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
———对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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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本文对从“满蒙领有论”到建立满洲国的原因、背景、过程 ,

以及“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形成、其内容和范围的演变 ,作了历史的分析 ,并

以此为基础 ,指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本文作者认为 :1、从占有“满蒙”变成

建立“满洲国”,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实现整个扩张计划而作的策略调整 ;

2、“大东亚共荣圈”的内容和范围 ,并非一成不变 ,其演变同二战前国际局势

的变化密切相关 ;3、和赤裸裸的扩张计划相比 ,“大东亚共荣圈”不仅具有隐

蔽性和欺骗性的特征 ,而且是日本各种侵略扩张的综合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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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蒙领有论”和“大东亚共荣圈”,常见于各种史学论著 ,人们

对其并不陌生。然而不能不指出的是 ,迄今为止 ,在中国史学界 ,

对“满蒙领有论”的始末及其日本对满洲政策的演变 ,还缺乏深入

的研究 ,还存在一些诠释上的片面。对“大东亚共荣圈”构想形成

的经纬、它的区域范围的演变 ,也还缺乏系统的论述和探讨。至于

日本殖民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构想而专门设立的组织 ———大东亚

建设审议会 ,以及审议会制订的一系列殖民扩张主义方案 ,据笔者

管见所及 ,更是几乎无人论及。为了进一步认清从“满蒙领有论”

到“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本世纪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重要内容及其

本质 ,深化对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研究 ,笔者谨根

据自己的学习收获 ,拙作了此文 ,以就教于学术前辈和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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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如笔者以下所述 ,是“以帝国 (日本) 为

核心 ,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就这个意义而言 ,占领满

洲———中国东北地区 ,实际上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一个

重要前提。因此 ,对“满蒙领有论”的出笼以及日本对满洲政策的

演变的探讨 ,理应成为本文的切入点。

占有满洲 ———中国东北地区 ,是日本“明治大帝的遗业”和殖

民扩张主义分子由来已久的梦想。早在 1905 年 ,任职于日本参谋

本部的小矶国昭 (以后担任了日本首相) ,就在他题为《帝国国防资

源》的考察报告中专门列了“支那国产原料”一项 ,提出“为了进行

总体战 ,必须从中国获取原料和资源”,并认为确保从满洲获得原

料和资源 ,是进行“总体战”的前提。1918 年日本颁布的《军需工

业动员法》也提出 ,如不能一举将中国全境纳入日本的“自给自足

经济圈”,则应首先“领有满蒙”。但在当时 ,以东三省为焦点 ,日本

欲将满蒙作为“特殊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 ,并在那里获得排他性

权益的政策和行动 ,同中国五四运动后高扬的民族主义 ,发生了尖

锐冲突。为了维护在以往的侵略扩张中已经获得的权益 ,实现其

预定的目标 ,1927 年 6 月 1 日 ,日本关东军提出了《关于满蒙问题

的意见》,强调为了“日支共存共荣的旨趣”,必须扩展在满蒙的权

益。如果张作霖对此不予配合 ,则应由其他“适任者”取而代之 ,并

因此而在 1928 年 6 月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

然而 ,日本关东军试图以此一举解决满蒙问题的图谋不仅没

有得逞 ,反而引起了更强烈的反抗。另一方面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

郎与对东北地区缺乏支配力的南京国民政府的交涉 ,又以失败告

终。日本的满蒙政策 ,受到了重大挫折 ,不得不探寻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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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 年 5 月 ,日本关东军情报会议决定 ,通过武力占领解决满蒙

问题。以此为背景 ,在“皇姑屯事件”余烬未消时出任关东军主任

作战参谋的石原莞尔 ,于 1929 年 7 月 5 日在《作为恢复国运之根

本国策的满蒙问题解决策》中 ,提出了著名的“满蒙领有论”。

据分析 ,石原莞尔提出“满蒙领有论”,除了为维护日本的“既

得权益”外 ,更出于以下目的 :

