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满铁研究
MTYJ

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

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

2010 No3



 
满       主管：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主办：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 主编：韩宝明 编辑：《满铁研究》编辑部 邮箱：yxu1@bjtu.edu.cn 地址：北京交大图书馆 611 室 邮编：100044 电话：13718351392 期次：2010 No3（总第 7期） 日期：2010 年 9 月 28 日 网址：lib.njtu.edu.cn/mt/mtyj.html 

版权声明 《满铁研究》刊载之文字和图片，其版权归作者所有。凡转载、摘编本刊内容，请注明“转摘自《满铁研究》”，并按规定向作者支付稿酬。否则本刊将追究违反规定者的法律责任。 
征文启事 《满铁研究》是一份由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分会主管，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主办的史学季刊。传递信息、交流学术，揭示历史、畅想未来是《满铁研究》的办刊理念和既定目标。本刊设简讯、动态、特稿、书评、文摘、论坛、图库、译林、杂俎等栏目。欢迎海内外满铁研究领域的专家和爱好者为本刊赐稿。 

执行主编：许勇 

目录 

Contents 
 
01 许  勇    卷首语——满铁研究路在何方  

特稿 
02 许  勇   “持刀佛徒”石原莞尔与满铁 

动态 

07 郭凤芹    韩宝明副会长赴长春参访 
论坛 

08 陈鼎尹    从王道乐土到中国研究的资料库                ——超越帝国主义的满铁 

文摘 
22 崔艳明    满铁调查与日本侵华战争     
28 王  研    满铁附属地——划在历史记忆中 的“阴阳界” 
30 王  波   “满铁”收藏第一人 

32 胡俊杰    盯着“满铁”的小收藏家 
杂俎 

35 熊  鹰    清华游子眼中的《满铁研究》 

 

铁研究 

MAN TIE YAN JIU 《满铁研究》编委会 主任：王永生 魏海生 顾问：国  林 葛剑雄 张本义        沈友益 李海绩 李东翔 编委：王永生 魏海生 韩宝明        郑  兰 刘建设 许  勇 



《满铁研究》                                                              2010 No3 总第 7期 

 1 

满铁研究路在何方 《满铁研究》2010 年第 3期，又是在“缺米少盐”的窘境下如期“出版”了。 ““持刀佛徒”石原莞尔与满铁”是一篇介绍满铁相关人物的特稿。石原莞尔是关东军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元凶之一，他还是日本许多侵略谬论的首倡和鼓吹者，素有“理论家”之称。石原自视清高、性格怪异，故引发与不少日军高级将领如东条英机等失和。石原莞尔与满铁关系密切，1932 年初，正是在他一手谋划和建议下，满铁设立了经济调查会。 “韩宝明副会长赴长春参访”可谓收获颇丰，长春是国内满铁研究的重镇，诸如满铁资料馆等机构，更是藏龙卧虎、成果斐然。与长春各友联单位的交流与合作，对分会实施“三个一”工程不无裨益。  “从王道乐土到中国研究的资料库——超越帝国主义的满铁”是一篇典型的研究（论文）提纲，作者为台湾中山大学的陈鼎尹博士。陈博士本科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经济系，后考入台湾中山大学硕士、博士班专攻历史。陈博士的这篇提纲由五部分构成，从研究的动机、背景、目的、方法和架构次第展开，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其对满铁相关历史、人物、资料乃至研究者及其成果的论述与分析，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实属罕见。尽管文中个别引用及措辞不妥甚至错误，但瑕不掩瑜，它仍不失为一篇满铁研究的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位陈博士不仅访问过北京交通大学，还知道满铁研究分会就设在校内，并且看到了学校珍藏的满铁文档。  “满铁调查与日本侵华战争”撷自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该文试图透过满铁调查的表面，让你认识一个真实的满铁，一个充当日本侵华急先锋的满铁。作者认为，满铁长达三十八年的情报调查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罪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明火执仗的武装入侵一样，是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侵犯。 “满铁附属地——划在历史记忆之中的“阴阳界””把读者带到了一片陌生的地域——附属地，这个所谓的附属地，实际是个与满铁孪生的侵略怪胎。作者在文中写道：“九.一八”事变前后，满铁“附属地”面积由 482.9平方公里增加到 524.3平方公里。由于“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沈阳、鞍山、瓦房店、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而这些城市又都是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就是通过满铁“附属地”来控制着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 ““满铁”收藏第一人”和“盯着“满铁”的小收藏家”介绍的是同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程一。这位八零后北京男孩，其执著的精神令人钦佩，其丰富的藏品令人咂舌。刊载两篇有关程一的报道，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给圈子里各位理事和非理事们提个醒，后生可畏啊！ 日前打开邮箱浏览，一封题为“《满铁研究》”的邮件映入眼帘。本刊邮箱虽早已公诸于众，但基本呈无人问津之“空仓”状态，今突然收到这封海外来函，多少感到有些诧异。写信人是一位负笈澳洲的中国留学生，他对本刊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就满铁史研究发表意见。编者之所以将这封读者来信冠名“清华游子眼中的《满铁研究》”并全文登载，动机很简单，一是为了感谢知己，二是为了鞭策自己。读者的厚爱和期许，必将会化作吾等将这份非著名期刊进行到底的原动力。 鲁迅先生在小说《故乡》中曾这样写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满铁研究，路在何方？《满铁研究》，路在脚下！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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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刀佛徒”石原莞尔与满铁 

许 勇 

一、简介一、简介一、简介一、简介    

石原莞尔（Ishihara Kanji，1889-1949）1889 年 1 月 18 日生于日本山形

县鹤冈。陆军士官学校 21 期、1918 年陆军大学毕业。1921 年任陆军大学兵学教

官，1922-1925 年任驻德国武官，1928 年任关东军参谋。1931 年“九·一八”

事变时，任关东军作战课主任参谋，曾竭力策划和扩大侵华战争，并推动成立伪

满洲国。1932 年升为大佐，随松冈洋右出席日内瓦国际裁军会议。1935 年任参

谋本部作战课课长，晋升少将。1937 年“七·七”事变后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部

长，升为中将，后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因与参谋长东条英机不和，转任舞鹤要塞

司令官，第 16 师团师团长。1941 年转入预备役，1942 年任立命馆大学教授。石

原莞尔提倡所谓“世界最终战争论”，主张以中国东北为基地，实施“五族共和”，

建立“王道乐土”，然后扩大为“东亚联盟”以至“亚洲大同”。他的论调在青年

军官中影响很大。转入民间后曾领导“东亚联盟运动”，时时攻击东条，曾图谋

发动反东条政变，未果。日本投降后，联合国军事法庭认为证据不足未将其列为

战犯。著有《世界最终战争论》一书，1949 年 8 月 15 日死去。 

二、二、二、二、“持刀佛徒”一肚坏水“持刀佛徒”一肚坏水“持刀佛徒”一肚坏水“持刀佛徒”一肚坏水    摇唇鼓舌“东亚联盟”摇唇鼓舌“东亚联盟”摇唇鼓舌“东亚联盟”摇唇鼓舌“东亚联盟”    

有人把石原莞尔称为太平洋战争的“放火者”，也有人说他是“九·一八”

事变的罪魁祸首。在武夫当道的日本军界，“满腹经纶”的“理论家”石原莞尔

很是扎眼。 

石原莞尔于 1919 年加入国柱会 ,成为一名日莲信徒 ,这是他与日本其他法

西斯分子的不同之处。石原莞尔经常打着日莲圣人的旗号，鼓吹其对外扩张侵略

的歪理邪说 ,故被称之为“手持屠刀的佛”。 

东亚联盟论的首倡和鼓吹者，便是石原莞尔。早在三十年代，石原就先后炮

制了《东亚联盟建设纲领》、《东亚联盟运动》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系统阐

述了东亚联盟论。石原莞尔不虚“拿着屠刀的佛”的称号，绞尽脑汁勾勒描绘日

本帝国吞并亚洲乃至主宰世界的“宏伟蓝图”。通篇“理论”，可谓句句见血，招

招阴损。以下是石原莞尔关于东亚联盟的若干论述： 

○“（日俄战争是）最近数百年来亚洲民族对欧洲人的首次胜利，由此对被

压迫民族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0 页） 

○“国防共同的目的不是统治中国 ,而是为了排除欧美霸道主义的压迫”

（〔日〕石原莞尔 :《大东亚战争と东亚联盟》,《东亚联盟》1942 年第 1 期 ,

第 12 页） 

○“我们要准备世界大战 ,就要使用东亚所有的武力……我们的国防计划 ,

必须与美、俄、英相对抗”（〔日〕石原莞尔 :《日本の国防》,《东亚联盟》1942

年第 10 期 ,第 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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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洲国处于联盟对苏国防的重点 ,因此满洲国内驻屯的日军须不断增

加 ,来保证战时大规模的军队以满洲国为根据地进行作战”（〔日〕《石原莞尔选

集 6》,第 107页） 

○“经济一体化”就是“防止欧美帝国主义的侵略 ,增进联盟诸国的整体利

益 ,建立日满华三国经济相互依存的纽带 ,并使之不断发展。现在为了国防上的

需要 ,努力实现联盟内部的自给自足 ,将对外依存减少到最小程度 ,建立有利

于东亚解放的有利态势”（〔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6 页） 

○“北满是对苏国防上最重要的地区 ,必须迅速开发 ,从国防上说 ,我们迫

切地希望日本移民成功”（〔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7页） 

○“（伪“满洲国”的经济统制）与苏联的经济统制的目的完全不同 ,苏联

的经济统制是为了消灭个体工商业者、地主 ,而满洲国的统制经济是为了增强国

防能力 ,发挥所有人的能力”（〔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115页） 

○“西欧帝国主义独占人口稀薄的土地 ,多在东亚地区的南洋方面 ,为了人

类公正的发展 ,这些土地距离 (日本 )不远 ,应向我等正摆脱人口过剩的诸民

族开放 ,那样我们将灵活运用在满洲的经验 ,在新天地里建设新民族协同的国

土 ,以解决人口问题”（〔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42 页） 

○“掌握皇道道统的天皇的灵力是世界的最大惊异和感动”,“天皇是世界

唯一的天成王者”（〔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78页） 

○“满洲大部分地区并非汉族的土地 ,且明治以后很多日本人来到满洲。从

对付苏联保卫满洲的角度来说 ,决不仅仅是中国的。或许从法律上看是中国的 ,

但是现实中它是各民族的共同财产”（〔日〕石原莞尔 :《满洲建国と支那事变》,

载《东亚联盟》1940 年第 4期 ,第 3～4 页） 

○“如果没有日本与强国苏联对抗 ,不用说满洲 ,就是中国北方也会在苏联

的暴政下呻吟”（〔日〕《石原莞尔选集 6》,第 38页） 

看得出，东亚联盟论是一个赤裸裸的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涂脂抹粉的荒谬理

论。它以王道主义为核心，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

为主干，支持日本政府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方针，主张政治欺骗与军事进

攻并用，最终实现日本的侵略目的。东亚联盟不仅有理论，还于 1939 年 10月成

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并出版《东亚联盟》月刊。该协会拥有 10 万会员，虽为民

间组织形式，但其能量甚大，对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和日本法西斯体制的建立都

起过重要的作用。 

1932 年,日本帝国主义炮制了伪“满洲国”，这不但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

反对和世界各国的不满，而且因为“从本国分离出来始终是不免遭受‘汉奸’之

讥的”，连伪“满洲国”的一批官员也“对于满洲建国的独立不安”。石原莞尔奇

谈怪论，恰恰可以为那些中国的汉奸乃至其他日本占领国的卖国贼们，提供一块

遮羞布。 

三、占领中国蓄谋已久三、占领中国蓄谋已久三、占领中国蓄谋已久三、占领中国蓄谋已久    “佛徒”预言“世界终战”“佛徒”预言“世界终战”“佛徒”预言“世界终战”“佛徒”预言“世界终战”    

1918年 11月,石原莞尔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20 年 4月,他被派到日本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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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派遣军司令部任职。在汉口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 石原莞尔的足迹遍及半个中

