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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战争记忆的选择、建构

———兼谈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

胡 澎

摘 要: 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来源于战争的历史事实，又不完全是历史事实的再现。二战结束 70

多年来，日本总是片面强调受害经验，回避加害责任，在战争记忆上呈现出“受害者记忆”的特征，这与日本作为侵

略战争的发动者和加害者的历史事实相违背，也与战争受害国民众的战争记忆产生较大错位，同时导致历史认识

问题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大障碍。因此，研究当今日本的战争记忆是如何选择和建构的，思考战争加害国的日本

与战争受害国的中国、韩国等如何才能重构和共享更接近历史事实的战争记忆，就显得越发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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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 70 多年来，中日之间“南京大屠杀”、
“慰安妇”等问题作为历史记忆被不断生成着，导致

两国民众的历史认识产生了严重分歧。特别是随着

时间的流逝，亲历过战争以及在战争年代生活过的

人已相继离世，大多数日本人所记忆的战争已经与

战争的历史事实产生了相当大的距离。因此，研究

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问题，以及思考中、韩、日等国如

何重构和共享更接近历史事实的共同战争记忆，不

但重要而且具有现实意义。

一、为什么要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

二战结束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中日两国学

术界有关日本侵华战争的研究中，更多的是关注日

本发动战争的政治过程、军事过程以及日本的战争

责任等问题，对战争记忆的研究尚不够充分。战争

记忆研究源于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学术界兴起

的“记忆”研究①，当时大批史学家开始重新审视客

观历史与历史记忆的关系，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使得“记忆”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概念。
记忆研究对东西方的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

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记忆包括个体记忆、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社会

记忆、公共记忆、民间记忆、官方记忆等多个层面。
同时，记忆又与忘却、沉默、抵制、失忆、无意识的压

抑、掩饰、谎言相关联。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斯

( Karl Jaspers) 指出，“对于我们来说，历史是记忆。
我们不仅懂得记忆，而且还根据它生活，如果我们不

想化为虚无，而想获得部分人性的话，历史就是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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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 Pierre Nora) 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叶开始，动员 120 位作者历时 10 年撰写了由 135
篇论文组成的重要学术著作《记忆之场———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成为记忆研究的代表作。“记忆研究”对东西方

的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



了的基础，我们继续受它束缚。”①

战争记忆是关于战争的历史记忆，战争记忆既有

个体记忆，也有集体记忆、民族记忆。同时，战争记忆

可以被记忆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或遗忘，也可以被

权力操控和建构。因个体经验的不同以及作为共同

体的集体、民族在战争中所处的立场不同，战争记忆

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如今，战争

记忆研究已成为历史研究、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补

充。我们在研究战争与记忆时，通常会涉及如下问

题: 谁的战争记忆? 战争记忆的内容是什么? 战争记

忆为谁服务? 记忆与权力是什么关系? 记忆是如何

被建构的? 如何客观地记忆战争? 侵略方与被侵略

方即战争的加害方与受害方如何共享战争记忆等。
距离上世纪 30 年代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结束

已经过去了 70 多年，但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日本

关于战争记忆呈现出受害者感情色彩浓厚、片面与

选择性遗忘的特点，战争记忆与战争事实之间存在

冲突与断裂现象。日本与中国对战争记忆有着较大

出入。正如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所言，“每年八月十

五日，在中国是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日本则被视为终

战、战败纪念日。在迎接这一天的时候，两国电视播

放的画面是不同的。在中国所放映的是抗日战争场

面，登场的是残酷无道的日军官兵和与其英勇战斗

的农民或士兵; 在日本放映的则是东京大空袭，广

岛，冲绳，硫黄岛。日本人的感情记忆里几乎没有刻

下侵略中国的体验。如果有，也只是在如东史郎那

样的退役军官、士兵那里。但是，他们的大多数已是

八十岁以上的老人，而且多数人将战争记忆封存于

自己的内心不愿讲述。”②

研究日本人的战争记忆，需要关注以下现象: 日

本具有侵略战争“加害方”与原子弹“受害方”的双

重身份; 日本民众既是军国主义的受害者，战时体制

下又是侵略战争的参与者和直接或间接的支持者;

