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0年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述评

张天明

内容提要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属于历史认识问题, 即日本人如何认识当年对中国及其他亚

洲国家所进行的侵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

改历史,美化侵略,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 阻碍了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

1980 1989年,我国学术界主要简单介绍和分析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1990 1999年,集中探讨

 家永教科书诉讼案!; 进入 21世纪,则较为全面地研究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表现、

实质、原因、影响、对策等方面, 更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重视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注重借

鉴欧洲教科书问题解决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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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 极大地伤害了

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严重动摇了日本与中、韩等国交往的政治基础,成为威胁东亚地区和平与

稳定的现实因素之一。目前,中日关系虽处于较为良好的态势, 但教科书问题仍是一个潜在的威

胁。认真分析日本教科书问题,继续探寻有效的解决途径,依然是广大研究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和不能忽视的研究主题。本文拟就我国大陆 1980年以来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进行述评,以

利于学界的进一步认识和研究,从而为该问题的最终解决尽绵薄之力。

一 研究概述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与靖国神社问题、战争赔偿问题、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慰安妇问题同属于

历史认识问题的范畴。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 承认战争的侵略性质,承担战争罪责,这是战争受害

国与日本交往的底线。因为只有这样做, 日本才能避免军国主义复辟, 才能够得到战争受害国国民

的理解,才能够接受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遗憾的是, 战后日本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

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动,历史教科书问题就是其典型表现。

二战后,美国对日本进行了改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军国主义教育的发展。但是, 随着冷战

开始, 美国对日本的政策发生逆转, 右翼势力在战后日本又重新滋长。 1951年,日本文部省将#学

习指导纲要 ∃中日本对中国的  侵略!改成了  进出!。 1958年, 日本的一些教科书中就已出现歪曲

历史、美化侵略的端倪。20世纪 60年代, 歪曲历史史实的右翼思潮在日本教育界进一步蔓延; 70

年代以后,否认侵略战争性质和推卸战争责任的言行更是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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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 1982和 1986年日本国内两次出现修改历史教科书的逆

流,国际性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此正式开始。 20世纪 90年代中期,日本不仅出现了所谓反对

 自虐!史观的  国民运动!, 而且陆续组建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 (简称  新编会! )等右翼历史教

科书编撰团体。 2001年 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了  新编会 !编写的 #新历史教科书 ∃。该

书宣扬皇国史观,否认日本侵略战争责任,美化日本殖民统治。 2005年 4月, 日本文部科学省再次

对该书放行。2009年 4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在新一轮教科书审定中,仍然通过了沿袭 #新历史教科
书 ∃80%内容的由  新编会!成员撰写、自由社发行的初中历史教科书。

当然,具有良知的正义人士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如持续长达 34年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就

是其典型代表之一。美国学者康斯坦丁曾评价说: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所取得的进展, 很大程度

上是由于家永三郎个人努力的结果。∀ 又如日本广大教育工作者对 #新历史教科书∃普遍采取了批

判和抵制的态度,因此,该教材 2001年的采用率仅为 0. 039% , 2005年也只有 0. 04%。可见,歪曲

历史史实的这部教科书在日本国内并不受欢迎。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虽从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备受国人关注, 但该问题真正引起学界普遍重

视则是进入 21世纪后。1980 1999年,虽然我国举办了许多有关抗日战争史和中日关系的学术

会议, 但这些会议较少论及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跨入 21世纪后, 我国相继举办了一系列与日本历

史教科书问题直接相关的研讨会。2001年 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戴逸、刘述礼、

赵阶琦等 30多位专家学者,就日本教科书事件召开了座谈会。 9月, 中日教育工作者在北京召开

了关于日本新编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座谈会, 同年还召开了  第 10次国际历史教科书学术会议 !。

2002年 3月,中日韩三国学者为商讨共编东亚三国近代史的计划,在南京召开了首届  历史认知与

东亚和平论坛!。 2003年,我国学者相继组织召开了  日本侵略亚洲战争责任问题国际学术讨论

会 !、 抗日战争史实调查研究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 !。 2005年,召开的相关会议主要有  纪念亚

