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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逆流不断升级，与德国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形成了巨

大反差。日本的错误历史观，既根源于战后处理的不彻底，也受到政治气候变化的深刻影响，与日本的民族

文化心理也有着内在关联。抵制批判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是包括日本人民在

内的世界人民的共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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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以修改战后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为主要表征的“正常国家化”不断提

速，历史问题也成了日本特别想超越的问题，近年来由日本挑起的中日在历史问题上的尖锐

冲突，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如何在变化了的国际环境中，应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挑

战，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尝试对日本人的历史观做一些

深层分析，其现实意义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一、日本：在应忏悔的历史面前

众所周知，日本在近代走了一条不断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1874 年进犯台湾，

1894 年挑起甲午战争，1910 年吞并朝鲜，1931 年策动“九一八”事变，1937 年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1941 年发动太平洋战争。可以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魔爪遍及整个亚太地区。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据统计，仅日本侵华战争就给中国人民造成 3 500 万人的重大伤亡，其中死亡 2 000 万人；

如果按 1937 年的比值计算，直接经济损失 1 000 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 5 000 亿美元。在侵华

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各地不仅残酷镇压抗日志士，还大肆屠杀无辜平民，犯下了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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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听闻的暴行：在侵占南京时，屠杀中国军民 30 多万人；在抗日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还

有令人发指的细菌战、化学战；等等。日本对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与殖民统治的暴行，同样也

是罄竹难书。

那么，日本在战后是怎样面对这一历史的呢？

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日本战败和处于美军占领之下，日本不得不接受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以及在各交战国设立的战犯审判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美国虽然不想追究天

皇的战争责任，但也不能不对日本的战争罪行进行一定程度的清算。但是随着冷战时代的到

来，美国出于自身战略目的考虑，不顾中国、苏联等反法西斯主义主要国家的反对，开始策划

缔结片面媾和条约来结束日本的占领状态。1951 年 9 月 8 日，日本与美国等国家签订了“旧金

山和约”，该条约于 1952 年 4 月 28 日正式生效。但就是在这一偏袒日本的媾和条约第 11 条中，

也明确记载：“日本接受在日本领土内外之‘远东国际军事法院’，与‘联盟国战争罪刑法院’之

判决，并承诺将执行就前述拘禁于日本之日本国民之判决。联盟国对前述拘禁犯之赦免、减

刑与假释，基于单一或多数联盟国政府之个别考量，或基于日本政府之建议，得不予执行。受

‘远东国际军事法院’判决确定者，除经法庭之联盟国政府代表多数议决，以及基于日本政府

之建议，得不予执行。”［1］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日本政府是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向世界承认那

场战争的侵略性质以及应该受到的审判的。

但是，尽管日本政府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对外承诺接受东京审判的判决，但在国内非但没

有认真地考虑过要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和谢罪，还于 1953 年在日本第十六届国会上，修改了

以对旧军人进行补助为目的的《援护法》。根据这一修改后的法律，对受刑战犯的遗族也发给

“遗族年金”。此后，靖国神社与日本政府厚生省串通一气，不仅将受刑的乙丙级战犯①亡灵祭

祀于靖国神社，还于 1978 年 10 月 17 日，趁举行例行“秋祭”时，正式把 14 名甲级战犯的灵位放

进了靖国神社，这为以后靖国神社问题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另外，日本政府还在国内一直公

然进行与东京审判内容相反的教科书审定。日本文部省从战后初期就建立了以行政手段审

查教科书内容的体制，露骨地对教科书内容进行干涉。1958 年，日本政府对教科书审定基准

进行修改，为“教科书问题”的出现埋下伏笔。

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不断被曝光，受到国际舆论的广泛谴

责。1982 年，日本文部省篡改历史教科书，删改和淡化有关侵略的记述，酿成第一次教科书事

件。当时，修改后的日本教科书把侵略他国的行动说成是“进入”，激起了亚洲各国的愤慨。

由于国际社会与日本国内的强烈批判，内阁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宫泽谈话”，提出在日本