日本国内既有否定战争性质的历史修正主义又有客

观记忆战争的和平民主主义; 作为个体，有的日本人

战时参与战争或支持战时体制，战后又成为反战和

平的捍卫者;“本土”日本人与冲绳日本人在战争记

忆上出现乖离③; 战后出生的一代通过历史教科书、
博物馆、影视文学作品等媒介获得的战争记忆与战

争史实有着较大出入等等。不可否认，由于个体和

群体的不同，日本人对战争经验、战争记忆、战争认

识也不尽相同，但似乎不能回避的一点，就是战争受

害者意识已上升为日本人的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
同时，研究战争记忆有助于日本厘清战争责任。

日本学者山田朗认为，“15 年战争的‘战争责任’大

致分为三种: 第一，日本作为国家意志遂行战争，迫

使国民奔赴战场; 第二，指导层对国家意志的形成以

及军队战略的作战方式拥有影响力; 第三，可以说，

支持扩张战争政策的民众对战争也有责任。”④如果

只看到国家层面的战争责任而忽视国民自身的战争

责任，就会导致对战争的无责任。日本首先要厘清

本民族内部的战争责任，日本与被侵略国家之间才

有可能形成公正和理性的战争认识。因此，要厘清

日本的战争责任，就不能仅仅是记忆、咀嚼和回味本

民族在战争中的悲惨境遇，还要了解和体察被侵略

国家民众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惨痛经历，这样才有助

于形成比较客观的接近历史真实的战争记忆。
人们谈及战争记忆、历史认识和战争责任的时

候，德国经常成为日本值得借鉴的一个参照物。二

战后，德国对战争、对历史的反思真正触及了民族的

灵魂，其背后不仅有政界对纳粹大屠杀的深刻反省，

还有学界对民族良心的持续拷问，也有普通民众对

历史罪行的激烈批判。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文特

克认为:“在日本，很多人对战争期间的种种加害罪

行没有深刻反省，却利用美国投下的原子弹让自己

成了受害者。德国把灭绝犹太人的事实根植在国民

的认识中，而日本从来就没有形成这样的记忆共识，

日本的历史认知严重碎片化。”⑤一个民族不仅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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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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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65 页。
［日］沟口雄三:《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读书》2001 年第 5 期。
在二战末期的冲绳之战中，大约有 15 万冲绳民众被夺去生命，其中一部分为日军杀害，一部分被迫集体自杀。战后日本学

界围绕历史教科书事件在“强迫性集体自杀”和“日军杀害冲绳民众”等焦点问题上引发争论。冲绳在日本走向帝国主义

和军国主义的进程中付出了巨大牺牲，而这种牺牲不断地被遮蔽。战后，冲绳成为美军的重要基地，军用飞机坠落对民众

安全和财产造成损害，多名冲绳女性被美军士兵性侵害，美军飞机噪音扰民等，使得冲绳人的战争记忆并未随着 1945 年日

本宣布“终战”而结束，而更多地与现实密切联系在一起。
［日］山田朗:《日本如何面对历史》，李海译，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3 页。
［德］沃尔夫冈·施文特克、陈琛:《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 年第 3 期。



