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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甲午戰敗 強化海權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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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宅秀也將平民供鼠疫實驗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檔案局昨

日公佈了日本戰犯三宅秀也的侵
華罪行自供提要。三宅秀也，
1902年生，日本兵庫縣人。曾任
偽滿洲國熱河省警務廳警務科科
長、偽奉天省警務廳廳長。

逮反滿抗日者逾七千人
據三宅秀也1954年8月至1955年4月筆供，其重要罪行有：
1936 年，在偽熱河省、偽錦州省逮捕了共產黨員及有反滿抗日
思想的中國愛國者達7,066名，內「嚴懲」（死刑）150名。
1938 年11月，召開防疫本部會議，「為了使偽新京的鼠疫防
疫的完備，決定以偽警察力量包圍鼠疫病源地，偽農安縣城完
全切斷與外部的交通。」「關東軍令石井部隊，直接擔當鼠疫
防疫業務之主要目的是以偽新京發生鼠疫為良好機會，令石井

部隊對鼠疫病菌進行種種的研究
及實驗，以備他日的細菌戰。石
井部隊在農安縣城將在偽警察包
圍下的人民供對鼠疫病菌的研究
和實驗之用。」
1939年9月至1941年3月，指
導屬下各偽警察機關協助「消
滅」抗日聯軍第一路軍，共射殺
抗日聯軍約20名，誘扣約1,500
名，其中包括楊靖宇、陳翰章等人。
1942年8月3日，命令偽慶安縣警察隊在該縣青風嶺射殺抗日

聯軍第三路軍軍長許享植。1944年7月至1945年8月，在任偽
奉天省警務廳廳長時，下令屬下逮捕違反刑法者，「僅在1市6
縣即逮捕中國人民13,180名，將其中4,565名移案偽檢察廳，移
案偽檢察廳者有14名被判處死刑，在監獄中被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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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媒：高官訪華尋求APEC首腦會談
香港文匯報訊 日本共同社昨日報道，為
了探索能否在11月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
(APEC)期間實現中日首腦會談，日本外務省
亞洲大洋洲局高官曾於7月中旬秘密訪問北
京，與中國外交部亞洲司的高官進行了磋
商。
報道稱，在會談中，中方對日本首相安倍

晉三是否會再次參拜靖國神社表示了關切，
並提到釣魚島問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近日又針對日本官

員所謂「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間舉
行中日首腦會晤是很自然的事」這一言論回
應道，當前中日關係面臨嚴重困難，其癥結
是清楚的。日本領導人參拜供奉有二戰甲級
戰犯、美化侵略戰爭的靖國神社，嚴重傷害

中國等廣大受害國人民感情，損害了中日關
係的政治基礎。並引用當下中國一句流行的
話稱，非誠勿擾。

中日東商建亞洲基建投行
另外，中日兩國的局長級金融磋商會

議，昨日在東京舉行。會議將重點探討中
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的問題。
日本財務省透露，這一次磋商是由中國方

面提出的。中國財政部國際局局長鄒加怡和
日本財務省國際局局長淺川雅嗣將代表兩國
政府出席這一次會議。雙方沒有公佈會談的
議題。但是消息稱，主要將討論成立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問題。

120年前的今天，甲午戰爭在
豐島海面爆發，被稱為「亞洲
第一」的中國北洋水師於7個
月內全軍覆沒。這場慘敗喚起
了中華民族的覺醒，也留給後
人不斷窮究的歷史迷思。特別
是今年以來，無論官方還是民
間，紀念甲午戰爭 120 周年的

各類活動如火如荼，其規模、層次、頻率、熱度，
明顯超過以往，國人追問最多的問題就是：中國到
底敗在何處？

答案當然不是唯一的。作戰謀劃的失誤、海權意
識的淡薄、清廷的腐敗……人們總能從120年前的
諸多史實中找到相應因子和論據。而在昨天的「殤
思．鏡鑒——甲午戰爭120周年研討會」上，中國
海軍史學會會長陳悅的發言引起很多與會者共鳴：
「如果我們今天把這場戰爭僅看作是腐朽軍隊和政
府的失敗，那我們全部錯誤！」一些有識之士認
為：中國的甲午之敗是制度之敗，是國民文化性之
敗。

的確，在西方列強的炮艦威脅下，中國和日本在
十九世紀中後期各自走上了「改革開放」之路。誠
如專家分析，日本的「明治維新」在政治、經濟和
軍事制度上全面學習西方，而清朝的「洋務運動」
在「中體西用」的口號下，只引進西方的「器
物」，卻拒絕制度乃至國民性的深刻革命。「一個
從內心革新變化，一個則止於外形」，甲午戰爭恰
恰是這兩種變革成敗的檢驗場。

