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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我国满铁研究现状述评 

武向平武向平武向平武向平

★★★★
    

 

近年来，随着中日关系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满铁研究日益成为国内外学界关

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

会社”，在其存在的近 40 年间，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线索。同时，

又由于满铁在其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作用远远超出了企业的经营范畴，这就使

满铁从一开始就承担了近代日本在中国进行收集、调查中国军事、政治、社会、

文化等情报的特殊使命[1]2-3。满铁从建立到其解体，共收集了数十万件文书档

案和调查报告，并为日本大陆政策和对华进行殖民统治提供服务[2]129。 

其中，满铁调查部机构庞大，分工严密，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情报机构之一。

日本战败后，满铁大部分资料留存于中国，分散于中国国内的数十家图书馆。这

批规模巨大、卷帙浩繁的满铁资料，是我们研究东北亚近现代史、近现代中日关

系史和中国东北地方史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另外，由于满铁资料自身的特殊

性，满铁研究也成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在中国学界，满铁资料的整

理和满铁研究受到了高度重视。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等曾先后向有关部门呼

吁整理和研究满铁资料，“满铁资料整理研究”课题先后被列入中国社会科学研

究规划重大项目[3]。 

为了更好地了解我国满铁研究现状，本文拟就史实，对我国近 30 年来满铁

资料整理、出版和研究进行概述如下。 

 

一一一一、、、、满铁文献资料整理与出版取得重大成就满铁文献资料整理与出版取得重大成就满铁文献资料整理与出版取得重大成就满铁文献资料整理与出版取得重大成就    

 

    二战后，国内外学界对满铁资料和满铁研究给予了极大地关注，尤其是中国

和日本的学者。我国对满铁资料的整理和编译，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主要集中

于吉林省和辽宁省。而对满铁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主要体现在图书目录和文献资料

的编辑整理和出版两方面。 

    我国科学规划委员会于 1956 年将编辑和出版“满铁史资料”作为社会科学

发展十二年规划项目。当时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承担了这一课题，并完

成了 130 万字的书稿，油印了其中的 1-5 卷，后因“十年动乱”，该满铁资料出

版未果[4]57。 

    到了 1972 年，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决定恢复满铁史资料的编辑工

作。1973 年召开满铁史资料编辑审议会，并确定由吉林大学和吉林省社会科学

院各负责编辑四卷。这部《满铁史资料》全书 1000 万字，共计八卷本。第一卷

为《综合篇》，第二卷为《路权篇》，第三卷为《交通运输篇》，第四卷为《煤

炭篇》，第五卷为《农工商篇》，第六卷为《华北篇》，第七卷为《附属地·调

查篇》，第八卷为《资金篇》，另外附卷还有满铁大事年表、大股东名簿、满铁

人员简介和满铁出版期刊简介等。其中，第二卷《路权篇》、第四卷《煤炭篇》

由解学诗担任主编，并于 1979、1987年公开出版[5]。这部满铁史料的编辑出版，                                                        ★ 武向平，博士，吉林省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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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外满铁史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素材和线索，并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好评。 

    1988年，共计 20 卷的大型满铁相关研究资料《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

选编》公开出版。其中，《九一八事变》卷由解学诗担任主编[6]。随后，由解

学诗担任主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1989 年版)资料集于 1989 年公

开出版。1991 年由解学诗担任主编，又公开出版了《东北经济掠夺》(中华书局，

1991 年版)资料集。 

    从 1993-2007年，由解学诗担当主编先后编辑出版了《“满洲国”机密经济

资料》、《华北经济掠夺》等多部与满铁有关的史料集。这些资料集的公开出版，

向世人展现了满铁在近代中国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调查及情报搜集的具体

情况，为近代中日关系史、中国东北地方史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素材。同时，

也进一步反映了近代日本对中国推行殖民统治的变化过程。 

    为了便于人们充分利用满铁资料，由解学诗主持的、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为

首的有关满铁研究人员相继编辑和出版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资料馆馆藏资

料目录》(共三卷)、《满铁调查部期刊载文目录》(共三卷)[7]、《满铁调查报

告目录》(共二卷)[8]。《满铁调查部期刊载文目录》，主要在满铁现存的期刊

中选取社科方面的 67 种，从中收取载文篇目近 4万条，分 15 大类进行编辑，共

计 1879页。而《满铁调查报告目录》主要是编辑满铁调查报告与资料篇目 12790

项，其中满铁调查报告的单行本 4373 项，有刊号的连续出版物 5936 项，“保号”

即非铅印报告与资料共计 2481 项。满铁资料图书目录作为满铁研究必不可少的

工具书，它们的公开出版，既有利于满铁资料的查找，同时又为满铁研究提供重

要的资料线索。这两种满铁资料目录的出版，深受满铁研究者的欢迎。 

    在我国，辽宁省对满铁资料整理和出版也取得了较为注目的成就。1991 年，

由辽宁省档案馆和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合作编译的《满铁档案选译——“九一八”