持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还应保持对历史的反省与

批判，这样才能从历史中得到真正的教训。在当今

的国际环境中，倘若日本一味地强调其战争受害者

地位，不能以真诚的态度反省战争，与被侵略国家在

战争记忆上冲突和摩擦就不可避免，实现和解的那

一天就会遥遥无期。
战争记忆不仅仅是历史问题，同时也是现实问

题。正如中国学者步平所言，“随着体验过战争的

老一代的逐渐逝去，中日两国的民众都需要共同面

对新的问题的挑战，那就是在进入 90 年代，特别是

进入 21 世纪后，关于战争历史记忆的逐渐淡化。对

于完全没有战争经历的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人，尽

管表现形式不同，但所谓的战争记忆都有‘空洞化’
与‘抽象化’的倾向。”①战争记忆关系到如何对待我

们民族自己的历史，关系到如何看待与我们历史纠

缠在一起的他民族的历史。同时，战争记忆又与未

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曾经的战争加害国如何卸下历

史重负，通过反省、自赎，获得受害国的宽恕并达成

和解，对日本国家的发展道路，乃至对东亚的和平、
稳定都至关重要。

二、日本人战争记忆的主要特征

( 一) 片面的受害者记忆

当今，大多数日本人的战争记忆是片面、扭曲和

中断的，呈现出强烈的受害者意识。战时物质生活

的窘困、家庭破碎、亲人离散、东京大空袭、广岛和长

崎的原子弹爆炸等，构成了日本人对战争的主流记

忆。日本人牢记着两个与战争有关的日子，一个是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所谓“终战”纪念

日，另一个是 8 月 6 日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日。8
月 15 日在日本通常被称为“终战日”②，这一表述回

避了“战败日”、“无条件投降日”的字眼，同时也回

避了那场战争所承载的罪恶和教训。日本学者藤原

彰认为，“8 月 15 日作为战争的纪念日，是从被害者

的立场上倾诉国民的感情。于是这一天就被称为终

战纪念日，意思就是说，由于天皇的‘圣断’才结束

战争取得了和平。……所以日本人根本没有意识到

战争是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性的战争，没有认识到日

本对朝鲜和亚洲许多国家来说是加害者。”③每年的

8 月 6 日，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都会举行隆重的纪念

活动，悼念原子弹爆炸中的无辜牺牲者，日本各大新

闻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广岛的“受害”，构成一个战

争“受害者”的想像的共同体。这一天，很少有人去

探究战争是谁发动的? 日本军人在海外战场都做了

些什么? 为何日本会遭到原子弹爆炸? 如同“安息

吧! 过去的错误将不再重复!”这句刻在广岛原子

弹爆炸受害者纪念碑上的碑文，主语是谁? 谁犯的

错误? 为什么会“被爆”? 均被故意隐去了。
战后，日本出现了大量描绘战争的残酷以及给

日本人身心造成巨大伤害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甚至

出现了在世界文学界独树一帜的“原爆文学”④。在

日本历史博物馆中，几乎没有展示过揭露日本侵略

战争和殖民统治等加害行为，一味突出日本民众的

战争受害状况。一些西方学者曾尖锐地批评日本人

片面 的 战 争 受 害 者 记 忆。英 国 学 者 布 衣 ( Ian
buruma) 曾批评道: 对大多数日本人而言，广岛是太

平洋战争的巨大“象征符号”，日本人所经历的苦

难，“都能浓缩到这个近乎神圣的字眼‘广岛’里面。
除了民族与国家的殉难这一象征意义外，广岛也是

绝对罪恶的符号，常常被人们拿来与奥斯维辛相提

并论。”⑤沃尔夫冈·施文特克也指出:“北京郊外的

卢沟桥事变或者珍珠港事件在日本人的战争记忆中

并未占据显著位置，反倒是冲绳、广岛和长崎留下了

深刻印象。简而言之，在日本，受害者的角色比罪犯

的认知要强大得多。”⑥

记忆具有主观性和身体性的特征，因此作为

个体的日本人对战争年代遭遇的苦难以及丧亲之

痛有着深刻而痛苦的记忆，这本无可厚非，然而当

个体身体体验的战争受害记忆上升为日本人的集

体记忆乃至民族记忆，一味沉浸在本民族的受害

情绪中，甚至以战争受害者自居，对被侵略国家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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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平:《中日历史问题的对话空间———关于中日历史共同研究的思考》，《世界历史》2011 年第 6 期。
1982 年 4 月 13 日日本政府将 8 月 15 日定为“追悼战殁者与祈祷和平之日”。
［日］藤原彰:《日本人的战争认识》，步平译，《抗日战争研究》1999 年第 4 期。
“原爆文学”描写原子弹爆炸给日本民众带来的惨痛经历，以及后遗症“原爆病”的危害，着力渲染战后数十年依然存在于