国，他会见中国军政要人（大多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生），参观中国军营,

收集军事情报,绘制兵要地志,洞察中国政情。目睹中国之军阀荒淫奢靡、百姓民

不聊生的现状，石原莞尔认为：中国人的存在仅具有生物意义,而无政治意义（玉

井礼一郎编:《石原莞尔选集》第 1卷,第 24、25、67页;第 3卷,第 115页）。这

一时期石原莞尔写的书简，便是其内心世界的大暴露，他写道：“在欧洲人中,

主张以列国的干涉对中国实行国际共管的人有许多,我也这样认为,但其主动者

必须是日本,不过,可惜的是现在我们没有这种力量。”（玉井礼一郎编:《石原莞

尔选集》第 1卷,第 24、25、67页;第 3卷,第 115页）、“在建国精神方面,日本

应该有统一世界的大正义,……一旦这种力量展现出来时,英美的财力和兵力不

足惧,从我们日本角度来看,对支问题的根本,绝不是所谓的对支外交,不如说是

以明征建国之精神,以奉全能之心来统治我国民的国内问题……”。（玉井礼一郎

编:《石原莞尔选集》第 1卷,第 24、25、67页;第 3卷,第 115页）可以说，汉

口的任职经历,为其 “大陆扩张”思想的确立提供了感性素材，同时更坚定了石

原莞尔侵占中国乃至征服世界的信念。 

1921 年,石原莞尔离开汉口回国,后在陆军大学担任教官。1922 年,又奉派赴

德国留学。如此器重这位教官，实际出自宇垣一成（陆军大学校长）和阿部信行

（干事）的特意安排。因为，他们“不满足于石原莞尔只是中国通,留学回来后

再让他参与支那问题,这样能更好发挥他的才智,取得更大的成绩”（横山臣平:

《秘录石原莞尔》,128页）。 

1925 年 10 月,石原莞尔离开德国返回日本,回到陆大重执教鞭,讲授欧洲古

战史。三年的留学德国经历，使得石原莞尔的战争理论趋于成熟和完善，其侵华

构想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 1927 年完成的讲义结尾部分，即《结论——现在

及将来日本的国防》中，他写道：“满洲的蒙古人与汉人相比,不如说更接近大和

民族”,“虽然现在居民大多是汉人,但其经济关系与支那本部相比,更接近我国”

（角田顺编:《石原莞尔资料·战争史论》,第 427页）。至此,石原莞尔的武力解

决“满蒙”，分割中国东北的侵华构想已基本成型。 

1928年 10月，石原莞尔中佐由陆军大学教官转任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在

赴任旅顺前后，军部中央的骨干军官中间成立了以研讨满蒙问题为目的的横向组

织，石原出席了于 1928年 11月召开的陆军士官学校 21～25期约 10 名军官组成

的国策研究会。该会其后与陆军士官学校 16 期的永田铁山大佐、小畑敏四郎大

佐和冈村宁次大佐等人为骨干的组织合并，于 1929 年 5 月建立了由陆军士官学

校第 15～25期的佐级军官约 40余人构成的一夕会。一夕会的宗旨是：改革陆军

人事制度，推进各项政策；解决满蒙问题；拥立荒木桢夫、真崎甚太郎和林铣十

郎三位将军重建陆军。 

1929 年 7 月，石原莞尔参加了由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召集的北满参

谋旅行，期间于 7 月 5日，石原莞尔提出了《扭转国运的根本国策---满蒙问题

解决方案》（角田顺 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 1967年 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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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明确了占领满蒙计划的大纲。该方案首先断言：“从历史渊源来观察满蒙，

与其说属于汉族，毋宁说应属于日本民族”，指出“满蒙问题，只有日本占领该

地方才能完全解决”，并主张“为达到此目的要有对美战争之精神准备”，“一旦

准备好对美战争，就要冒着马上开战的危险，断然将满蒙政权收归我有”，“若不

得已而战，则要断然作好东亚被封锁之准备，适时地将支那本土之要地也置于我

占领之下”，披露了从满蒙直至中国本土的大规模的侵略设想。 

占领满蒙和准备对美战争的主张，源于石原莞尔独立的战争史观（世界最终

战论）。早在 1927年石原任教陆军大学时，在其讲授的《欧洲古战史讲义》中，

就已根据日莲圣人所谓世界必将发生以日本为中心的大战争的预言，得出未来战

争将是“空前未闻之大争斗”的结论，而这一“大争斗”即通过日美的“大战争

使世界人类文明得到最终统一”，由此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世界最终战争论”。（角

田顺 编《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 1968年 第 423 页） 

四、四、四、四、“陆幼”启蒙“武士之道”“陆幼”启蒙“武士之道”“陆幼”启蒙“武士之道”“陆幼”启蒙“武士之道”    南部传授侵华思想南部传授侵华思想南部传授侵华思想南部传授侵华思想    

1905 年 ,日俄战争结束之后 ,少年石原莞尔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

在校期间，除了接受正规的军事教育和“武士道”的洗礼 , 石原莞尔还经常拜

访“名士”（松泽哲成:《石原莞尔和世界最终战论》(一),《社会科学研究》第

22卷,第 3 号,第 143、147页）,其中，对石原莞尔影响最深的当属南部次郎。 

南部次郎是日本早期著名的的“大陆浪人”，他仕途不畅，官衔不高，但其针对

中国的扩张思想却根深蒂固、远播广扬。有案可查的是，早在 1874 年,日本侵占

台湾之际 , 南部次郎曾上书时任台湾事务局长官的大隈重信 ,公然叫嚣要“带五

百名旧藩士 ,攻打清国”（五百旗头真:《石原莞尔支那观的形成》(一),《政经

论丛》第 21卷,第 5、6 号,第 385、408、406、413 页）。到了 1883 年 ,时任日

本驻山东省烟台代理领事的南部次郎，已把其所谓“大陆扩张”思想明确为“在

邻邦扶持我势力 ,扩大我国防线”（葛生能久:《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原书

房 1966 年版,第 314 页） 的主张。 

由于石原莞尔与南部次郎的儿子南部襄吉系陆军幼校的同学，因此石原莞尔

时常登门“求教”。此时的南部次郎虽已人老珠黄隐居多年，但其向大陆扩张的

“雄心”丝毫没有减弱。石原莞尔的“聪明”与“悟性”令其格外欣赏 , 南部

次郎称这位后生是“值得把将来托付于他的青年”（山口重次:《悲剧的将军石原

莞尔》,世界社 1952 年版,第 39 页）。 

一个是失意的“大陆浪人”，一个是彷徨的“贼军之后”，对现实的不满和对

扩张的追求，使石原莞尔与南部次郎相见恨晚，成为忘交。南部的灌输使得石原

顿开茅塞，他在日记中写道：“为我帝国之正义而出师 ,我虽无才 ,但终得报国

之志。”（松泽哲成:《石原莞尔和世界最终战论》(一),《社会科学研究》第 22

卷,第 3 号,第 143、147页）石原莞尔的“大陆扩张”思想及其后来的一系列反

动理论，无不渗透着恩师南部次郎的心血脉络。 

从陆军幼年军校时期的“为国建功立业”，到军政军令要员时期的“必须绝

对占领满蒙”，石原莞尔迎合日本内阁和军部意志的侵华思想逐渐确立，最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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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阴谋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及拼凑伪满洲国政权的理论依据。  

五、五、五、五、石原莞尔与满铁经济调查会石原莞尔与满铁经济调查会石原莞尔与满铁经济调查会石原莞尔与满铁经济调查会    

“九·一八”事变之前，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少壮派军人已逐渐形成气候。

石原主张要以武力占领“满蒙”,强调 “满蒙政策”要服务于日本的总体战略 ,

即为实现最终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 ,首先占领“满蒙”,然后以其为基地开发资

源 ,为长期与中国甚至美国作战而准备物资力量。石原莞尔的论点，实际是田中

义一“强硬外交”的继续和发展。同时也博得军部尤其是关东军少壮派的喝彩。

关东军由此更加我行我素、一意孤行起来，很快便制造了皇姑屯事件和“九·一

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了“满蒙”。随即便以石原莞尔的主张为模

式 ,疯狂开发与掠夺“满蒙”资源 , 准备以“满蒙”为基地 ,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所谓石原模式 ,其核心就是对“满蒙”实施经济统制。此后，关东军的《满

蒙问题解决案》、《满蒙开发方策案》乃至内阁的《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都

受到石原模式的深刻影响。 

早在“九一八”事变之前 ,关东军就曾与满铁合作 ,对中国东北进行了全方

位的情报调查 ,其调查结果对后来日本的侵略活动（包括“九一八”事变）发挥

了重要作用。初尝甜头的关东军开始考虑建立一个将来统治东北的专门调研、咨

询机关。1930 年 3月 , 时任关东军参谋的石原莞尔亲临满铁调查课，就解决“满

蒙问题”的策略发表讲演 ,他要求调查课着手制定占领东北后的统治计划 ,同时

期望拥有雄厚人力、物力和资源实力的“国策公司”——满铁，在对“满蒙”地

区的全面经济统制中扮演主角。石原的主张得到满铁调查课长佐田弘治郎等人的

“共鸣并马上答应全面予以协助”。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 ,即 1931 年 10 月间 ,石原莞尔与满铁调查

课法制组主任松木侠 (时任关东军法律顾问 )、俄罗斯组主任宫崎正义和满铁外

事课长奥村慎次等商谈 ,为制定统治东北的政策 ,军方需要一个咨询机关 ,“但

是 ,所有人才从满铁提供 ,在形式上属于满铁的一部分 ,而实质上是在关东军

的指导下活动”。关东军攻占锦州后，石原莞尔与时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板垣征

四郎，私下也策划过与满铁调查课的合作计划。 

1932 年 1月 26 日，石原莞尔谋划与建议下的南满州铁道株式会社经济调查

会正式成立。经济调查会名义上虽隶属满铁，但指挥和人事权实际上都受军方制

约。准确地讲，经济调查会是一个由关东军与满铁杂交的、为制定殖民统治政策

服务的、专事调查研究和决策咨询的准军事情报机关。经济调查会成立伊始，便

立即遵循关东军既定的日满一体及经济统制的原则，积极进行各项资源调查研

究，并制订各项经济开发方案。经济调查会俨然成了关东军的经济参谋本部，通

过它关东军可以对“满蒙”的资源状况了如指掌。独有的情报和物质资源使得关

东军如虎添翼，侵华吞华的气焰更加嚣张。可以说，设立经济调查会是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东北的一个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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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宝明副会长赴长春参访 

为推动满铁资料研究分会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满铁资料研究分会常务副会

长、北京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韩宝明教授于今年上半年先后两次访问吉林省长春

市，与多家单位就满铁资料研究分会的有关工作进行协商，并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6月，韩副会长专程访问了吉林大学图书馆，就该馆与分会的合作内容、合

作方式等重点问题进行了充分协商，取得良好成效。 

7 月，韩副会长走访了吉林省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吉林社科院满

铁资料研究馆等单位，这几家单位满铁资料的藏量丰富，而且是研究人员力量强，

学术基础好，在满铁资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颇具规模，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

与满铁资料研究分会进行合作的事宜上也表现出了较高热情，韩副会长表达了希

望与各家单位进一步加强合作的良好愿望。 

在吉林省图书馆副馆长吴爱云的斡旋和陪同下，韩副会长参观了吉林省社科

院满铁资料馆，该馆馆长郭洪茂研究员专程接待了客人一行，韩副会长首先扼要

介绍了满铁资料研究分会的主要工作，强调了分会“三个一”的办会思想，即分

会积极“搭建一个包括全文数字化在内的研究平台，办好一年一度的学术年会，

出版一本学术期刊”。 郭馆长全面介绍了满铁资料馆的历史、研究现状和资料收

藏情况。该馆的满铁资料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着较高的地位和影响，其第一

任馆长解学诗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满铁研究专家，著作颇丰。郭洪茂馆长多年从

事日本侵华史、中日关系史与满铁研究，也是相关学术领域的知名学者。郭洪茂

馆长对满铁资料的合作研究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并向满铁资料研究分会赠送

了该馆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 

东北是国内满铁资料收藏最多的地区，而吉林省长春市各家单位在满铁资料

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韩宝明常务副会长的两次访问进一步

密切了分会与各家单位的关系，分会的工作也将因为有了这些单位的大力支持而

更上一层楼。 

郭凤芹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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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道乐土到中国研究的资料库 

——超越帝国主义的满铁 From the Princely Land to a Data Bank-The SMR that Spills over Imperialism 
陳鼎尹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滿州的特殊性 

