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內外學者還原歷史真相

在辨清經濟上殖民特徵的同時，海內外專家學
者還釐清了台灣日據時期「警察政治」的主要特
點。研究顯示，同樣是日本的殖民地，在警察人
力的佈置上，台灣明顯比朝鮮更加密集，密度幾
乎是後者的三倍。日本在台灣實行的是自上而下
嚴密控制、監視民眾日常生活、實施過度鎮壓的
集權式治安體系。 ■新華社

韓國國民大學國史學科教授文明基：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
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許介鱗：

「我從小接受的就是日本皇民化教育。日本當
局鼓吹、灌輸給我們的，都是『世界上最偉大的
是日本人』、『台灣人是三等人』、『要為天皇
犧牲生命』這樣的觀念，這不是殖民化，又是什
麼？」日本當局宣稱要改造殖民地民眾為「真正
的日本人」，其真正目的就是要將殖民地人民送
上戰場，為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服務。
「有人說日本殖民期間台灣稻米產量大幅上

漲，但當時台灣產米的50%被強徵充作日本軍
糧，台灣土地的三年輪作也是為了滿足日本糖廠
的生產需要。產米的寶島吃不到大米，我小時候
吃的主食就是番薯乾，這到底是現代化還是剝
削，不是很清楚嗎？」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陳小衝：

「日本在台灣的確進行了一些經濟建設活動，
但這些『成果』和『成就』只是表象，背後隱藏
的是日本企圖將台灣變成掠奪資源的寶庫這一真
實目的。」有人說沒有阿里山小火車就沒有現在
的旅遊業，但日本殖民者當初開建鐵路的真正目
的就是為了掠奪阿里山中寶貴的林木資源，運回
日本建設神社、投入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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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上，中國社科院院長王偉光發來書面致辭，台盟
中央副主席陳蔚文、全國台聯黨組書記梁國揚、中

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所長許介
鱗、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分別致辭，對會議的召開表示
祝賀。
王偉光在致辭中表示，1937年，日本發動對中國的全面

侵略戰爭，在台灣推行皇民化運動，企圖從精神上徹底俘
化台灣人民，使台灣成為侵略中國大陸乃至地區的殖民基
地，這些都是鐵的歷史事實，當前有一種論調認為，是日
本開啟了台灣的現代化，這是一種脫離歷史事實的觀點。
開幕式結束後，來自各國家及地區的專家學者們分別作
了主題演講，其中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教授鄭海麟作了名
為《從歷史與國際法看台灣的法律地位》的主題演講。

王曉波：日據50年 台無「皇民」
台灣世新大學教授王曉波在演講中指出，近年台灣有部
分人提倡「皇民化」，針對這種荒謬言論，他強調，日據
台灣50年間，沒有一個台灣人當過一天「皇民」。王曉波
補充道，關鍵證據就是當時存在的民族差別待遇，「日本
當時實行的台灣總督獨裁的六三法，日本國民在台灣有選
舉權和被選舉權、集會結社出版自由等，台灣人則沒
有」。這種畸形的體制使得當時出現了一些可笑的現象，
1920年台灣青年雜誌無法直接在台灣出版，需要在日本創
刊發行後銷往台灣。
他還坦言，當時相同職位的台灣人和日本人，日本人薪

資高出一倍，更甚者強制台灣學生在學校競賽中不能超過
日本人獲得第一名，在工作單位台灣人也不可擔任主管職
務，台灣人無法成為正式的兵種只能當炮灰等。即使1941
年日本開始在台灣真正實行皇民化政策時，諸如此類的民
族差別對待，使得台灣人對日本人存在無法消解的矛盾，
台灣人也永遠無法成為真正的「皇民」。

李中邦：扭轉「親日」變為「合中」
台灣日本綜合研究所總編輯李中邦在談到台灣光復後新
「親日」現象對兩岸關係的影響時提到，台灣光復後的70
年間，從「抗日」和「光復」角度來說，台灣越來越多人
不想提抗日，且現今台灣的「親日」現象日益明顯。
他表示，當前台灣政府或地方政府興建、重建相關建築

或舉辦與日本文化相關活動越來越多，甚至台灣的日本料
理店數量已超過中餐廳總和，「311東日本大地震」台灣捐
款世界第一，安倍感謝被寫入教科書，台灣民間也開始盛
行將日文漢字詞語當成中文使用，電視廣告、住宅建案名
稱直接使用日文等現象。
李中邦表示十分擔憂，他提議未來大陸應該努力爭取東
亞流行、時尚、文藝、演藝的主導地位，他認為當前的流
行文化都具有一種沒有統戰的統戰魅力，也更容易打動人
心。只有從這些角度引起台灣民眾的注意和共鳴，才可能
扭轉台灣「親日」變為「合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前事