洲人民抗战胜利 60周年国际学术座谈会 !、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

研讨会 !、 中日历史观座谈会!。 2006年召开了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 2008召

开了  历史记忆与历史认识:日本右翼历史教科书批判国际学术讨论会 !等。这些会议有力地促进
了我国学术界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

从 1980到 1999年, 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者屈指可数,且基本上来自高校或研究机构从事

史学或政治学研究的学者;而进入新世纪后,相关研究者的队伍日益庞大,专业范围更加广泛,而且

既有知名学者也有学界新秀。#抗日战争研究 ∃、#日本学刊 ∃、#当代韩国 ∃、#全球教育展望 ∃、#历

史教学 ∃等期刊杂志, 积极引导和支持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研究。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

网、九一八爱国网、新浪网等多家新闻媒体,亦广泛宣传和大量报道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进展情

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抗日战争研究∃执行主编荣维木等学者,多次做客

人民网、新浪网、中国网等,就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与网民朋友进行交流。&

由于各方面的共同努力,学界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较大成绩。据笔者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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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2009年中国大陆共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158篇, 其中 1980 1999年仅有 17篇, 而 2000

2009年多达 141篇;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较为突出的 2001年和 2005年,分别发表 39篇和 41篇;

相关硕士学位论文 4篇。∀

截止目前,我国学界还出版了 3本在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方面颇有影响的著作。即,张海

鹏、步平主编的#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 ) ,该书系统地梳理了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来龙去脉,如日本战前与战时教科书如何为军国主义服务,战后日本教科书

 改善!与  改恶!的斗争;深入地分析了该问题产生的日本国内与国际政治背景及其对日本社会和

周边国家产生的影响,全面剖析了日本扶桑社版#新历史教科书 ∃中的错误史观和被歪曲的历史史

实;  附录!部分还详列了日本教科书问题大事年表。故而,该书被学界誉为  研究日本教科书问题

的开创性力作!。&苏智良的 #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 ∃ (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 , 细致分析了

日本教科书的编纂与出版过程、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斗争历程、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右翼的历史研

究组织、教科书问题实质、世界各地对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歪曲历史史实教科书的反应等方面

的问题。王智新、刘琪的#揭开日本历史教科书的黑幕∃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版 ) ,共分教科书

问题的缘起、从  侵略 !到  进出!、#新编日本史 ∃教科书事件、#新日本史∃的出笼、日本历史教科书

的结症、反对新日本史的呼声等 6章,全面阐述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展演变历程和现状。

总体上说, 学界从 1980至 1989年仅限于简单介绍和分析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而从 1990至

1999年则集中探讨  家永教科书诉讼案 !, 如步平的 #家永三郎和日本教科书诉讼案∃ ( #社会科学
战线∃1995年第 5期 )和#教科书诉讼案和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 ∃ ( #黑龙江社会科学 ∃1998年第 1

期 )、宋进的 # 家永历史教科书诉讼 !扫描 ∃ ( #抗日战争研究∃1998年第 3期 )、高兴祖的 #家永三

郎教科书诉讼来龙去脉∃ ( #南京社会科学 ∃1999年第 6期 )等,都是其代表性的学术论文。

进入 21世纪,学界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表现、实质、原因、影响及其对策等方面

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如李秀石的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 ( 1947 2002) ∃ ( #历史研究 ∃

2002年第 5期 )和苏智良的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 ( #全球教育展望 ∃2005年第 10

期 ) ,分别从纵向角度详细梳理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荣维木的 #谁在制造谎言
评日本右翼的军国主义史观∃ ( #求是 ∃2000年第 6期 ) ,更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问题。

吴科达的#中日教科书问题的最早纷争∃ ( #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 2期 )和王志的 #从战前小学历

史教科书看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 ( #历史教学∃2008年第 10期 ) , 从战前日本的教科书探寻现今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源头。步平的 #关于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思考 ∃ ( #抗日战争研究 ∃2007年

第 1期 ) ,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提出解决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相应对策。徐秀丽的 #欧洲经验

对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启示及其局限 ∃ ( #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 2期 ), 已突破从东亚的视角思

考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局限,开始关注欧洲教科书问题解决的经验。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研究

不少学者通过纵向梳理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发展历程,大都认为该问题经历了三次斗争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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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步平的  三次攻击 !说 ∀、苏智良的  三次斗争浪潮 !说&、李秀石的  三次篡改攻势 !说)、刘丹

忱的  三次逆流!说∗、藏佩红的  三次事件!说+、苏明飞  三次教科书风波 !说,等, 虽名称不同, 但

分期基本一致。即, 1. 20世纪 50年代, 日本右翼势力发动了第一次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攻势; 2. 20

世纪 80年代,日本文部科学省先后两次审定通过右翼团体组织编写的歪曲历史史实的教科书; 3.