日本人心灵深处的创伤。
［英］布衣:《罪孽的报应———日本和德国的战争记忆与反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
［德］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 年第 3 期。



众的伤痛和感情缺少体察，甚至漠视、轻视、无视，

显然是错误和危险的。
当日本人的战争“受害者意识”被固定化以后，

中韩两国要求日本正视历史、反省和道歉，要求对劳

工和“慰安妇”予以道歉和赔偿等要求，对此有相当

数量的包括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在内的日本人

难免产生反感和抵触心理，其意识深处潜藏着这样

的逻辑: 作为战争受害方的日本为什么要对战争反

省、忏悔和道歉?

( 二) 被建构的受害者记忆

“记忆并非一个不变的容器，用来盛装现在之

前的过去，记忆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件事物，在不

同的时间点上它的工作完全不一样。”①如何建构战

争记忆是一个尖锐、敏感的话题，同时关涉到权力的

作用、社会变迁、文化导向，以及遮蔽战争加害者的

主观愿望等。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随着战争加害者的记忆

被抹消或选择性地忘却，大多数日本人已习惯置身

于受害者的立场去记忆战争，缺少从加害者的角度

来反思战争，思考战争责任，这与 90 年代后期以来

日本民族保守主义思潮的大行其道有关，同时也受

到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日本政要多次参拜靖国神

社，一些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右
派媒体人一直抵制对那场侵略战争的否定性评价，

不断抛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否认、抹杀或故意

淡化强制劳工、三光作战、从军“慰安妇”、731 细菌

部队、日军遗留生化武器等战争遗留问题。而反映

日军加害行为的客观叙述，却被扣上了所谓“自虐

史观”、“反日史观”的帽子。针对一系列历史修正

主义的动向，山田朗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慰安所和

慰安妇的相关话题，已经是铁的事实，但对历史修正

主义者来说，却认为这是有损日本人荣耀的事，将是

否存在强征的问题矮小化，将问题的存在本身也试

图隐藏起来。”②由此可见，权力在日本人战争记忆

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正如沃尔夫冈·

施文特克所指出的，“自民党的政治领袖、文化领域

的官僚和国家媒体的一部分在当前组成了一个意见

垄断集团，他们出于政治的目的把历史加以工具化

利用。”③

靖国神社内游就馆中的解说词和展板内容所代

表的所谓“靖国史观”，将侵略战争的爆发归咎于美

英的“挑衅”和“压迫”，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

粉饰为帮助亚洲摆脱白种人的殖民统治，实现“大

东亚共荣圈”，标榜和宣扬日本军人的“战功”和为

天皇尽忠效死的“武士道”精神，否定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的审判，将被处死的甲级战犯视为受战胜国迫