(一)克服经济危机。“对满蒙的合理开发”,有助于克服爆发

于 1929 年并波及日本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使日本恢复“景

气”,解燃眉之急。更重要的是 ,这种“开发”还能为日本经济的持

续发展提供充分的基础。

(二)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圈”。如前面所述 ,日本早在 1918

年颁布的《军需工业动员法》中即提出 ,若不能将中国全境一举纳

入日本“自给自足经济圈”,则应首先“领有满蒙”,然后占领整个中

国。石原莞尔的满蒙领有论 ,实际上就是这种构想的继续。

(三)巩固在朝鲜的殖民统治 ,防止“赤色传播”。1924 年 ,板

垣征四郎曾经在《从军事上认识满蒙》中提出 ,“一旦俄国人跨越国

境 ,那么占领朝鲜就将是时间问题”,强调为了抵御来自俄国的威

胁 ,巩固在朝鲜的统治 ,必须占领满蒙。而石原莞尔的“满蒙领有

论”,除了出于军事上的考虑外 ,还出于意识形态上的考虑。简而

言之 ,“领有满蒙”具有防止苏联威胁 ,巩固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和形

成防止“赤化”隔离带的双重功效。

(四)为日美开战做战略准备。早在 1927 年 ,石原莞尔就已预

言 ,日美难免一战。按照他的看法 ,“支那问题 ,满蒙问题 ,不仅是

对支问题 ,而且是对美问题。如果没有战胜美国这个敌人的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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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想解决满蒙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①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 ,日本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并在 1932

年 3 月 1 日扶植建立了由关东军首脑和日本官吏操纵的傀儡国家

———满洲国。毫无疑问 ,满洲国也具有与台湾和朝鲜相似的殖民

地性质。然而值得关注的是 ,虽然“领有满蒙”对日本极其重要 ,但

是日本却没有像在台湾和朝鲜那样 ,在满洲也建立完全的殖民统

治体制即总督制 ,而是让溥仪当上了元首并进而在 1934 年让他当

上了“皇帝”,其原因究竟何在 ?

不少学者认为 ,日本所以这样做 ,主要是由于占领满洲和占领

台湾、朝鲜时的国际形势不同 ,即外在压力迫使其改变了原来的政

策。② 但笔者对此类观点存有异议。因为我们不难发现 ,九一八

事变后 ,日本的侵略扩张行动所以能一时较顺利地进行 ,正是由于

事变发生时的国际局势和中国的国内局势 ,对日本比较有利 :当

时 ,英美正遭受经济危机的打击 ,无暇东顾 ,利用国联发出的所谓

“警告”对日本根本没有约束力。(事实上 ,日军不仅没有在受到

“警告”后撤出占领区 ,相反从山海关进入热河 ,扩大了占领区。日

本在 1933 年 3 月 28 日退出国联 ,则更是无视这种“警告”的反

映。)苏联当时正致力于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 ,因专心“内治”而对

中日间的冲突发表了“中立和不干涉”声明。另一方面 ,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全力围剿共产党 ,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

方针 ,采取了不抵抗主义。而拥有 25 万兵力的东北军一则由于当

时 11 万主力集结在长城以南 ,余部也散在各处 ,难以迅速调动 ,二

则由于接到了张学良为避免扩大战火而发出的不抵抗和撤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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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因此没有迅速进行有力反击。简而言之 ,事变时的局势并不是

阻碍日本“领有满蒙”的关键。按绪方贞子的研究 ,当时“英国政府

甚至认为 ,由日本政府而不是中国军阀统治满洲 ,无论是从文明的

角度还是从英国利益的角度考虑 ,都是适当的”。①

也有的学者认为 ,九一八事变爆发“军部中央得悉关东军的行

动后 ,立即予以支持 ,并要求增兵中国东北”,但是“内阁决定采取

不扩大事态的方针”。② 但这种解释似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 ,九

一八事变爆发后 ,日本陆军中央鉴于尚未完全建立军部独裁和“总

体战”体制 ,尚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 ,因此即派遣作战部长建川

美次前往关东军 ,让他转达了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不扩大事变”