从 1996至 2005年,日本文部科学省相继两次审定通过了  新编会!编撰的 #新历史教科书 ∃,再次

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经历了四次斗争浪潮。如,李鹏军认为该问题至今先

后发生四次,即 20世纪 50年代的第一次、1982 1983年的第二次、1986年的第三次以及 1997至

今的第四次。− 韩国学者许东贤亦认为日本右翼势力先后发动了四次教科书攻击, 第一次从 20世

纪 50年代中期至 70年代,第二次从 70年代末期至 80年代, 第三次发生于 2000和 2001年,第四

次发生于 2005年。. 另外,杨升祥等人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轫于 20世纪 30年代,提出了

 四次篡改!说,即二战前后的  修改!, 20世纪 50至 70年代的  修订 !; 80至 90年代的篡改; 21世

纪初期的再度篡改。/

(二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表现研究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主要表现在宣扬错误的历史观和隐瞒、淡化、歪曲具体史实两个方面。不

少学者针对日本历史教科书中反映的皇国史观、军国主义史观、大东亚战争史观、自由主义史观、本

国中心史观等错误史观,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批判。荣维木、金熙德等人批判  新编会 !的#新历史
教科书 ∃在战争性质上颠倒黑白,指责其所谓战争无正义与非正义之分和侵略  有理!论是一派胡

言。 许斌指责#新历史教科书 ∃, 充满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家族国家观、统治亚洲观和本国中心史

观。 郭素美、王希亮、王智新等人认为, #最新日本史 ∃与 #新历史教科书 ∃如出一辙, 是一部篡改

历史、否认侵略、煽动狭隘民族主义情结的教科书。!

步平、荣维木、苏智良、刘丹忱、吴广义等学者以及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 都分别揭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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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斌: #扶桑社历史教科书给我们的警示 ∃, #历史教学问题 ∃2006年第 3期,第 111 113页。

郭素美、王希亮: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抗日战争研究 ∃ 2002年第 2期, 第 171 186页; 王智新: # 日本会

议 !与∋最新日本史(∃, #抗日战争研究 ∃ 2002年第 2期,第 187 206页。

步平: #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 #抗日战争研究 ∃2000年第 4期,第 154 179页;荣维木: #谁是战争的祸首 评日本扶

桑社∋新历史教科书(对中日战争的描述 ∃, #民国档案 ∃ 2002年第 3期,第 61 65页; #∋新历史教科书(的恶意篡改 ∃, h ttp: / /

jds. cass. cn /A rticle /20050820171856. asp;苏智良: #日本历史教科书风波的真相∃,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13 138页;刘丹

忱: #历史岂容肆意颠倒 日本 2002年  新历史教科书 !评析 ∃,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社版 ) ∃ 2002年第 11期,第 107页;

吴广义: #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中的侵华战争记述评析 ∃, #日本学刊 ∃ 2003年第 3期,第 47页;中学历史教学参考编辑部: #日

本∋新历史教科书(是怎样纂改侵华历史的 ∃, #中学历史教学参考 ∃2005年第 7期,第 12 14页。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具体史实错误。这些错误主要有:把  满洲人 !排除在  中国人 !以外;甲午战