    現在把“滿洲”稱作我們的生命線。我覺得，我們的主要生命線就是按日本

高尚的種族精神、日本民族精神和亞洲文明精神，在那裏建一塊樂土。為此目的，

日本應該根據代表整個東方的日本精神、日本道德和日本文化，直接掌握和組織

這個國家。1 
荒木貞夫，《日本之關鍵時刻》。 

1930 年代的日本，隨著首相犬養毅被一群海軍軍官暗殺而結束議會政治同
時，軍隊力量已凌駕官僚、法院及政黨之上，那是一個內部有皇道派與統制派相

互衝突的帝國軍隊

2
。面對著經濟大恐慌、社會矛盾、軍事擴張及政治上連串的

動盪不安，石原莞爾及他手下的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七個月後，滿州國成

立。荒木貞夫這段演說儼然將滿州視為日本混亂的突破口，一個與西方抗衡的東

方理想實現的王道樂土，由日本精神、道德與文化領導並代表東方的新國家。滿

州事變乃至滿州國的建立明顯是軍事、政治的手段，但在荒木簡短的鼓動中，我

們卻看到了更深一層的意義與意圖，絕不只是大蕭條後日本尋求的經濟出口而

已。不過賦予滿州特殊性的這種思維，並非在軍人主導了日本政治走向後才開始。

1890年，陸軍大臣山縣有朋就曾發表著名的”主權線”與”利益線”主張，認為「日

本的利益線應以朝鮮、滿州為界」。1927年，首相田中義一在為處理日本政府對
西伯利亞、朝鮮與中國東北政策而召開的東京會議

3
會後，擬定了一份《我帝國

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

4
上呈裕仁天皇，宣稱「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

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5
欲以東亞聯盟和西方抗衡、進行最終決戰的石

原莞爾，則選擇滿州作為理想的行動場域，視為日本生存和稱霸的生命線。而以

如此激烈軍事手段創建的滿洲國，蘊含的卻是以德化為主而不尚武力的中國儒家

                                                 1 指滿州國。此為著將軍制服的陸相（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在 1933 年的新聞片《日本之關鍵時刻》中，慷慨激昂地進行侵略鼓動的演說。維基百科。 2 日本的起起落落，Andrew Gordon。 3 又稱東方會議，1927/6/27至 7/7在東京由田中義一主持召開，討論對華侵略方針。日本侵華政策與機構，關捷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p11。 4 即著名的田中折奏，田中義一。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p546。 5 日本侵華政策與機構，頁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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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6
，是為實現五族協的王道樂土。 

帝國政府如是，思想界及民間亦然。東洋學派創始人白鳥庫吉經考據後提出，

滿蒙為東西洋文明之共同起源，向西形成了基督教，向東形成了敬天的儒教文明。

藉著滿蒙白鳥論證東西洋是平等的，找到了東西一致普遍性後，再創造出日本與

中國的差異，而得到日本是最優越民族的論述

7
。提倡泛亞洲主義的大本教（お

おもと）教主出口仁王三郎

8
因宣稱其為唯一保有了純淨起源的真正的神道教，

被指控叛逆罪（lese majeste）因而流亡滿蒙，但回國後卻成為英雄般的公眾人物。

他的經歷引人注意，更激起許多人對滿蒙的幻想。他被這麼形容：「the man with 
big dream」、「like a king in a fairy tale」，還成為小說和戲劇的題材9

。在東京遠東

國際法庭受審的大川周明，是日本 28 名甲級戰犯中唯一民間人士，他在《日本

兩千六百年史》

10
中提出： 

滿州對日本有根本性的利益。 

日本在滿州具有特殊的政治、經濟權利。 

把滿州自中國分割開來，實現日滿提攜是日本實現目標。 

在滿州挑起事端，可緩和國內矛盾，調整國內關係。 

日本在滿州實現上述目標，有利於在國民精神中驅逐民主主義、共產主義，

進而加強愛國心。 

二戰結束後，日本經歷了近乎毀滅式的變革，但「滿州」作為一個概念、題

材，至少在以戰爭為主題的漫畫、電影與電視劇不但繼續存在、甚至頗受到普羅

大眾青睞。《次元艦隊》（ジパング）

11
中，改變滿州國既有歷史去尋求另一個日

本的未來，兩個主角－－帝國海軍通信參謀少佐草加拓海（代表戰前的思維與行

動者）與海自護衛艦「未來號」艦長角松洋介（代表戰後在和平、不武氛圍下成

長的一代）展開彼此競逐。電影《赤月》（赤い月）

12
中展現出女主角波子在面對

戰爭與困境時所展現的毅力，呈現滿蒙開拓團的日本移民在東北之生活方式及面

對戰爭的觀感。片中以希望與絕望、生存與死亡、擁有與失去、現實與理想、軟

弱與強壯等不同敘事的矛盾詮釋滿州的不同意義，最終以波子緬懷式地道出「不

後悔」而保留了滿州國賦予當代觀眾正面的印象

13
。1983年 NHK風靡全日本的

電視劇《阿信》（おしん）則出現了以下的劇情

14
： 

                                                 6 李永熾，1992，頁 351。 7 Japan’s Orient，Stefan Tanaka。 8 出口仁王三郎（でぐち おにさぶろう），1871-1948。本名上田喜三郎，農家出身，祖母上田宇能為日本言靈學中村孝道之妹，幼年身體需弱，由其祖母在家教育，因此被鄰居認為是神童。13 歲時由於時代混亂，到附近學校擔任代理職員，後因正式職員到任而辭職，恢復從事農牧業。不久後對宗教感到興趣，1898 年三月去高野山靈修，10 月在京都綾部遇到出口直，隔年七月受到出口直的招待到綾部去改善大本教。之後入贅，改名出口仁王三郎。 9 Li Narangoa，普遍價值與泛亞洲主義－Omotokyo（大本教）觀點。 10 日本兩千六百年史，昭和十四年（1939 年），大川周明。 11 川口開治，講談社出版，2001 年 7 月開始連載，2002 年獲第 26 屆講談社漫畫賞。 12 赤月，東寶株式會社，2004，導演降旗康男。 13 黃欣婷，誰的滿州國？－日本電影與大東亞共榮圈的再現。 14 劇情背景為 1930 年代的日本。最後被動之以情的龍三並沒有毅然決然前去滿州，而是留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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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三在事業失意和妻子阿信分離後，決意要重新開始，於是偷偷跑到伊勢海

邊想看她和兒子阿雄一眼，卻被阿信發現，她拼命抱住想逃跑的龍三。 

阿信：你要去哪裡？為什麼不和我一起在這裡賣魚？ 

龍三：我要去滿州，我有個朋友在大連，我要去投靠他。那裡是一個全新天地，

我們和日本的未來都在那裡阿！ 

石之瑜指出，滿州在日本近代思想上擁有某種隱晦但重要的地位

15
；在野村

浩一整裡的中國脈絡下，對滿州國的期許似乎超越了立場與價值的對立，包括傳

統主義派的內藤湖南、國家主義派北一輝、自由主義派的吉野作造。

16
這樣的特

殊性與想法影響了日本人的行動，無論是在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都有別

於軍國主義日本在其他佔領區、殖民地的政治行為及論述。 
支那研究的內在矛盾 
在日本以東洋學範定的亞洲研究議程中，以中國研究為對象的支那學一直都

處於極重要的地位，其發展往往無法避免民族利益與意識形態之爭

17
。陳威志根

據原覺天《現代アジア成立史論》將其分為七個時期

18
，下為戰前四期： 

（1）一八九 O 年代前針對朝鮮與中國知識興趣興起。 
（2）一八八六年至一九一四年在帝國大學間東洋史學部的相繼成立。 
（3）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三 O 年亞洲研究對象由中國轉向東南亞，以及中國

研究的範圍擴大至西亞與中亞研究。 
（4）一九三 O 至一九四五年間為合理化帝國主義領土擴增理論從而在中國   
     進行之大規模田野調查。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期，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學者在現代文明的衝擊之

下，產生了新的西方與舊傳統思想之間的矛盾，面臨著因為現代化所造成的自我

認同的兩難。為了區隔舊有的中國概念及儒學思想，學者們批判儒教，透過歷史

建構，而將中國（ちゅぅごく）逕稱為支那（しな），重新將東洋概念化。白鳥

庫吉以中國為中心創立了史學研究的東洋學派，京都學派的內藤湖南則強調把中

國作為中國來理解中國學。在東洋學走向制度化後，日本東洋史學家亦開始注意

到朝鮮、中國東北與蒙古，但其目的都不只是探究異民族的價值，而是要使彼等

立足於日本獨佔的東洋，從而重新獲得身份上的意義。

19
東洋概念的出現一方面

是日本身份的再現，一方面也是基於國家利益的需要。 
因此，對支那乃至亞洲的研究有很強烈的「以日本的需要」基礎在背後的哲

學，而這樣需要不侷限於學界，提出種種對外擴張政策的政治家，日俄戰爭後北

防俄國、南欲擴張的軍人，或在華進行貿易的商人亦然。到了 1920、30 年代，
                                                                                                                                            勢和妻小一同經營魚店。 15 無的文明橋梁－在滿州看見西田幾多郎的場所，石之瑜。 16 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野村浩一。 17 陳威志，化被天下－濱下武志朝貢體系的深層認知。 18 轉引自註 12，頁 20。 19 李圭之，近代日本的東洋概念－以中國與歐美為經緯。 



《满铁研究》                                                              2010 No3 总第 7期 

 11 

更多學者、商人、官員、浪人甚至馬克思主義者，都想更深入了解中國認識，；

但當時如山路愛山、橘樸、尾崎秀實等中國學者或關注者，卻抱怨日本的大眾不

了解中國。為了解決此問題，出現了許多研究機構，或者加強原本的中國研究，

例如白鳥倡議下所設立的亞洲學會、東洋學報，還有為培養中國通的東亞同文大

學。這些機構或學會發行期刊、雜誌，將「真實支那」呈現給日人。當時流行的

雜誌主要有六種：調查時報（大連，滿鐵發行，1919 年 12 月創刊）、支那研究

（上海，東亞同文書院發行，1920年 8月創刊）、滿蒙（大連，滿蒙文化協會發

行，1920年創刊）、新天地（大連，新天地發行社，1921年 6月創刊）、北京滿

鐵月報（北京，滿鐵北京公所發行 1924年 5月創刊）與月刊支那研究（大連，

支那研究會發行，1924年 12月－1926年 9月）20
。但這樣的研究機構與其所生

產、傳遞給在華日人的知識、訊息，究竟是站在純粹學術的客觀角度，還是一味

從日本及研究者本身的利益出發呢？而更多的中國研究，會是更貼近學院的知

識，還是更多因應時局而生的誤解？由白鳥引領成為主流方法論的東洋學，由蘭

克、李斯一脈相承的客觀、歸納之研究架構是提供學者看到實際的中國與亞洲，

或只是他們想要、甚至想像中的他者？ 
馬克思主義者、東京帝大教授平野義太郎在 1934 年的文章中21

，將中國研

究區分為科學主義的和帝國主義的，而帝國主義的中國研究中又再分為純粹

（pure）和實證（practial）的研究者。他同時批判了白鳥和內藤兩派的漢學家，
認為兩者的研究方法都是從古代文本的詮釋與考證入手，卻忽略了中國實際的社

會經濟結構。前滿鐵調查員野間清

22
在 1960 年代重新省思戰前各個機構的研究

者（institution’s researchers）風潮中，試圖解釋研究者對中國同情與身處在帝國
主義研究機構中的矛盾：「我們是否真的有清楚地察覺到自己是日本人及滿鐵的

一員？恐怕不是。我們自認沒做錯任何事，而且是主觀地對中國農民產生憐憫和

同情，起碼是對於身為帝國主義的一翼這樣的自我認識是很模糊。也因此，我們

對中國人抵抗和運動的了解也很模糊，是置於我們本身觀點、領域之外的。」23 
Stefan Tanaka指出，在將日本引入十五年戰爭的幾年間，日本發展了相當詳

盡（elaborate）與富有經驗（sophisticated）的中國研究機構24
，他們發行期刊、

調查報告並訓練研究者。但東洋史學（觀）作為重要甚至惟一的研究架構與方法，

造成日本研究者和中國實況的疏離，研究機構如民間經營的東洋文庫

25
或半官方

的滿鐵調查局都是如此，東洋學已是日本社會整體的一部分

26
。由強調客觀與歷

史事實的蘭克史觀發展出來的東洋學，卻使研究者疏離了中國，遮掩了真實，最

諷刺的是，他們期望被救讀的東亞－－支那及亞洲，卻成為無聲的事物（voiceless 
                                                 20 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陳慈玉，頁 22。 21 Japan’s Orient，Stefan Tanaka，頁 253。 22 1931 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部，同年 4 月入滿鐵，任職經濟調查會、產業部資料室、經  調會綜合課、上海事務所調查室、南京支所長。是第一次滿鐵事件檢肅人員之一。 23 Japan’s Orient，Stefan Tanaka，頁 229。 24 Japan’s Orient，Stefan Tanaka，頁 23。 25 簡介東洋文庫。 26 同註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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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27 
（小結：標題？） 

