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学者眼中的日军性暴力问题

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

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  !
读后

刘 ∀ 萍

∀ ∀ 这是一部由日本的大学教授、高中教师、律师、公司职员历时 7年, 前后经过 18次采访、调查,

积累了 150盘录音磁带 (每盘 120分钟 ), 并查阅大量的中日文文献资料后共同完成的口述历史著

作。该书一经出版,即荣获当年度 ( 2004年度 )第二十四届日本 #山川菊荣奖 ∃。% 这是一部让笔者
感到欣喜而又汗颜的著作,欣喜的是这是一部难得的非常扎实的关于战时中国女性受害历史的著

作,汗颜的是这样的著作却是由不占天时地利的日本学者来完成的。正是怀着上述复杂的心情,笔

者读完了全书。

全书从结构上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 证言&资料篇 ,内容为山西盂县 20位 (其中 9位是

受害妇女本人 )受访者的证言记录。该记录内容又分两方面, 一是受害妇女本人的亲身经历,二是

受访者亲历的战争经过及耳闻目睹的受害妇女的受害史实, 以及作者关于证言部分的解说。第二

部分为 论文篇 ,是对发生在黄土村庄的日军性暴力的研究论文集。全书虽然以上述方式完成,

但读来并无结构分散之感,兹因所有的论文都紧紧围绕主题,或考察史实,或探索历史背景,或追究

历史因缘,该涉猎的都涉猎到了。看来作者当初是费了一番心思进行精心设计和明确分工的,因而

全书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读完后感觉是一本完整的关于战时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的口述

历史著作,这是非常难得的。此外,该书在口述史研究的实际操作中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下面

就谈谈笔者读后的一些体会。

一 ∀ 学术目标和研究方法

该书并非第一部关注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的著述。早在 1992年,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妇

女万爱花首次以中国 #慰安妇∃的身份在东京作证后, 已经相继有一些纪实作品和报道问世。因

此,当 1996年本书的作者开始涉猎调查时, 在新闻性和社会影响方面似乎都显得落伍了。但在该

书问世前,关于山西战时妇女性受害问题一直缺乏学术性著述, 而中国国内相关的研究著述中, 较

多地是把这些妇女的受害情况作为史料或史实引用。

与之前的各种调查不同,作者从一开始就抱着非常明确的学术目的。作者声称, #我们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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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起诉讼为前提并为此寻找原告、进行调查的 ∃。! 这在众多的日本调查团体中也许是独此一

家。

虽然作者一开始就抱着学术研究目的,但在调查之初,其学术目标并没有完全明确。作为主编

的石田米子、内田知行教授均是历史学家,在调查访问的同时, 更希望在档案文献上有所发现。为

此,石田等人非常仔细地检索了山西省档案馆保存的从抗战末期到战后初期解放区政府和国民政

府进行的抗战损失调查以及战犯调查的档案, 并查阅了大陆、台湾相关档案馆编辑出版的战后损失

调查或日军暴行资料等。石田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在有关日军屠杀、焚烧、抢劫等调查统计

中,都有大量的统计数字, 唯独在强奸项下,记录的数字非常少,甚至多数是空白。这一点,与中国

学者的发现相同。在性暴力伤害这个问题上, 无论是中国民间和官方文献都是空白。因此, 她 #惊

于性暴力记录件数之少∃, 以致发出 #在遭受到日军侵略的中国农村, 就受到性暴力伤害的女性而

言,是什么使她们一直保持沉默? ∃从而导致的文献记录的空白; #仅仅可以用 ∋贞操观念 (这样的东
西来说明吗? ∃#其家族以及村庄一直要罩着守着的东西又是什么呢? ∃等一系列疑问。% 而在原日

本士兵中,也闭口不谈自己在战争中的强奸罪行,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似乎都集体失忆了。