文化而非政治決定社會成敗
日本「明治維新之父」福澤諭吉說過，一個民族

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
二是政治制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和經濟的改變。
其中，「人心的改變」 最為關鍵。梁啟超指出，
「今日世界之競爭，不在國家而在國民」，「故我
國民一盤散沙，不知為何而戰，為誰而戰?」而國防
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前不久向新華社反思甲午戰爭
時的一席話，更是發人深省。在他看來，百姓是不
是國民，有兩條重要標準，一是有沒有權利，二是
有沒有財富。很多日本學者在總結甲午戰爭經驗時
都認為，國民意識是戰爭勝利的最大法寶。在「明
治維新」中，日本搞了「自由民權」運動，其核心
是「納稅人的參政權」，走了與清朝洋務運動相反
的路，鼓勵民間資本。反觀大清帝國，卻不顧一切
地將民間思想火花撲滅於萌芽之中。

人們越來越認同，文化，而不是政治，決定一個
社會的成敗。但同時，著名社會學家丹尼爾．帕特

里克．莫伊尼漢強調：政治可以改變文化，使文化免於沉淪。甲
午戰爭120年後的當下，歷史又處在一個重要關口。正在深化改革
開放不斷崛起的中國，如何將經濟器物層面的後發的優勢，轉化
為政治制度優勢，乃至重塑國民文化性，仍處在繼續爬坡的艱難
求索中。

人們常問：如果再來一次甲午戰爭，中國會打贏
嗎？答案仍在中國人這邊。中國執政黨領導的全面

改革能否在上述歷史使命中有所建樹，人們正
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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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學者倡中華抗戰50年

和平要靠實力 能戰方能言和
「當今中國必須提升海權意

識，發展強大海軍。」軍事科
學院前副院長糜振玉中將斬釘
截鐵地說，「落後就會挨打，

只有自己強大了，才能不受外敵侵犯。」昨
晨，巴忠倓、糜振玉等退役將領與諸多專家
學者在北京聚首，剖析甲午戰爭慘敗之根本，
共論中日關係發展之前景。這些戰略智庫要
角的思想火花在碰撞中綻放。
糜振玉認為，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薄弱

是中國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如今，中
國要建設海洋強國，要以實力為後盾，下定
決心，持續不懈地建設一支能捍衛國家海洋
國土和維護海洋權益的強大的海軍。

日本最怕中國人反思錯誤
原武警部隊司令員巴忠倓亦時刻關心國

防安全。「我國是一個海陸兼備、幅員遼
闊的國家，擁有18,000多公里的海岸線。
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提高海洋資源開發，
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在巴忠倓看來，維
護海權是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使

命。
對於現今的中日關

係，糜振玉給出了四
個字「非誠勿擾」：
「目前看來，安倍政
府並無誠意。解禁集
體自衛權，就是打開
了戰爭閘門，我們需
要提高警惕，隨時做
好戰鬥準備。」談及此，他張開雙臂，揮
動兩掌，彷彿打出一套漂亮的拳術，「和
平要靠實力來維持。周總理曾說過『能戰
方能言和』，你有實力才能求得和平。」
隨後發言的中國海軍史學會會長陳悅一語

震全場，「日本人不怕被罵，他們最怕的是
中國人突然回過頭來反思曾經的錯誤。」他
續稱，「事實上，120年前的這個失敗是舉
國、舉民族文化性的徹底失敗。如果不徹底
找出甲午失敗之因的話，在崛起之路上，我
們內心裡還會有一個小地方是不太自信的。」

■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議元
北京報道

■三宅秀也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者 張議元

北京報道）在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之際，來

自海內外的120多位知名專家昨日齊聚北京，出席

「殤思．鏡鑒——甲午戰爭120周年研討會」，反

思中國在甲午戰爭慘敗的深刻原因，揭露日本軍國

主義的侵略罪行，總結今天中國要實現強國夢、強

軍夢必須吸取的教訓。多名專家表示，中日關係已

達建交以來最緊張時刻，日欲改善關係，須先正視

歷史。也有專家倡議，應強化海權意識，建設強大

的中國海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
道）今天是標誌着甲午戰爭正式爆發（豐
島海戰）的120周年紀念日，來自台灣和
大陸的兩岸學者齊聚遼寧瀋陽，呼籲將
1895年（清廷與日本簽署將台灣割讓的馬
關條約）至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的
50年，定為中華抗戰50年。年逾八旬的奉
系史學者張文琦在接受記者採訪時進一步
提出「世紀性的抗戰」的概念，「中華民
族的抗戰史甚至不止50年，1871年發生
的『牡丹社事件』，日本伺機以琉球宗主