但是，即使是在被設定替國家利益、政策導向而研究的學術機構，是否真的

使知識份子放棄了其他知識觀及科學方法的可能性？而滿州做為一個對日本具

特殊意義的場所，和日本明治維新後、玉音放送前的中國研究，有什麼樣的關聯

呢？朝日新聞社記者、近衛內閣與滿鐵調查部東京囑託尾崎秀實這麼說：在日本，

並不是不存在著支那研究，倒不如說反而應該為所謂的支那通過多而擔憂。…這

些支那觀，總體來說，應該都是”東洋”史的史觀。…今天，在支那研究中，成

為一大問題的，那就是科學方法的缺少，亦即支那論中方法論的欠缺。（《處於暴

風雨中的支那》自序，第一卷第三頁）

28
他使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認為只有從

經濟和社會結構出發，才能真正掌握支那。因馬列史觀、社會主義運動而在佐格

爾事件中犧牲的尾崎，並非少數採用馬克斯主義方法論的學者。大連的滿鐵調查

局本部與北京、上海、哈爾濱各支所，在 1940年代有 2354名研究人員，是當時
全世界最大的調查機構

29
。大批的研究員執行各式各樣不同的調查、研究，採用

不同的方法在「知性與權力」

30
間追尋自己學術研究的立足點。然而，在法西斯、

軍國主義凌駕一切的 1940 年代，學術與權力、意識形態衝突益烈，最終釀成檢
肅事件，上述的野間清是 1942年 9月第一次事件中的被檢肅者。 

如果滿州國和對華侵略是政治與軍事權力鬥爭，那日俄戰爭後即設立、存在

其間長達近四十年的滿鐵及調查部，就是戰前中國研究的高峰、國策計劃與思想

匯聚的場所。滿鐵是日本在滿州的國策機關，調查部卻不只是執行關東軍、關東

都督府及之後滿州國的任務而已。野間清具體而微點出了當時的一個矛盾：是客

觀學術還是帝國主義的知識生產？當自己對研究對象的認知與所交付任務產生

衝突，調查員該處在什麼位置、如何因應？事實上，當馬克思主義風氣渲染日本

社會運動的 20、30 年代，滿鐵內部的知識份子，除了採用唯物史觀來做為研究
方法，甚至組成派系和當局抗衡，處處都顯示了滿鐵調查部不只是單純的國策會

社與帝國侵略觸角，它更貼近日本彼時各種矛盾與衝突的縮影，加上身處被賦予

超越任務的滿州，是否意味著滿鐵調查部的所謂帝國主義本質可以有重新被定義

或概念化的可能？ 
 
 
 
 
 
二、研究背景 

                                                 27 JO，頁 21。 28 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野村浩一，頁 174。 29 Life Along the SMR：The Memoires of Ito Takeo（伊藤武雄）。 30 草柳大藏，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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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鐵調查部與後藤新平 
在清國政府的承認下，俄國願意將長春（寬城子）旅順口間之鐵路及其一切

支線並附屬於同地方之一切權利、特權及財產，並在同地方屬於該鐵路或為其利

益而經營的煤礦轉讓給日本政府。 

《樸資茅斯條約，第六條》 

日俄戰爭後，兩國於 1905 年 9 月 5 日簽訂了樸資茅斯條約31
（Treaty of 

Portsmouth），同年日清在北京簽訂了「東三省事宜條約」。獲得長春以南鐵路經
營權之初，戰事甫平，為因應遣散兵器、糧秣、軍需品等運輸，日本將滿州委由

野戰鐵道提理部掌管。1906年 5月 22日，為討論撤除滿州軍政統治而改行民政
問題，在首相官邸召開了「元老內閣會議」（ㄧ稱滿州問題協議會）。會議決定廢

除軍政署，使經營滿州的中心機關，落到後藤新平與兒玉源太郎研擬的鐵路公司

議題上

32
。同年 6月 7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義發布的第 142號飭令，公布了《南

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之件》，11月 26日在東京正式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
資本金 2億日元，首任總裁為後藤新平男爵33

。雖然組織章程中其經營事項僅為

鐵路、煤礦、港灣，但日本對滿鐵賦予的是殖民滿州的特殊任務，並計劃以此作

為伸張勢力於中國大陸的據點

34
。也因此，經過慎重的考慮與協商，在日本元老

及閣僚的一致屬意下，由對台灣治理有重大貢獻的後藤新平

35
出任滿鐵首任總

裁。雖然他的任期不長（1906年 11月 13日-1908年 7月 14日），卻是滿鐵架構
的奠基人，其日後的龐大規模和調查機關的獨特性格，亦是他籌劃奠定基礎的

36
。 

德富蘇峰描述到：「後藤伯對於調查一事，簡直像手提包之類的東西，經常

帶在身邊。後藤之所以開口便是調查，就是因為他首先要弄清楚自己所研究的對

象，究竟是家鯽魚，還是偏口魚這ㄧ前提。」37
早在日俄戰爭剛結束的 1905 年夏

天，前去滿州向總參謀長兒玉源太郎作政情報告，從而視察中國東北的後藤，就

對如何利用鐵路經營滿州提出種種主張，稱「有必要設立像台灣那樣的大調查機

關和中央試驗所」38
。後藤新平（1857-1929）為明治末期與大正初期ㄧ位傑出的

政治家，從福島縣立須賀川醫學校畢業？後直到四十二歲，均擔任醫生及衛生行

政的工作。以後歷任台灣總督府民政局長、滿鐵總裁、遞信大臣兼鐵道院總裁、

內務大臣、外務大臣、東京市長等職，均位居政府要津，但始終謀求政治的獨立

卻使他沒有成為正規的政黨人物。所流傳後世的也並非顯赫政績，而是強調凡事

以科學的角度、方法作為處理事務前提的方法論的哲學。後藤力主「學俗並進」，

                                                 31 在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調停下，日俄兩國於 1905 年 9 月 5 日在美國新罕布夏州樸資茅斯海軍基地簽署合約，結束了日俄戰爭。 32 以上皆引述自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州殖民政策。 33 Wiki 中文。 34 同註 31，頁 371。 35 其於 1898-1906 年擔任第三任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 36 同註 31。 37 草卯頁 40。 38 解學詩頁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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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所謂文明的生活，是要將學者與俗人的距離拉近，即學術和實際相結合；「文

裝的武備論」則是「文事的措施，以備他日侵略之用」，表面上進行一般的治理，

實際上這些建設都可以在戰時轉為軍備所用。大正三年在幸俱樂部的演講上，他

說：「殖民政策就是文裝的武備。以王道為旗幟實行霸道，此乃當代的殖民政策。

因此，它需要如何治理，應由帝國殖民政策來決定」39
。 

因此，被稱為政治科學家的後藤的殖民治理哲學是，不能一昧使用殖民母國

的政策與觀點，必須先了解當地的風俗習慣、宗教信仰與既有的非正式制度。即

依實際田野調查所制定的政策，才能真正統治並給殖民母國帶來利益。雖然台灣

舊慣調查與治理取得成功，但滿州面積是台灣的十數倍，在列強的覬覦下，日本

必須採取門羅主義，維持各國的商業利益與權力平衡。此外，日本得到的並不是

完整的領土主權，而是長春至旅順間的中東鐵路段與附屬利權。後藤先後創設的

滿鐵調查部（1907年 4月，大連本社）、滿鮮歷史地理調查部（1908年 1月，東
京分社）與東亞經濟調查局（1908年 9月，東京分社），除了治理的需求、現實
的考量，更是「文裝武備」的展現。 
    1907 年 4 月，從東京遷至大連的滿鐵本社，設立了總務、運輸、礦業、地
方和調查五個部門。調查部底下規定一般經濟調查、舊慣調查和圖書保管三項業

務

40
。京都帝大法學教授、主持過台灣舊慣調查的岡松參太郎擔任理事及第一任

滿鐵調查部部長，主管調查業務，是滿鐵調查事業的奠基人。後藤之所以延攬岡

松，因為滿鐵從日本政府取得清廷移轉土地的利權不清，需要大規模的清查土地

的產權、抵押、地租及佔有形式。隨著時局改變、戰爭擴大、軍部干預乃至滿州

國建立等事件，調查部組織亦跟著改組、擴張，心懷各志的調查人員、囑託也以

不同方法從事各項調查、研究。以下為滿鐵調查部各時期的組織與概況簡表： 
名稱 時間 概況 
調查部 1907/4- 一般經濟調查、舊慣調查和圖書保管業務。 
調查課 1908/12- 舊慣調查班、經濟調查班、俄國調查班。 

經濟調查會 1932/1- 因應滿州國成立，主要從事起草滿州國和對華北的

經濟與調查工作。 
大調查部 1938/4 因應和中國全面戰爭的展開，將調查部分支機關作

整合，由大連本社調查部統一管理，轄北京、上海、

張家口、天津等地的分駐所，以及中央試驗所、滿

州資料館及大連圖書館等相關機構，並進行各項綜

合調查。 
調查局 1943/5 因為戰局嚴峻，為謀求業務簡捷化與企劃統治力的

加強，調整為調查局直到二戰結束。 
 

                                                 39 草卯頁 41。 40 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解學詩，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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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鐵資料 
二戰結束後，具島兼三郎

41
回到他就讀的九州大學時，當他走進九大圖書館，

立刻感到「彷彿是從一個現代化的大工廠，突然被攆到一個家庭手工業作坊裡來

一樣」42
；草柳大藏所著《滿鐵調查部內幕》最後一節，如此描述：「戰敗後蘇

軍進駐時，波波夫教授率領精通日語的男女數人，沒收了大連圖書館和滿鐵調查

部資料室的全部藏書和資料，並用卡車拉走了保存在大連和旅順之間營城子的高

爾夫球場地下室的大量調查文獻」。可見，作為當時全世界最龐大、最臻完善的

滿鐵調查部，確實收藏了浩瀚的文書與調查資料。 
在探究這批資料的意義之前，應先說明兩個基本問題，一是這些資料如今在

何處？二，所謂「滿鐵資料」涵蓋了那些、是什麼內容？滿州在二戰後先為蘇軍

所接收，如上引證，蘇聯是第一批「掠奪者」。其次，1946年 7月 9日，末代總
裁山崎元幹簽署了將滿鐵所有財產移交給中華民國交通部和中長鐵路公司的文

件

43
，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管理之。再其次，美軍接管日本時，東亞經濟調

查局資料被運往美國，收藏在國會圖書館等地

44
。因此，滿鐵資料目前分佈在中

國大陸、日本、美國及蘇俄，但數量與類別，至今沒有一個清楚的綜合統計。 
    美籍華人學者楊覺勇（John Young）利用八年的時間，對美日 33 家圖書館
的滿鐵資料進行調查，寫成《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907-1945：A History and Biblioghraphy》45

，書中將滿鐵當時

研究分為三種：第一種是研究日本很感興趣的地方的經濟、社會及文化，這些地

方包括中國、西伯利亞及其他亞洲地區。第二種包括自然科學及應用科學如物理

學、化學、地質學、農業、植物學、衛生學、氣象學及細菌學。第三種是與滿鐵

業務有關的商業及統計題材。中研院近史所滿鐵研究學者黃福慶指出，幾乎絕大

部份的滿鐵資料應該都還在中國，因為日本人在戰後並沒有將其帶走。吉林省社

科院解學詩，則將滿鐵資料分為四部份

46
： 

分類 內容 
滿鐵檔案 原始文書及檔案 
滿鐵資料 滿鐵檔案文書以外由本社及滿鐵所屬各機構形成的文字資料。 
滿鐵圖書 滿鐵系統的圖書館有 22處，較大規模的有大連、奉天和哈爾濱圖

書館。其中大連圖書館保存了從中、俄及世界各地蒐集各種版本

的中、日及西文圖書。 
個人文書 滿鐵理事以上個人所藏滿鐵文書資料，如十河文庫、山崎元幹文

                                                 41 1928 年畢業於九州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7 年 8 月入滿鐵，任職產業部資料室，調查部綜合課及第三調查室，是第一次滿鐵事件檢肅人員之一。戰後曾任長崎大學校長。 42 草柳大藏，滿鐵調查部內幕，頁 4。 43 筆者在北京交通大學滿鐵研究會看到此文件正本。 44 黃福慶教授口述。 45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46 解學詩，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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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松岡文庫。現大部份歸日本教育文化機構所管。 
而滿鐵自身田野調查和所生產的知識及研究，是其中最有價值的一部份，包

括中國最早大規模以現代科學方法進行的研究及田野調查。從滿鐵調查部首先呈

現於世人前的成果《滿州舊慣調查報告書》以降，當時主要還是從事國策、社業

及軍方有關的調查及資料蒐集，至於作為資料庫及資料被學者在學術上運用的效

能則在日後才開始顯現。 
調查部生產了大量的中國資料，有一般的田野調查、大規模的綜合調查如支

那抗戰力調查、中國農村慣行調查、戰時經濟調查，發行各種不同的期刊、雜誌

如上海滿鐵季刊、滿鐵調查月報、北京支那月報等等，這些資料戰前此資料已被

日本學者所用，如矢野仁一《清朝の滿州支配と支那人移往》（支那，1926）；戰
後亦被美國學術界所用，如 Philip Huang47，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1985）；Prasenjit Duara 48
，Culture,Power,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ford,1988）；Ramon Myers49 and Mark Peattie（eds），The Japanese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1895-1937（Princetion，1989）50
。 