前后的日本和中国东北》也随即公开出版发行。其中，由辽宁省档案馆编译的《满

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被《民国档案》连续刊登[9]7-19；《满

铁“探视”孙中山病情史料一组》也刊登在《民国档案》1999 年第 3 期。近些

年来，辽宁省档案馆还整理出版了多卷本的大型满铁资料集《满铁与移民》(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满铁与劳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满铁机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等。 

    为了系统地整理研究满铁资料，在有关单位领导的指示下，经过一些满铁资

料整理和编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满铁资料研究

分会”于 1998年成立。“满铁资料研究分会”成立后，便联合我国数十家满铁

资料的收藏单位，着手进行编辑和整理全国满铁资料联合目录。2007 年 8 月，

东方出版中心推出了 30 卷本的鸿篇巨制《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这套

满铁资料目录全书约 3000余万字，内容包括 30余万种文献资料目录及索引，有

12 种语言类别[3]。参与编纂的专家学者多达 400 多人，耗时 10 余年。这部中

国满铁资料联合目录的出版，是中国满铁资料研究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中

国对满铁资料这一巨大资料宝库开发和利用取得了阶段性重要成果。 

以上就是近 30 年来我国对满铁资料编辑、整理和出版的大体情况。从上述

的情况来看，满铁资料研究在我国学界受到了高度重视。有的学者还认为，在满

铁资料中，很大一部分是关于中国资源、铁路、港口、农业、钢铁、煤炭等方面

的技术资料，这些资料应科学地进行分类筛选，以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也是

中国今后对满铁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的目的之一[1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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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满铁研究著作与学术论文成果显著满铁研究著作与学术论文成果显著满铁研究著作与学术论文成果显著满铁研究著作与学术论文成果显著    

 

    在对满铁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的同时，关于满铁研究的著作和学术论文也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从满铁的学术专著来看，主要是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解学诗先

生和吉林大学的苏崇民先生。可以说，目前在我国国内，解先生是满铁研究的专

家。解先生倾其毕生经历从事于满铁资料的整理和满铁研究工作。 

    近 30 年来，解先生除了上述编辑和出版的满铁资料集外，还公开出版满铁

研究专著多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从 1980 年到 2007年，解先生先后出

版《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合著)、《鞍钢史 1909-1948》

(冶金工业出版社，1984 年版)、《历史的毒瘤——伪满政权兴亡》(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3 年版)、《伪满洲国史新编》(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战争

与恶疫——七三一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合著)、《隔世遗思

——评满铁调查部》(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满铁与中国劳工》(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满铁与华北经济 1935-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年版)、《满铁——“国中之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目

前在中国，吉林大学苏崇民先生的《满铁史》(中华书局，1990 年版)是第一部

满铁史专著。 

    以上就是我国目前关于满铁研究学术专著的大体情况，同时，中国学界有数

百篇关于满铁研究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从近 30 年来满铁著作和学术论文研究

的情况来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有关满铁性质的研究；二是有关

满铁与中日战争的研究；三是满铁与日本殖民地的研究。为了更好地对中国满铁

研究状况进行充分了解，现分类进行综述如下： 

    1.关于满铁性质的研究 

    在我国学界，许多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关于满铁的性质都进行过阐释。苏崇民

先生在《满铁史》中指出：“满铁是日本帝国主义推行满蒙政策的主要经济工具，

它以经营南满铁路和抚顺煤矿为重点，同时插手一切有利可图及扩大日本侵略势

力的各种行业，实行所谓的‘综合经营’有‘满铁王国’之称”[11]847。解学

诗先生认为，就法人资格而言，满铁是根据特定立法设立经营的特殊会社，从满

铁发挥的作用来看，则是代表日本国家意志和代行政府职能的所谓“国策会社”，

其机构成立和运营始终是为了图谋实现侵略扩张“国策”[12]10-11。 

    2.满铁与中日战争研究 

    第一、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可以说，满铁自成立之日起，其根本目的就在于“经营满洲”。这必然决定

满铁在中日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解学诗先生认为，满铁参与并在“九一八”事

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3]。苏崇民先生认为，满铁的设立种下了“九一八”事变

的祸根[14]。郭洪茂先生认为，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实际上充当了关东军

的总后勤部、兵站基地和参谋情报部，在整个“事变”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15]。郭铁椿认为，实际上在“九一八”前，满洲青年联盟就竭力地鼓动日本政