石田还发现,在上述战争损失调查记录中,同一地区、同类型损失统计在不同的调查问卷记录

中数字都有差异, #无论如何都无法将这些数字无前提地作为损害实际数字使用 ∃,同样也 #不能成

为具有客观性的确切的史料∃。作者对待档案文献的谨慎态度, 为我们在日军暴行史研究中如何

规范地使用档案文献做出了榜样。

文献的缺失使作者的学术目标逐渐明确, 即要探究文献中 #未被记录的、深深铭刻在人的记忆

中的现实∃, 尤其是对具体记述作了回避的一个一个或者说是众人的记忆。因为令作者 #抓住记录

中 ∋没有 (的事态紧紧不放的原因,正是由于笔者眼前正面对着这一现实, 即确实 ∋存在 (着该事态
的沉重的、持续长久的记忆 ∃。) 作者希望通过追求这样的学术目标, #让更多的日本人知道,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在黄土高原的村庄中,有许多遭受到日军性暴力侵害,背负着沉重的痛苦生活下

来的女性∃, 同时,也希望通过调查研究方法以及达到的实情认识出发, 积极地提出问题, 由此形成

一个加深对战争以及性暴力认识研究和讨论的共有平台。∗ 追寻历史记录之外的历史,这正是口

述历史的功用和目的之所在。

作者亦正是抱着这样的学术目标,才使该书成为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山西日军性暴力受害妇

女问题的学术性著作。

一般做日军暴行史研究的学者, 往往把关注点集中在受害者和加害者方面, 但该书的作者却显

得与众不同,他们对受访对象的选择显然是做了深思熟虑的考虑。作者的眼光并没有仅仅局限于

受害妇女身上,而是选择了三类访谈对象。一是受害妇女本人, 即曾经在盂县西部的进圭社、西烟

镇、河东村三个据点内受到日军性暴力侵害的女性。目的是要通过她们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还原那

段历史真相。二是受害妇女的子女。目的是通过了解其得知母亲受害经历后的认识和感情,进一

步探究,对生活在现在的受害人后代而言,性暴力受害记忆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三是经历那场战争

后幸存下来的的村民,这些村民或直接目击了受害妇女的受害事实,或亲自体验了日军进攻、占领

时的行动以及和八路军的战斗过程、村里的应对措施, 目睹了村民和其他女性们 (指接受调查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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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受害妇女之外的女性 )的各种受害过程。作者这样选择受访对象的用心, 是希望突破传统研究

中 #仅仅围绕日军和八路军、抗日势力的攻防这一华北战场上的日中战争、日军的暴行和抗日斗争

这两条线索,将所有事实定位∃的模式,而是要 #从变为战场以及被日军控制的村庄的女性以及村
里的视点出发,来重新把握日军行动、控制机构以及抗日的含义∃! , 也就是试图通过民间的不同视

角,多方面还原历史。

在调查研究方法上,作者声称,其特征是 #紧紧抓住个别的记忆,从其中的纪录来重新认识日

军导致的加害和被害的全貌 ∃。 #试图具体地逼近这一性暴力的实情,抛弃通过以一般意义的框

架、概念为前提的、对事态进行数量认识的方法,而是仅仅围绕个别的人、家属以及村庄, 通过本质

的认识来加深对战场性暴力实情的认识∃。% 这种方法,与其他学者在暴行史研究上倾向追求受害

数字多少的方法有明显的区别。

历史研究最忌孤证,口述历史如果不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印证,难免会落入自说自话的巢臼。