的指令 ,并提出“应建立以宣统皇帝为首、得到日本支援的政权”。

正是在军部上层人士的干预下 ,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和石原莞

尔、土肥原贤二等经过磋商 ,于 1931 年 9 月 22 日 ,即事变发生后

第四天 ,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政策和方案》,主张“在东北四省

及蒙古 ,建立接受我国 (日本)支持、以宣统皇帝溥仪为首脑的支那

政权”,放弃了原先的“满蒙领有计划”。③ 也就是说 ,军队内部的

意见分歧 ,是促使日本调整满蒙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1931 年 12

月 23 日 ,日本政府发布了《省部协定第一案》,决定“先使满蒙成为

从支那本土政府中分离独立出来的政府统辖的地域 ,然后逐渐引

导其成为帝国的保护国”。随着若木规礼次郎内阁的倒台和“币原外

交”的结束 ,上述政策最终成为日本的国策。“满洲国”正是在这种

背景下成立的。至于日本让溥仪在 1934 年 3 月“称帝”,则是为了

“使满洲国的国家机构和政治形式 ,不和日本有显著差别”,使满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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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一切守国之远途 ,经邦之长策 ,均和日本帝国协力同心”。① 总

之 ,虽然“满蒙领有论”的放弃和“满洲国”的建立 ,仅仅是日本殖民

主义分子所作的一种策略上的调整 ,既不意味其收敛了“领有满

蒙”的野心 ,也没有改变“满洲国”的殖民地本质 ,但它对我们理解

为什么日本在几年以后才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却不无意义。

二

随着日本军部独裁和“总体战”体制的形成 ,以 1937 年卢沟桥

事变为开端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军国主义者久有的

称霸野心 ,也随着这场战争而急剧膨胀。1938 年 11 月 3 日 ,日本

政府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提出要“以日满华三国合作 ,在政

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为根本”,建立“东亚新

秩序”。“大东亚共荣圈”构想 ,开始正式登场。②

1940 年初 ,根据军务局长武藤章的建议 ,日本政府委托国策

研究会着手研究《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以后又转交企画院继续研

究并在同年 6 月制订了这一计划。③ 该计划由四个部分构成 ,即

“第一 ,基本国策 ;第二 ,外交及国防 ;第三 ,内政事项 ;第四 ,日满华

事项”。特别在“第一 ,基本国策”中 ,该计划明确提出了以下三个

目标 :“一、布皇道于八 ,通过民族共荣 ,万邦共和 ,求得人类福祉

的增进和世界新文化的生成发展。此乃肇国之理想 ,我民族担负

之使命。”“我国的最高国策是以帝国为核心 ,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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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干 ,建设大东亚协同经济圈 ,以达到国力的综合发展。”“我协

同经济圈的范围 ,是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细

亚诸邦和印度及太平洋。”① 不难发现 ,这里所谓的“协同经济

圈”,已经具有了含义特定的“大东亚共荣圈”的雏形。

1940 年 7 月 19 日 ,即第二届近卫内阁正式成立前夕 ,近卫文

和将就任新一届政府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的东条英

机、吉田善吾、松冈洋右 ,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 ,史称“荻洼会谈”,

就日本的基本国策达成了共识。7 月 22 日 ,近卫内阁正式宣告成

立。7 月 26 日 ,内阁会议根据《综合国策十年计划》和“荻洼会谈”

的精神 ,制定了《基本国策纲要》,针对当时的局势 ,提出了作为国

策基本方针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 ,即“皇国之国的根本 ,

是以八 一宇之肇国大精神为基础 ,迎接世界和平的确立”,“是建

设以皇国为核心 ,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主干的大东亚新秩序。”

同时 ,根据 7 月 27 日政府大本营联络会议提出的《顺应世界形势

变化之时局处理纲要》,规定“大东亚”的范围 ,除了通常人们所理

解的日满华以外 ,还包括“南方”,并提出了“利用形势的变化把握

良好的机遇 ,推进对南方行使武力”的方针。② 至此 ,建立“大东亚

共荣圈”的构想基本形成。同时这一纲要还表明 ,日本已正式将

“南进”政策提上了议事日程 ,开始了向南进体制的战略转变。

“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专用名词的首次出现 ,是在 1940 年 8 月

1 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会见记者 ,正式发表《基本国策纲要》时。

当时 ,松冈洋明确宣布 ,要“确立以日满华为其一环的大东亚共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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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① 此后 ,“大东亚共荣圈”这一提法 ,开始陆续出现于各种文

