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对亚洲国家战争赔偿立场之比较
———以国家间的赔偿为中心

袁成毅

　 　

　　内容提要 　本文所论限于国际法中国家对国家的赔偿 ,不包括民间赔

偿。二战后日本对有关各受害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持不同的立场 ,对战争的

最大受害国中国的立场是设法逃避赔偿的责任 ,对亚洲其他国家的立场则是

虽无赎罪意识 ,但能承认有赔偿责任。日本在战争赔偿问题上对亚洲国家采

取不同的立场既与各受害国的对日政策有关 ,也与战后的国际形势有关 ,此

外它也是日本错误的战争史观的一种表现。

关键词 　日本 　亚洲各国 　战争赔偿 　立场

与德国不同 ,战后日本对各受害国不但没有尽到赔偿的责任 ,

而且在战争赔偿问题上采取了对各国区别对待的原则 ,这种区别

对待不是基于受害国战争损失的大小 ,而是基于日本错误的战争

史观以及对战后亚洲各国内政的巧妙利用。本文旨在就日本对各

亚洲国家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不同立场作简单的比较 ,以砖引玉。

一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立场 :设法逃避赔偿责任

抗日战争结束后 ,日本成了战败国 ,处于美军的单独占领之

下 ,1945 年 10 月 ,美国占领当局下令停止了日本的外交职能 ,有

关战争遗留问题基本上是由美国占领当局支配。美国在战后初期

明确规定其对日政策的目标为“确保日本今后不再成为美国的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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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 ,不再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之威胁”。① 因此 ,在处理日本的赔

偿问题上持比较积极的态度 ,并支持当时执政的国民政府开展对

日索赔 ,美国政府当时制定了一个临时赔偿方案 ,拟把日本用于战

争的一部分工业设备先行拆迁充作赔偿 ,后来美国向远东委员会

建议制定先期拆迁计划 ,先就其所提的临时赔偿方案的范围内提

出 30 % ,作为直接受日本侵略国家 (中、英、荷、菲) 的赔偿物资。

1947 年 4 月 ,美国政府向盟军总部颁布临时指令 ,开始实施此方

案。盟总指定的先期拆迁兵工厂设备分 3 批分配 ,中国所得的三

批物资的价值如以 1939 年日币计 , 共计 84931433 日元 , 折

22070282. 19 美元。② 这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战后从日本取得

的唯一的一点赔偿。但在中国派人到日本拆迁过程中 ,日本方面

处处设置障碍 ,不能认真配合 ,当时的日本虽无权决定赔偿的原则

事宜 ,但它却有专门负责管理拆迁赔偿的机构 ———赔偿局③,该机

构负有保管、包装被盟军所指定的拆迁设备的职责 ,以待受偿国接

收运回。据中国参与拆迁的代表回忆 ,在第三批物资 (主要是吴港

电厂)的拆迁中 ,日方故意将设备图样隐匿不交 ,又将锅炉加煤设

备的钢架与输电设备变压器等藉辞保留 ,致使整个拆迁工作耽搁 ,

中国只拆了这批物资的 30 %。④ 这可以说是日本在对华战争赔偿

问题上最早的态度了。

随着冷战形势日渐明朗化 ,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开始突出

起来 ,美国为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抗衡共产主义世界的阵地 ,调整

了对日政策 ,1949 年 5 月 12 日 ,美国政府正式取消了 1947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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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发布的临时指令 ,停止先期拆迁。中国的对日索赔不得不告一