口述资料与文献资料的印证其目的不外有两个:一是考证口述史实本身,这种考证包括时间、地点、

人物、事实等方面的内容, 二是以开阔的视野通过对口述历史的背景、原因、规律等的追寻,以求全

面地、多方位地还原历史真相。

作者调查的的进圭社、西烟镇、河东村位于山西盂县西部,是非常偏僻、自然条件恶劣的穷乡僻

壤,妇女们大字不识, 对于伤害他们的日军部队、日军姓名、本人出生年月、受害时间、地点等都难以

准确描述。鉴于上述原因,作者借助各种中日文文献加以考证, 进而采取田野调查的方式,考察了

驻扎在盂县的日军所属部队、兵团的指挥部所在地, 以及属于各部队系统在山西省各地的 #慰安

所 ∃遗址,日军拘禁、强奸受害妇女的窑洞、炮楼遗址。同时利用文献资料, 考察了 #慰安妇∃问题与

盂县发生的性暴力的关系,阐明盂县的事例与军队 #合法化∃的 #慰安所 ∃里发生的性强制虽然形式

不同, 但两者之间属于互相补充、相互助长的关系。

二 ∀ 特殊的性暴力形式

对于山西受日军性暴力伤害的妇女,中国学术界一般将其界定为 #慰安妇 ∃, 但本书的作者非

常不赞同这样的界定。作者认为,发生在山西黄土村庄中的日军性暴力不同于 #慰安妇∃形式的性

暴力,也不同于日军攻陷南京后实施的集团强奸形式, 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性暴

力。这种特殊形式的性暴力方式,在整个中日战争中则是一种更为普遍的性暴力方式。

在历时 7年, 前后经过 18次的调查访问中,作者弄清了位于盂县西部的农村中 12位受害妇女

的受害事实 (有 3位受害者是通过对其亲属的访谈确认的 )。这些妇女受到性暴力伤害的形式主

要有三种:一是日军占领村庄后,胁迫村里的 #维持会 ∃交出村中的妇女供其满足性的需要, 并强占

民居作为拘押、强奸妇女的场所。一些妇女由于各种原因被 #维持会 ∃交了出去, 从而遭到日军的

性暴力伤害。二是日军在 #讨伐 ∃作战中抓捕妇女 (包括共产党员 ) ,并将其关押到炮楼或专设的窑

洞中进行强奸。三是日军在村中随时随地在居民家中强奸、轮奸妇女, 或胁迫、劫持妇女到炮楼或

窑洞中进行强奸,有的妇女甚至长期被日军小队长霸占, 成为其 #专属∃的女人。这些妇女短的被

日军关押 20天,长的达一年半, 在遭受各种非人的折磨后,大多数妇女通过其家属筹钱将其赎回,

少部分妇女想办法逃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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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盂县的日军性暴力方式,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的 山西省的日军 #慰安所 ∃和盂县的性暴

力  一文, 对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和论述。作者认为,上述发生在盂县农村前线地带战场上的性暴

力,是有别于攻陷南京时日军集团性的强奸和设立 #慰安所 ∃强征 #慰安妇 ∃的暴行的, 是介于两者

之间的一种类型,或者说是相对于后方有 #慰安所 ∃的前线型、末端型。 #慰安所 ∃类型和南京类型

的性暴力形式是日军有组织的性暴力形式,而盂县农村的性暴力不能理解为是按照军方指挥系统

命令下发生在都市的兵团性的性暴力,应被看作是高度分散在前线据点的日军中队以下部队的、由

于一部分士兵违犯军纪行为的结果。这种以强奸形式表现出来的性暴力比以 #慰安妇 ∃和 #慰安

所 ∃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问题更为广泛。日军这种对妇女的强奸行为 #不仅仅在中国, 在亚洲战场的

所到之处都极为广泛,频繁发生着,从总数来说,可以认为超过了 ∋慰安所 (的被害者和攻陷南京时

集团强奸的被害者∃! , 因此,作者不同意中国学者将盂县的日军性暴力问题简单地表述为 #慰安

妇 ∃问题的观点。

那么,这种前线型的日军性暴力形式与 #慰安所 ∃形式的性暴力有什么联系呢? 作者考察了山

西省会太原和部分县城在内的日军 #慰安所∃的设置情况后发现,在驻扎有日军大队以上部队的县

城和城市,日军各部都设置了适应部队规模的 #慰安所∃。但是,即使有 #慰安所∃的存在,无论哪一

级的日军部队,在进攻、#讨伐∃作战中,都有强奸、轮奸发生,并且在反复 #讨伐∃的前线, 强奸、轮奸

现象经常发生。其原因何在? 作者认为, 日军有组织地设置 #慰安所 ∃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日军士兵