府以武力解决所谓的满蒙问题，事变爆发后，满铁又不遗余力地运送关东军作战

人员和军事物资，参与策划炮制伪满洲国以及为关东军提供大量情报和在满铁附

属地建立自卫团[16]。宋金玲、刘素范认为，满铁从成立到解体，直接参与了“九

一八”事变，并制造伪满洲国，攫取中国东北铁路的权益，是引发“九一八”事

变的重要因素[17]。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和研究者也对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

的地位和作用进行过阐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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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满铁在“七七”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 

    满铁在中日战争中的第二个集中表现就是满铁在“七七”事变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解学诗先生认为，“兴中公司”是日本于“九一八”事变后大举入关，

掠夺华北经济的急先锋[18]37，同时，解先生还认为，“华北经济陷入敌手，的

确与满铁大举入侵华北有关，在日本夺走华北主要经济设施与权益过程中，满铁

是先锋和主力”[12]。杨韶明认为，在“七七”事变中，满铁的作用主要是全力

承担了军事运输部队、野战铁道部队、积极参与医疗部队、资金后盾、后备部队

和后勤部队等，为日本侵华战争提供各项服务[19]。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满铁

在“七七”事变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阐述，笔者在此不再进行一一赘述。 

    第三、满铁在日本大陆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我国学界，有的学者对满铁在日本推行大陆政策中的地位和作用也进行了

深入研究。如苏崇民先生认为，满铁设立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一个重要事件，

可以说它是日本侵略中国大陆的重要开端。同时，它也进一步标志着日本的大陆

政策已经进入到实践阶段[14]。崔明艳在《满铁调查与日本侵华战争》一文中指

出，从 1907年到 1945 年，满铁调查的内容其根本目的在于向日本提供在中国进

行殖民建设和大陆政策的参考资料[20]。祁建民认为，满铁经济调查会是日本统

治中国东北的“智囊”[21]。 

    3.满铁与日本殖民地政策研究 

    在我国学界，关于满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满铁与日本殖民地政策问

题。关于满铁与日本殖民地政策研究大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满铁对

中国资源的调查与经济掠夺；二是日本对中国铁路的控制；三是满铁附属地问题

研究。 

    第一、满铁对中国资源的调查与经济掠夺。我国学界对满铁与日本对华经济

调查和资源掠夺的研究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主要体现在满铁对我国东北和华

北的资源调查和经济掠夺，较有影响的著作到 90 年代后相继出现②，解学诗先

生的《满铁与华北经济 1935-1945》，是研究满铁与华北沦陷区经济的集大成者，

他在该书中指出，交通运输业是满铁对华推行殖民统治的基础，同时又及于工农

商各行各业，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掠夺确系以满铁为先锋和主导[12]。 

    杨黔云在《“满铁”与东北经济殖民地化》一文中指出，满铁自成立到中日

战争全面爆发，以经营铁路为基础，逐步控制了东北的矿产资源、大豆业、盐业、

棉纺业、水电业和屠宰业等各行各业，使东北的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22]20-71。另外，有的学者还对满铁与中国南方资源的调查有所论述。 

    第二、满铁对我国铁路的控制。关于满铁对我国铁路的控制，除了上述的满

铁资料类编著中进行了充分阐释以外，也有很多学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来对这个

问题进行论述。如我国社会科学院的丁英顺在《试论「满铁」在朝鲜的铁路经营

及影响》，任松的《“满铁”与日本独霸东北铁路权益》，庞慧茹的《“满铁”

线上的破路斗争》，张景泉的《“第二个满铁线”——图佳铁路的建筑及影响》

等。 

    第三、满铁附属地问题研究。我国当前学界对满铁附属地研究主要表现在满

铁附属地城市规划问题和满铁附属地的文化教育问题。在我国，对满铁附属地的

城市规划研究和附属地教育起步较晚，而且并未出现大型的鸿篇巨著。但是，有

的学者已经就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李百浩在《满铁附属地的城市规划历程及其

特征分析》一文中指出，从 1907-1931 年满铁在其铁道沿线上共对瓦房店、盖平、

熊岳城、大石桥、海城、辽阳、奉天、铁岭、长春、四平、开原、抚顺、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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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凤凰城、苏家屯等 15个附属地进行规划，以此来加强对我国东北的殖民

统治。曲晓范在《满铁附属地与近代东北城市空间及社会结构的演变》一文中认

为，满铁附属地作为一种空间载体在体现日本殖民侵略罪恶的同时，因国际移民

大量侵入和日本在附属地的巨额资本投资，也给东北带入了一些资本主义性质的

城市基础设施、市政管理手段和西方科技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社会

经济的转向和发展，造成了附属地所在的东北南部城市在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上

的急速转变[24]155。 

    另外，关于满铁附属地移民研究也是当前我国学界对满铁进行深入研究的一

个领域。高乐才先生在《满铁“附属地”“除队兵”移民述论》一文中指出，满

铁在经营过程中，采取霸占、兼并、抢购等手段，占领土地，形成了独立于中国

法权之外的满铁“附属地”，为了实现日本长期霸占中国东北的目的，在“附属

地”内推行对华移民政策[25]17。 

    在我国，有关附属地文化和教育的研究也受到了学界和研究者的重视。在这

一研究领域当中，主要是对满铁图书馆、满影(满洲电影)和学校教育进行阐述。

如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的李娜、王玉琴在《满铁图书馆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