段落。

1951 年 9 月 ,美国一手操纵了对日媾和会议 ,通过了《旧金山

和约》,关于战争赔偿 ,和约一方面表示日本应对其战争中引起损

害及痛苦给盟国以赔偿 ,但同时则又表示“如欲维持可以生存的经

济、则日本的资源目前不足以全部赔偿此种损害及痛苦 ,并同时履

行其他义务”,各受害国除了扣留日本在本国的财产充作赔偿外 ,

只可以要求日本提供劳务性服务即劳务补偿 ,作为修复所受损害

的费用 ,除此之外 ,各盟国及其国民放弃对日本的一切战争赔偿要

求。旧金山和会召开时新中国已经成立 ,但美国无视这个现实 ,将

中国排除在外。和美国仍保持“官方”关系的台湾当局虽也想以中

国合法代表的身份参加和会 ,但由于苏联、英国等国的反对未能如

愿 ,美国只好在和会后策划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签订双边和约。

1952 年 2 月 ,台湾当局与日本代表开始就缔约问题进行谈

判 ,虽然此时的台湾当局从国际法上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与日本进

行缔约谈判 ,但我们叙述这个谈判中有关战争赔偿问题的交涉有

助于了解日本的立场。日台谈判的基础是台湾当局事先准备好的

所谓“中日和约初稿”,和约关于日本赔偿问题的条款几乎完全照

搬了《旧金山和约》的内客 ,主要规定了两方面的要求 ,一是利用日

本人民在生产、打捞沉船及其他工作方面对中国所作之服务作为

协助补偿中国修复其受损害之费用 ,此即所谓“劳务补偿”,二是中

国拥有处分日本及其人民在中国境内之财产 ,此外放弃一切赔偿

要求。对于台湾当局这样一个有名无实的要求 ,日本都拒绝接受 ,

日方主张将赔偿问题的表述从约稿中全部删去 ,认为此适应范围

全部与大陆有关 :“目前欲加规定尚非其时 ⋯⋯中国之利益已在金

山和约内予以适当顾及 ,此处似无须重提。日本放弃在贵国领土

之多种权利 ,此项规定所加诸日本之负担 ,在日本国民观之 ,已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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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重 ,若中日和约重复行予以规定 ,自足更加深其对于日本国民之

剌激。”台湾当局谈判代表虽强调“中国非金山和约缔约国 ,不受其

约束 ,故对于各该规定所涉及权益 ,中日和约仍有另行予以规定之

必要”,但日方则声称抄袭旧金山和约毫无意义 ,坚持在约稿中不

提赔偿问题。① 在后来双方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 ,日方代表甚至

把战前日本在中国的所谓资产和中国的战争损失完全等同起来 ,

说 :“我方始终认为我国遗留在贵国大陆之财产为数甚巨 ,以美金

计 ,当值数百亿元 ,以此项巨额财产充作赔偿之用 ,应属已足 ,今贵

方若再要求服务补偿 ,实与贵方屡屡宣示对日宽大之旨不符 ⋯⋯

贵方服务补偿之要求适足以引起日本人民对贵国之不愉快情

绪。”②

日台谈判中台湾当局对于日本留在中国大陆的所谓资产可以

抵充赔偿的立场不但未能给以有力的反驳 ,反而步步退让 ,提出由

日本承认有赔偿义务并表示愿将劳务补偿给予台方 ,由台方主动

予以放弃。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妥协 ,日方还是不感到满足 ,而急于

通过和约的台湾当局只好全面让步 ,因为《旧金山和约》的生效时

间为 4 月 28 日 ,如果在此之前双方未能达成一致 ,待《旧金山和

约》生效后 ,日本就取得了外交上的自主权 ,到时候台湾当局将会

陷于更加被动的境地 ,因此 ,台湾当局最终连在条约里声述自己愿

意放弃要日本进行服务补偿的权利也未争取到 ,关于战争赔偿的

条款只在“日台条约”议定书里作了如下规定 :“为对日本人民表示

宽大与友好起见 ,中华民国自动放弃根据旧金山和约第十四条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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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第一款日本国所应供应之服务之利益。”①

从国际法上来看 ,“日台条约”完全是一个非法条约 ,台湾当局

也根本无权代表中国作放弃的承诺 ,但通过这个条约的谈判过程

我们看到了日本在对华战争赔偿问题上的基本立场 :设法逃避对

中国的战争赔偿责任。

由于“日台条约”的非法性 ,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作为一个

历史问题留给了新中国政府。进入 20 世纪 70 年代初 ,中日实现

邦交正常化的形势日趋成熟。1972 年 7 月 ,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

后 ,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为了摸清

中国政府在邦交正常化问题上的全面立场 ,1972 年 7 月下旬 ,日

本公民党委员长竹入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角色。竹入

来华后 ,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 ,周恩来将中方草拟并经过毛泽东同

意的《联合声明草案》8 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 8 项中的第 7 项是

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 :“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力。”②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 ,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