三、研究目的 
中國大陸的近代史研究領域中，對十八世紀末期至二戰結束之間的中日關係

史、日本侵華史及在華機構著墨極深，除了蘊藏的豐富史料，ㄧ方面也有民族主

義、愛國主義教育的目的。而當時各組織在中國所遺留下來的文書、報刊、報告、

公文等各種資料就成了最好的研究文獻，如關東軍、華北駐屯軍、支那駐屯軍、

滿州國、關東州廳、汪精衛南京政府、東亞同文書院…等等。使用滿鐵資料和其
他史料一樣，大部份在論證日本對中國的侵略，如戰爭屠殺、資源搾取、勞動剝

削，不論從何處出發，主軸都是帝國主義的批判。例如「滿鐵資料的整理、出版

和研究工作，對於揭露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罪行，開展愛國主義教育和社會主義建

設，進行近代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滿鐵資料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和掠奪

中國的真相，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滅亡中國、對外擴張侵略、稱霸世界的鐵證」51
皆然。 
但滿鐵調查部所留下來的資料，卻使得僅僅用帝國主義來詮釋顯得狹隘，如

豐富了中國經濟史的研究價值與學術領域的田野調查。尾崎秀實稱：「特別因為

這些知識是由滿鐵獲得的，我相信其可以被完全的信任；事實上，來自滿鐵的訊

息與知識不會被貼上任何標籤」52
；黃宗智認為，「滿鐵調查的巨大力量在於這

些材料中豐富的細節」，「仔細閱讀滿鐵材料就絕不會像官方化的毛主義那樣，將

中國村莊描寫為一幅簡單的階級鬥爭圖景」。在這些評價中，第一節敘述的滿州

特殊性與支那研究矛盾不再那麼重要。後世所敏感的意識形態與史觀的差異，確

                                                 47 黃宗智 48 杜贊奇 49 馬若孟 50 轉引至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州舊慣調查評估。 51 王萍，滿鐵資料的形成及利用價值研究，鐵道部檔案館。 52 JO，頁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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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不如簡單且看似客觀的研究數字－－如被掠奪了多少斤大豆、屠殺了多少平民

來得權威，但思想與史觀的摩擦與矛盾，卻是中日兩國在當時產生衝突的主因之

ㄧ。 
Stefan Tanaka 認為歷史研究的中心問題在於：是要為了民族？還是保持客

觀？黃宗智則認為，學術倫理和意識形態的關係是微妙又不可能避免的。這兩者

都是將滿州特殊性與日本中國研究（戰前）聯繫起來的滿鐵最根本且無法避免去

面對的問題，卻也正是最值得探討的地方。本文並沒有要否認滿鐵帝國主義的特

性，而是希望避免以其作為單極的認知，並用一個超越的角度尋求被帝國主義批

判所不當論及的其他可能意義。本文以滿鐵調查部為主軸，探討滿鐵調查部的歷

史脈絡、重要事件與詮釋；第二是作為一個會社、研究機構的場域，和那些不同

目的而進入滿鐵的人之背景與關聯；第三是回到滿鐵的資料上，從資料庫、經濟

史等研究與評價的角度，重新詮釋滿鐵所可能繼續衍生的多元意義。 
四、研究方法與限制 

石之瑜在社會科學方法新論

53
中指出，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沒有固定的規範或

形式，也不應該有。因為隨著人類社會日新月異，對其理解方式也自然會隨之不

斷開展。過去著重在發掘人類行為的真相，找到研究對象心中真正的動機與目的；

而新世紀社會科學則質疑真相，認為外在世界看似客觀存在的對象乃是歷史實踐

與行為建構的產物，所以轉向當事人的問題意識，而非行為表徵。他將社會科學

的研究資料分為行為、動機、論述和情感，轉而研究資料來源的歷史脈絡與社會、

政治等背景建構，而不僅僅限於表徵、表象的探討。研究「滿鐵」的資料亦可如

此區分： 
行為－滿鐵的歷史，探討不同情境下產生的事件之意義，例如檢肅事件。 
動機－不同行動者有其動機，為了各自目進入之。如軍國主義者、左派學者、 

知識份子。 
論述－對滿鐵之中不同行動者有其區別的論述。 
情感－日人對滿州特殊意義與情感。 
因此，擬採用訪談、文獻分析及歷史研究三個研究方法來將歷史事件的滿鐵

作為「人」一般的分析四種資料並詮釋。 
第一為深入訪談。訪問或參考滿鐵研究學者（如解學詩、黃福慶）、運用滿

鐵資料研究者（如馬若孟、黃宗智）的訪談稿，深入當事人的問題意識，找尋其

在如何背景、經驗之下有此論述，滿鐵對其的意義是什麼？此為詮釋滿鐵的重要

資料。惟訪問滿鐵研究員在現實上已不可能，否則是非常好的研究資料。故原滿

鐵研究員的思想脈絡將由文本解讀及自身經驗的歷史探討之。第二為文獻分析。

此又分為外在研究法（External Approach）及內在研究法（Internal Approach）54
。

前者重視思想家與歷史情境的互動，強調在政治思想史與社會經濟史的交光互影

之處解讀政治思想的內涵；後者則重政治思想體系中，單位觀念之解析，分析其

                                                 53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 54 黃俊傑，蔡明田，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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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聯繫性及政治理論的周延性及有效性。戰前日本中國研究者、思想家對滿州

的特殊情感由他們的論述及行為表現出來，滿鐵調查部提供一個可讓其遂行意志

的場域，部份卻和掌握主要權力的關東軍產生矛盾。故相關學者的文本的詮釋與

解讀，使用內外研究法討論滿鐵之意義。第三是歷史研究。運用滿鐵的歷史資料

作分析，討論滿鐵的歷史脈絡、背景與產生的資料；滿鐵調查部並非從一而終，

在 918事變後應軍部要求改組為經濟調查會，滿州國建立之時亦有調整。各時期
總裁的看法對其運作、組織及調查部宗旨都不盡相同。 

由於國內關於滿鐵的研究很少，筆者對日文資料又無法深入掌握，故較多倚

賴中國大陸的文獻與資料，為本文受限制較多之處。 
五、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研究架構 

 
滿州匯雜了包含了文化、經濟、種族、軍事、起源等不盡相同的想法與意義，

而當日本人勢力藉由滿鐵、關東州都督府乃至滿州國建立而擴散在有火紅夕陽的

這片原野時，除了中日既有衝突，日本人之間也產生了價值及行動的衝突。如滿

日矛盾表現在政治上是軍方與滿州國，在民間社會是日、華人民之間的矛盾；如

日本移民與關東軍間的民軍矛盾；如滿州國與滿州人民間的滿民矛盾。滿鐵調查

部則有左翼與軍部、實證與政策、知性與權力的矛盾。橘樸認為當時在滿州的日

本人忽視了滿州的普遍性，而只強調其特殊性，不把滿州問題當做中國一部份來

認識；石之瑜則將滿州視為西田幾多郎之「無」的文明橋梁。本文從滿鐵中的流

派（帝國主義、法西斯、軍國主義、左翼運動）、實證研究、資料庫到戰後資料

研究，輔以王道樂土與研究支那內在矛盾，就滿鐵調查部的普遍性與特殊性進行

再詮釋。 
 
 
 
 
 

帝國＼法西斯＼軍國主義 

實證研究＼田野調查 

資料庫＼經濟史＼其他研究 

左翼運動場域 

滿鐵 
調查部 

王道樂土的內部矛盾 

中國研究的內在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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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安排 
第一章 序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壹、滿州的特殊性 
            貳、支那研究的內在矛盾 
        第二節  研究背景 

 壹、滿鐵調查部與後藤新平 
貳、滿鐵文獻 

        第三節、研究目的 
        第四節、研究方法與限制 

  第五節、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第六節、參考文獻 
第二章  滿鐵調查活動歷史脈絡（重要歷史與其意義） 

第一節、滿州舊慣調查 
        第二節、東亞經濟調查局 
        第三節、中國農村調查 
        第四節、大調查部的成立 
        第五節、中國抗戰力調查（從東北、中國到大東亞的調查，綜合調查） 
        第六節、滿鐵期刊與出版物 
第三章  滿鐵調查部群像（思想、背景、與滿鐵關係） 
        第一節、滿鐵學者與風氣 
        第二節、伊藤武雄 
        第三節、橘樸 

第四節、滿鐵中的左翼運動 
        第五節、檢肅事件 
第四章  滿鐵資料與研究（資料去向、保存、被如何使用及詮釋） 
        第一節、滿鐵資料 
        第二節、滿鐵與戰後日本中國研究（亞細亞研究所） 
        第三節、中國大陸的研究－ 

壹、解學詩、蘇崇民（歷史與經濟史）  
            貳、蘭友林（人類學） 
        第四節、中國經濟史辯論 
            壹、馬若孟 

 貳、黃宗智 
第五章 結論－超越帝國主義，滿鐵的再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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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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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 
Andrew Gordon著，李潮津譯（2008），日本的起起落落－從德川幕府到現代，
桂林：廣州師範大學出版社。 
關捷主編（2006），日本侵華政策與機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嚴紹璗（1993），日本中國學史，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解學詩（2003），隔世遺思－評滿鐵調查部，北京：人民出版社。 
解學詩（2007），滿鐵與華北經濟 1935-1945，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解學詩主編，松村高夫（2003），滿鐵與中國勞工，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草柳大藏著，劉耀武、凌雲、舟徙、關益譯（1982），滿鐵調查部內幕，哈爾濱：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野村浩一，近代日本的中國認識。 
石之瑜，社會科學方法新論。 
杜維運（2006），史學方法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蘭林友（2007），廟無尋處－華北滿鐵調查村落的人類學再研究，哈爾濱：黑龍
江人民出版社。 
孫歌（2001），亞洲意味著什麼－文化間的「日本」，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王屏（2004），近代日本的亞細亞主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黃宗智（1994），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香港：牛津大學。 

李永熾（1992），日本近代史研究，臺北：稻禾出版。 
 
論文 
石之瑜，無的文明橋梁－在滿州看見西田幾多郎的場所。 
陳威志，化被天下－濱下武志朝貢體系的深層認知。 
李圭之，近代日本的東洋概念－以中國與歐美為經緯。 
黃欣婷，誰的滿州國？－日本電影與大東亞共榮圈的再現（未出版論文）。 
 
期刊 
黃俊傑、蔡明田（1997），中國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試論。《人文學報》，16:1-43。 
陳慈玉（2003），案牘研究與田野調查：日本東洋史學方法之一面向，中研院近

史所集刊第 42期。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的調查事業—《滿洲舊慣調查報告》評估。 
黃福慶，滿鐵調查部檢肅事件之背景探討。 
黃福慶，九一八事變後滿鐵調查機關的組織體系，1932-1943。 
黃福慶，論後藤新平的滿洲殖民政策。 
黃福慶，一九三三年的滿鐵改組案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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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資料 
荒木貞夫，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8D%92%E6%9C%A8%E8%B2%9E
%E5%A4%AB&variant=zh-tw 
 
英文部份 
Stefan Tanaka（1993），Japan’s Orient：Rendering Pasts into Histor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Ito Takeo，translated by Joshua A.Fogel（1988），Life Along the SMR：The Memoires 
of Ito Takeo。 
《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907-1945：A 
History and Biblioghraphy》 
Li Narangoa，（Universal values and Pan-Asianism，The vision of Omotokyo） 
 

资料来源：台湾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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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调查与日本侵华战争 

崔艳明 
1906 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大连设置了一个叫做"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

下简称"满铁"）的组织。它虽对外宣称是一个民营企业，但实际上它与关东军司

令部过从甚密，而且"肩负着政府所赋予的使命"，它不仅是日本对中国实行经济

掠夺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一个为日军收集我国政治经济情报的特务组织。日本

侵略者凭借它在我国东北地区各方面搜集到的情报，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成

立了伪"满洲国"；随后，关东军又委派它到华北地区刺探情报、建立公司，为日

军发动"七·七"事变和全面侵华创造条件。大量事实可以证明，满铁特务组织是

日本全面侵华的急先锋和智囊团。 

一、满铁调查与伪一、满铁调查与伪一、满铁调查与伪一、满铁调查与伪""""满洲国满洲国满洲国满洲国""""的建的建的建的建立立立立    

日本侵略者早就对中国虎视眈眈，时刻梦想把中国辽阔的土地和丰富的资源

占为己有。而他们设立满铁，正是实现这个梦想的重要步骤。满铁首任总裁后藤

新平正是担负着这样一个重要使命走马上任的。他认为，要想有效地统治中国，

首先应当充分了解中国的风土民情，尤其是对于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大国，一

定要掌握和了解其农村的现状，这样才能为决策者们提供最佳的统治依据。1907

年 4 月， 满铁成立调查部，并立即开展对中国东北地区农村现状的调查。第二

年，又从日本国内调来了一批农林专家，开始有重点地对当地的农业资源、生产

状况、农村人口等进行大规模的实地调查。由于对这项工作高度重视，满铁的调

查大多进行得比较认真，调查活动的规模都比较大，而且取得的成果也比较多。

仅 1912年至 1925年，满铁在中国东北农村所作出的各项调查报告就有约 50余

种。 

满铁的这些经济情报刺激了日本政府的侵略决心，为其决定以武力吞并东北

提供了依据。1927 年 4 月，日本政府由田中义一组阁，并于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在外务省召开了东方会议，决定了《对华政策纲要》。会上，田中义一提出："