件。例如 ,在同年 8 月 27 日的内阁会议上拟定的《小林特派使节

携行对荷属印度交涉方针案》,以及在同年 10 月 3 日的内阁会议

上通过的《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中 ,均明确写道 ,要“确立以日满

华为中心、有南洋加入的大东亚共荣圈”②;“迅速发展以日满华经

济的综合增长为基础的大东亚共荣圈”。③

综上所述 ,无论是“经济协同圈”、“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

荣圈”,还是以后的“大东亚经济圈”、“生存圈”、“生活圈”等 ,虽然

提法各异 ,但其本质 ,却是始终不变的 ,事实上 ,它们所包含的地域

范围的类似 ,也说明了这一点。

那么 ,日本军国主义者试图建立的“大东亚共荣圈”,究竟包括

那些地域呢 ? 据笔者考察 ,它所包含的地域 ,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随着国际局势及日本对外关系、外交方针的变化 ,它的区域范围也

发生了一些不甚明显 ,但却是不可忽略的变化。

按照 1940 年 6 月制订的《综合国策十年计划》,“协同经济圈”

的范围是东西伯利亚、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细亚诸邦和印

度及太平洋。这一范围 ,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初始范围。

1940 年 7 月底至 8 月上旬 ,为了给日本正在实施的南进战略

出谋划策 ,实现称霸“大东亚”的野心 ,小矶国昭撰写了一系列“意

见书”,提出了建立“大东亚经济圈”的构想。在他的第一份“意见

书”《帝国急需施行的政策》中 ,小矶写道 :“应尽快将远东依存欧美

的现状转变为远东自给 ,果断地进行大东亚经济圈的建设。”“大东

亚经济圈的范围是 ,联合日满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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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日 ]石川准吉 :《国家总动员史·资料编·四》,三铃书房 1976 年版 ,第 1085 页。

[日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 ,第 440 页。

[日 ]矢野畅 :《“南进”的系谱》,中央公论社 1975 年版第 156 页。



甸及荷属印度 ,结成东亚经济联盟 ,将来吸收菲律宾及大洋洲。”

“换言之 ,本经济圈以东经 90 度以东、国际日期变更线 (约东经

180 度)以西为范围。”① 同时 ,小矶国昭还提出建立该经济圈应分

阶段实施 ;以日满华、法属印度支那、泰国、马来亚、缅甸、荷属印度

为第一阶段 ,以其南北周边地区 (包括菲律宾)为第二阶段。

1940 年 8 月 6 日 ,企画院制订了《南方经济施策纲要》,提出

了“为建设国防国家 ,形成以皇国为中心的经济性大东亚圈”的构

想 ,并就“南方经济施策”的“轻重缓急”作了如下规定 :“将施策重

点放在法属印度支那、泰国、缅甸、荷属东印度、菲律宾、英属马来

亚、婆罗州、葡属帝汶等内圈地带 ,以英属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外圈地带为第二阶段。”②

在 1940 年 9 月 6 日的“四相”会议中议定 ,并在 9 月 16 日的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上获得通过的《关于强化日德意轴心的

文件》的秘密附件三《处理日德意提携强化之基本要点》,对“大东

亚共荣圈”的地域范围 ,则作了如下规定 :“在与德意交涉时 ,作为

建设皇国大东亚新秩序之生存圈应予以考虑的范围 ,是以日满华

为主干 ,包括原德国委任统治诸岛、法属印度支那及太平洋岛屿 ,

泰国、英属马来亚、婆罗州、荷属东印度、缅甸、澳大利亚、新西兰、

印度。不过。在交涉上 ,我方提示的南洋地域为缅甸以东、荷属东

印度新喀里多尼亚以北。另外 ,可原则上承认将印度置于苏联生

存圈内。”③

与《综合国策十年计划》中提出的“协同经济圈”、《帝国急需施

行的政策》中提出的“大东亚经济圈”,以及《南方经济施策纲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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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经济性大东亚圈”相比 ,上述秘密附件中提出的“生存圈”

的范围 ,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变化 :