不忘，後事之師。10月25日是台灣光復70周年

紀念日。當日上午，來自大陸、香港、台灣及加

拿大、日本、韓國等國家和地區的130餘位專家

學者及新聞出版界人士齊聚廣州，於紀念抗戰勝

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相關

主題演講，重現並強調當年的歷史真相。

陸學者：
共享史料 共寫史書

■台灣世新
大學教授王
曉波演講。
記者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江蘇師範大學
教師教育學院副教授薛偉強在研討會期間的演講中，以
海峽兩岸中學抗戰史教育的差別為例，指出兩岸應努力
克服意識形態束縛，在「共享史料、共寫史書」的基礎
上，共同編寫中國歷史教科書，凝聚兩岸共同歷史記
憶，促進兩岸同胞心靈契合。
薛偉強認為，歷史教育尤其是中學歷史教育在凝聚兩

岸共同歷史記憶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任何其他途徑無
法取代的。有關抗日戰爭，海峽兩岸的課程標準、教材
觀點、重點史實敘述等諸多方面異多同少，尤其是涉及
國共關係時，兩岸基於各自立場看法迥異。

台教材淡化國軍抗戰
「意識形態差異是凝聚兩岸共同歷史記憶最大的阻

礙。」薛偉強說。通過舉出實例對比兩岸中學歷史教科
書關於抗日戰爭的內容，他指出，台灣歷史教材的內容
雖然視野廣闊，但抗戰史基本上重點不講抗戰，可以淡
化國軍抗戰英勇事跡及日軍侵華暴行，對共產黨領導的
敵後抗戰更是避而不談。「這當然與台灣多年的藍綠惡
鬥、『台獨』猖獗的特殊政治生態有關。」
薛偉強還強調，與台灣教材中避開歷史真相的態度相

比，大陸教科書反而不吝篇幅描述國民黨軍隊正面戰場
英勇抗戰，顯然大度有加。「對於歷史教育而言，摒棄
狹隘的歷史觀至關重要」，他表示，抗日戰爭是全民族
的抗戰，應該停止內耗，團結一致，向世界充分展示中
華民族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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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建忠 福州
報道）由中華全國台灣同胞聯誼會主
辦，福建省檔案館、北京台灣會館承
辦的「海峽壯歌—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暨台灣光復70周年檔案圖片展」昨日
繼續在北京台灣會館展出，並首次公
開《馬關條約》複製件、「五人上
書」呈文複製件等史料文獻。

為接收台灣提供規劃參考
1943 年 12 月，《開羅宣言》發

表，中美雙方同意：日本用武力從中
國奪去的東北各省、台灣和澎湖列
島，戰後必須歸還中國。次年4月17
日，台灣調查委員會設立，並任命曾
任福建省主席、對台灣情況較為熟悉
的陳儀為主任，負責規劃台灣的接收
工作。
據福建省檔案館副館長林真介紹，

當時重慶方面對台灣的資料非常缺
乏，實地調查又十分不便。而福建長
期致力於台情資料的收集與研究，故
應台灣調查委員會之請，當時的福建
省政府很快就提供了《台灣法令輯
覽》、《台灣考察報告》等大量彙編
資料。這些材料成為台灣調查委員會
制定接管計劃的重要參考教材。

赴台外省幹部閩籍佔半
據《光復初期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行

政機關及市縣負責人籍貫與履歷表》
顯示，在台灣光復初期，行政長官公
署的13個機關（不含直屬機關）以及
17個市縣政府的主管中，民政、財政
等9個主要部門主管及高雄、台中等

10個市縣長，都從福建調去或曾在福建工作。
據展覽公開的1946年台灣方面統計數據，當時

在台灣公職人員中，閩籍幹部達4,771人，佔台灣
各級機關公職人員的10.72%，佔全部外省籍幹部
的一半。此外，曾任台灣大學校長的莊長恭、台大
農學院代理院長陳振鐸、台灣省立農學院的校長周
進三等都是福建人，為光復初期的台灣教育作出了
貢獻。

馬英九：
血淚歷史不容遺忘
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地

區領導人馬英九昨日投書
媒體指出，因為抗戰勝
利，台灣得以重回中國版
圖，紀念這段歷史，應是
每任台灣地區領導人責無
旁貸的重任。此外，他表
示，回顧歷史，中、日兩
大民族的恩怨超過 120
年，縱使侵略錯誤或可原諒，血淚歷史不容遺忘。
據中央社報道，馬英九昨日投書「聯合報」談紀

念抗戰勝利暨台灣光復70周年的深層意義。
馬英九說，8年對日抗戰是中華民族歷史上規模
最大、死傷最多、影響最深的民族保衛戰。珍珠港
事變後，中國加入同盟國作戰。美國總統羅斯福、
英國牛津大學歷史教授芮納·米德都曾說明我國抗
戰的艱辛，與對二戰勝利的重大貢獻。
馬英九表示，回顧歷史，中、日兩大民族的恩怨