害的殉难者。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出现了一批新历史

教科书编纂会、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等右派保守组

织，以及藤冈信胜、西尾干二等一批右翼学者。这些

组织和学者编辑出版了多部宣扬、美化、掩饰日本侵

略战争的书籍，如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大东亚战争

的总结》④。该书强调那场战争是日本把亚洲从欧

美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争，否认日本军队对亚

洲各国人民造成的痛苦与灾难，声称南京大屠杀是

“虚构”的，“从军慰安妇”系商业行为，并呼吁建立

日本人自己的历史观。另外，《“自虐 史 观”的 病

理》、《教科书没有讲授的历史》、《污蔑的近现代

史》、《国民的历史》等书籍也宣扬这一类观点。
一个民族的历史大多是通过历史教科书建构、

记忆和传承的。2001 年，文部科学省审查通过了右

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主导编写、扶桑社出

版的初中历史教科书。该教科书蔑视亚洲，将统治

韩国殖民地正当化，主张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等

历史事实都是伪造的，肯定和美化日本发动的侵略

战争。学者子安宣邦认为，在历史教科书中将“侵

略”战争改写为权益防卫的不得已的军事“进攻”，

这种国家对教科书检定的行为是国家一方发动的对

过去记忆的“变换形式的再生”，是要谋求对过去的

55

①

②

③

④

［美］杰佛瑞·奥利克、乔伊斯·罗宾斯:《社会记忆研究: 从“集体记忆”到记忆实践的历史社会学》，周云水编译，《思想战

线》2011 年第 3 期。
［日］山田朗:《日本如何面对历史》，李海译，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 页。
沃尔夫冈·施文特克:《充满争论的记忆———德国、日本的战争体验与历史政策》，《抗日战争研究》2014 年第 3 期。
［日］历史检讨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 1997 年版。1993 年 8 月 10 日，新任日本首相的细川

护熙对日本发动的那场战争表态，“我本人认为这是侵略战争，是错误的战争”，引起日本右翼势力的不满。自民党内成立

的历史检讨委员会，由 19 名日本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的“主讲人”进行了 20 次关于历史问题的讲演，最后这些讲演内容

被整理成书，即《大东亚战争的总结》。



“重提与再叙述”。①

安倍当局深知重塑民族历史记忆的重要性。
2015 年是日本战败 70 周年，早在年初安倍晋三就

设立了专门委员会，为起草战后 70 周年谈话做准

备。8 月 14 日，“安倍谈话”发表，虽然迫于国内和

国际社会要求日本正视历史的呼声，安倍在“谈话”
中使用了“侵略”、“殖民统治”、“反省”、“道歉”等

字眼，但模棱两可、遮遮掩掩、闪烁其词的态度令战

争受害国的民众感到“安倍谈话”缺乏诚意。“安倍

谈话”发表当天，日本外务省就删除了官网上有关

“村山谈话”等前任政府对战争“深刻反省”、“由衷

道歉”等内容的网页。
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家、历史修正主义者、

右派媒体人妄图通过淡化和模糊战争责任，将日本

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定格于原子弹爆炸，混淆战争

的加害与受害的关系，将受害作为日本人和其他战

争受害国人民共同拥有的经历。在他们眼里，供奉

着二战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既是体现日本近代以来

为国“牺牲”者的人生价值的场所，也是消解丧失亲

人痛苦记忆的设施。小泉纯一郎首相曾在参拜靖国

神社时说，因为有了“战死者们崇高的牺牲才有我

们今天的日本”，这句话令我们质疑他是要以“国家

荣誉”和“牺牲”来取代日本人作为战争加害方的负

罪感。高桥哲哉在《国家与牺牲》一书中针对小泉

的这一说辞予以批判:“通过颂扬战殁士兵‘崇高的

牺牲’，把这种牺牲作为‘敬意和感谢’的对象予以

美化，会产生某种重要的效果，那就是会产生一种掩

盖、抹消亚洲太平洋战争的惨状、在战场上阵亡的惨

死和不快的效果。”②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在

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这组辨证关系中，大多数日

本人选择了“历史失忆”，这既是一种选择性遗忘，

也是一种作为加害者自我保护性的遗忘。因此，我

们经常看到，很少有日本人提起战争中对他国的侵

略行径、大屠杀、惨案，似乎战争仅仅意味着广岛和

长崎的“被爆”、日军战俘在西伯利亚的惨痛经历。
这种选择性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为战争加害

