妮∃魏特琳女士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活

跃成员,南京大屠杀期间, 她所倾力保护下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

( 1930年改名)躲藏着万余名中国难民,其中多数是中国女性。明

妮∃魏特琳女士在日军的毒爪下勇敢地挺身而出, 面对日军的各种

威胁甚至殴打也毫不屈服,她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被南京人称为

活菩萨 。然而,勇敢的明妮∃魏特琳女士在此后的岁月里, 却整

日陷入痛苦的记忆折磨之中, 她无法忘记日军制造出的那么多的

没有任何人性的屠杀和强奸、堆积如山的尸体、光天化日下轮奸,

甚至于她的狗那一天竟叼进来一个中国小孩的头颅! 这种痛苦的

记忆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反而在战争继续残酷进行的环

境中变得越发清晰, 文明与野蛮在她心灵中所造成的激烈冲突, 使

得明妮∃魏特琳女士得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 1940 年同事们送她

回国治疗, 1941年 5月 14日,她终于选择了自杀,来解脱人世间的

苦难。在明妮∃魏特琳的墓碑上, 人们刻上了 金陵永生 四个字,

以为永久的纪念。魏特琳女士留下了相当大篇幅的日记, 特别是

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她的详细记录, 更是日军屠城的铁证。目前,

这一珍贵的日记,已被整理出版。津田道夫先生在他的前言中引

用了魏特琳日记中写给 日本有良知的人 和 日本的妇女们 的一

段话: 从军事的观点看, 对南京的进攻也许是日本军人的胜利, 但

是,如果用道德法律来评价的话, 这是日本的失败、国家的耻辱。

这一事件, 不但将会长久地成为和中国的友好关系的障碍,而且,

还将失去现住在南京的人们的永久的尊敬%%把目前在南京发生

的事实,让日本有良知的人们了解,难道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吗%%

日本的女性们如果知道了如此不堪的事实,那将会感到是怎么样

的耻辱啊! 这就是 魏特琳的叩问 。她的 叩问 引发一批日本的

有良知的人们, 依凭着魏特琳们留下的史料, 川流不息地来到中

国,来到南京,在努力地了解历史的真相,并宣传历史的真相。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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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道夫先生以魏特琳女士的事迹和日记来开始的这本专著, 就是

在相隔60年时空之后, 对 魏特琳叩问 的一个真诚回音。而这也

正是我们正视日本民族良知的基础和这本专著的根本价值所在。

津田道夫先生的这部专著, 从各个方面讨论了日本对中国侵

略战争时期的日军性暴力问题。第一章对战争状况下的性暴力和

强奸问题进行了论述。他首先介绍了联合国小人权委员会麦克唐

纳的报告!武力纷争下的有组织的强奸和性奴隶∀, 指出国际法在
性暴力问题上的最新进展, 然后叙述了日军在中国实施强暴的记

录和证言。他尤其详细地记录了在东京出席的 究明南京强暴事

件集会 的亲身经历。1998年 12月13日, 他亲眼目睹了两位来自

南京的战时被日军强暴的老人的血泪控诉,一位当时只有 8岁, 另

一位只有 7岁。他认为,会议上上海师范大学苏智良教授的报告

和日本老兵铃木良雄的证词也非常有说服力。在这一章里, 作者

还指责了战争结束时在柏林所发生的集体强奸事件以及战后冲绳

发生的美军对日本女性的强暴。

在第二章里,津田道夫先生特别检讨了加害士兵们的精神状

况,其中以!东史郎日记∀为重点作了解析。作者尤其详细论述了

东史郎因对南京大屠杀的记载而进行的这场官司。作者严肃地指

出,根据东史郎的日记, 从上海到南京的 进军 中,日军已在进行

屠杀;在严酷的行军  战斗  驻扎  行军的苛刻行动中,日本士兵

充满着不安与恐惧, 屠杀和强暴就是这种精神状态的必然结果。

东史郎因公布记录战争的日记而遭到日本保守势力的刁难,是 非

常遗憾 的。随后,作者介绍了另一本书!性与侵略    84个军队

慰安所,原士兵们的证言∀, 该书记录了亚洲各地原日军士兵在慰

安所的经历,是非常珍贵的口述史料。津田道夫还引用了小野贤

二等编辑的!记录南京大屠杀的皇军士兵们    第 13师团山田支

队士兵阵中日记∀等所记录的大量的日军屠杀与强暴的铁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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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日军中 慰安妇 的普遍性。这一章中所录史料之珍贵、探讨