(一)该秘密附件提出 ,为了协同德意对英作战 ,“应努力排除

英国在东亚的权益 ,对英示威 ,支援英国属领及殖民地的独立运

动”。因此 ,“生存圈”包括了属于英邦的广大地域。

(二)南进政策的实施 ,直接威胁了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

根本利益 ,使日美矛盾急剧尖锐。为了避免过份刺激美国 ,使日本

的预定战略得以顺利推进 ,秘密附件提出“对美国尽量采取和平手

段”。因此 ,“生存圈”虽然包括亚太广大地域 ,但却不包括属于美

国势力范围的菲律宾。

(三)为了消除南进的后顾之忧 ,限制苏联的对华援助 ,秘密附

件提出应对苏联“从东西两方面加以牵制并尽力和德意采取相同

的立场 ,尽可能促使其朝对日德意三国的利害关系影响较少的方

面发展势力”,因此提出“可原则上承认将印度置于苏联生存圈

内”。

与上述秘密附件相呼应 ,1940 年 10 月 3 日 ,日本内阁会议通

过了由企画院起草的《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该纲要提出 ,为了

“通过综合一体地推进我国内体制的革新过程和生活圈的扩大形

成过程 ,迅速建成国防国家”,“皇国之基本经济政策是 :一、完成国

民经济的重新组合 ;二、形成并强化自存圈 ;三、扩大形成东亚共荣

圈”。特别是第二点 ,“纲要”明确规定 ,“通过以皇国之国防和地政

学的地位为基础的日、满、华北、蒙疆地区同华南沿岸特定岛屿形

成有机的一体化自存圈 ,即形成政治、文化、经济综合性的强化组

合”,“建立包括华中、华南、东南亚和南方各地区的东亚共荣

圈”。① 至此 ,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战略构想 ,得以最终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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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 年 2 月 23 日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将“在大东亚战争目

前之形势下 ,应由帝国指导建设新秩序的大东亚地区”,正式确定

为“日满华及东经 90 度至 180 度之间、南纬 10 度以北的南北诸地

区”。这样 ,“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 ,也被最终划定。①

三

随着“大东亚共荣圈”构想的确定和向“南进体制”的转移 ,

1940 年 9 月 ,日本军队强行侵入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为此 ,美

英荷等国家采取了冻结日本在国外的资产和禁止向日本输出石油

的对抗性措施 ,双方的矛盾急剧尖锐。1941 年 2 月 ,日本参谋本

部着手制订了《南方作战占领区统治纲要》及《关于南洋作战中财

政、金融、通货工作的根本理念》,准备进一步具体实施“大东亚共

荣圈”构想。但是 ,由于随后日美谈判的开始 ,这些文件被束之高

阁。

1941 年 6 月 22 日 ,苏德战争爆发。局势的变化 ,使日本最高

统治阶层内部 ,出现了以外相松冈洋右为首 ,主张乘虚而入的“先

北后南”论 ,和以陆相东条英机为首 ,主张等苏联呈败势后再坐收

渔人之利的“先南后北”论两种意见的分歧。经过争论 ,1941 年 7

月 2 日的“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世界形势之帝国国策纲要》,否

定了“先北后南”论 ,决定“不管世界形势如何变化 ,帝国均以建设

大东亚共荣圈 ⋯⋯为方针”。

与此同时 ,随着日美谈判实际上的破裂 ,1941 年 7 月 ,日军开

始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北部 ,并因此而开始正式走向太平洋战争。

同年 8 月 ,日军参谋本部将束之高阁的《南方作战占领区统治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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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新放上桌面 ,并以这份文件为蓝本制订了《南方占领区行政