方企图逃避和推卸战争责任的一种主观愿望。学者

藤原归一曾指出，“日本国民并非是因为经历了太

长时间而遗忘了战争，而是因为不愿看到某种东西

而早早地闭上了眼睛”③。在战争历史真相面前，选

择性记忆和遗忘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剥离自己与罪

恶的关系。
在日本政治权力的操控以及错误历史观念的影

响和推动下，日本从侵略战争的“发动者”、“加害

者”同时也是战争“受害者”的身份置换成了片面的

战争“受害者”。在巧妙的概念偷换以及选择性记

忆的建构之下，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遗忘了日本是

战争的“发动者”、“加害者”、“参与者”，习惯了将

日本定格于“受害者”的立场。作为战争“加害者”
的立场和记忆的遗忘与缺失，以及对战争“受害者”
意识和记忆的强调和传承，其后果是严重的，与中、韩
等被侵略国家民众的战争记忆发生了严重背离。

( 三) 民间力量客观记忆的努力

二战结束至今，针对否认侵略战争史实、否认侵

略战争性质的逆流，一些爱好和平的日本人和日本

民间组织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们不但作为战

争的受害者反思战争，同时也站在加害者的立场思

考和研究日本的战争责任。为对抗日本右翼团体和

右翼政治家的错误历史言论，捍卫史实和客观记忆

战争，做出了积极努力。
这些民间组织数量众多，如以反对化学武器、细

菌武器、核武器为己任的“日本 ABC 企划委员会”，

支持日军细菌战受害者索赔的“要求国家赔偿 731
部队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律师团”、“731 细菌战审判

运动委员会”，有针对否认南京大屠杀舆论成立的

“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调查南京大屠杀全国联

络会”、“南京证言会”，还有支援中国战时被抢掳劳

工、要求日本国家赔偿的“日中劳动者交流会”、“支

持中国人战争受害者要求会”等等。④ 有的民间组

织深入曾被日军侵略的国家实地调查，搜集战争期

间日本军队的罪行和证据。有的民间组织顶着右翼

势力的压力，克服经费紧张等困难，编辑有关侵略战

争的资料集，发行简报，举办演讲会、展示会。有的

民间组织为阻止各地教育委员会采用扶桑版右翼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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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59 页。
［日］高桥哲哉:《国家与牺牲》，徐曼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 页。
［日］笠原十九司:《南京大屠杀的记忆与历史学———败战之后日本国民对历史的“遗忘”》，卢鹏译，《南京大屠杀史研究》
2012 年第 2 卷。
王希亮:《日本民间的追究战争责任运动及其影响》，《日本学刊》2006 年第 4 期。



科书，发起“让扶桑版教科书采用率为零”的运动。
“日本律师联合会”中一些具有正义感和良知的律师

不但关注中、韩等亚洲各国对日民间索赔运动，还从

法律、道义、人力、资金等方面提供了支持。
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在其编写的教科书《新日本

史》中记载了日军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为抗议

文部省对侵略战争史实的删改，与之打了长达 35 年

的官司。《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①是第一个站出

来全面采访和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日本记者，也是第

一个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完整告诉日本人民的学者。
《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等多部关于南京大屠杀历

史研究的书籍，让日本读者了解到这段被尘封的加害

历史。小学教师松冈环 20 多年来致力于南京大屠杀

的民间调查，寻访了 250 多名日本二战老兵，自费 80
多次到中国，与 300 多位幸存者会面，并自编自导了

纪实电影《南京，被割裂的记忆》，从受害者和加害者

双方的视角再现了那场战争灾难。学者野田正彰在

《战争与罪责》②一书中记录了对八名侵华日本军人

的采访，通过他们在战犯管理所的改造，细致入微地

刻画了他们人性的回归过程，挖掘和剖析了他们的

战争记忆。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

神构造》③揭示了战前日本每个国民都直接或间接

地成为日本对外扩张、发动侵略战争的一员，提出日

本国民有责任对当初支持战争的行为进行反思。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出版了一批反映被