对占领地妇女的强奸而造成反日情绪的高涨,同时亦防止日军士兵因为强奸而造成性病的蔓延。

但是,由于 #慰安所∃的合法化,导致日军士兵认为对女人实施性暴力是合法的,因而没有任何罪恶

感。推而广之,在作战中对敌方女人进行集团或个别的强奸也不会产生罪恶感。在长期的作战环

境中, 由于军方对士兵的纵容, 使得 #强奸是战争的附属品 ∃成为士兵的 #常识 ∃。 #慰安所 ∃的设

置,反而成为那些处于没有设置 #慰安所∃的前线士兵,或虽然设有 #慰安所∃但无钱消遣的士兵,以

各种方式强奸占领地妇女的诱因。这样, 事实上导致了日军性暴力畸形发展的方式: 即军队中大量

出现的强奸行为,促使军方设置了所谓的 #合法的慰安所∃,而 #慰安所 ∃的合法化又促进了日军强

奸行为的日常化、普遍化。因此,发生在盂县的日军性暴力, 实质上是 #日军全体的有组织的性暴

力、而且是常态的性暴力 ∃在某一部队代表性的、乃至典型的事例, 是日军总体性暴力的组成部

分。% 中国学者虽也注意到了这种现象, 但较少深入探讨和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作者对 #慰

安所∃和日军日常性暴力关系的分析无疑具有独到之处。

三 ∀ 性暴力的战争背景

口述历史如果紧紧停留在对口述的记录, 不对发生史实的因缘背景做进一步的考察, 那么不仅

原本鲜活的历史显得单调、苍白,也会陷入自说自话的境地,而所谓的口述历史也变成了史料的堆

砌。

山西盂县的日军性暴力与其他形式的日军性暴力都有明显的不同,这种形式的性暴力为什么

会发生,发生这种性暴力的背景是什么,是作者着力的地方。作者在证言解说中,利用收集到的中

日双方各部门的相关资料, 将访谈和文献资料结合起来, 对盂县发生性暴力的战争背景进行了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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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试图描绘出历史的真相。

内田知行的 山西省盂县的日军占领统治和抗日运动  一文,以县一级为单位, 对发生在盂县

的 #侵略和抵抗的历史 ∃进行了考察, 尤其着眼于盂县各村庄的政权形态 (抗日或者亲日或者 #两

面 ∃政权 )的变化。

堀井弘一郎的 山西省日军特务机关和傀儡政权机构 联系盂县发生的性暴力  一文, 对

#日军占领下对盂县住民的性暴力是在怎样的权力框架下成为可能的∃进行了考察。
上揭证言解说及两篇论文大致勾勒出如下的战争背景:

1938年 1月日军占领了盂县县城,日军独立混成第四旅团设司令部于阳泉。在日军进攻的同

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积极抗击着日军的侵略。 1938年, 晋察冀边区五台、定襄、盂

县等县的抗日联合政权成立。在盂县的许多村庄也建立了抗日政权。

1938年武汉会战以后,日军由于投入大量兵力用于 #点和线∃的占领,兵力不敷, 因而停止了大

规模的军事进攻,宣称要进行长期持久战。在这一过程中,日军在各地特别是偏远的农村配置了小

股兵力的分遣队,这一配置被称为 #高度分散配置∃。 1939年,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大队进驻盂县,

并在县城设立本部。 1940年百团大战后,日军在华北推行 #治安强化∃运动, 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反

复 #扫荡 ∃和 #蚕食 ∃。由于盂县西部处于晋察冀边区的外延部, 抗日武装力量活动频繁, 因而被划

入 #准治安∃区,遭到日军的残酷 #扫荡 ∃。在对晋察冀边区的 #肃正∃作战以后, 占领盂县的日军分

布态势大致固定下来。在县西部,日军独立第十四大队第一中队的本部设在进圭社, 在西烟镇和河

东村都分别配置了分遣队。日军在村外修筑了碉堡据点,由日军小队驻守, 在村内由汉奸组成警备

队或类似的傀儡部队驻守。警备队协助日军对根据地进行 #讨伐 ∃, 并担任搜集情报, 搜查、逮捕抗

日分子的任务。

为了维持在盂县农村的统治,日军在各村庄设立由当地居民组成的 #维持会∃,村长兼 #维持
会 ∃会长。日军要求 #维持会∃向其提供情报,供给燃料、饮水、食品,并摊派人力,甚至摊派提供女

性的任务。

与此同时,日军从太原、阳泉、盂县自上而下设置了适应部队规模, 由军方管理的 #慰安所∃; 而

派驻在西烟镇、进圭社、河东村的日军分遣队虽未设置 #合法 ∃的军队 #慰安所 ∃,但由于驻扎在分散
的据点中,俨然成为一个小的军事独裁者。他们和中队本部孤立开来, 长期龟缩在碉堡据点中, 必