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 ,相反 ,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 ,认

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中国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

力 ,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 ,会被认为中国仍

然具有这种权力 ,容易引起矛盾。因此 ,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联合

声明的时候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设法否认中国政府对日

本的战争求偿权。③ 为了向中方表明自己的立场 ,日本的大平外

相委托自民党议员古井喜实等于 9 月 9 日到北京 ,向中国提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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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同声明纲要日方基本方针要点”,其中对于战争赔偿问题 ,

认为中方的草案中表示要“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的提法不妥 ,因

为这样意味着承认中国仍然有要求权 ,因此主张把“权利”二字去

掉 ,写为“放弃要求”。①

1972 年 9 月 25 日 ,日本首相田中正式访华 ,在当天的第一次

首脑会议上 ,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但随

后在双方外长会谈中 ,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

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力在日台和平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

解决 ,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这种立场理所当然

地遭到中方的反驳。在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 ,周恩来总

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 :“当时蒋介石逃到台湾 ,表示所谓

放弃赔偿要求 ,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 ,是慷他人之慨 ,我们是

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 ,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 ,

所以放弃了赔偿要求 ,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 ,使中国人民受苦 ,

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 ,我向日本朋友传达 ,而高岛先

生反过来不领情 ,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 ,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

辱 ,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 ,但听了这个话 ,简直不能忍受。”② 正

是因为周恩来总理讲了这个话 ,田中才被迫表示 ,中国能把恩怨置

之度外 ,从大处着眼 ,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 ,日本应坦率地评

价中国的立场 ,并表示深切的谢意。③ 在中方的坚持下 ,日本最后

同意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容 ,但在表述上则

采取的是以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形式 ,而且力主将至关重要的“权

力”二字从声明中删去。在 9 月 29 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中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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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战争赔偿问题是这样表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 ,为了

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 ,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这个表述

虽是日本作了让步的结果 ,但也不难看出日本设法逃避对华战争

赔偿责任的图谋。

二 　日本对其他亚洲国家 :虽无赎罪意识 ,

但承认有赔偿责任

　　日本对中国以外的亚洲国家的战争赔偿从 50 年代持续到 70

年代。旧金山对日和会以后 ,亚洲各战争受害国 (主要是东南亚国

家)陆续向日本提出订立双边和约问题 ,大多数国家将对日索赔作

为订约的前提条件 ,并不断地迫使日本作出让步。缅甸是第一个

和日本就赔偿问题达成协议的国家 ,缅甸最早提出的索赔要求是

25 亿美元 ,经过不断的讨价还价 ,1954 年 11 月 5 日两国达成《日

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和《日缅和约》,其中规定 :“日本准备向缅

甸联邦支付赔偿 ,借以补偿战时由日本造成的损失和痛苦”,“日本

同意根据双方同意的详细条件 ,每年平均以价值 72 亿日元 ,相当

于 2000 万美元的日本人民的劳务和日本产品 ,以 10 年为期 ,供给

缅甸联邦作为赔偿。”① 其次日本每年平均以价值相当于 500 万

美元的日本人民的劳务和日本产品 ,以 10 年为期 ,提供给缅甸 ,作

为日缅的经济合作 ,条约还详细规定了合作的具体项目。此外还

规定 ,日本在最后解决对其他一切要求赔偿的国家的赔偿数额时 ,

其最后解决的结果要按照可能负担赔偿总额的日本经济力量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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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正、平等相待地再次考虑缅甸联邦的要求。① 1959 年以后 ,缅