争起因含糊;  二十一条 !为中国造;九一八事变和卢沟桥事变均  责在中国!;否认南京大屠杀; 回

避  慰安妇!和万人坑及七三一部队等问题; 中日战争是共产党挑唆;对外  侵略!改为  进入 !; 轻

描淡写  三光作战 !;否认屠杀海外华人华侨;只字未提活体解剖、制造贩卖毒品等暴行;将侵略战

争描绘成  民族解放战争!,把侵略后建立的  伪满洲国!, 说成是中国大陆  第一个现代化的法治国

家 !;美化日本在占领区的政策;夸大日本的战争损失;鼓吹  东京审判!合法性待定论等。
日本右翼分子企图通过隐瞒、淡化、歪曲历史事实等手段,宣扬侵略有功, 推卸战争罪责。但是,

诚如日本进步学者指出:  任何学科的教科书,应该有必须的最低标准。这个标准, 至少是在教科书中

不能有虚假和虚构。!∀显然,日本右翼保守势力编写的一些历史教科书根本不符合这个最低标准。

(三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研究

朱实早在 1982年就指出,日本修改教科书事件实质是企图恢复二战前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

态,复活军国主义。& 21世纪以来,学界在该方面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

张海鹏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就是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一再对进步力量扭转历史教科书

保守倾向努力的反抗,其核心是如何对待侵略战争责任和战后宪法,其实质在于是否倒退到战前宣

扬  皇国史观 !和鼓吹军国主义的问题。) 赵阶琦、孙智昌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多次发生的历史教

科书问题实质就是企图通过否定日本的侵略历史及战争罪行, 为日本民众树立  新的精神支柱 !,

为日本扩充军备、谋求大国地位的政治目的服务。∗ 杨升祥等人认为, 日本右翼修改历史教科书的

实质是宣扬新国家主义,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向国民灌输皇国史观等。+ 韩立萍比较了当今日本右

翼新历史教科书与伪满历史教科书, 认为两者的实质都是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歌功颂德。,

汤重南、苏智良认为,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本质是历史认识问题,即日本能否正确认识和对

待侵略历史的问题。− 步平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最本质的问题在于建立起唯心主义史观的

理论体系,这一体系肯定战前日本的  国体论 !, 从根本上转移或淡化人们所关注的侵略战争的历

史事实和所追究的侵略战争的历史责任。. 李秀石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篡改问题不仅仅是日

本的内政,也是日本与中、韩、朝等亚洲国家的外交问题。/ 金美星认为,该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学术

问题, 更是一个现实政治问题, 它反映出日本政治大国化、军事大国化的需要,决定日本国选择深刻

反省历史罪行,还是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直接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下一代各国国民之

间的交往。

(四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影响研究

刘江永、吴广义指出, 日本中学历史教科书歪曲历史将导致许多日本学生和民众不了解乃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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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实: #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书的背景 ∃, #国际展望 ∃1982年第 41期,第 2 8页。

张海鹏、步平主编: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评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年版,序言第 3 4页。

赵阶琦: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 ∃, #和平与发展 ∃ 2001年第 1期,第 16页;孙智昌: #日本右翼势力与历史教科书问题 ∃,

#历史教学 ∃2003年第 1期,第 55页。

杨升祥、杜鸿林、李志: #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过程、根源与实质 ∃, #理论界 ∃2005年第 10期,第 181页。

韩立萍: #伪满洲国历史教科书与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的比较 ∃, #财经界 ∃ 2006年第 4期 (下 ) ,第 203页。

汤重南: #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实质 ∃, #当代韩国 ∃2001年第 3期,第 48页;苏智良: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由来与现状 ∃, #全

球教育展望 ∃2005年第 10期,第 7 13页。

步平: #扶桑社∋新历史教科书(的历史观 ∃, #抗日战争研究 ∃2005年第 2期,第 230页; #关于中日历史认识问题的思考 ∃, #当

代中国史研究 ∃2005年第 10期,第 25页。

李秀石: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剖析 ( 1947 2002) ∃, #历史研究 ∃2002年第 5期,第 126 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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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对华战争的基本史实和侵略性质, 拒绝反省侵华战争历史并承担战争责任。∀ 金熙德认为,

 历史问题!始终是损害日本国际形象的致命弱点, 使日本难以  入亚!而在安全与外交领域半永久
地依赖美国,给日本迈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拖后腿,从长远看,右翼教科书将再生出军国主