超過120年，縱使侵略錯誤或可原諒，血淚歷史不
容遺忘。日本當年發動侵略戰爭造成軍民傷亡慘
重，以及迄今傷痛難平的「慰安婦」，日本政府終
須面對反省。展望未來，希望秉持「就事論事、將
心比心、恩怨分明」的態度，中日才能建立可大可
久的友誼。

■馬英九 中央社

朱立倫：「立院」改革 將不設「院長」任期 林中森力捧台青廈門創業

將士後人捐贈日軍獻降刀
昨 日 ，

由當年中
國戰區台
灣省受降
工作及受
降典禮參
與者林文
奎的兒子
林 中 斌

（前右）、林中明向江蘇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捐贈
1945年日本投降時駐台灣日軍將領獻降的兩把軍刀。
1945年9月16日，林文奎帶領第一批中國空軍機群飛抵
台灣，展開從日軍手中接收的工作。 ■文/圖：新華社

■■與會專家學者合影與會專家學者合影。。 記者帥誠記者帥誠 攝攝

■昨日，中華統一促進黨在傳統老城區舉辦巡遊活動，祈
願兩岸和平團圓。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民黨主席暨台灣「2016大選」
候選人朱立倫昨日表示，推動台灣「立法院」改革，希
望「立法院長」是客觀中立的，這樣國民黨就會修改不
分區「立委」選舉提名辦法，不設限「院長」的任期。
據中通社報道，朱立倫當天出席新北市紀念台灣光復
70周年活動後受訪，被問及「立法院長」王金平是否會
續選「立委」留在「立法院」，或是會擔任其副手、形
成「朱王配」的「大選」搭檔。
朱立倫表示，希望「立法院」改革是完整、整套的改

革，需要改革包括協商、表決制度，以及「立法院」議
事效率的提升。
朱立倫表示，希望「立法院長」是客觀中立的，這

樣國民黨就會修改不分區「立委」選舉提名辦法，對
擔任「院長」的「立委」參選人從只限提名兩屆改為
不設限。
對於大部分「立委」希望王金平能繼續留在「立法

院」領導的情況，朱立倫表示，會尊重大家的意見。

「朱王配」要看黨內決策
至於王金平對「朱王配」的看法，朱立倫說，王金平

會尊重黨內共同的決策機制。
當天，朱立倫仍繼續下鄉行程，他從台中開始，再到

彰化；下午則跨過濁水溪來到雲林縣，與雲林第二選
區國民黨「立委」參選人吳威志展開「立志」連線，
與農民、青年、輔選幹部座談及向前縣長張榮味的請
益之旅。

■朱立倫（中）昨日晚間，到虎尾青埔向前雲林縣長張
榮味及地方人士請益，並拜託共同支持「立委」參選人
海線張鎔騏（右）、山線吳威志（左）。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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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台灣彰化縣長魏明谷昨
日下午在台「法務部」的「鐵馬環台、
反賄逗陣騎」活動中宣佈，縣府編列
3,000萬元（新台幣，下同，折合約港幣
715萬元）獎金，獎勵警方抓賄選，一旦
查獲賄選案，有功員警除有賞外並破格
升級 。
據中通社報道，參政超過20年的魏明

谷指出，選舉中確有候選人用買票手法而
當選。
為了端正選風，彰化縣政府今年首開

先例，編列3,000萬元的查賄獎金；魏明
谷強調，反賄選不夠，還要認真抓賄選
才行。
魏明谷還要求警方抓賄要視同抓槍擊要

犯，抓到了，不僅有賞，還可破格升級；
如果是被別人抓到了，轄區警員要懲處，
所長也要調職，希望警方認真抓，民眾也
踴躍提供情報，警民一起領獎金。
據悉，彰化縣政府還規劃10月28日到

11月底舉辦12場反賄選講習，邀請檢察
官、警察大學刑事專家演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翁舒昕 廈門報道）2015海
峽兩岸（廈門）樂活節近日在福建廈門海滄區開
幕，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和台灣海基會董事長
林中森共同點亮「樂活心願燈」。開幕式後，林中
森一行參觀了在廈門的海峽兩岸青年創業基地，認
真聽取基地情況的介紹，並與台灣創業企業的台青
進行親切交談，傾聽他們的創業心得。
本屆樂活節圍繞「健康、快樂、環保、可持續」

的樂活精神，設置樂業、樂藝、樂動、樂善四大活
動板塊。與上一屆相比，「樂業」是本屆樂活節新
設的板塊，林中森力捧「樂業」一說，他表示，海
峽兩岸青年創業營的創立，為台青在大陸發展提供
了很好的平台，「陳德銘會長下個月訪問台灣時，
我也會安排他參觀台灣的青創基地。不久後在廈門
的兩岸青創基地，也會出現專門的台灣青創館」。

■■林中森林中森（（中中））和鄭立中和鄭立中（（右右））
與台青交流與台青交流。。 記者翁舒昕記者翁舒昕 攝攝

兩岸學者駁斥媚日謬論
紀念抗戰勝利與台灣光復70周年學術研討會廣州開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