实施纲要》。11 月 12 日 ,日本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通过了这份纲

要。11 月 25 日 ,大本营陆军部又制订了《顺应南方作战进程之占

领区统治纲要》。另一方面 ,以《南洋作战中财政、金融、通货工作

的根本理念》为蓝本的有关经济政策 ,也得到了讨论。12 月 ,日本

政府制订了《南方经济对策纲要》。①

根据上述“纲要”,日本军部首先将作为“协力地区”的法属印

度支那和泰国 ,同其它占领区区别开来 ,决定 :一、同原宗主国法国

(维西政府)一起 ,对法属印度支那实行“共同管辖”;二、使泰国作

为“独立国家”与日本建立“同盟关系”。三、对其它南方占领区先

施行“军政”,并按照 1941 年 11 月 26 日制订的《关于占领区军政

之陆海军中央协定》,划定了陆海军各自分管的区域。

以日军 1941 年 12 月 7 日偷袭珍珠港成功为背景 ,在 1942 年

1 月 21 日举行的帝国议会会议上 ,已任日本首相的东条英机作了

题为《大东亚战争指导要缔》的施政方针演说 ,明确提出 ,大东亚战

争的目的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之大事业 ,而“建设大东亚共荣

圈”的根本方针则是“使大东亚各个国家及民族各得其所 ,确立以

帝国为核心 ,以道义为基础的共存共容的秩序”。② 根据这一方

针 ,日本政府决定设立“调查审议有关大东亚建设之重要事项 (除

军事和外交事项)的大东亚建设审议会”。③

1942 年 2 月 1 日 ,日本政府公布了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官制。

1942 年 2 月 7 日 ,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正式宣告成立。该审议会由

·721·

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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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94 年版 ,第 558 页。

[日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 ,第 576 页。

[日 ]岩武照彦 :《南方军政论集》,朝云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33 至 34 页。



总理大臣任会长并兼任第一部会长 ,由天皇任命的 40 名官员和专

家任委员 (5 月 25 日改为 50 名 ,7 月 1 日又改为 45 名) 。审议会

还设置了八个部会 ,分管和审议具体政策咨询问题 ,提供决策方

案。除第一部会外 ,各部会均由相关的国务大臣任部会长。①

1942 年 11 月 1 日 ,日本内阁设立了大东亚省 ,下设总务、满

洲事务、中国事务、南方事务四个局。原外务省的满洲事务、中国

事务、东亚、南洋等局 ,以及海外省的北方、南方拓展局均并入大东

亚省。大东亚建设审议会也随之划归大东亚省具体领导。②

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拟定了一系列方案 ,从这些方案中 ,我们不

难洞察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殖民扩张主义本质。

在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各部会拟定的方案中 ,由首相东条英机

任部会长的第一部会方案《关于大东亚建设的基本要点》,是提出

基本理念的总论。这份文件概要地重复了东条英机在议会所作的

施政演说的宗旨 ,提出“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理念源于我国体的本

义 ,即八 一宇之大义的弘扬和大东亚的显现。为此 ,要在皇国的

指导和统治下 ,使圈内各国及各民族各得其所 ,确立以道义为基础

的新秩序”。③

根据上述总体理念 ,以文部大臣桥田邦彦为部会长的第二部

会方案《关于大东亚建设的文教政策》,和以厚生大臣小泉亲彦为

部会长的第三部会方案《顺应大东亚建设的人口及民族政策》,以

拟定了以强化“皇道主义”为基本精神、以利用各地历史文化条件

为主要手段的“同化政策”。事实上 ,这一政策是已经在台湾、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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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石川准吉 :《国家总动员史·资料编·四》,第 1335 页。



鲜、“满洲国”实施的政策的进一步推广。①

与此同时 ,以国务大臣 (企画院总裁) 铃木贞一为部会长的第

四部会方案《大东亚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则为以产业建设为中心

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指南”。该方案的要点是 :“一、大东亚产业

建设的主要目标 ,是在 15 年里分两期实现重要国防资源的自给自

足。”“二、大东亚的产业分配 ,以国防和大和民族分配方面的要求

为先决条件。”“三、对大东亚地区的资源进行彻底调查 ,明确大东

亚在世界上的地位。”同样 ,如古川隆久所指出的 ,“在 15 年里分两

期实现重要国防资源的自给自足”的计划 ,也是在建设“大东亚共

荣圈”的背景下 ,对以《基本国策纲要》为指导的一系列“纲要”,特

别是《日满华经济建设纲要》和《国土计划设定纲要》的进一步具体

化。②

以商工大臣岸信介为部会长的第五部会方案《大东亚产业 (矿

业、工业及电力)建设基本方针》,根据将 15 年计划分为两期的“期

间计划”,以“迅速增强顺利进行大东亚战争的战斗力”为目标 ,规

定将钢铁、煤、石油和其他液体燃料、铜、铝、飞机制造、船舶制造。

肥料、电力等部门作为建设重点 ,同时“相应于资源储存状况”,对

产业开发地区作了具体划分。

除了上述作为重点加以建设、开发的工矿产业外 ,“自主的国

防经济的确立”另一个物质基础 ,是以粮食供应为中心的农林水产

业。农林大臣井野硕哉为部会长的第六部会方案《关于大东亚的

农业、林业、水产业及畜牧业的发展方针》,就是试图奠定这一基础

的方案。这一“方针”提出 :“皇国必需的主要粮食 ,将以国防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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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四》。