文化侵略》一文中，对满铁图书馆的设立及其职能进行了阐释。 

    第四、满铁与劳动力问题研究。 

    满铁与劳动力问题是我国学界满铁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张声振先生的

《1931-1937年间满铁土建工程中使用华北打工民夫的基本状况》，郭洪茂的《东

北沦陷时期的满铁铁路中国工人状况》，赵光锐的《满铁昭和制钢所的劳动力招

募问题研究》等，对满铁与劳动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以上就是我国学界近 30 年来对满铁资料整理研究与满铁研究的大体情况，

无论是从对满铁资料的编辑、整理出版和研究现状来看，还是从有关满铁的学术

专著及学术论文的公开发表的成果来看，我国学界对满铁的研究确实取得了阶段

性重要成果。无论是从研究的视角来看，还是从史料的运用和研究理论来说，都

取得了重要成就，这对进一步研究满铁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三三三三、、、、满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满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满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满铁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问题问题问题    

 

    从 1979 年《满铁史资料》第二卷《路权篇》公开出版至今，我国对满铁资

料的整理、出版和研究，以及对满铁的学术研究虽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

作为一门新兴的研究领域，依然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有关满铁文献

资料的挖掘与利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满铁的研究领域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和

满铁的研究方法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等三方面。 

    1.满铁文献资料的挖掘与利用亟待深入 

    满铁从成立到其解体，存续期长达 40 年之久，形成了大量的档案资料，据

满铁文书课编写的《满铁的文书》统计，到 1938年仅“满铁文库”保存的文书

档案就有 174 356 卷，账表 164 076 卷，再加上收藏的资料，数目就更大了。这

些满铁资料大部分保存于我国国内数十家图书馆中，而我们目前所利用的只是这

些浩繁的资料中的一部分。所以，关于满铁资料的挖掘和利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

入。 

    2.满铁的研究领域有待于进一步拓宽 

    满铁自成立之日起，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这就决定了满铁在中日关系史研

究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而从当前我国国内满铁研究的领域来看，主要集中于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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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日战争、满铁与日本大陆政策、满铁与对华殖民统治等方面。满铁作为当时

日本的“国策会社”，可以说，满铁的调查深入到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铁路、矿山等各个方面，并为日本国策提供服务。所以，满铁的研究领域

尚需进一步深入，如满铁与日本财阀的关系、满铁与日本陆海军的关系、满铁与

国际金融资本的关系、满铁与中国军阀政客的关系、满铁的技术管理、财务与人

事管理都有待于认真研究。 

    3.满铁的研究方法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长期以来，满铁史研究方法很少运用新的史学方法，如比较史学③、社会史

学等。这些新的史学研究方法还有待于在今后满铁研究领域中与传统的史学研究

方法相结合，不断地提高满铁研究的理论水平。因为加强新史学方法的应用，加

强交叉学科的研究，是进一步推动满铁史深入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综上所述，从 1979 年《满铁史资料》第二卷《路权篇》公开出版至今，我