教科书内容审定时不应刺激亚洲邻国。1982 年 11 月份，日本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了一项

“邻国条款”，表示“在处理我国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近现代史的历史事件时，要从国际理解和

国际协调的角度予以必要的考虑”。1985 年 8 月 15 日，中曾根康弘作为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

① 按照 1949 年 1 月 19 日生效的“远东国际军事审判条例”对战争犯罪类型的规定，甲级战犯是指违犯了第五条甲

项“对和平的犯罪”的罪犯，乙级战犯是指违犯了乙项“通常的战争犯罪”的罪犯，丙级战犯是指违犯了丙项“对人道的犯

罪”的罪犯。在日本，甲级战犯、乙级战犯、丙级战犯一般被称为 A 级战犯、B 级战犯、C 级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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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受到中韩等亚洲国家强烈抗议，中曾根也不得不中止了参拜。1993 年 8 月 4 日，围绕慰安

妇问题，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了“河野谈话”，承认日本二战期间原日本军队直接

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以及强征“慰安妇”史实，并表示反省道

歉。1995 年 8 月 15 日，即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50 周年的纪念日，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了

有名的“村山谈话”。该谈话承认日本过去实行了错误的国策，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

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并表示要深刻反省历史、吸取历史教训。

当然，日本政府的历史认识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需要，是在当时多种因素相互作

用下造成的，并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而且，就连这样的有限进步，也受到各种右翼势

力的百般阻挠和破坏。正是在右翼势力的阻挠下，在战后 50 周年之际，日本众议院通过不伦

不类的所谓“不战决议”，由于其未能正视侵略战争的历史，遭到了日本和世界各地舆论的强

烈谴责。与此相联系，日本在战后由国家对战争中阵亡者的遗族等给予了高额补偿，但一直

拒绝对原殖民地的随军“慰安妇”、被强制服劳役者等以国家的名义给以正式赔偿。另外，就

是在 1995 年，日本的一些政治家公然跳出来歪曲历史，否认和美化过去的侵略战争，如原国土

厅长官奥野诚亮、原法务大臣永野茂门等，这些人与民间右翼势力一起，竭力抵制日本国会通

过“不战决议”，曾掀起过一股不小的逆流。

1996 年以后，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否认侵略历史的势力更是日见嚣张。从 2001 年开

始，小泉纯一郎作为首相连续 6 年参拜靖国神社，对日本与中国、韩国等邻国的关系造成了恶

劣的影响。近年来，日本政界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的逆流不断升级。2013 年 5 月，日本维新会

代理党首、大阪市市长桥下彻公然表示在当年战争中“慰安妇”制度是必要的，为战前日本军

队的“慰安妇”制度辩护；2013 年 12 月，安倍晋三作为首相参拜靖国神社；2013 年至 2014 年，在

靖国神社的春秋大祭期间，日本上百名众参两院议员参拜靖国神社；等等。联系到近年来日

本的一系列新动向，这必然引起日本国内正义人士和国际舆论的极大警觉。

二、与德国的巨大反差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本同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德国，在对待侵略历史的问题上，

却与日本采取了非常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形成鲜明的对照。

战后，民主德国自不用说，就是在联邦德国，也对历史采取了比较负责和反省的态度。战

后初期，盟国军事占领当局对纳粹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清查，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对纳粹战

犯给以严厉惩罚，这对铲除纳粹的主要骨干力量、推进战后德国民主制度建设产生了积极影

响。而且，其后德国也一直依靠社会力量搜查纳粹残余，然后送交国内法庭审判。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由于认真揭露纳粹所犯下的罪行，使有纳粹背景的政客在联邦德国受到很大压

力。这种立场鲜明、除恶务尽的做法给国际社会留下了深刻印象。1970 年，联邦德国勃兰特

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下跪，表示忏悔和谢罪，博得波兰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赞