甸再次将赔偿问题提出来 ,经过多次谈判 ,到 1963 年 1 月 ,双方终

于达成了协议 :日本对缅甸无偿经济合作提供 1. 4 亿美元 ,一般货

款提供 3000 万美元 ,缅方保证今后不再提出赔偿问题。

日缅就赔偿达成的最初协议是战后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所达成

的第一个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协议 ,日本虽然对缅甸的要求作了

不少让步 ,它对日本自身来讲意义深远。第一 ,它给因赔偿问题未

得解决而停滞不前的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打开了窗口。第二 ,日本

通过对缅甸的赔偿建立了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的立足点。第

三 ,它为解决赔偿问题提供了一种基本模式 ,促进了日本与菲律

宾、印尼等国赔偿问题的解决。第四 ,对缅甸的赔偿扩大了《旧金

山和约》规定的劳务赔偿的范围 ,增加了产品赔偿 ,特别是生产资

料的赔偿 ,它便利了日本产品打入东南亚市场。

菲律宾是东南亚国家中被战争破坏得最厉害的国家 ,据统计 ,

菲律宾在二战中的公私财产损失和人命损失约合 80 亿美元。②

战争结束后 ,菲律宾积极地致力于对日索赔 ,1951 年 9 月 ,菲律宾

派代表出席了旧金山对日和会 ,在会上对和约放宽日本赔偿条款

一事进行了尖锐的批评 ,菲律宾坚决的态度迫使出席和会的日本

首相吉田保证在和会后迅速与菲律宾就赔偿问题开始谈判 ,菲律

宾代表在得到这个保证后才在和约上签了字。但菲律宾国内对此

强烈反对 ,国会以日本没有赔偿为由拒不批准和约。

1952 年 1 月 ,日本派出代表团到达马尼拉 ,与菲律宾方面举

行了关于赔偿问题的会谈。菲律宾提出了要日本赔偿 80 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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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金的要求 ,并要对方在 10 至 15 年内付清 ,菲方还提议日本先交

付 8 亿美元的象征性赔款以表示日本的诚意。日本方面则认为赔

偿现款已被旧金山和约所否定 ,和约规定只限于劳务 ,而且数额也

应在日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这次谈判由于双方立场相去甚远

无果而终。同年底 ,日本外务省向菲律宾表示在菲律宾批准和约

前日本准备在菲律宾领海内帮助打捞沉船 ,以此作为赔偿的一部

分。1953 年 3 月 ,日菲两国签订了一项临时协定 ,由日本工程人

员负责打捞在战争期间沉没在马尼拉等地区 20 万吨的日本和美

国船只。同年 8 月 ,日本方面即派出了打捞人员前往马尼拉和宿

务湾开始打捞工作。1954 年 ,日菲达成了“大野 ─加西亚备忘

录”,规定日本在 10 年内提供相当于 4 亿美元的投资来开发菲律

宾 ,特别是棉兰老岛达沃附近的马尼拉麻和吕宋岛北部的矿物资

源 ,在棉兰老岛上大规模开垦荒地种植水稻 ,协助菲律宾人实现粮

食自给并将多余大米输往日本 ,以挣取外汇来进口更多的日本商

品。除了上述劳务 ,日本再付少量现金给菲律宾。日本在“大野 ─

加西亚备忘录”中所提供的与其说是对菲律宾的赔偿勿宁说是把

菲律宾变成了它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该方案引起了菲律宾国

内的强烈反对 ,这次谈判再次告吹。此后经过多次交涉 ,1956 年 4

月 27 日 ,日菲双方正式签订了赔偿协定 ,规定日本在前 10 年每年

向菲律宾支付 2500 万美元 ,共计 215 亿万美元 ,在后 10 年每年向

菲律宾支付 3000 万美元 ,共 3 亿美元 ,总计日本对菲律宾赔偿

515 亿万美元 ,支付方式为日本人的劳务和产品。①

印度尼西亚出席了旧金山对日和会并在和约上签了字 ,但印

尼在对日本的索赔问题上完全抛开了旧金山和约赔偿条款的限

制。1951 年 12 月 ,印尼在东南亚国家中率先派出代表团赴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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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战争赔偿问题的谈判。印尼根据自己所估计的战争中的全部生