侵略国家民众苦难的调查和研究类书籍。如石田米

子、内田知行编著的《黄土地村落里的性暴力———
大娘 们 的 战 争 仍 未 结 束》、上 田 信 的《鼠 疫 与 村

落———731 部队的细菌战与受害者的创伤》、关成和

的《被 731 部队占领的村落———平房村的社会史》、
石井弓的《作为记忆的日中战争》④等。“将个人的

受害记忆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从遭受战争摧残的

个人及地域社会的角度分析战争的破坏机制和造成

的后果，自下而上、自微观而宏观地解读历史。”⑤这

些有良知的日本学者、知识分子、普通民众既有战争受

害者的意识，同时又具备战争加害责任的自觉，针对日

本人片面的选择受害者记忆而做出了努力。

三、中日如何共享战争记忆

中日作为那场战争的当事者，能否在战争结束

70 多年后的今天重构并共享战争记忆? 可否有超

越民族感情和民族国家的战争记忆? 如何摄取历史

并对待民族创伤记忆? 针对日本片面强调受害经

验、回避加害经验的战争记忆，如何克服民族国家和

各种意识形态的局限，超越民族的感情记忆，在中日

之间、在东亚甚至在国际社会层面对那场战争形成

一种公正、理性的认识? 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

认真研究和思考。
本文所指战争记忆的共享应包含以下多个层面:

日本作为侵略一方的加害者的战争记忆与中、韩等被

侵略国家的受害者记忆的共享; 日本民众在战时体制

下“举国一致”、“铳后奉公”( 意为“后方支援”) 的体

验与东京大空袭、原子弹爆炸等受害记忆的共享; 日

本“本土”人与冲绳人的战争记忆的共享; 采访、挖掘

被侵略国家民众受害记忆的日本人与大多数不了解

历史真相的日本人之间战争记忆的共享。
要使集体记忆、民族记忆能够流传下来，通常需

要借助一些承载物，如官方承载物、组织上的承载

物、文化承载物、学术承载物以及其他承载物。具体

而言，包括文献、书籍、器物、艺术、纪念碑、象征符

号、博物馆以及公共仪式等。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

拉提出“记忆场”( sites of memory) ⑥的概念，这一承

载物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 一是具备物质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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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怂恿下，南京大屠杀时开展杀人竞赛的“百人斩”刽子手向井敏明、野田毅的遗属向井千惠子、
野田马萨等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将本多胜一告上法庭，企图对“百人斩”历史进行翻案。之后的这些年，本多胜

一在法庭上一次次出具历史资料，为捍卫历史真相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日］野田正彰:《战争与罪责———战争记忆与历史反思》，朱春立译，昆仑出版社 2004 年版。
［日］津田道夫:『南京大虐殺と日本人の精神構造』、社会評論社 1995 年版。
以上书籍的日文书名分别为『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 ダーニャン) 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 創土社 2004 年) 、『中国

民衆の戦争記憶』( 明石書店 2006 年) 、『ペストと村 七三一部隊の細菌戦と被害者のトラウマ』( 風響社 2009 年) 、『七三

一部隊がやってきた村―平房の社会史』( こうち書房 2000 年) 、『記憶としての日中戦争———インタビユにする他者

理解の可能性』( 研文出版 2013 年) 。
聂莉莉:《从战争受害记忆解读历史》，《武陵学刊》2011 年第 6 期。
［法］皮埃尔·诺拉主编:《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黄艳红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如档案馆、博物馆、纪念碑、墓地等; 二是具备象征意