国满铁史的研究走过了风风雨雨 30 年。在这 30 年中，我国满铁研究无论是从满

铁资料的整理、编辑和出版，还是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的公开发表，都取得了显

著的成就。尤其是近些年来，出现了一批优秀的学术著作。同时，也不断有新的

学者从事满铁资料的整理、编辑和研究，而且，还有大学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也

开始把满铁研究作为其毕业学位论文④。所以，今后满铁的研究必将进入到一个

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①在中国，阐述满铁与“九一八”事变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还有，赵路的《从一件文物谈满铁与“九·一八”事变》(《北方文物》，1995 年第 3 期)；李娜的《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情报活动与宣传》(《日本问题研究》，1999 年第 1期)；张劲松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关东军与满铁关系述评》(《日本研究》，1999 年第 3 期)；李援朝的《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中的情报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 70周年学术论文，《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学报》，2001 年第 4 期)；王玉琨的《辽阳满铁附属地和九.一八事变》(《城建档案》，2001 年第 6期)、宋金玲的《满铁与“九一八”真相》(文史月刊，2002 年第 6期)；宋金玲、刘晓钟的《满铁侵略活动与“九·一八”事变》(《沈阳工程学院学报》2005 年第7 期)；刘亚静、高峻的《从“九一八”事变看“满铁”的职能和性质》(《乐山师范学院学报》第 21卷第 10 期)等。     ②对华北沦陷区经济研究的主要著作有：居之芬主编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与统治》(北京出版社，1995 年版)；居之芬、张利民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治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戴建兵的《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的货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年版；戴建兵的《罪恶的战争之债——抗战时期日伪公债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版)；黄美真主编的《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年版)等。     ③作为殖民统治机构，满铁可以同东印度公司进行比较研究。     ④目前在中国国内，共有三篇高校硕士生把满铁研究作为其学位论文：一篇是侯丽波的硕士学位论文《基于 EBX 的满铁资料授权使用系统的研究与实现》(大连理工大学，2005 年3 月)，一篇是王影的硕士学位论文《“九·一八”事变前“满铁”在中国东北的经营及对大豆出口的控制》(东北师范大学，2006 年 6 月)，一篇是房忠婧的《满铁与东北殖民地化研究》(大连理工大学，2006 年 6 月)。 
 【参考文献】 



《满铁研究》2011No3 总第 11期 

- 7 - 

    [1]解学诗.隔世遗思——评满铁调查部[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解学诗.“七七”事变前后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J].社会科学战线，1998(6).     [3]吴建中.填补近代重要史料空白——《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简评[N].人民日报，2007-8-26.     [4]赵云鹏.满铁、满铁档案资料和满铁史研究[J].档案学通讯，1994(5).     [5]解学诗.满铁史资料：第二卷《路权篇》、第四卷《煤炭篇》[C].北京：中华书局，1979、1987.     [6]解学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C].北京：中华书局，1988.     [7]解学诗，高全书，宋玉印，等.满铁调查期刊载文目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     [8]解学诗，马万里，陶统绣.满铁调查报告目录[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     [9]辽宁省档案馆.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满铁档案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组史料(续)[J].民国档案，1994(2)、(3).     [10]厉莉，高健.满铁资料及有关研究概况[J].图书情报工作，2000(1).     [11]苏崇民.满铁史[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2]解学诗.满铁与华北经济 1935-1945[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3]解学诗.九一八事变与满铁[J].社会科学战线，1991(4).     [14]苏崇民.满铁设立是日本经略中国大陆的重要开端[J].东北亚论坛，1998(4).     [15]郭洪茂.“九一八”事变中的满铁[J].社会科学战线，2005(5).     [16]郭铁椿.满铁与九一八事变[J].抗日战争研究，2007(2).     [17]宋金玲，刘素范.“九一八”前后的满铁[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18]解学诗.兴中公司与七七事变述略[J].社会科学战线，1987(3).     [19]杨韶明.“满铁”参与七七事变述略[J].抗日战争研究，1997(3).     [20]崔明艳.满铁调查与日本侵华战争[J].民国档案，1998(1).     [21]祁建民.满铁经济调查会：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智囊”[J].社会科学辑刊，1998(5).     [22]杨云黔.“满铁”与东北经济的殖民地化[J].曲靖师专学报，1995(3).     [23]李百浩.满铁附属地的城市规划历程极其特征分析[J].同济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8(1).     [24]曲晓范.满铁附属地与近代东北城市空间及社会结构的演变[J].社会科学战线，2003(1).     [25]高乐才.满铁“附属地”“除队兵”移民述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6). 
资料来源：史学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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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日本研究者建立交流平台 

————————访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山口直树访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山口直树访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山口直树访北京大学日本留学生山口直树    

记者 增田 

 

“我想为日本研究者在北京建一个交流平台。”这是北京大学研究生山口直

树的梦想。他的目标是建立一种新的日本人研究中国问题的流程，进而发展为中

日两国共同的知识空间。他创建的学术交流会集合了各领域的研究者并围绕很多

问题开展了多场讲演会。只要有兴趣谁都能参加。在这次访谈中，他讲述了有关

学术交流会的种种想法以及他的研究课题“现代日本殖民地科学技术史”。  

 

————————听说山口先生您现在在研究听说山口先生您现在在研究听说山口先生您现在在研究听说山口先生您现在在研究""""满铁满铁满铁满铁""""，，，，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内容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内容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内容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内容？？？？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是日本于 1906 年设立的殖民地国策公司。当