关于满蒙，尤其是东三省，因与国防及国民生活具有重大利害关系，我国不仅要

特别注意，而且对于维持该地和平、经济发展，作内外人安住之地，身为邻邦，

深感有责任"。〔1〕同时，他还向日本昭和天皇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

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野心的大暴

露，也是企图依靠军事力量大举入侵中国的一个危险信号。 

从此，日本军方对满铁更加重视，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功能的措施。首先，加

强领导，扩大机构。1927 年 7 月， 山本条太郎与松冈洋右分别就任满铁总裁和

副总裁，11 月又成立了直属于总裁的"临时经济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下设：第

一部（司交通、港湾、工场、电气）、第二部（司实业）、第三部（司资源关系）、

第四部（司社会、地方系统）及庶务。从此，在满铁这个所谓"民营企业"中又建

立了一个机构庞大、分工细致的专事经济情报的特务组织。 

其次，贯彻日政府侵略意图，扩大深化调查内容。山本和松冈上任后，明确

要求"满铁所属各机关毫不停留地发挥功能"，配合好军方的军事行动。1931 年，

关东军司令部的石原莞尔亲自到满铁，透露出日本政府将在东北地区建立满洲新

政权的意图，并向满铁的宫崎正义和奥村慎次提出："为了满洲新政权各种政策

的立案，关东军当局拟成立一个组织，然而人材由满铁供应，形式上隶属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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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应在军部指导下进行活动。"〔2〕 

按照这一要求，满铁开始组织大批具有实地调查经验的专业人员，对东北各

地进行规范化、系列化的调查。这些调查的特点是：以自然村为单位，以农户为

调查对象，逐家逐户地作全面的经济调查。在调查当中，满铁编制了统一的调查

程序和调查项目，设立了专门的调查班子，而且与关东军联合组成了一支机构庞

大的调查队伍，有针对性地选点入户进行调查。这期间有两次调查内容最为详细：

一次是"满洲土地旧惯调查"，包括："一般民地"、"蒙地"、"皇产"、"内务府官

庄"、"典地习惯"、"押地习惯"、"租权"等专题；另一次是在满铁调查部直接控

制和指导下，由伪"满洲国实业部临时产业调查局"主持进行的，调查范围涉及到

了伪"满洲国"全境的数十个县（村），调查内容共分为三个大类：即以县为单位

的"农村实态一般调查"；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实态户别调查"；"农村实态专

项调查"（包括租佃关系、农具、农家生计、农家经营、农村社会、土地关系等）。

根据这些调查结果，共编纂出调查报告约 50余册。〔3〕这些调查材料， 为日本

侵略东北和进行殖民统治提供了参考资料。 

"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又在沈阳设置了"奉天出张所"。这时，关东军对满

铁更加注重，并向满铁提出了"为了新国家的建设及其健全发展，无论在政治、

经济、外交或文化上，必须给予周详的指导及援助"的要求，而且认为有必要再

设立一个"调查有关满蒙各项情事、并在提供建设方策及计划的研究立案等方面，

能应军部咨询并与合作"的强而有力的综合调查研究机构。〔4〕满铁应此之要求，

便于 1932年 1月 21 日又成立了一个叫做"经济调查会"的组织，该组织负责筹划

全东北的经济建设计划，并负有开发东北及东亚经济、完成伪"满洲国"国策等各

项事业的任务。"经济调查会"设有六部一室，分别负责调查农林、水产、畜产、

工矿、交通、商业、金融、法政、劳工、外事等方面的情况。到伪"满洲国"成立

之前，日本统治东北的各项政策和计划，几乎都是由满铁的"经济调查会"起草的。  

二、满铁调查与日本侵略华北二、满铁调查与日本侵略华北二、满铁调查与日本侵略华北二、满铁调查与日本侵略华北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后，就准备开始实施他们全面占领中国的

第二个战略步骤--取得华北和华中等战略要地的控制权。 

1933年 9月，广田弘毅就任日本外交大臣，他在 10 月的内阁会议上表示，

"满洲国"建立之后，日本要在远东地区建立起新的霸权，他还表示中国必须从属

于日本，而且强调对中国要首先进行经济侵入。当时，日本政府制定的《方策要

纲》中，也提出要积极扩张日本在华的各项权益，还提出华北如何脱离中国中央

政府而独立，然后由日本单独统治的设想和实施步骤。日本政府的这一态度，表

明了其对华北和华中觊觎已久的野心。 

为适应日本政府全面侵华的方针，满铁在华北的经济调查活动迅速加强。

1933年 11 月，满铁的"经济调查会"提出了"设置华北经济工作调查机关计划"，

并制定了《设置华北经济工作调查机关要项》，其中提出："立足于日、满、华的

经济协调，主要为了求得华北的经济工作的进展，要对华北及长江流域的资源、

矿山、工业、交通、一般经济及利权进行调查，并收集情报和资料"，"要同在华

参谋本部特务机关及领事馆协调，达到其目的。"〔5〕 

1933年 12月， 满铁又完成了《对华经济调查机关设立计划案》，这是一个

企图在华北以至华中、华南普遍设立"经济调查会"分支机构，从而对中国关内经

济状况实行全面调查的计划。 

1934 年 10 月 23 日，日本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给满铁总务

部长石本宪治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满铁在华北的调查提出了更为详细而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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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酒井隆指出："为了促进帝国对华经济的发展，以及使战时我国国防所缺

少之资源易于得到充实，应将重点置于为扶植、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以

及促进日满华经济区的结成，进行必要的准备"，〔6〕为达到这一目的，"应根据

对华北的产业、经济、金融、交通等各个部门的基础调查，研究具体的方案。为

鉴于非武装地带--即由日、中两国规定的特殊地区的有关地带--的施策比较容易

实行，应首先从有关该区的事项的调查着手。"〔7 〕酒井隆在信中还详细列举

了要调查的事项范围，包括：对中国回收利权运动的对策，华北煤矿开发、华北

铁路、港口、平绥铁路、龙烟铁矿、华北的金融现状，华北的棉花、羊毛、皮革

和石油、华北的盐，日本在华企业及日、满、华北经济集团等问题。信中最为强

调的是："我国为解决国家百年大计之燃料问题，以我日本之力量开发华北煤矿

乃是绝对的要求。"〔8〕这说明，日本侵略者最为关心的是作为能源的煤炭，他

们对华北的关注也正是从企图掠夺煤炭开始的。可见，日本侵略者已经把入侵华

北正式提到了日程上，他们对华北经济情报的急切需要，说明他们正在谋划具体

的实施方案。 

针对此信，满铁于 1935年 3 月在其《对华经济政策的根本方针》的报告中

作了积极地回应："现今世界列强正围绕着残留在世界上唯一的拥有最丰沃的资

源和最大购买力的中国，在经济上把它当作商品市场和廉价的原料生产地，从而

在政治上正进入所谓战争的最后阶段。一般来说，各自都是迫不得已而采取设定

区域圈的孤立政策。这是实际情况。但这并不否定何处有好的协调对手就同他结

合的政策的妥协性的存在。"报告认为，占领"满洲"是"结成亚洲区"的第一步，

而第二步是"使华北独立（所谓华北是指陇海铁路以北，所谓独立是南京政府和

外国势力不侵入该地区）。但这决非意味着放弃对华中、华南乃至全亚洲的关心，

而始终是以'阶段性'的政策为特征。事实上在'现在'要想在一个早上在中国全国

建立日本的经济力量乃至关系，在国际上是近乎不可能的。因此，作为当前的政

策，首先应当获得认为可以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的地方及各种关系。如果连这一

点也踌躇不前，在上述的国际形势下是必将落在后面的。"〔9〕 

这个报告还根据满铁所调查到的情报，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认真地分析了日军

所面临的形势，并提出了以下的结论："外国势力进入华北还未像华中、华南那

样错综复杂"，日本"如果能挽救中国，使它脱离国际列强把它当作'食物'的危险，

日本的大陆政策最后将是可行的。……所以应当首先使华北独立，这样多少可以

防止欧美各国分割中国"；"华北的当权者历来孤立，与国民政府相比，力量甚弱。

但事实上对国民政府亦无好感。因而日本如能给予援助，把他们纠集在一起，也

会拥有足以对付国民政府的实力"；"从防止和压制共产势力来说，华北独立也是

必要和可能的"；华北"地理邻近满洲国，是扩延经济区的好条件，这是自不待言

的"，如果能够占领华北，则其"地理上与日满两国接近带来了有利性，在投资额

上仅需要欧美各国的 1／10 就已足够； ""华北资源丰富，对其进行干涉，足以

使其独立。而且所有之资源及居住人民可提供成立日本市场的充分价值"；"如把

华北置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之下，华北决不能发展产业。因为国民党政府是建立

在地主、军阀、商人（银行家、资本家、买办）这个大杂烩阶级之上的政府"，

而且"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目前正拼命地诱导外资，这意味着日本对华

投资有可能性，也意味着如踌躇不前则有投资落后（被列强抢在前面）的危险，

决不应犹豫"；"美国资本（在现代是最可怕的）在数量上正加大步伐迅速侵入华

中、华南，特别是想依靠航空权和在福建省设立根据地，向华北扩张其势力，因

而同日本发生严重的对立，现在如不驱逐和根绝其势力，将来想驱逐必然会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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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用"；"如使华北独立，将便于利用日满合作来发展经济，这是无需多说的，反

之，华北如被美国等列强控制，日本的大陆政策将有意外不测。"〔10〕 

从这个《根本方针》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日本侵略者为什么在占领"

满洲"之后要分离华北，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日满华经济区"到底是什么货色。在

《根本方针》中，满铁还提出了分为两个阶段的工作建议：第一阶段要驱逐英法

等在华北的势力；尤其要彻底驱逐美国的势力；日本要获得华北的铁路、河川、

飞行航线等交通权，并可以对其贷款；华中、华南是日本对华贸易的中心，对华

北应将重点放在投资企业和经济开发上，设立日满华合办的交通产业会社；设立

中央银行；诱导华侨资本；大力进行资本输出，资本输出要优先于商品出口；清

理贷款，如可能，将其充做上述产业会社的资金；获得华北的矿山投资权以及棉

花、羊毛等的改良权；扩大华北驻兵权。第二阶段：组织满华经济统制委员会，

就经济统制进行协议；完善中国经济研究机构；制定日满华互惠关税；对华企业

国家应予以统制，资本势力由于企业竞争而分散，无益有害；不要忘记配合企业

投资进行文化投资。〔11〕满铁的这份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

状况，并提出了有关的实施方案和步骤，对日本侵略军来说，是一份重要的决策

参考。 

1935年 11 月，满铁又在天津设立了"天津事务所"，并把其调查工作的重心

由北平转移到天津。"天津事务所"下辖"天津分室"、"北平事务所"、"济南分室"

等，并在郑州、青岛、太原、张家口、绥远、多伦等地设驻在员。"天津事务所"

的主要任务是为日本侵略军拟定占领华北后的殖民政策。"天津事务所"除负责调

查活动外，还和天津日军一起支持兴中公司的活动，向"冀察政务委员会"强行索

取沧石铁路的铺设权和龙烟铁矿的采掘权等各种权利。它在日军对华北的经济侵

略和军事侵略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 12月，满铁在华北设立了臭名昭著的兴中公司，这一公司的主要任