然会导致军纪、风纪的混乱。这些分遣队肆无忌惮地在其驻地附近设置强奸妇女的场所。因而作

者认为,高度分散配置下日军军纪的崩溃是性暴力最直接的原因。

百团大战后,由于日军的 #肃正∃作战,盂县西部的农村抗日力量相对薄弱,各村庄长期处于抗

日和亲日力量的拉锯战中。在亲日和抗日模糊不清的情况下,日军将 #准治安区∃及其周围的居民

看成是 #敌性 ∃的,对这一带施加了 #无秩序 ∃的行为, 这又成为持续性或者间断性地绑架、监禁女性

并实施性暴力的温床。日军军纪崩溃,日军士兵的性暴力也呈现出蔓延化趋势。在调查的受害妇

女中, 她们均是这一期间遭到日军性暴力迫害的。

在日军的性暴力犯罪背后,还有两个因素不能忽视。一是汉奸警备队的为虎作伥,他们帮助日

军绑架、拘押女性。二是村民组成的 #维持会∃为了保护全村人的生命, 在日军的胁迫下, 也不得不

为日军摊派女性,使她们遭受日军的性暴力迫害。因此, #在使性暴力成为可能的情况下,正是由

于有警备队和维持会的协助,日军才那样自由行动,而将女性供出来的体系也是在末端傀儡政权下

建立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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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书之前,尚未有研究者深入探究过盂县这种形式的性暴力与其它形式的性暴力方式有何

不同, 更没有研究者深入分析过造成这种性暴力方式的原因背景。以往的著述都将这一切归结于

日军侵华这一大背景,缺少足够的史料积累,更欠缺深入细致的分析和史实重建,大而化之,缺乏说

服力。该书作者通过对盂县这一地区特殊的性暴力方式的分析, 把侵华日军性暴力研究推向了深

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四 ∀ 探索加害者的内心世界

在对山西省日军性暴力受害妇女的调查访问中,作者一直力图走近造成这一悲惨史实的加害

者 原侵华日军士兵,探求其内心世界,追寻其加害原因。在战争中,整个军队系统自上而下有

组织的集体犯罪,除了满足生理需要外,还有其他原因和动机吗? 对加害者内心世界的探索无疑对

包括 #慰安妇 ∃在内的战时日军性暴力问题研究都有积极的意义。但正如作者所预料的, 响应他们

的原日军士兵很少,因而作者不得不转向文学作品中寻找答案。在本书中, 这一探索是通过池田慧

理子的 田村泰次郎描写的战场上的性 山西省 &日军支配下的买春和强奸 一文来实现的。

选择田村泰次郎作为研究对象, 作者是经过慎重思考的。田村泰次郎 1911年生于日本三重县

四日市,从大学时代, 他就写作小说、评论。 1934年其作品在 新潮  杂志上发表, 由此走红文坛。

1938至 1939年田村周游中国东北, 成为大陆开拓文艺恳谈会会员。 1940年 11月田村被召集入

伍,初被分配到山西辽县, 后被配置到独立混成第四旅团第十三大队的第十四小队,分到阳泉旅团

司令部宣抚班,与作者考察的加害者同属一个军队系统,直到 1946年回国。田村在山西的从军体

验对自己的一生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他将其定位为自己一生中的 #决定性时期 ∃, 并反复地将
它写到自己的作品中。

回国后,田村以自己在山西战场的从军体验为基础,先后写了 肉体的恶魔 、给故国 、太行

山脉 、肉体之门  、春妇传  等作品。这些作品成了记录占领山西的日军实际生存状态的珍贵资

料。此外,田村的小说以及随笔基本是以自己的恋爱和性体验为基础而写的,虚构与写实的界限非

常模糊,描写山西战场的作品虽然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但也忠实地反映了他自己的从军体验。基于

上述诸因素,作者希望 #可以从他的作品获得接近山西省日军性暴力的实际状态和士兵内心世界

的线索 ∃。为了慎重起见, 作者也对田村的战友作了调查采访。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作为个体的日军对占领地妇女的性暴力,是基于怎样的心理支配呢?