命、财产损失情况向日本提出了相当于 180 亿美元的消费品和劳

务的要求。日本坚持以旧金山和约中的赔偿条款为依据 ,主张劳

务赔偿 ,拒绝印尼赔偿实物的要求 ,印尼稍作让步。1952 年 1 月

18 日 ,双方达成了一项临时协定 ,重申赔偿应以劳务来支付 ,而且

不妨碍维持日本不可缺少的经济。

1953 年 10 月 ,日本提出向印尼赔偿 1125 亿万美元的建议 ,

印尼仍坚持原先的要求 ,谈判未果。1954 年 ,日本建议在赔偿总

额决定以前 ,先进行临时赔偿 ,但印尼主张首先解决赔偿的总额问

题。1955 年 ,日方又建议将对印尼的赔偿金额定在对缅甸和菲律

宾的赔偿数字之间 ,印尼方面拒绝接受。1958 年 1 月 20 日 ,日本

和印尼在雅加达签订了《赔偿协定》,根据该协定 ,日本在 12 年内

向印尼提供相当于 2123 亿万美元的日本产品和劳务 ,这些产品和

劳务在前 11 年内按平均每年相当于 2000 万美元的数额提供 ,剩

余部分在最后一年内提供。有的学者认为这是日本对苏加诺政权

提供贿赂 ,想开辟一条投资和输出的途径。①

印度于 1952 年与日本签订了和平条约 ,宣布放弃对日本的战

争赔偿要求 ,柬埔寨和老挝分别于 1954 年和 1956 年放弃了对日

本的赔偿要求权。但日本以无偿经济合作的形式对柬、老等国作

了补偿。1958 年 10 月 15 日 ,日、老签订了《日本与老挝经济与技

术合作协定》,日本向老挝以赠与产品和劳务的形式 ,提供 10 亿日

元的经济援助 ;1959 年 3 月 2 日 ,日柬签订了《日本与柬埔寨经济

技术合作协定》,日本同样以赠与产品和劳务的形式提供 15 亿日

元的经济援助。

日本对越南的赔偿由于越南国内政局的演变较为复杂。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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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追随美国 ,拒绝对越南民主共和国 (北越)的赔偿 ,而采取了只

与南越政权交涉的对策。1953 年 9 月日本与南越方面签订了打

捞沉船的间接赔偿协定 (金额为 2250 万美元) ,1956 年 1 月南越

方面又提出了 215 亿万美元的要求 ,而日本提出由其支付劳务和

生产设备作为一部分赔偿来建设达尼河水力发电站 ,南越方面拒

绝此项建议。1959 年南越与日本最后达成协定 ,规定日本向南越

在协定生效后 5 年内提供相当于 3900 万美元的生产物资和日本

人的劳役作为赔偿 ,另外在协定生效后的 3 年内日本向南越提供

750 万美元为限额的贷款。1973 年 9 月 ,日本与越南民主共和国

建交 ,日本为越南无偿提供 85 亿日元的经济援助。

二战结束后 ,泰国也向日本提出了索赔要求 ,不过泰国的索赔

与其他国家不同 ,它主要是要求日本支付在战时所欠泰国的债务

15 亿日元和 9. 5 吨金块。1955 年 7 月 9 日 ,日泰签订了《特别日

元问题解决协定》,日本同意在 5 年内向泰国以英镑分期支付 54

亿日元的经济补偿 ,另外 ,以投资和信贷的方式提供 96 亿日元的

生产设备和劳务。①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是以二战期间日本在新加坡屠杀中国人事

件为由向日本提出索赔要求的。经过交涉 ,1967 年 ,日本与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分别签署了协定 ,日本向新加坡以“赠款”和“贷款”

的名义各提供 2500 万新元 ,向马来西亚以“赠款”的名义提供

2500 万新元 ,用日本的产品或提供劳务的方式进行赔偿。

日本对朝鲜的赔偿问题也历经曲折。1948 年 ,朝鲜南部成立

了大韩民国 ,日本追随美国 ,随即与南朝鲜开始了官方关系。1952

年初 ,李承晚政府在与日本的谈判中提出了要日本进行战争赔偿

的要求 ,韩方向日本提出了 20 亿美元的赔偿要求 ,日本坚持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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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在二战中不是一个交战国 ,拒不接受韩方的要求 ,谈判未果。