务，是替日本政府将华北的主要产业统制起来，加紧掠夺华北地区的铁、煤、盐、

金矿、皮革、羊毛、铝钒土、石英、棉花等日本紧缺的战略物资和廉价而丰富的

劳动力等资源。 

冀东地区蕴藏有大量丰富的高矾粘土资源，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

料。1937 年 6 月， 兴中公司通过华北通州日军特务机关操纵的"冀东防共自治

政府"，取得了"统一管理开发"冀东粘土的特权，然后把 59处矿区占为己有。当

时日本的工业用盐需求量很大，急需用华北盐取代万里迢迢的北美、北非和地中

海等地的进口盐。于是，兴中公司在 1936 年一年即向日本国内运送了 7万吨长

芦盐，以后更加变本加厉，从 1937 年到 1939 年，每年分别向国内运送 21.5、

37 和 40万吨长芦盐。位于华北察南的龙烟铁矿，铁矿石的埋藏量达上亿吨。1936

年 8月，日本政府决定由满铁协助兴中公司，获取龙烟铁矿的经营权。由于当时

"冀察政务委员会"已决定龙烟铁矿收归国有，并任命陆宗舆为恢复委员会督办。

对此，兴中公司竭尽全力，以天津的日本军部为后台，强行策动"中日合办"。 后

来， 龙烟铁矿便被关东军强行占领。 据统计， 仅 1939 年一年，龙烟铁矿向日

本国内供应的矿石就达 40 余万吨。当时华北的煤炭无论是储量还是产量都居全

国之冠，尤其是山西的煤，已探明的储量即占全国的一半，而且开滦、井陉和正

丰煤又都是非常适合于炼铁的粘结性煤。于是，兴中公司首先计划把井陉和正丰

的经营权抢到手。到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以后，兴中公司已经控制了华北大部分

的煤矿。仅据统计，1939 年兴中公司产煤 409万吨、1940 年产煤 738万吨，绝

大部分都运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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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七七七七····七七七七""""事变后的满铁事变后的满铁事变后的满铁事变后的满铁""""    

七·七"事变后，整个华北沦陷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整个中国被日军

的烧、杀、抢、掠暴行所笼罩，满铁的经济调查也由秘密或半公开的特务式活动

转为完全恣肆的公开活动。 

1939 年初，满铁采用在华北的调查方法又对华东农村进行了大面积的经济

调查。这次调查活动共分为两个年度进行。第一次是于 1939 年 6 月中旬至 7 月

中旬，分别对嘉定县、太仓县、 常熟县的部分村子作了实地调查。第二次是在

1940 年下半年，分别对松江县、无锡县、南通县的部分村子进行了实地调查。

两次调查都将有关资料整理汇编成册。 

为了给日本当局提供更多的殖民政策依据，满铁又决定从 1940 年开始对华

北再开展一次大型的被称做"中国农村惯行调查"的活动。这次调查计划分为两

期，预定调查的范围包括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江苏、浙江等地。

第一期调查计划预定为 10 年（1940-1949），预算经费约为 557万日元。1940 年

11 月，满铁开始对河北的昌黎、 顺义、良乡、乐城及山东的恩县、历城等 6 个

县实施了调查。但到了 1944 年的 8月，由于当时的战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节节胜利，日本侵略军失败情形已成定局，使得满铁的调查计划

无法再继续下去，只好把已得出的调查资料编为 114份专题报告带回了日本。 

当然，满铁在关内的调查除了华北、华东等地外，还在西北的新疆、内蒙、

华中的湖北、湖南、华南的广东、海南等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在调查内容

上，有以村庄为主要调查对象的各类实态调查，也有大量的区域经济、专项经济

以及自然资源、社会人口、民俗调查等，形成了多种调查报告。 

日本侵占中国，满铁是竭尽全力并立了犬马之功的。但是满铁是靠着关东军

的扶植发迹的，它的主要根据地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虽然根据 1936 年 10 月日

本"中国驻屯军"与"冀察政务委员会"达成的经济协议，它在进入华北后可以统制

和垄断涉及到金融、交通、通讯、发电、矿产、冶金、盐业乃至关税等各个重要

部门，但由于"七·七"事变后，日本国内的各种经济势力紧跟着日本侵略军后面，

竞相挤进中国内地，大肆争夺侵略果实，捞取经济权利，而满铁自认为是国家资

本，在华北进行经济掠夺具有优先权，不允许日本其它财团染指华北，从而使得

日本"国内资本家拼命反对满铁垄断大陆"，尤其是日本的资产阶级强烈要求要"

自由进出"中国，还提出如果由满铁在中国实行垄断性经营，进行统制，"必然要

带来不利于提高开发能力的后果"，"妨害企业充分发挥创造性"，"从而也就束缚

了日本的资本家对华的经济掠夺"的要求，这就使得日本政府左右为难。考虑到

侵略战争的庞大开支都需要日本国内各个垄断资本集团的支持，所以日本政府不

得不重视这些资本家们的要求，最后还是决定由内阁企划院拍定方针，对大陆重

要的经济产业经营权进行了重新划分。划分后，在众多的经济产业经营权当中，

满铁只争得了交通运输业的经营权。再加上满铁与驻天津日军矛盾日益激化，华

北又是天津军的势力范围，因此其后满铁在华北的势力逐渐有所减弱，满铁在华

北的兴中公司也只好逐步地把其各部分的权力移交给了由天津军支持的"华北开

发会社"，后来兴中公司也成为了"华北开发会社"的一个子公司。 

1945 年 8 月，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满铁这个专事情报活

动的特务组织，终于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无条件投降而归于覆灭。 

满铁从 1907 年起到 1945年日本战败，在我国进行了长达 38年的情报活动，

它所调查的内容都是为了向日本侵略者提供在中国进行殖民地建设的"立法和行

政上的参考资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无数罪行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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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与明火执杖的武装入侵一样，是对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的侵犯。我们在回顾满

铁在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经济侵略的同时，对于满铁在日本侵华中的战略作用，

亦应当有一个历史的分析与认识。 

 

注释：注释：注释：注释：    

〔01〕《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 期，第 369 页。 

〔02〕《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 期，第 371 页。 

〔03〕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年 1 月版，

第 8-9 页。 

〔04〕《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4 期，第 371 页。 

〔05〕《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3 年

版，第 64 页。 

〔06〕〔7〕〔8〕《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 66-68 页。 

〔09〕《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 76 页。 

〔10〕《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 79-80 页。 

〔11〕《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及其对中国的侵略》，第 81-82 页。 

 

资料来源：中国民间保钓联合会（http://www.cfdd.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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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铁 附 属 地 
——划在历史记忆之中的划在历史记忆之中的划在历史记忆之中的划在历史记忆之中的“阴阳界”“阴阳界”“阴阳界”“阴阳界”    

王 研 

“附属地”，许多中国人并不熟悉这个名词，而根据历史学家的研究，名为

“附属地”的那些特殊区域，其实就是“殖民地”。在抗战结束 60周年之后，那

些掩藏在日伪统治东北时期附属地里的罪恶，如今从泛黄的档案中翻出，依然会

觉得触目惊心。 

中国土地之上的“国中之国”中国土地之上的“国中之国”中国土地之上的“国中之国”中国土地之上的“国中之国” 

收藏在辽宁省档案馆里的满铁档案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时的满铁

附属地范围内，贩卖毒品的行为非常猖獗，光档案记载的毒贩就有 1000 余人，

他们将毒品贩卖给附属地之外的中国老百姓。此外，附属地内的许多日本药店还

为中国人提供一种扎针服务，以“能戒掉大烟”为幌子欺骗中国老百姓，越来越

多的中国人每天到附属地里去扎这种针。一个叫年庆余的沈阳青年，因为扎了这

种针而死亡，当时的中国警察介入调查，调查之后才发现，原来日本人给中国人

注射的并非什么能戒掉毒瘾的药，而是吗啡。 

日本帝国主义于 1904 年在东北发动日俄战争。1905年 9月，打败了沙俄。

战后，由美国出面“调停”。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签订了和约：沙俄承认朝鲜为日

本之“保护国”；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将从中国攫取的旅顺、大连及其附属

特权无偿转让给日本。同时还将他们霸占的长春至大连间的铁路及附属权益让给

日本。就这样日俄重新宰割了中国的东北。根据这个分赃条约，日本又强迫清政

府于 1905年 12月，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正约》及《附约》，迫使清政

府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特权，并允许开放辽阳、长春、铁岭、哈尔滨、吉林、齐齐

哈尔、满洲里等十六个城市为商埠地，作为日本殖民主义者通商和居住的地方。

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刚侵占时，附属地里日本人很少。到 1936 年，日本人增

至 20万人，中国人仅有 28.8万人。“九·一八”事变前，满铁“附属地”面积

大约 482．9 平方公里，“九·一八”事变后增到 524．3平方公里。附属地的最

高行政机构就是满铁总社，社址在大连，分社址在日本。附属地的总社设有总裁，

统管整个附属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总社在附属地内又下设许多出张所、

事务所。由于附属地的铁路贯穿长春、四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鞍山、

营口、盖平、瓦房店、抚顺、本溪、丹东等十余个大城市。而这些城市都是各地

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殖民当局就是通过满铁

附属地来控制着大半个东北的经济命脉。 

在辽宁省档案馆里收藏着一幅特殊的地图，绘制得非常精美。据悉，这幅彩

图是当时的安东县县长所绘。说其特殊，是因为这幅图详细地绘制出了日本人是

如何一步步扩大他们附属地的范围的。 

凡是成为满铁附属地的地区，简直就是“国中之国”。根据档案记载，日本

人如果犯了什么法，只要逃到附属地内，就可以逍遥法外。在附属地内，日本人

擅自驻军设警，非法设置税捐、司法、邮政等机构。在沈阳，日本商业资本“三

井物产”和金融资本横滨正金银行以及一些洋行纷纷插足沈阳，并以沈阳为中转

地，向东北地区倾销日货，同时大肆掠夺农副产品。1906 年，清政府将小西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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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至“满铁附属地”之间(今青年大街至和平大街一带)辟为商埠地后，欧美资本

也竭力在沈阳扩充其势力。外国人在治外法权的庇护下，肆意进行各种非法活动。

“满铁附属地”更是“国中之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的根

据地。 

“满铁”附属地同样控制着东北的文化教育“满铁”附属地同样控制着东北的文化教育“满铁”附属地同样控制着东北的文化教育“满铁”附属地同样控制着东北的文化教育 

另一方面，根据档案记载，附属地的教育问题也得到日本侵略者的高度重视。

1906 年日本的外务、大藏、递信三大臣关于满铁的命令书中规定“该社受政府

的认可建设铁道及附属事业占地范围内的土木、教育、卫生等有关的必要的设

施”。“满铁”总社设在大连，教育由总社的地方部学务科控制和监督。学务科里

设有视学机构。“满铁”附属地的教育政策大致与“关东州”相同，只是附属地

纵跨南满大地，包含长春、四平等十余个大中城市。日本殖民当局通过“满铁”

附属地不仅控制着大半个东北地区的经济命脉，同样也控制着文化教育，在侵略

整个东北过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满铁附属地的教育在管理体制上，是由满铁株

式会社办理，“关东州”指导；在伪满建立之前，它的环境也与被日本划为一个

行政区域的“关东州”不同，周围遍布中国学校，受到中国教育制度和文化的影

响。 

起初，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既想进行殖民奴化教育，又担心引起中

国人的反抗。所以多从施以“德政”笼络人心传播日语的角度考虑。1909 年 6

月，满铁特设第一所中国人学校———盖平公学校。在 11 月 3日的授旗仪式上，

满铁第二任总裁中村是公训词说：“夫施德教，授实学，培养有用而善良的人才，

此乃本官殷切期望于学堂教育之处也。望教职员及学生等体察本官之诚意，努力

锻炼身心，振兴学风……”这个教育方针，在 1914 年 3月 31 日正式公布的《南

满铁道株式会社公学堂规则》中表述为：“公学堂的办学宗旨是注重学生身体的

健康成长，施之以德育，授之以实学，并使之学好日语。”所谓“德教”，其实只

是“亲日教育”。对中国人的日语教育，在满铁附属地也是给予特别的强调和重

视，满铁总裁中村是公尤其倡导，他提出：“要做到在满铁沿线，日本人所到之

处，只讲日本话就可以办事。”为普及日语，满铁规定：凡是在“满洲”的中国

人教授日语或者准备办此类学校者，只要愿意接受满铁领导和监督，都一律在人

力和财力方面给予补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满铁附属地对中国人的“教育”是建立在愚民政策上的

奴化教育。其目的是想把中国人培养成愚昧无知、驯顺的奴隶，因此对中国人的

“教育”远远不如对日本人热心的教育，而且明显采取了差别、歧视和愚民的教

育政策。从学校设置看，满铁附属地有 20万日本人，建立初等小学 39 所，普通

中学 10 所，职业中学 3所，大学 1 所，还配有其他学校，如青年学校、补习学

校等。日本人的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99％；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拥有 28.8