义思想的后代,最终受害最甚者莫过于日本自身。& 步平强调,扶桑社版 #新历史教科书 ∃具有导致

日本走向战争道路的危险性。)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与国际政治体系息息相关,因此必将对国际社会产生一定影响。陈景彦

指出, #新历史教科书 ∃公然歪曲历史, 否定和美化侵略,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必将增大中国人

民对整个日本民族的不信任感,拉大两国间的历史认识距离, 加深感情上的鸿沟,增加相互理解的

障碍,使已经出现了问题的中日关系雪上加霜。∗ 唐安杰认为, 扶桑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严重歪

曲了历史真相,势必激起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无比愤慨, 也必然引发人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逆

流的再认识。+ 杨彪指出, 日本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战争历史内容所形成的各种历史观念和政治

意图,会融入到日本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战略思考中, 进而会影响未来东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历

史进程。,

(五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原因分析

近年来,学界颇为关注导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原因。不少学者分别从政治、经济、思想、社

会心理、教科书制度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积极探讨。

1. 政治原因

政治原因有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大原因。目前, 学者们主要从日本国内政治方面分析了日

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的原因。张海鹏、刘江永、卞修跃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根本原

因是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其追究日本战争责任的不彻底性。如, 没有追究昭和天皇的战

争责任,没有追究日本的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等,长期未能彻底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张海鹏

还认为该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日本政府总希望把国民意志转移到新国家主义之上, 欲重塑国家形

象。− 李秀石等人认为,篡改历史是日本政治、军事大国化的需要, 日本想以此改变  经济巨人 !、
 政治侏儒!的窘境。. 步平指出, 该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在于日本右倾和保守势力的活动猖獗,他

们不仅直接参与篡改教科书,同时还对多家出版社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陈景彦认为, #新历
史教科书∃事件的发生还有其  群众基础!和官方的默许, 同时还有许多日本大企业、大财团的财力

支持。日本知名学者笠原十九司披露,日本教科书问题的产生确实得到了右翼国会议员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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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 ∃, #日本学刊 ∃ 1996年第 4期,第 16页;卞修跃: #∋新历史教科书(与战后日本国家的历史认识 ∃, #抗日战争研究 ∃2001

年第 4期,第 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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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种媒体的帮助。∀ 李鹏军、苏明飞指出,日本的遗族会亦是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

素。&

部分学者还探讨了日本历史教科书发生的国际政治原因。钟严指出,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苏

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资本主义也面临新的矛盾,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剧,政治腐败导

致政局动荡;外国劳工大量涌入,社会矛盾复杂化。于是,右翼势力在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日本等

国有所抬头;苏联解体后日本视中国为  潜在威胁 !; 美国加大了对日本的支持等, 所有这些正是

2001年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发生的国际大背景。) 卞修跃指出,国际社会向日本施压不足、亚洲邻

国经济力量不足与日本相抗衡、各国对日外交方针因利益不同而无法在对待日本历史认识问题上

协调一致等因素,也是造成日本国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顽固坚持错误立场的重要原因。∗

2. 经济原因

卞修跃认为,战后日本经济的复苏及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从物质的层面上为日本右翼歪

曲历史打足了底气。+ 姜良芹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事件的发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原因: 首先, 经济

上的巨大成功,刺激了政治欲望的膨胀,日本的大国意识再次萌发, 要求  重新认识 !历史;进而, 面

对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的经济衰退,日本政府试图借该事件来转移国民视线;而日益增多的民间索

赔案, 又成为教科书修订的直接经济动因。, 龚常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  越改越黑!是由于危机感

很强的日本人欲通过提高国际影响力来争得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资源。−

3. 思想原因

荣维木指出,日本右翼对历史的歪曲, 从根本上说是受到军国主义史观和皇国史观的支配。.