时日本经过了日俄战争，开始正式进驻中国东北。我研究的是满铁下属的科学研

究所的历史。 

这家研究所始于满铁总裁后藤新平于 1907 年设立的关东都督府试验所。

1910 年试验所被移交给满铁，更名为满铁中央

试验所。起初这里只是做一些卫生、生物学相

关的研究。1920 年代开始，经过不断地组织改

革，为了促进“满洲”的重工业化，试验所开

始尝试从大豆制造燃料、油页岩的技术开发、

液化煤炭的研究等等。可以说，这个研究所是

日本当时最大的殖民地工业试验室。最后，随

着日本战败，进入中国的苏联军队于 1945 年 8

月 9 日接管了该研究所。 

被接管时的中央试验所的所长叫丸泽常

哉，曾任大阪大学工学部部长。他的反应非常值得称赞。当时满铁的高层认为，

与其被苏联或者中国接管，还不如把研究成果毁掉，所以很多部门都要求烧掉研

究资料。但丸泽常哉拒绝这一指令，想把中央试验所的研究成果原封不动地交给

苏联和中国。他认为“科研成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这和 731 部队那种马上毁

掉研究成果，责任人也马上逃回“内地”的做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被接管之后的中央试验所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被接管之后的中央试验所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被接管之后的中央试验所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被接管之后的中央试验所的命运是怎么样的呢？？？？    

很 1949 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中国采取了挽留技术人员、医生等具有专业

知识的日本人的政策，让他们为建设新中国做出贡献。所以这些留在中国的技术

人员和医生的待遇还是不错的。丸泽最后在中国逗留了 10 年，从事培养中国技

术人员等工作，于 1955 年回到了日本。 

其间，满铁中央试验所先后被苏联、中国接管，现在是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

了，是现代中国物理、化学研究的核心研究所之一。因此中国对于满铁中央研究

所的研究员的评价也不仅仅是定性为侵略者，中国认为“他们虽然用知识为日本

帝国主义服务，但他们本身不是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否定这些研究员本身。 

 

山口直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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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中日之间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有了这样的合作啊原来中日之间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有了这样的合作啊原来中日之间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有了这样的合作啊原来中日之间在战争结束后很快就有了这样的合作啊，，，，这让人很感兴趣这让人很感兴趣这让人很感兴趣这让人很感兴趣。。。。    

在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也是很少见的。我希望通过详细调查这间科学研究所的

研究内容，能够探明研究所在“满洲”的作用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影响。 

之后我还想进一步研究“帝国时代的日本的在华学术”。这一领域还存在着

很大的空白。比如对当时日本设立的满洲医科大学和旅顺工科大学，还有日军占

领下的北京大学的历史研究是远远不够，连基本资料都没能得到很好地确认。我

的任务就是填补这一空白，为中日的学术界做出贡献。 

另外这一课题和 21 世纪的摆脱殖民主义（摆脱现代化）课题也紧密相关。

“现代化”给人的感觉似乎全是积极面的东西，实际上“现代化”里充斥着暴力

和殖民主义。战后的日本失去了殖民地，不再是殖民帝国，但现在的日本社会中

仍然残留着殖民主义。为了各民族的同生共存，存在于现代化之中的殖民主义是

必须要摒除的。由于日本“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来源于帝国主义时代日本的学术

研究，把这部分内容和日本殖民地地区联系起来考量，从中找到从现在依然存续

的殖民主义中脱离的方法，就是我的课题。 

 

————————是什么让您开始对满铁研究所感兴趣的呢是什么让您开始对满铁研究所感兴趣的呢是什么让您开始对满铁研究所感兴趣的呢是什么让您开始对满铁研究所感兴趣的呢？？？？    

我以前在东北大学学习物理学。高中时的老师非常出色，我就是被他的物理

课吸引的。不过上大学之后，我发现虽然物理学很有趣，但没有那种可以作为专

业钻进去的乐趣。我最不适应的就是从中感觉不到社会性的视野。  

我对哲学和社会科学也一直很感兴趣，从大学的时候开始就读了很多这些方

面的书。所以我一直在寻找有没有什么学科能够把我这种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两方面的兴趣统一起来。其结果就是科学技术史，这门学科是要揭露包括社会背

景在内的科学技术的形成过程，要从历史的角度解读，所以正好满足了我这两方

面的兴趣。广重彻的《科学社会史》（1974）和佐佐木力的《科学革命的历史结

构》对我的影响很大。 

不过我最开始想研究的是德国的一家叫 PTR的研究所的历史。因为我学的是

物理，二外又是德语，所以总是把目光放在欧美。虽然日本为中国的邻邦，但在

自然科学领域日本真的和中国没有什么关联。 

 

————————我是文科生我是文科生我是文科生我是文科生，，，，主要外语也是法语和德语主要外语也是法语和德语主要外语也是法语和德语主要外语也是法语和德语。。。。在哲学在哲学在哲学在哲学、、、、美学美学美学美学、、、、社会学的领域里社会学的领域里社会学的领域里社会学的领域里

的确也有重视西方语言的传统的确也有重视西方语言的传统的确也有重视西方语言的传统的确也有重视西方语言的传统。。。。    

是这样的。当时我从没想过要学中文。但有一天，我翻看岩波书店的学术杂

志《思想》时，看到了一名叫刘易斯·派恩森的科学史学家写的论文《科学与帝

国主义》。他详细调查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欧美国家在殖民地建立了什么样的科学

研究所，派遣了什么样的科学家，进行了什么研究。这篇论文吸引了我，让我感

到我找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了。 

于是我就先把德国 PTR的研究放在一边，转而研究近代日本殖民地“满洲”