和民族配给上的要求为依据。”同时 ,与工业和矿业开发的地域性

划分相对应 ,这一方针也规定了主要粮食生产的地域性结构。十

分明显 ,这是试图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幌子下 ,推行老牌殖民

主义的“单一经济”政策 ,是对各国主权的无视和践踏。

以大藏大臣贺屋兴宣为部会长的第七部会方案《大东亚金融、

财政及交易基本政策》,提出了关于建立“大东亚金融圈”的构想和

方针 ,即 :“皇国和圈内各地区的金融关系 ,应打破仅以支付能力和

资金拥有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旧观念 ,遵循以皇国为大东亚核

心的原则 ,通过皇国和圈内各地区建立结算关系的新构想来对此

加以调整。同时 ,圈内和圈外的金融联系也以皇国为核心进行一

元化统制。”为了建立以这一“基本方针”为指导的“金融新秩序”,

该方案提出 :“大东亚圈内的金融关系 ,要以作为指导通货的日元

为中心 ,形成将圈内的各种通货联系起来的日元圈。”需要指出的

是 ,建立“大东亚金融圈”的构想和方针 ,也不是什么新玩意儿 ,而

是“已经在大陆占领区实现的日元通货圈和日元结算圈的大规模

的扩大再生产”。①

以通信大臣寺岛健为部会长的第八部会方案《大东亚交通基

本政策》,是以将大东亚联结起来 ,以“充实国防力量和强化对广大

地区的指导力量 ,同时确保物资交流 ,促进产业建设”为指导方针

的方案。然而 ,无论就其内容还是就其方针而言 ,我们均不难发

现 ,这一方案也是对 1941 年 2 月 14 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以基

本国策纲要为基础的具体问题处理纲要》中的《交通政策纲要》,和

1942 年 5 月 12 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的《计划造船施策大纲》的进

一步具体化。

总之 ,大东亚建设审议会拟定的各项方案 ,具有顺应太平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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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爆发后的局势 ,试图将 1940 年 7 月第二届近卫内阁成立阶段提

出的“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构想 ,以及为此而制订的一系列纲领、

纲要 ,修改扩大为“涉及大东亚整个地区的广泛的区域化计划”的

性质。

综上所述 ,从“满蒙领有论”的提出到“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的逐步形成 ,日本殖民主义、军国主义分子拟定了一系列侵略扩张

计划。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些计划中 ,各国、各地区并没有被“等量

齐观”。正如由企画院研究会拟定的《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纲领》明

确指出的 ,要“修正大东亚战争以前流行的向内地集中的观念”,

“在产业振兴方面以日、满、华北为核心 ⋯⋯根据国防上的要求及

各地原料、动力、运输、劳力等方面的条件 ,决定产业的分配。通过

综合地活用整个大东亚地区的经济力量 ,求得最高效率的发挥”。

即“建设的重点归根结底是日、满、中国。必须在根本上将这一核

心体中的骨干产业集中起来 ,确定稳固的国际态势。南方的建设

将以此为前提进行考虑。也就是说 ,可以将南方称作共荣圈的外

围”。① 这一核心和“外围”的规定表明 ,“大和民族的发展据点”已

不仅限于日本本土 ,而是扩大到日、满、中国 ,而其他“大东亚地

区”,尤其是南方 ,则是它的“资源圈”。这 ,无疑再一次赤裸裸地显

示了日本殖民扩张主义者特别对中国始终存在的侵略野心 ,以及

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本质。

(作者冯玮 ,1956 年生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日本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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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满蒙领有论”到“大东亚共荣圈”

① [日 ]企画院研究会 ;《大东亚建设的基本纲领》,同盟通信社 1943 年版 ,第 12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