王卫星认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日本社会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存在着不同的理

解和认识,而这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的思想基础,就是  自由主义史观!。/ 吴广义、王希亮指出,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日本国民意识的日趋保守化和新民族主义的滋生, 导致蔑视亚洲国家的  脱亚入
欧 !观念和  民族净化史观 !的蔓延,从而为该问题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张海鹏、步平认为,日本

社会自明治维新以来逐渐强化对亚洲民族的歧视没有消除, 鼓吹自我国体优越、大和民族优秀, 也

是其篡改历史的一个根源; 而战时日本教科书中鼓吹  大东亚战争史观 !的现实影响是日本历史教

科书问题出现的又一个原因。 

步平特别强调,日本学术界一直流行的所谓  无构造 !历史观是日本人对近代侵略战争不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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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反省,从而在教科书问题上一错再错的一个思想远景。这种  无构造!的历史观不关心历史发

展的方向和趋势,不考虑历史环境与背景,单纯地强调微观的实证研究。∀

4. 社会心理原因

李守福指出,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产生的社会心理原因有三:第一,在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

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第二,漫长的封建社会

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 同时也缺失

了自我定位意识;第三,日本封建社会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

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  孝!相比更强调  忠!。& 杨彪、金美星指出,  自近代以来日本社会一直

存在着的0脱亚论 1的潜意识!)、 畸变的武士道和日本民族独有的耻感文化 !∗是日本历史教科书

问题产生的文化心理基础。

5. 教科书制度原因

王智新、藏佩红指出, 日本教科书的发行由特定的出版公司垄断,文部科学省通过审定与学习

指导要领介入教育内容,教科书的选用权又集中在文部科学省授意的教育委员会手中,这便为保守

势力重新利用教科书向青少年学生灌输错误的历史观提供了方便。+

(六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对策探讨

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屡次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严重阻碍着中日关系的健康

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人们极为关注。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本质上是历史认识问题。因此,解

决历史教科书问题必须消除两国历史认识上的差异。步平认为, 中日之间产生历史认识问题的根

本原因是  战后日本社会始终存在着不承认侵略战争责任和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言论与行

动 !,同时,  由于战争体验的不同,战后社会环境与国际环境的不同, 中日两国民众对历史问题的

认识也会产生差异!。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方法是加强相互交流与理解, 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通

过共同历史研究、编写教科书来促进不同国家间历史事实的共有。通过共同历史研究促使两国人

民适当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和相互评判的价值标准,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障碍,这是历史共同研

究的主要目的。,

2002年初, 中、日、韩三国学者与教师开始共同编写历史读本,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于 2005年 5

月 #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在三国同时出版。中方编者之一荣维木指出,通过这种对历史的共同描

述,不仅可以纠正被右翼歪曲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描述已成为三国人民进一步沟通的一个

渠道。− 该书出版后,受到了三国社会的广泛关注。日、韩两国一版再版, 订数与日俱增。特别是

在日本,发行量取得了令人吃惊的结果。而在中国,发行后不久便跃升为图书发行的第一位。. 这

证明通过共同研究历史来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策略是可行性的。

虽然,民间学者的努力有利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解决,但政府领导人的作用在该问题解决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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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更为关键。张海鹏就曾指出,中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如历史教科书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都

是日方引起的,不是中方引起的,为了进一步密切中日关系, 推进亚洲和平, 首先要解决的是日本政

治领导人的历史认识问题。∀ 2006年底,  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全体委员会议 !召开, 中日两国政府

正式启动了共同历史研究工作,标志着中日双方为促进历史事实的共有已经从民间合作走向了政

府合作。

但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时间很短,难免在经验上有所缺乏,因此, 积极汲取欧洲等其他地区相

关经验,至关重要。李秀石指出,借鉴德国与波兰通过教科书交流事业实现和解的经验, 中日共同

研究历史,几乎是实现教科书问题解决的惟一途径。& 徐秀丽指出, 德法自从开始共同研究历史以

来,从未出现过严重的教科书争议,这主要归因于两国现实利益和未来目标的一致。她认为,德法、

德波共同研究历史的策略尤其值得仿效。如, 政府采取相对超然的立场;历史共识从直接参与的学

者弥散到学术界,进而影响公众;列出最有争议的论点展开讨论,允许差异和分歧的存在; 呈现作为

多面体的双方关系。同时,她指出,中日历史问题与欧洲历史问题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如中日战争

结束时及随后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 导致与战争相关的问题未能得到及时处理; 日本方面对战争责

任的认识不够彻底;从历史上看,  欧洲认同!强于  东亚认同!;开始从事历史共同研究和教科书合

作的时机和环境不同。因此,欧洲经验在许多方面是不可复制的, 需要参与各方进行创造性的努

力。)