的科学研究所的历史。查找资料之后才发现，虽然有当事人的回忆录等等，但几

乎没有系统的研究。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殖民地的统治者，而是被殖民的一方，也

就是中国是如何看待这个研究所的。于是我就开始学习中文，这也成为了我日后

留学北大的契机。 

 

————————您除了自己的研究课题您除了自己的研究课题您除了自己的研究课题您除了自己的研究课题，，，，还致力于扩还致力于扩还致力于扩还致力于扩大在北京的日本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大在北京的日本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大在北京的日本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大在北京的日本人之间的学术交流。。。。

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您在 08080808 年设立的年设立的年设立的年设立的““““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的活动的活动的活动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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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设立的交流会是一个为了促进以北大为据点的日本留学生之间的学

术交流团体。命名为北京大学留学生学术交流会，于 2008年 11月启动。从设立

之初开始，不仅仅是留学生，只要有兴趣谁都可以参加，是一个开放性的团体。

后来为了便于北京大学以外的人士加入进来，交流会成立 1周年的时候就改名为

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了。 

我们每个月会举办一次日本留学生和中国学者的研究报告会，还有以双方都

感兴趣的书为题材的研讨会。报告会结束之后，我们一般都会一起吃饭，在饭桌

上对当天的主题进行讨论。当然讨论之后，大家也会随意地聊聊天。 

 

————————您为什么想到在北京设立日本学者的交流会呢您为什么想到在北京设立日本学者的交流会呢您为什么想到在北京设立日本学者的交流会呢您为什么想到在北京设立日本学者的交流会呢？？？？    

我在 2002 年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时，我到波士顿参观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

工，就是那个时候我有了设立交流会的念头。当时我觉得这两所大学“简直就像

是北大和清华”，包括他们的地理位置之间有很多相似之处。不过在波士顿和在

北京的日本留学生之间的素质差了很多，在波士顿很多做研究的日本留学生和博

士研究员，有很多日本人组织的学术团体。但在北京以日本留学生为主体的类似

的团体基本没有。这是语言留学生为主的北京和研究留学生和博士研究员为主的

波士顿的最大区别。 

 

————————您觉得中国和美国的日本留学生的区别是从何而来的呢您觉得中国和美国的日本留学生的区别是从何而来的呢您觉得中国和美国的日本留学生的区别是从何而来的呢您觉得中国和美国的日本留学生的区别是从何而来的呢？？？？    

1952 年日本设立了叫 fulbright的交换留学制度，开始向美国派遣留学生。

那个时候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以获取学位为目的的。的确也有很多 fulbright

留学生在美国取得学位后，回到日本后活跃在日本的学术界。但到中国留学的话，

虽然有中国政府奖学金制度，但没有 fulbright留学这样的制度。另外在日本驻

波士顿领事馆的主页上还有“支援研究人员”的项目，而北京领事馆就没有类似

的内容。 

有位叫加加美光行的研究中国的学者指出，在以研究为目的的留学上，日本

和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单行(Unilateral)”的关系。有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

以获取学位为目的到日本留学，但很少有日本学生为了同样的目的到发展中国家

留学。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就是说，，，，现在的局面是日本研究人员的人数少现在的局面是日本研究人员的人数少现在的局面是日本研究人员的人数少现在的局面是日本研究人员的人数少，，，，并且缺乏一个相互交流的并且缺乏一个相互交流的并且缺乏一个相互交流的并且缺乏一个相互交流的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那么您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您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您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您在这样的情况下，，，，是怎么建立起交流会的呢是怎么建立起交流会的呢是怎么建立起交流会的呢是怎么建立起交流会的呢？？？？    

在北京搞学术研究的日本人经常面对周围全是中国人，只有自己一个日本人

的情况。大家被分割成一个个点，根本没有可以让北京的日本人互相交换信息的

平台。所以我首先想的就是建立一个这样的平台。然后以培养新型的研究人员为

目的，力保一定的专业性。 

北京有很多在日本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到北京的大学任教的中国人。日

本人和他们之间也一直缺乏交流，所以我就邀请他们作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他

们基本上都很乐意来，因为他们觉得这对于自己也是很有益的学习。我想如果要

让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学习的话，就很有必要打通一条这样的道路。在这一点上，

北京是个很理想的地方，有很好的前景。 

 

————————据说至今为止这样的交流会已经召开据说至今为止这样的交流会已经召开据说至今为止这样的交流会已经召开据说至今为止这样的交流会已经召开 16161616 次了次了次了次了，，，，都是什么内容都是什么内容都是什么内容都是什么内容？？？？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有什么故事