的态度之严谨, 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尊敬的。

第三章集中探讨作为强奸场所的慰安所问题。作者从两性的

伦理、人类的性生活史出发,然后分析战时日军在慰安所对性奴隶

们的暴力和非人道, 并介绍了韩国、中国和日本方面对 慰安妇 幸

存者所进行的缜密调查。这一章显示了作者比较宽阔的社会学视

野,有一些对婚姻史、性史的追述, 特别是对日本女性地位的法律

资料的提供,对我们讨论日本的军队性奴隶制的形成和出现,具有

启发思考的意义。

第四章的题目是 天皇社会与对中国、中国人的蔑视 。作者

回顾了日本近代天皇国家的形成过程, 指出, 在甲午战争战胜了昔

日的老师中国之后, 整个日本朝野便日益嚣张起来,连小儿们也唱

着 日本的男儿拿起村田铳,宝剑的锋芒直指那支那少爷兵, 我们

的士兵向各地进军, 打倒那可恶的支那人啊, 去夺取那万里长城 。

在天皇制下的日本, 对中国的作战叫作 膺惩暴支 ,而这种情绪由

于在 八一三 淞沪战役中因遭到中国军队的强烈抵抗而更加的焦

灼,从民间的青年团、工商会议所、国防妇女会、处女会到学校到处

弥漫着惩罚中国人的情绪。这种普遍地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歧视和

敌视,认为中国人不是平等的 人 的非理性观念, 导致了日本军队

在中国战场上的肆无忌惮, 因此, 日本士兵们甚至认为, 在战场强

奸中国女人并不是犯罪。这使我们看到,军国主义是怎样地戕害

着一个民族的理智; 而这种戕害,目前在日本仍然在继续着。我想

日本的读者们在读这一章内容的时候, 应该会产生警示的感觉, 而

在一定的意义上,对中国人也一样。

第五章的主题是现代文学中所描述的战时性暴力。津田道夫

先生指出,在当时的氛围中,日本的战时随军的记者和作家们所写

的战争报道充满着征服感, 但也有据实报道的作品, 然而, 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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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毫无疑问是要被日本政府所禁止的。作者列举了石川达三的

!生存着的军队∀,它是石川作为中央公论社的特派员的随军作品,

1938年发表后立即被禁, 理由是有反军倾向, 危害时局。到了

1945年秋日本战败, 作品才得以全文发表。津田道夫先生在 60年

后重新估量了这部书稿的价值,特别是摘录了书中有关性暴力的

描述,以为本书对性暴力讨论的一个佐证。同时, 津田道夫以严肃

的笔触,批判了混淆 慰安妇 问题性质的!春妇传∀。
最后,作者专辟一节 历史篡改派想像力的贫困 , 对南京大屠

杀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他观点鲜明地提出:历史不容篡改, 不要把

问题的讨论纠缠在数字上面, 南京大屠杀决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

在后记中, 他更进一步尖锐地提到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 天皇

社会 的价值批判问题。以我们对目前日本社会的了解,可以想见

津田道夫先生可能受到的社会压力, 这更增加了我们对这样一个

有良知的日本知识分子的由衷敬意。任何一个民族,总是知识分

子阶层,不论在多么艰难困苦的情况下, 提供着可以开阔民族视

野、更新民族生命的思想资料。在日本,尽管有石原慎太郎这样的

右翼政治家,但我们知道,也有像津田道夫一样的有良知的学人在

反思, 所以, 和平 以及 进步 不仅是中日人民关注的话题, 也是

两国人民经过努力而可以达到的愿望。

(作者陈丽菲, 1959 年生,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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