三 研究的不足

1980年以来,学界虽在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仍存在不少问题。

就研究方法来说,我国学者以往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主要采取文献法、历史研究法, 而较少运

用其他方法。但是,今后还应运用调查法、比较法、归纳法、统计法、分析法等其他方法。这些方法

各具独特作用,如运用调查法, 大力调查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被歪曲的史实,抢救活史料,也可以通过

访问专业人士获取更多的解决教科书问题的建议; 运用比较法可以比较分析日本的各种历史教科

书,可以对比研究中日教科书问题与德法、德波教科书问题。

就研究视角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基本上把教科书问题单纯地视作历史问题或历史

教育问题,主要从历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的角度展开研究。其实,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涉及日本

国内外的诸多因素,因此, 我们今后还应该从法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等多角度

进行全面研究。

就研究内容来看,至少还有如下几个方面尚须努力:

第一,加强分析相关书籍。

我国学界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扶桑社版的 #新历史教科书 ∃, 而对于第二次教科书事件的

主角#新编日本史 ∃、第三次教科书事件中的重要角色 #新公民教科书 ∃、高中 #最新日本史 ∃以及一

些相关的小学历史教科书很少研究。  新编会 !的系列产品 渡部升一主编的 #国民的教育∃、中

西辉政主编的#国民的文明史∃、田中英道主编的 #国民的艺术 ∃等著作,基本上没有进入中国学者

的视野。因此,我们今后不仅要继续研究扶桑社版的 #新历史教科书 ∃,而且要加强对其他相关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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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科书和著作的深入分析。

第二,加强探讨反篡改斗争。

截止目前,学界重点研究了日本右翼势力篡改活动,较少探讨除家永教科书诉讼案之外的日本

反篡改斗争和亚洲其他国家反对日本右翼篡改历史教科书的斗争, 从而错失了不少与各国进步势

力共同斗争的有利机会。因此, 今后我们应详细研究高岛教科书诉讼案、 21世纪儿童与教科书网

络 !、 支持高岛教科书诉讼会!、 日本教职员工会 !等进步团体及其活动,以及韩国、朝鲜、印尼等

国的反篡改斗争。

第三,加强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歪曲史实。

日本右翼分子多次强调,日本历史教科书的  修改 !是建立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之上,而日本法

庭也声称  教科书诉讼判决是以当时历史研究成果为根据 !的。∀ 因此,我国史学界有必要加强日

本侵华史研究,尤其是日本历史教科书中被歪曲的具体史实的历史研究。荣维木、孙宅巍、步平、苏

智良、张连红、陈丽菲、王希亮、朱成山等学者, 虽然分别探讨了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

杀、慰安妇问题、细菌战、甲午中日战争原因等问题,但仍有大量被歪曲的史实尚需纠正。今后, 我

们还应深入细致地研究日本在占领区的政策、海外华人华侨遭受的屠杀等相关问题, 以真实可靠的

历史资料批驳歪曲史实的谬论。

第四,加强国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研究。

加强国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相关研究,可以为我们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提供一定的

借鉴和参考。但是,目前仅见刘洪丰简要梳理了国外学界研究日本历史教科书修订问题的总体状

况。& 其实,韩国、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学者,以及美国、英国、荷兰等欧美国家的学者,在研究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中都取得了一定成绩。然而, 我国学者虽对韩国、美国、英国的日本历史教科

书研究有所探讨,却很少涉及朝鲜、荷兰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的相关研究。因此,我们需要大力

加强国外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相关研究。

中日两国乃至东亚各国关系要开拓创新, 走向新时代, 必须解决历史教科书问题。为此,一方

面,我们要利用当前中日友好的大好时机,在维护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与日本政府和学者就该问题

展开真诚地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共同研究历史。另一方面, 我们必须对日本右翼势力保持高度警

惕。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几度沉浮和日本右翼势力的依旧活跃, 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解决该问题

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因此,我国学术界同仁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研究日本历史教科

书问题,从学术的角度促成该问题的最终解决。

(作者张天明,绵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与旅游管理学院讲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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