1953 年双方又进行了两次会谈 ,但无结果。1961 年 ,朴正熙上台

后又与日本开始了谈判 ,1965 年 6 月 22 日双方终于订立了《韩日

基本条约》,根据该条约 ,日本答应给韩国 5 亿美元的政府援助 ,其

中 3 亿美元为现金赠予 ,2 亿美元是可延期 7 年偿还的 20 年长期

贷款。贷款通过新设立的海外经济合作基金来提供。此外 ,日本

政府同意再由它促成 3 亿美元的私人信贷给韩国 ,并强调所有这

一切都是经济合作的形式 ,而不是战争赔偿。

由于日韩间赔偿问题的协定离韩国人民的要求相去甚远 ,因

此日韩间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交涉从未中断过。此外日本对朝鲜

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战争赔偿也一再悬而未决。

在其他亚洲国家中 ,1972 年 2 月 ,日本与蒙古建交 ,蒙古以其

在 1945 年 8 月随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以及日军制造诺门坎事件为

由 ,要求日本进行赔偿 ,但日本认为其与蒙古当时在国际法上不是

战争状态 ,拒绝赔偿 ,直到 1977 年 3 月 ,日本向蒙古提供了 50 亿

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

三 　日本对亚洲国家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持不同立场的原因

日本对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在战争赔偿问题上的立场是明显

不同的 ,日本之所以在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上设法逃避赔偿责

任 ,从中国自身的原因来讲 ,主要有两个方面 :

第一 ,中国不统一的现状为日本设法否认对中国的战争赔偿

责任提供了客观上的便利。日本在战后不久就已确立了对美实行

一边倒的外交政策。1947 年 6 月吉田茂曾说过 :“我们要高举反

共民主的大旗 ,与志向相同的国家站在一起”,“在他们的援助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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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日本的复兴。”① 这表明日本与美国扶持下的台湾当局发生

所谓“官方关系”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日本统治集团利用中国

不统一的现实 ,虚伪地打出“大陆牌”。旧金山会议后 ,吉田多次声

称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邀请日本政府在上海设立海外事务

所 ,日本也欢迎它在日本设立类似机构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今

后三年内提议根据旧金山和约与日本讨论并缔结和约、日本政府

自然愿意谈判并缔约。”② 同一时期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冈崎胜男

也对国民党“驻日大使”董显光表示 :“如果日本同国民党中国缔结

和约 ,可能伤害大陆上的中国人的感情而给北平政权以敌视日本

之口实。”实际上 ,日本政要的这些言论决不意味着日本真的打算

拒绝同国民党当局缔结和约 ,日本无疑是通过打这张牌对台湾当

局施加心理压力 ,迫使其将来在缔约谈判中对日本作出大的让步。

尽管日本表示有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约只是一种策略 ,但它

还是引起美国的不安 ,美国甚至拿出杀手锏 ,劝日本只有在与台湾

当局媾和并建立外交关系的条件下 ,才能得到美国国会对旧金山

和约的批准。日本本来就无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订立双边和约 ,

美国的压力只不过使日本不好继续打“大陆牌”,1952 年 1 月 16

日 ,日本在东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了“吉田信件”,明确作出了要与

台湾当局缔结双边条约的承诺。可见 ,中国当时不统一的现实给

了日本很大的选择余地。在日本看来 ,与台湾当局缔约本身就是

对台湾当局的施舍 ,这无疑助长了日本在后来谈判中的气焰 ,导致

日本在赔偿问题上逃避赔偿责任的得逞。

第二 ,中国政府较早提出放弃对日索赔在客观上使日本逃避

赔偿责任成为可能。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政府在对日政策上将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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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中日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目标 ,为了争取日本 ,1955 年 3 月 1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对日政策和对日活动的方针和计

划》,决定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国打算放弃要日本进行战争

赔偿。① 1956 年 11 月 ,周恩来总理在与日中友好协会第一任会长

松本治一郎的一次谈话中又提到 :“日本人民是无罪的 ,中国丝毫

无意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偿。”②

60 年代 ,中国领导人在不少场合暗示或正式表示了不要日本

赔偿的立场。据一些日本新闻界人士回忆 ,中国有关部门针对日

本有人提出中国是否将来要日本赔偿的问题制订了如下方针 :一 ,

中国不向日本索取苛刻的赔偿 ,中国不依赖他人的力量 ,也就是说

不依赖从日本获得的赔偿从事经济建设 ;二 ,不能忘记第一次世界

大战后 ,苦于沉重战争赔偿的德国最后产生了纳粹这一历史教训 ;