作者认为,首先是受千百年来传统的男人至上思想的支配。这一点,在田村 1946年所作的 肉

体的恶魔 中有极为露骨的表述。该书描写 1942年八路军女兵张泽民被俘,作为日军士兵的 #我∃

暗恋上了她,并诱惑其与自己发生了关系。在这过程中,我不仅满足了性欲, 同时又看到张苦恼于

自己与侵略军的这种关系,我却因为让张感到苦恼而感到无上的喜悦。田村的内心想象着有理性

的女性由于肉体关系而被男性控制, 男性则满足于对女性的征服感,并由此而产生虚荣感。

其次,把对女性的暴力看作是男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攻击敌人并进行复仇的手段。田村在书中

写到: #你一夜之间从革命的斗士转变为叛徒。一个侵略军的士兵和抗战爱国的少女的肉体互相
追求并结合在一起,这是多么残酷的讽刺啊! ∃

作者认为,与其说强奸是为了满足男性的性欲,不如说它是为了破坏女性的人格和存在,使其

承认男性的地位优越并作为控制女性的手段使用。因此,它成了男性之间权力斗争的道具,也成了

攻击敌对的一方、进行复仇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看,战争性暴力就不能简单理解为男性的 #本

能 ∃,而是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学含义。只要战争还存在, 那么田村所代表的士兵的意识就会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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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战场的现实∃接受下去。!

此外,日军对占领地妇女的性暴力,还受到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自暴自弃心理的支配。

在田村的作品中,有多处描写日军官兵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对占领地居民尤其是女性的残暴行为。

作者认为,由田村的作品进而推及到在盂县农村日军建造强奸场所,对女性们长期轮奸也就不是意

外了。像山西省那样高度分散配置、展开 #三光 ∃作战的地域,一支部队或分遣队完全依靠队长的

素质来控制,因此就有可能产生无数残酷的行为。由于和八路军的激烈战斗而导致的战况恶化,以

及身处抗日、亲日势力互相交错存在的各村庄而产生的紧张感, 都使士兵们走上了 #反正是一死,

所以干什么都无所谓 ∃这一自暴自弃的道路。

日军对占领地人民的暴行对日军士兵的心灵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田村的作品中也

有反映:

日军对住民们令人毛骨悚然的作为,这在我长达七年的战场生活中见到过好多场面++我

正因为从那一凄惨的场面活了过来,所以即使在战后十年的现在,即使再次叫唤要挽回民族优越

的自信,但对于我来说已经根本没有那种心情。我不再相信作为日本人之一的自我本身,同时也

无法轻易地相信人类全体。对于日本人不相信的念头恐怕贯通我的生涯也不会改变了吧。%

因这场战争而对自己民族,包括人类产生的不信任感,是作为加害者的日本军队和士兵自己酿

成的恶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战争从来就没有胜利者。

对加害者内心世界的探索,较少有中国学者涉及,因此, 日本学者的探索,未尝不是一种有益的

尝试。但正如作者所言,由于资料的缺乏,通过田村泰次郎的作品也仅是找到了可以触及日军士兵

们内心世界的零星线索,今后的路对于各国学者来说,仍然是任重道远。

五 ∀ 两点商榷

如前所述,该书作者认为发生在盂县西部农村中的日军性暴力不同于 #慰安妇 ∃形式的性暴

力,也不同于日军攻陷南京后实施的集团强奸形式,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性暴力。

因此, 对于盂县的受害妇女不能界定为 #慰安妇∃。至于何为 #慰安妇∃,日本学者较为认同的解释

是,系指在日本军队管理之下,在战场或日军占领地区所设置的 #慰安所 ∃内, 供日军官兵发泄性欲

的女性 ) ; #慰安妇 ∃制度是战时日军的一种有组织的犯罪。

上述界定虽有其合理性,但忽略了战时日军推行 #慰安妇 ∃制度中的实际情况。要对 #慰安妇∃

一词作出合乎事实的界定,应该从准确理解 #慰安妇 ∃制度入手。联合国人权组织把日军推行的

#慰安妇 ∃制度定性为 #日本战时军事性奴隶制度 ∃。按照这一解释, 在这一制度下的日军 #慰安

妇 ∃应该是指那些在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根据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指令,被迫