万的中国人，却只有 10 所初等小学，1所普通中学，5所规模很小的职业学校。

这些职业学校又分别在 1928年到 1932年间先后停办，致使中国学龄儿童的入学

率仅有 34％。 

附属地管内与中国管内，仅仅一线之隔，在中国管界内，不论是偷盗、抢劫

还是杀人、贩毒，只要跨过那条界线就可以逍遥法外，因此，许多当时的百姓将

这样的一条界线称做“阴阳界”。在抗战结束半个多世纪后，东北的城市之中早

已没有了那条界线，但是，划在历史记忆之中的那条曾经的“阴阳界”却应该跟

随一本本历史档案一起被永远记录下来。 

资料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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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收藏第一人 
王 波 

 
一把带有“满铁”标志的日本军刀，被程一摆放在进门最显眼的位置。这是

9岁那年，爷爷送给他的礼物。  

5岁那年，因为一场意外，这个出身铁路世家的孩子失去了母亲。摆弄那些

带有铁路标志的物件，便伴随着程一那“有点孤独”的童年。爷爷拿出军刀给孙

子，原本是想告诉他一些杀敌救国的旧事。不料，这却成为孙子热心“满铁”收

藏的起点。  

在这把军刀的旁边，放着“满铁”在 1925年和 1935年的两段铁轨，还躺着

泛黄的“满铁食堂车菜单”、带有“满铁”标志的水杯、瓷盘、毛毯。打开做工

精细的急救箱，内壁上红色的印记隐约可见，那股血腥味依旧刺鼻。  

如今，这个 22岁的大三学生，已经收藏了 1000 多件与“满铁”有关的藏品，

被业内誉为“‘满铁’收藏第一人”。  

为了弄清这些“宝贝”的前世今生，他搜罗来的与“满铁”有关的书报杂

志，差不多堆了半堵墙。厚厚的上下两卷《满铁开发四十年史》，则被摆在军刀

旁。里面涉及“满铁”的，“已经仔细看了不少遍了。”  

这个被后世称作“满铁”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成立于 1906 年，曾

被称为“日本在中国的东印度公司”，也是日本制定实施大陆政策的据点。  

不过，在程一的历史书上，“满铁被作为日本侵华的罪证，讲得很浅显”。

但在这些已经发黄的书刊里，程一读到了“不少历史教科书上记得特别少，而老

师也不愿意提及”的历史知识。尤其是从高一下学期开始，这个文科生对“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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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有了新的认识。  

那是 2005年，第二年便是“满铁”成立 100周年。早已将“满铁”视作当

年日本企业实力和荣耀象征的日本人，对与“满铁”有关的照片和物件进行了

“洗劫式”购买，“不问价，直接买”。从那时开始，程一明显感觉到，与“满

铁”有关的东西，“越来越难找了”。  

好在程一收藏“满铁”，在圈里小有名气。朋友在哈尔滨一家杂货店偶然发

现一个“满铁”时期的旧木柜，急忙打电话通知程一。这个木柜，如今成为他最

珍爱的藏品。  

在到大连旅游去景点的路上，程一无意间发现一块颜色比别的井盖深的井盖

上，有“满铁”标志。年轻人便马上找到市政部门。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工作人

员同意他把井盖带回北京，但前提是，得先买一个新井盖，盖在原来的位置。程

一为那个新井盖花了 2000块钱。  

2008年，北京铁路博物馆举行铁路藏品系列展览，程一挑选了 120 件（套）

“满铁”藏品参展，成为最大的实物展出系列。从看完程一的“满铁”系列藏品

那一刻起，中国铁路博物馆副馆长金万志——这个圈内称作“金铁路”的收藏家

决定：“满铁”的东西自己不再收了。  

而程一对“满铁”的认识，更是让许多圈内人士“自愧不如”。在满铁资料

研究分会顾问、铁道部原副部长国林眼里，这个大学生拿起“满铁”的物件，便

能讲出不少历史故事，似乎比许多研究“满铁”的专家“还要了解满铁”。  

比如，在他收藏的“满铁”时期的中国地图上，什么地方生产石油，什么地

方生产大豆等，这些细节都被日本人标注得一清二楚。当年“满铁”的“亚细亚

号”，最高时速可达 120 公里，中国的很多火车，一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才能

达到这个速度。  

这让这个年轻人忍不住感叹：“‘满铁’虽然被贴上了罪证的标签，但当年

做的有意义的事情，不能否定。”  

曾有日本买家辗转联系到程一，想购买他手中的全部“满铁”藏品。但年轻

人表示：“自己收藏这些东西，不是在于拿多少人民币或日元”，而是为了“重

述历史”，重现“满铁”的价值。  

毕竟，在这个税务专业的学生眼里，用文字和图片来介绍历史，有些苍白无

力，在大量的物证面前，历史的记述才更清晰和真实。尤其令他感到遗憾的是：

“这段历史大家都不重视。”  

“但我要把它补充得完整点。”一脸稚气的年轻人强调说。  

资料来源：中青在线 



《满铁研究》                                                              2010 No3 总第 7期 

 32

盯着「满铁」的小收藏家 
胡俊杰 

程一 1988 年出

生于哈尔滨的铁路世

家，现就读于首都经

贸大学。他 9岁涉足

收藏，20 岁脱颖而

出，以“满铁”收藏

在收藏界占有一席之

地。首都铁路公共关

系协会秘书长赵向红

说：“程一收藏的‘满

铁’文物，有着深远

的历史渊源，其真实

记录、见证了日军侵

华的一段屈辱历史，

具有重要的史料价

值，也有着不可替代

的教育意义。”目前，

以“满铁”收藏为起

点，程一的收藏已经

向石器、玉器、瓷器、

民俗等更宽阔的领域

延伸。 

程一是首都经贸

大学财税学院大三的

学生。春节前，记者

收到程一的介绍资

料。年仅 22岁的他，

凭借 “满铁”收藏专

题，在收藏界小有名

气。当时正值寒假，他却没有时间接受采访，原因是在编写图书——学习税务专

业的他有一个想法，就是借用 《西游记》 《水浒传》等四大名著中的故事，用

生动鲜活的方式帮助中小学生普及税务法。他认为，每一个公民的纳税意识只有

从小培养才能根深蒂固。 

程一很忙。由于考研计划，他的学习任务更加繁重，在班级担任班长的他又

有很多为同学服务的项目，他业余时间搞收藏，辗转于西安、哈尔滨、长春等城

市的古玩、收藏市场，还要与各方藏家交流、充实文物知识等，有做不完的事。

元宵节，是程一开学前的最后一天。这天上午，在程一的家里，站在程一的藏品

中间，听着他举重若轻地讲述自己的收藏历程，我全方位感受到了作为收藏家的

程一向上而开阔的心灵。更令人振奋的是，这个心灵是如此年轻。 

上午九点多，程一早就在小区门口等候。一身简单的休闲装束、一幅黑边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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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眼镜、一见面腼腆真诚的微笑——这位年轻的收藏家还是个大男孩的模样。 

程一家楼下的储藏室，像一个小型的铁路博物馆，从实物、书籍和信札三个

方面细致地呈现着 “满铁”的历史。站在其中，能够闻到那段历史的沉重气息。

2008年 8月，作为北京奥运会的相关活动，程一的藏品以“‘满铁’——日军侵

华的历史见证”为专题参加北京铁路博物馆的展览。所以，目前的藏品，从品相

到包装保护再到文字介绍，都非常完备，其中的每一个细节都渗透着程一的心血，

包含着程一对铁路收藏倾注的热情。 

正对着门的旧木柜是程一最喜欢的藏品，柜上安装的金属件都有 “满铁”

标志，卡片介绍写着：“高 194cm，宽 91cm，厚 50cm……”并配有英、俄、日文

翻译。他一边打开一边介绍：“这柜子的材料虽然不是名贵木材，在经济价值上

跟现在收藏市场上的红木家具没法比，但它重述历史，意义非凡。”柜子里面装

着具有 “满铁”标志的杯子、储物盒等小型藏品。他又指着望远镜的皮套说：

“这上面颜色有点深的地方，是血迹。”屋子中央的桌子上摆放的厚厚的上下两

卷《满铁开发四十年史》是程一经常研读的书。 

二百多件 “满铁”文物，将我们带回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程一说，收藏

的目的在于传承，“满铁”收藏的意义在于以实物详细记录那段历史，让人们以

史为鉴。离开之前程一翻开了 《中日邦交正常化 30 年》画册对记者说：“中日

的友好交流说明时代的进步。”这句话像是总结性地将他的 “满铁”收藏意义上

升到另一高度。我从中看到了这个 22岁大男孩的深邃思想。 

参观完储藏室，我们来到楼上程一的家。给我沏茶用的杯子，是印有铁路标

志和“齐列”字样的厚壁老白瓷杯，他又指着旁边一瓶“5100”西藏冰川矿泉水

说：“一个代表 ‘老铁路’，一个象征 ‘和谐号’，从中能看到铁路大发展足迹。”

程一不仅关注作为细节的铁路老物件，更关注铁路的宏观发展。他说，他认真看

过电视专题片《共和国部长访谈录》中对刘志军部长的访谈，深记其中的细节，

他为铁路的大发展感到振奋。 

程一 1988 年出生于哈尔滨的铁路世家，除父母在铁路系统工作之外，全家

还有 13 位亲人工作在铁路岗位。小时候，他问在哈尔滨铁路局工作的爸爸，哈

尔滨铁路局的大楼是用什么粘合材料砌制而成，爸爸经过一番探究之后告诉他：

是用鲜牛血、生鸡蛋清拌黄土。意外的答案勾起了程一的求知欲，他带着童年的

懵懂扎进了对铁路历史的研读。在程一 9岁那年，作为“新四军”老革命的爷爷

程功将收藏多年的日军军刀送给了程一，这把军刀开启了程一的收藏之路。哈尔

滨的 “满铁”历史背景为程一的收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经济基础为前提的收藏行业经常将钟爱它的年轻人关在门外。为了克服这

一困难，程一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为了挚爱的 “满铁”收藏，刚上高

中，程一就进地铁卖报、蹬三轮车、卖矿泉水赚钱，以分担收藏支出带给父母的

经济压力。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目前，程一的收藏不仅限于 “满铁”范畴，更是向

石器、玉器、瓷器、民俗等收藏方向拓展，并能够独立运作几十万元的藏品买卖。

多年积累的文物知识和精准的鉴定眼光，使程一的收藏从各个方面都进入了良性

循环。他说，石器玉器等收藏很多时候是为了投资，赚到钱用来支撑“满铁”收

藏，“满铁”的藏品不论别人出多高的价，他一件也舍不得卖。 

有人说，目前的收藏界是投资目标主导的名利场，但年轻的程一有坚定的信

念和独到的眼光。他说他之所以能将“满铁”的收藏做好，是因为它在收藏市场

所处的冷门的位置。相对的冷门，才能保持相对的低价。而价格的低廉并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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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价值的低下。 

更难得的是，程一已经将物质的收藏转为形而上的精神收藏。去年，他将自

己收藏的一尊元代石刻佛造像捐献给了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他发表在 《中国

文物报》的文章 《从艺术收藏到精神收藏》中写道： “我的收藏之路走到今

天，得到了大道的启发和全新的升华。认知是收藏的前提，学习和继承是收藏的

目的，发扬光大才是收藏的精神。让理想植根于高尚精神的沃土之中，我脚踏实

地，慎行奋进。” 

 

 

程一收藏的部分“满铁”实物和书刊 

 

资料来源：人民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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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游子眼中的《满铁研究》 

——一封来自澳大利亚悉尼的邮件 

许老师， 

我是清华大学的一名硕士，现在在悉尼大学读博。我是《满铁研

究》的忠实读者。不知您是否会吃惊。  

我看到您在 2010 年第 2 期的卷首语的开篇写到“尽管至今没能

收到一篇来稿……”,我想刊物办的有些艰难吧。于是想到给您写邮

件。  

满铁，或者满洲研究，或者历史研究，在学术界的生存不易。我

的课题有相当一部分是满洲研究，所以我即知道《满铁研究》的价值，

也知道这个领域的不易。不过，在《满铁研究》上刊登的满铁年表，

以及介绍的一些期刊的情况都是很有价值的。其中很多期刊我都查找

过，因此看到这些介绍感觉很亲切。当时查找的时候，还没看到《满

铁研究》，东北，日本，国图，社科院情报所……满世界的找资料，

十分艰辛。《满铁研究》中的一些书评也是很有意思的。从您的选稿

上看以看出，你对日本学界和美国学界的思潮是有认识，并且有反思

和批评的。其实我一直觉得有些美国学者在运用满铁资料上是有问题

的，他们不加甄别和批判的使用资料，使得他们的研究比较容易同情

日本当时的殖民话语，不过我一直不知道兰林友教授的书。我会去寻

来读一读。 

说了这么多，是想说《满铁研究》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感谢您

的劳动，也请您继续把这份刊物做下去。 

读者 熊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