扬。1985 年魏茨泽克总统发表了德国人应明确承认战争罪责的著名讲话，再次表明了对纳粹

德国罪行的反省态度。

冷战结束后，针对右翼分子的猖狂活动，德国政府也采取了坚决打击的政策。1994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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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德国国会修改了刑法，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的事实都将被判罪，根据这一

法律，否认纳粹德国战争罪行在德国已经被排除在言论自由之外。因此，战后至今，虽然德国

右翼分子依然存在，但他们的力量远远不能达到可以左右国家政治的地步。1995 年，科尔总

理访问以色列时明确表示，德国人将牢记纳粹以德国人的名义所犯下的罪行。在纪念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德国领导人又重申要牢记历史教训，以免重蹈覆辙。2013 年 1

月 27 日，现任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纪念日上说：“对于纳粹的罪行，对于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受害者，特别是大屠杀的受害者，德国应该承担起永恒的责任。这种反思

应该一代一代保留下去。”［2］

德国政府在正视历史的前提下，不仅向战争受害国认罪进行赔偿，还向犹太人以及强制

劳动的受害者进行赔偿。德国国会还通过决议，决定设立基金对过去纳粹德国强迫服劳役的

受害者进行赔偿。2000 年 7 月，德国众议院通过了《关于创立“记忆、责任、未来”基金的法

律》，用以解决百万纳粹劳工的赔偿问题。2001 年 5 月，德国众议院同意解冻 100 亿马克（相当

于 45 亿美元）的赔偿基金，向受迫害的劳工幸存者们支付赔偿金。［3］德国的天主教会、新教教

会以及一些企业，也与政府一起或以独资的方式给被强制劳动的人以补偿。根据美联社 2012

年的报道，自 1952 年以来，德国对纳粹罪行的赔偿已经超过 700 亿欧元。2013 年 5 月，德国财

政部承诺将在未来 4 年内，向分布在全球 46 个国家的 5.6 万二战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赔付 7.72 亿

欧元（约合 62 亿人民币）。［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如实地写入教科书，用

以教育下一代。在战后 50 年之际，德国在 4 月份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悼念各地纳粹集中营

的受害者。同时，还通过电视、电影等放映有关节目，图书馆展出有关文件与资料，各种社会

团体举办各种活动，来全面揭露当年的纳粹罪行。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60 周年之际，

作为当年的加害国，德国政府在首都的中心地区建立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林，以牢记和反

省历史。现在德国全国有上千这样的纪念设施供人们参观学习，德国教育法还规定历史教科

书必须包括足够的纳粹时期历史的内容。德国对二战历史的道歉和反思，获得了国际社会的

认可和尊重。

正如李乐曾所说，德国人反省纳粹历史也有一个过程，其自觉意识的产生是由内外多种

因素决定的，其中即包括盟国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来自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还包括德国国内

存在较强大的左翼力量、欧洲传统的民主价值观以及德国人思辨的民族特性等，而战后对纳

粹罪犯的审判和对时效问题的辩论则发挥了重要影响。从战后欧洲的历史来看，“欧洲的和

平与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的复兴和进步，德国人在反省纳粹历史问题上的自觉意识及

其传承是其主要动力。”［4］

三、历史与现实的原因

由上可以看出，日德两国对侵略战争的认识和态度是大相径庭的。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

上之所以与德国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既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也有现实方面的原因。

首先来看历史方面的原因。人们知道，战后对日处理是在美国的控制下，按照美国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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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需要而实施的，这主要体现为审判战犯和整肃。但是，无论东京审判还是对所谓乙丙级