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妇女。这些妇女既包括由日军有组织有计划征集, 在指定的

#慰安所 ∃内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妇女,也包括那些在战争前线被日本军队随意掳掠或骗招来的甚

至于不是在固定的 #慰安所 ∃内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受害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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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军在其本土以及朝鲜有组织征集的 #慰安妇 ∃,对她们的身份界定比较容易。在曾经被

日军占领过的中国和东南亚及太平洋一带, 绝大多数 #慰安妇∃是被日军无组织任意强掳的, 特别

是在前线或偏远的山区,根本没有条件建立正规的 #慰安所∃。

战时日军在占领地强征的各国妇女充当 #慰安妇∃的方式较为复杂, 除一部分在较为固定的、

正式的 #慰安所∃为日军提供性服务外,大部分都是日军以掳掠、抓捕的方式带到其驻地、据点、炮

楼内为日军充当性工具的受害妇女。这部分妇女比较普遍, 人数也较多。她们虽然不是在 #慰安
所 ∃为日军提供 #服务 ∃,但这部分妇女,具有 #慰安妇 ∃最基本的特征。第一, 她们是被日军强行抓

去而非自愿的;第二, 她们被关押的唯一目的是满足日军的性需要;第三,她们都是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内 (短则二十天, 长的达两三年 )作为日军发泄性欲的工具, 与偶尔一次、两次被日军强奸的受

害妇女不同;第四,她们与那些在日本和朝鲜被日军强征的 #慰安妇 ∃一样, 从她们被害的那一天开

始,她们的命运就一样悲惨。

事实上,战时日军 #慰安妇 ∃制度在中国战场的实施是以军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征集妇女、经营

#慰安所 ∃和士兵无组织、自发地抓捕、监禁妇女两种现象并存为特征的, 而且肆意抓捕、监禁妇女

的性暴力自始至终贯穿于整个战争期间。因此,如何界定盂县黄土村庄受日军性暴力伤害的妇女

的身份仍然有待于商榷。

在日军性暴力问题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让受害者开口。 #口述史家的工作

就是把受访者从怀旧的情绪中抽离出来, 坦然而富批判性地正视过去。∃! 但是,曾经失去自尊的女

人是很难正视自己的过去的。这些妇女不仅一辈子默默地忍受着沉重的精神折磨,并且患有程度

不同的精神创伤后遗症,简称 PTSD( post traumatic stress d isorder)。当再次看到讲着伊里哇啦日语

的日本人重新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她们恐惧得浑身僵硬, 直打哆嗦。不仅如此, 与这些妇女同村的

村民也无法正视过去。因为这些受害妇女是 #敌人的女人 ∃, #是被敌人蹂躏过的女人 ∃, 所以她们

的存在就对集体的名誉造成了伤害, 从而导致被侵略的民族、国家 #由于集团的生存和集团的自

尊 ∃,在战后没有将这些被害妇女列为 #历史性记忆的调查对象 ∃,更没有追究日军的战争罪责。

如何打开受害妇女的记忆之门, 唤起她们尘封了几十年的记忆呢? 虽然作者声称,并不是以提

起诉讼为前提并为此寻找原告、进行调查的;从最初开始听取,一次也没有劝对方提起诉讼。但是,

作者同样告诉了接受调查的受害者, 与她们有同样受害经历的人已经有人提起诉讼, 有这样一条道

路供他们选择。无疑诉讼是快速打开受害者之口的最简单的捷径。正如作者所言: #以个人为原
告的诉讼是促使性暴力受害者打破沉默这一重要变化的条件。∃%但这也带来了一个问题,目前包

括 #慰安妇∃在内的战后遗留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诉讼被频繁地使用, 导致作为受害者的一方对通

过诉讼解决问题的期待很高,没有认识到日本学者和市民团体希望通过诉讼促进日本人民对战争

责任问题认识的初衷,而更多地是关注诉讼的胜败,一旦败诉,舆论哗然,也容易引起中国人民对日

本市民团体和正义学者的误解。因此,在战后遗留问题研究中,如何慎重地使用诉讼手段是一个值

得思考的问题,如何让受害者开口,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

(作者刘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编审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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