國自居侵略台灣。」他呼籲，「50年抗戰
概念的確定是要告訴世人勿忘割讓台灣時
人民的抗爭和經歷的痛苦。」
昨日，遼寧省相關領導及中國近代史料

研究中心、東北抗日義勇軍研究中心學者
和抗日老戰士及後人等500餘人見證下，
坐落在遼寧鐵嶺蒲河源頭觀陵山藝術園林
的「中華抗戰50年紀念園」正式竣工。

記着兩岸並肩作戰兄弟情
「中華抗戰50年紀念園」展示了兩岸民

眾英勇抗日50年的歷史，紀念園
廣場置身湖水蕩漾中，其上矗立
着從當年黃海大海戰的舊戰場運
來、也染過鄧世昌等甲午英烈
的鮮血的大礁石，上面書寫
三個大字「甲午魂」。
遼寧文化研究專家初國
卿在多年前曾到台灣與
奉系史學者張文琦會
面，探討了關於中華
抗戰 50 年的說法，
「此前也有大陸學者
提過這一說法，但這
一次，我和張文琦
明確將這一說法固
定下來，希望更多
人記着兩岸並肩作
戰的兄弟情義。」

■■「「殤思殤思．．鏡鑒—甲午鏡鑒—甲午
戰爭戰爭120120周年研討會周年研討會」」
現場現場。。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糜振玉中將
江鑫嫻 攝

■「勿忘甲午」——紀念中日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檔案圖片
展昨在遼寧省檔案館開展。 新華社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武寅說：「甲午戰爭是日本國策的負面
開端」。甲午戰爭的實際效果如何，對日本以後的發展具

有很大的影響，或者說是示範效應。直到今天，日本仍然沉迷
在歷史的夢境中未能清醒，只要日本一天不上歷史的必修課，
就一天找不到未來發展的正確方向。

常存戰備 立不敗之地
對於中日關係發展，武警部隊原司令員巴忠倓直言：「我們
不能寄希望於別人主動改變他的做法，我們只有居安思危，不
斷自強，才能將戰爭的噩夢永遠打破」。
軍事科學院前副院長糜振玉中將認為，甲午戰爭失敗的根本
原因是當時的統治集團和廣大民眾對海洋在國家建設和安全中
的地位作用缺乏應有的認識，海洋意識和海權觀念的薄弱。
「應建立牢固樹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海權觀，建設強大的海
軍。」海軍軍事學術研究所副所長以及海軍大校楊曉丹亦表
示：「要深刻借鑒甲午海戰失敗的教訓，充分認識海軍建設與
國家經濟建設協調發展的重要性，面對嚴峻複雜的海上安全形
勢，我們決不能重蹈歷史覆轍。」
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表示，「總結甲午戰爭以來的中日歷史，
戰爭多於和平，緊張多於友好。中國要居安思危，常存備戰之思，
牢記甲午慘敗教訓，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現今安倍政權的右
傾化，使中日兩國關係處在1972年建交以來最緊張的時刻，改善
中日邦交要正視歷史。日本當局應該避免走上錯誤國策的道路。
如果軍國主義復活，錯誤國策再現，再次出現歷史悲劇不是不可
能，不尊重歷史的國家和民族會遭到歷史報復。

安倍東海部署指向中國
中日關係史學會副會長王泰平表
示，重溫甲午戰爭史具有現實意
義。120年後的今天，日本東山再
起，把中國視為假想敵，要牽制
和阻止中華民族的復興。「安
倍上台以後，在軍事安全領域
採取了一系列前所未有舉措，
不斷地加強在東海的軍事部
署，把軍事矛頭指向中國。」
對於中日關係的未來，與
會專家均表示，中日關係不
能永遠僵持下去，世界第二
大經濟體中國和第三大經濟
體日本是一衣帶水的亞洲大
國。亞洲要振興，亞洲人民
要發展經濟，改善生活福
祉，日本和中國都有不可
推卸的責任。

■■在甲午戰爭在甲午戰爭120120周年來臨之周年來臨之
際際，，遼寧省丹東市邊防支隊守遼寧省丹東市邊防支隊守
衛大鹿島的邊防軍人為衛大鹿島的邊防軍人為「「甲午甲午
英烈英烈」」鄧世昌墓獻花鄧世昌墓獻花。。 中新社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