战犯的审判，与日本的实际战争犯罪规模相比，其惩处的范围都是极其有限的，并没有形成对

军国主义势力的彻底清算，从而使大批军国主义分子逍遥法外。最重要的是，没有追究天皇

的战争责任，并且在新的宪法体制下保留了天皇制，显示了美国战后对日处理的极不彻底性。

特别是冷战开始后，美国的对日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推行一条扶植日本、将日本纳

入西方反共阵营的政策，致使许多民主化改革虎头蛇尾、半途夭折，有关战争责任和赔偿等重

大问题的处理更是如此。1949 年和 1950 年初，原被判了刑的战犯获得提前释放，许多犯有侵

略罪行的人重新返回政界和财界担任要职，如有甲级战犯嫌疑的岸信介还当上了首相。

另外，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仅仅是从国际法角度出发的国际审判，而没

有追究战犯们的国内犯罪和国内责任。在德国，“乌尔姆审判和奥斯维辛审判等重要审判起

到了一种对国民进行纳粹历史再认识和再教育的作用，德国人经历了一次以西方民主价值观

为核心的政治启蒙，虽然这并不是审判的初衷，但却是它的最成功之处。”［4］而日本却没像德

国一样设立国内法庭，来追究战犯们的国内责任。这不仅从法律角度来讲是非常不完善的，

也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极不彻底，引起日本国民对战争性质认识模糊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日本，不但许多政客元老和各种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略，不断进行翻案活动，而且一些群众

也缺乏应有的认识，这与日本的战后处理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次，看现实方面的原因。在战后日本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不断谋求政治大国地位，

“大国主义思潮”开始膨胀。一些人为了在国民中培植日本民族在世界上的优越感，千方百计

想抹去侵略历史给日本留下的不光彩的一页。甚至不惜歪曲历史事实，无视其他国家在日本

发动的那场战争中所蒙受的巨大痛苦和损失，将那场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的圣战。他们自

以为采取“鸵鸟政策”，就可以掩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过去的侵略历史就成为具有“正当

性”的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国民意

识保守化现象持续发展，在这种背景下，否认和美化日本侵略历史的错误历史观开始卷土重

来、不断蔓延。

1996 年，自民党重新回归政权核心。1999 年一年内，日本国会相继通过了《新日美防卫合

作指针》相关三法案，以及宪法调查会设置法、国旗国歌法等；2003 年，日本国会通过了“有事

相关三法案”；2004 年，又通过了《自卫队修改法案》、《支援美军行动措施法案》等七项“紧急事

态基本法案”；2006 年，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修改后的《教育基本法》也获得通过。2012 年 12

月，一直志在修改战后和平宪法的自民党重新夺取政权后，在政治右倾化的道路上更是越走

越远。2014 年 7 月 1 日，安倍内阁不顾国内外的反对，公然解禁“集体自卫权”。这一切均表

明，战后以来的禁区正在被打破，规定战后日本政治的基石也在动摇，日本正在加速向所谓

“正常国家”迈进。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右翼及保守势力企图从正面突破历史问题，以便尽快

翻过日本历史上这不光彩的一页。安倍鼓吹“侵略定义未定论”，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公

然否认和美化日本的侵略历史，就是这股势力在政治上的代表人物。

另一方面，冷战后的长期经济不景气、政治低迷、社会充满不安气氛，又使日本国民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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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失去自信，成为滋生狭隘民族主义的温床。这使右翼及保守势力企图通过美化战前历史，

来“寻回自尊”、找回自信，实现“重振国威”的目的。近年来，否定战后以来的民主化教育，强

调和灌输国家利益至上和发扬爱国心的民族主义主张，开始得到不少日本人的响应。在经济

低迷、对前途失去信心的时候，企图靠反省战后的和平道路，给战前日本的对外侵略以“正当

性”，来号召和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一体感，以此渡过难关，这就是当前日本一些苦于无法救治

“日本病”的庸医所开出的一副药方。安倍鼓吹“侵略定义未定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强硬

态度，实际上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日本国内的社会现实。

四、文化心理值得反省

另外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的历史认识与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历史观也有内在联系。

曾经大力推动德国战后审判的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议员本达说过，推动审判并不是“屈