三 ,让青年一代长期弥补完全与他们毫不相干的成年人所犯下的

罪恶是不适应的。③ 周恩来在会见日中备忘录贸易办事处代表冈

崎嘉平太时又讲过 :“在日本好象有人担心中国是不是也要求赔偿

呢 ! 但我国不要求赔偿 ,因为日本人民也和我国人民一样 ,是日本

军阀的受害者 ,如果现在日本有军阀 ,那就要求赔偿 ,但今天日本

没有军阀 ,所以如果要求赔偿 ,那就等于让同是受害者的日本人民

来支付 ,这从我国的思想体系来说也是不可能的。”④ 到 70 年代

初 ,中国政府更是通过一些正式途径明确表示了不要日本战争赔

偿。正因为此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谈判时 ,日本方面所做的就是

力求在联合声明中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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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主动放弃对日索赔表现了中国政府以德报怨的一面 ,但

日本在对华战争赔偿问题上的立场 ———逃避赔偿的责任则反映了

日本错误的战争史观 ,概括地讲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 ,不承认对华

战争的性质是侵略战争 ,这是相当普遍的国民意识。根据日本内

阁总理大臣官房广报室 1967 年 6 月对全国 20 岁以上的成年人所

进行的调查 ,认为对华战争是当然自卫、不得已而为之、没有什么

可在乎的分别占 9. 7 %、39. 5 %、6 % ,三项合计占到了调查人数的

55 %以上。① 这也就可以理解即使在 1972 年的《中日联合声明》

中 ,日本也只是讲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害 ,并未讲是侵略战

争 ,原文的表述是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

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即使对这样的表述日

本的外务省一些官员还认为“太那个了”。② 正因为日本否认对华

战争是侵略战争 ,所以必然要导致其否认由侵略战争的失败引发

的战争赔偿。

日本错误的战争史观的第二个表现是只承认日本败于美国不

承认败于中国。从日本学界对于战争的时期划分来看 ,一个很普

遍的观点是把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到 1941 年 11 月称作日中战争 ,

把 1941 年到 1945 年称太平洋战争。表面上看这只是一个简单的

历史时期划分问题 ,实际上是突出了美国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

这既是美国占领时期对日本所进行的太平洋战争史观影响的结

果 ,同时也反映了日本对中国抗战作用的轻视 ,即使在日本刚战败

的时候日本国民中的这种认识就很普遍。如 1945 年 12 月 ,美国

国务院调查分析局对住在北平的 385 名日本人实施的调查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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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的人认为没有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①

既然日本是败于美国而不是败于中国 ,在日本看来它在中国面前

就不是一个战败者 ,因此从心理上认为不必以战败国的身份对中

国作出赔偿。

日本逃避对中国的战争赔偿责任 ,但对亚洲其他国家并没有

这样 ,这倒不是因为它承认对这些国家的战争是侵略战争 ,也不是

因为它承认这些国家是真正的胜利者。涉及到战争史观的这两个

问题 ,日本对中国也好对其他亚洲各国也好 ,态度是一致的 ,诚如

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那样 :“在亚洲太平洋战争问题上 ,我们可能

忘记了它是一场对亚洲的战争 ,而是一直认为它是一场与美国的

战争 ,败给了美国。”②

为什么日本在坚持同样战争史观的前提下 ,对中国和其他亚

洲国家在战争赔偿问题上会持不同的立场呢 ? 首先这与各受害国

的对日政策是有关的。本来在《旧金山和约》刚签订后 ,日本曾一

度想完全按照和约的框架解决对缅甸、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国的

赔偿。1951 年 9 月底 ,日本政府就赔偿问题成立了各有关省参加

的联络会议 ,并由外务省、经济安定本部、大藏省以及通商产业省

等各省负责人员组成了赔偿委员会。日本政府根据《旧金山和约》

的有关条款制订了四项赔偿原则 :一、劳务的提供不得超过日本财

政经济的负担能力 ;二、该项劳务的提供以日本有余力时为限 ;三、

提供劳务时 ,必须在日本不负担外汇的范围内进行 ;四、接受加工

不应妨碍日本正常的出口贸易。③ 从日本制订的这些赔偿原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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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它是力图以最小的代价来敷衍各受害国 ,从一开始就缺乏