义的，如祭典、默哀、纪念日等; 三是具备功能意义

的，如团体组织、教科书等。因此，教科书、历史展馆

以及文学作品、电视、电影等大众媒体负有记录、传
承民族记忆、战争记忆的职责，应客观描述战争给双

方民众带来的伤痛，使生活在和平时代的子孙后代

了解和反思战争的历史，坚定地走和平之路。
记忆共享需要战争加害方和受害方的共同努

力。加害方需要对战争有清醒的认知，对加害行为

表达悔罪，达成自赎，从而获得战争受害方的宽恕，

双方实现和解。自我救赎的实现需要一个痛苦而漫

长的过程，超越“国家利益”、对本国历史加以批判

是艰难、痛苦的。令人欣慰的是，20 世纪 90 年代以

来，在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社会运动中，日本有正义

感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与中国、韩国的研究机构、学

者、市民团体开展了各种交流、声援和相互支持的活

动。例如，在“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一些市民组织，

特别是一些妇女团体大量采访、调查和研究韩国的

“慰安妇”幸存者，声援中国山西盂县“慰安妇”幸存

者的对日索赔案。日本民间组织在中国各地举办

“二战时期日军性暴力图片展”。近几年，中日韩学

者及民间团体合作编写《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共

同举办“历史认识与东亚和平”研讨会，显示了中日

韩三国的有识之士正在探寻跨越国境、共享战争记

忆的道路。虽然这些正义的力量和努力还很微弱，

其社会影响力尚不足以左右日本政治和国家走向，

但我们仍从中看到了希望。只要越来越多的日本人

对侵略战争这段加害历史能够有客观的认识，反思

战争责任，日本就有可能走出历史阴影，求得战争受

害国的谅解，从而实现民族的自我救赎。
探讨中日战争记忆的共享，还需要两国知识分

子的共同参与，在东亚构筑开放的对话空间。其实，

构筑这样的对话空间并非遥不可及，现在起码已具

备了三个基础: 一是使中日关于战争的记忆使之具

有成为一个整体来讨论的可能性。二是日本的进步

知识分子和民间团体在追究战争责任和传承战争记

忆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三是教科书事件、靖国

神社参拜、“慰安妇”问题、日军遗留化学武器受害

者索赔、细菌战诉讼等历史问题已经延伸到现实，并

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国学者孙歌与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就在尝试构

筑这一知识的共同空间，即“知的共同体”。日本

《世界》杂志分数期登刊多位学者有关东史郎诉讼

案问题的讨论文章，该杂志还刊登了中国学者孙歌

的《日中战争———感情与记忆的构图》。中国的《读

书》杂志发表了孙歌的《实话如何实说?》、沟口雄三

的《创造日中间知识的共同空间》。中日学者认识

到两国人在“南京”与“广岛”出现记忆的乖离，提出

了感情记忆以及如何超越的问题，并达成了如下共

识: 中日之间应建立一种能包容记忆的复杂性与多

样性的东亚记忆，使中日两国的战争记忆成为东亚甚

至是世界的共同记忆，并创造超越国家的东亚历史。
挖掘和公开战争受害方个体的、民族的战争记

忆，使其升华为具有广泛认同的东亚记忆乃至全人

类的历史记忆，这是战争记忆共享的重要部分。中

国政府将 12 月 13 日确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在这一天各界举行大规模的公祭活动。这

是将南京大屠杀上升到人类共同悲剧的高度，以引

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2015 年的这一天举行了大

阅兵，这是把中国的抗日战争视为反法西斯东方主

战场，在世界范围与人类共识对接。近年来，中国加

强了战争受害者的证言、书信、日记等史料收集和整

理工作，用史实发言。一系列有关战争记忆的书籍

相继出版，如《抗战家书: 我们先辈的抗战记忆》、
《伤痕: 中国常德民众的细菌战记忆》、《义乌细菌战

受害者口述史》、《血火与堡垒———重庆大轰炸采访

录》、《“慰安妇”调查实录》等。在日益全球化和信

息化的当今，这些收集和整理工作，将会使日本人及

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民众的受害经历，有利于促进

日本人修正片面的战争受害者记忆。
中日两国民众共享战争记忆，需要沟通与相互

理解。也就是说，在肯定自我的感情和立场的同时，

承认他人的感情和立场，在此基础上展开相互批判，

把各自国家的记忆上升到更广阔的视野，在“相互

缠绕的历史”①中创造历史。从目前中日关系的现

状以及日本政治、社会发展趋势来看，尽管战争加害

国与战争受害国共享战争记忆的目标还很遥远，阻

力很大，但只要两国有识之士加倍努力，目标就会离

我们越来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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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歌:《“感情记忆: 面对相互缠绕的历史”序言》，《开放时代》2002 年第 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