服于外国的压力，而是屈服于个人信念的压力”。可以说，宗教因素在这里起到了很重要的作

用。“在德国，90％以上的人信奉天主教或新教。基督教有关原罪和赎罪等基本教义已为广大

教徒普遍接受，原罪—认罪—赎罪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很自然的因果关系程序。公开认罪并

在良心和道义上进行忏悔，对信奉基督教的德国人已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有了这个宗教文

化的基础，德国人在承认战争罪行、承担战争罪责时，就没有太多的心理负担。”［5］

与德国等西方国家不同，日本文化中并没有“原罪”的观念。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说，与西

方的“罪恶感文化”相对，日本文化是一种“耻辱感文化”，“日本人重视耻辱感远胜于罪恶

感”。［6］这对日本反省历史、明辨是非形成了一定的障碍。

在日本人信仰的神道教中，没有一神教世界那样的普遍、绝对的神，神道中的神都是具体

的、共同体的神。与此相联系，日本文化中没有大同思想之类的终极理想和信仰，日本人缺乏

基于普遍标准的价值观和道义感，善恶标准是相对的，是以共同体的利益为转移的。因此，在

对事物进行判断时，具有强烈的本国、本民族中心主义倾向，而不管是在国内问题还是国际问

题上。这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已有国际定论的问题上，也往往只从自己国家的利益

和立场出发来考虑，缺乏相应的国际关系常识和道义原则，很少认真地从人道与国际平等的

立场出发反省对中国及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与此相联系，日本人被害者意识过剩，而欠缺

加害者意识。在日本政府错误言论及态度的影响下，不少日本人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

这表现在极力否认自己的加害事实，对铁证如山的事实视而不见。例如提起战争往往首先想

到日本国民在战争中的苦难，而没有充分认识到由于日本首先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

深重灾难；念念不忘其遭受盟军空袭及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损害，而不愿提及诸如南京

大屠杀之类的对亚太地区各国施加的暴行。

另外，日本传统的历史观对历史认识问题也有着深刻影响。这种历史观认为，所有历史

都是自然而然展开的，而不是人可以左右的，都具有合理性和正统性；人的作为不能改变历史

的运势，人在历史的大势面前只能服从、顺从。在对二战进行检讨时，许多日本人都认为那是

当时的形势使然，对亚洲的战争和对美开战是不得已的，最后战败只是属于实力对比和实际

决策失误问题，而不属于侵略、被侵略的道义和价值判断问题。由于历史都是自然的、顺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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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所以也没有必要进行反省，过去的事就应该付之东流。

还有，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未能得到彻底清除，随着近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死灰复

燃之势。特别是由于战后日本在历史教育上的失误，未能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青一代，年

轻人中不乏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开脱罪责之人，对待靖国神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些人仍

然顽固地认为，凡在战争中死去的人都是为国捐躯，都成为“英灵”，理应受到人们的崇敬和祭

祀。再加上战争遗属们从内心深处不愿承认父兄们曾经侵略他国、犯有罪恶的事实，在右翼

势力的蛊惑下，也易于同情甚至美化侵略战争。日本自明治时代以来在历次战争中战死者的

遗族甚多，使靖国神社影响很大，有的右翼保守政客也利用这一点，以参拜靖国神社争取选民。

五、两种历史观的较量将是长期的

面对日本政府和一部分人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和态度，日本社会和国际上的正义势

力一直在进行着坚决的斗争，并曾取得过可喜的成果。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就因日本文部省将自己撰写的高中历史

教科书审定为“不合格”，以日本政府为对象提起了两次教科书审定诉讼。在长达 32 年的诉讼

中，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地方法院和日本最高法院先后做出 10 次判决，除了 2 次驳回 2 次