一种赎罪的意识。但上述东南亚国家把日本的战争赔偿作为与日

本恢复外交关系的基本条件 ,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若得

不到解决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邦交正常化就无法实现。在东南

亚国家中 ,缅甸由于不满意旧金山和约的赔偿条款未参加和会 ,菲

律宾和印尼虽参加了和会但由于反对和约关于赔偿问题的条款 ,

国会拒不批准和约。因此 ,日本政府担心 ,如果同东南亚国家的赔

偿问题得不到解决 ,即使媾和实现 ,日本也有成为“亚洲孤儿”的危

险。① 日本外相冈崎胜男在一次外交演说中声称赔偿应该作为政

治问题加以解决。可见日本正是从自己打开东南亚市场的需要出

发 ,才重视对东南亚的战争赔偿。第二 ,日本欲通过战争赔偿来谋

取经济上的利益。自 1950 年以来 ,美国通过向法国提供军事援助

介入了印支战争 ,美国此举的主要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势力在东

南亚的扩大。日本深受当时所谓多米诺理论的影响 ,认为威胁东

南亚的根源是共产党中国 ,如果不能对中国加以遏制 ,不仅东南亚

甚至日本也会受到威胁 ,因此 ,吉田茂说 :“我素日考虑的东南亚政

策 ⋯⋯概括说来 ,就是美国方面更大胆一些 ,向东南亚提供资金、

日本方面以技术经验参加这项工作。虽然这不免稍有‘善为己谋’

之嫌 ,然而却是我理想中的日美合作 ,进而言之 ,是自由主义阵营

共同的东南亚对策的主要目标。”②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后 ,日本

成了美军的后勤供应基地 ,美国大量向日本订购军需物资 ,这就是

所谓的“特需”。到 1953 年底 ,日本所得到的“特需”合同金额达

13 亿美元 ,其中以美元支付的就有 11117 亿万美元。③ 不过这种

·832·

《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①

②

③ [日 ]小林义雄 :《战后日本经济史》,商务印书馆 1985 年版 ,第 54 页。

[日 ]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下 ,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 ,第 799 页。

[日 ]吉田茂 :《十年回忆》第 3 卷 ,第 109 页。



“特需”在 1952 年以后有所减少。此外日本政府的通货紧缩政策

造成了日本的经济萧条 ,日本迫切从经济上寻找新的出路 ,而由于

美国的冷战政策日本无法利用中国的市场 ,因此 ,日本政府和财界

迫切希望利用赔偿向东南亚市场进行扩张 ,以实现日本经济的发

展。正如吉田所言 :“对于失去了中国市场的日本来说 ,找到东南

亚市场是十分重要的。”①“在我国丧失了了领土、丧失了粮食和

工业原料资源的今天 ,当然希望援助东南亚地区的开发 ,确保粮食

和工业原料的供应 ,并且使这个地区成为有利的市场。”②

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战争赔偿是日本在获得了充分的外交自由

之后与各国逐一通过谈判的途径进行的 ,日本轻而易举地逃避了

对最大的战争受害国中国的战争赔偿 ,又设法将对其他亚洲国家

特别是东南亚国家的战争赔偿转化为打开市场的手段 ,对各国赔

偿的结果可以说离各索赔国的要求相去很远。不过对亚洲各索赔

国而言 ,虽然没有通过向日索赔得到其应得的补偿 ,但不论索赔数

目多少 ,毕竟迫使日本事实上承认它给这些国家和人民带来战争

损失 ,承认了它的赔偿义务 ,从这一点来讲 ,亚洲各国的对日索赔

还是有深远意义的。而日本对亚洲各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表现出

来的不同立场 ,实质上反映了日本对侵略战争认识上的暧昧。

(作者袁成毅 ,1964 年生 ,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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