败诉外，家永三郎有 6 次胜诉和部分胜诉。在 1997 年日本最高法院的终审判决中，家永虽然

不是全面胜诉，但承认教科书审定中存在违法，这是不可轻视的胜利。

家永三郎教授为了正义和真理，不屈不挠地斗争了 30 多年，获得了极大的荣誉。这样的

斗争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除了家永先生坚定的信念和毅力之外，与日本社会良知之士的长

期、坚定支持是分不开的。在教科书诉讼运动中，日本历史学界、教育界和民间学术团体发挥

了巨大的后援作用。很多知名历史学界人士、市民和青年学生与家永先生一起长期坚持斗

争，成为家永先生的坚强后盾。

正是在日本国内和国际正义的力量的强大压力下，以 20 世纪 80 年代教科书事件为起点，

日本政府关于历史认识的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即开始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承认侵略行为（不承

认侵略战争）的策略。如前所述，1982 年 11 月，日本在教科书审定基准中增加了一项“邻国条

款”。与此同步，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内容也从 80 年代中期起开始不断改善。到 80 年代后期，

日本几乎所有的历史教科书都记述了“南京大屠杀”事件，在 1983 年文部省的审定中被责令删

除的“731 部队”也出现在了部分教科书上。而且，从 1985 年起，首相不参拜靖国神社成为以后

很长一个时期的惯例。另外，从 1994 年开始使用的高中日本历史教科书，以及从 1997 年使用

的初中历史教科书，都毫无例外地记述了“随军慰安妇”。应该说，这是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国

民运动和以亚洲为主的国际社会对日本政府的批判所带来的重大成果。

当然，日本政府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有限进步，主要是出于政治现实主义的考虑，是在当

时国内国际多种因素相互作用下促成的，绝不是对侵略战争的彻底反省。这不仅表现在内阁

大臣往往与政府的表态背道而驰的“一个政府两种调子”上，也表现在有些政府领导人公开发

言与私下表态、执政时与下台后的言行两张皮上。

近年来，随着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倾向加剧，日本国内和平民主主义思潮日渐退潮，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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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潮逐渐抬头。另外，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历史的反应也开始淡化，

战争记忆和历史认识问题逐渐风化。这为没有受到彻底清算的错误历史观的回潮和泛滥，

为侵略历史翻案谬论的猖獗提供了土壤和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问题的升温绝不是偶

然的。

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倒行逆施，不仅严重伤害了中国、韩国等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感情，还

极大地损害了日本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政治基础。再联系到日本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等新动

向，必然会引起周边国家对日本政治以及国家未来走向的极大担忧。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战争

的最大受害国，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歪曲和美化侵略历史的做法，一直进行着坚决的斗争

和抵制。①另外，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以及亚洲和世界正义力量，也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做

法表示了极大愤慨和强烈抗议。但是就目前来看，尽管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日本并

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这再一次告诉我们，与错误和反动的历史观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艰巨的。

历史是与现在、未来相联系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从日本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中，

可以察知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安倍上台前后，曾狂言要“夺回强大的日本”。［7］但按照

他的解释，所谓的“夺回”就是“从战后的历史”中“夺回日本”。也就是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否

定战后发展路线，修宪、解禁集体自卫权自然是其核心，而为过去的侵略历史翻案也是其重要

一环。由此来看，安倍等右翼、保守势力掀起的历史翻案逆流充满了危险。

历史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没有正视和反省过去的那段侵略历史。为了获得亚洲和世界人民

的信任，做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日本必须遵守基本的国际信义，正视过去的侵略历史，用正确

的历史观教育国民。抵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翻案活动，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仅事关日本

的未来，也关系到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关系到人类的未来，因而是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

世界人民的不可推卸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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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14 年，吉林省档案馆新发掘、整理了一批日本侵华档案，已经正式出版了《铁证如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

司，2014 年 4 月）一书；从 7 月 3 日起，中央档案馆将正式公布 45 个日本战犯的供词，这些都是对日本歪曲美化侵略历史行

径的直接而有力的驳斥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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