可以告诉我们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可以告诉我们吗可以告诉我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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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为止研讨的内容有五行说、本草学等中国独有的东西，还有吉野作造、

竹内好、鲁迅等和中日两国都很有渊源的人物，也有两国的年轻人都很感兴趣的

动漫、“重新思考日本人留学中国”这样的话题。活动结束之后我们会在以留学

生为对象的免费杂志《TOKOTOKO》上刊登报告。我希望活动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这

个小范围，把活动内容记录下来并且广而告之，让交流会被更多的人所了解。 

办鲁迅相关的报告会的时候，鲁迅的儿子周海婴的女婿带着他上高中的女儿

（也就是鲁迅的曾孙女）来参加了。他现在在北京做摄影师，还为我们讲述了与

妻子相识的经历。我作为出身于东北大学的鲁迅的学弟，对这件事印象很深。 

 

————————办交流会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困难或者难题吗办交流会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困难或者难题吗办交流会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困难或者难题吗办交流会的过程中遭遇过什么困难或者难题吗？？？？    

请讲师的话需要支付报酬，所以还是需要一定活动经费的。为了保证交流会

稳定运营，需要找到财源。因此接受财团的帮助，保证财源是我们最主要的课题。

为此还需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活动，但学术交流不是什么吸引眼球的话题，媒

体也没什么兴趣。我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些活动表示理解和关注。 

另外目前为止我们基本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政府对邀请中国人到

日本的大学去非常热心，但对提高在中国进行学术研究的日本人的学术水平却没

什么兴趣。日本打出了“学术创造立国”的口号，但对于在中国国内的日本留学

生和研究人员来说，这口号太空洞了。 

 

————————中国对于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于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于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中国对于日本来说越来越重要，，，，所以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日本人也会越来越所以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日本人也会越来越所以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日本人也会越来越所以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日本人也会越来越

得到重视吧得到重视吧得到重视吧得到重视吧。。。。    

在中国有将近 4万家日企，他们乐于聘用优秀的中国人才，但对于在中国就

能行学术研究的日本人漠不关心。实际上的确有日企把研究扶助对象限定于研究

日本的中国人。在中国的日本研究人员无法申请到科学研究费，只能靠日本民间

财团的援助。这样一来，长时间留在中国进行研究的日本人就会变得孤立无援。 

即便克服了种种困难，在中国的大学里费尽心血用中文写出论文拿到了学

位，他们还将面临着不被日本社会所看重的窘境。在日本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术

领域有崇尚欧美同行的倾向。但是，只有不借鉴欧美的研究成果，直接观察中国、

对话中国来进行研究才能收获许多被埋没的东西。在中国变得对日本越来越重要

的今天，也许是时候重新思考日本人来到中国留学研究的意义了。 

在中日之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就能看到，担任翻译的基本都是在日本的大学

留学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这说明既有专业知识又懂中文的日本人还相当少。

我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就需要加强对研究中国问题的日本学者的培养和支持，

我希望日本政府和日企的相关人员能够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您今后有什么打算您今后有什么打算您今后有什么打算您今后有什么打算？？？？    

除了殖民地的科学技术史之外，我还想研究哥吉拉。来中国之前我就很喜欢

这部怪兽电影，来到中国之后才发现，日本的怪兽哥吉拉意外地和中国有很深的

渊源。哥吉拉的的原作者香山滋把《哥吉拉》（1954）里的化学家芹泽大助设定

为原北京大学教授。饰演哥吉拉的演员是平田昭彦，他是被山口淑子——也就是

李香兰邀请进入东宝电影公司的。导演本多猪四郎曾经被征兵来到中国战场，演

员宝田明的父亲是满铁的技术人员，和我的研究还有些关系。迄今为止的哥吉拉

研究基本都是把它放在美日关系的框架下去理解，我想能不能从中日关系的角度

重新审视，做一个科学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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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虽然不知道能参与到什么时候，但我希望能把

它做成一个有学术意义的团体。希望能有有志年轻人继承这份工作，把它长期办

下去。我衷心希望交流会能成为新型的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的交流平台。 

 

 山口直树简历：         山口直树，日本兵库县人，毕业于东北大学理学系物理专业。从事私塾讲师和报纸记者的工作后再次进入东北大学研究生院。之后，在日本学术振兴会做过特别研究员和大学的客座讲师。然后留学到北京大学，成为北大科学和社会研究中心的博士研究生。他的专业是科学技术史和科学技术社会论等。主要研究课题为满铁中央实验所的历史等关于现代日本殖民地科学技术史和中日科学技术交流史的内容。2005 年他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留学生，2008年召集有志之士创立北京日本人学术交流会。2009 年在日本人的中文作文比赛(学生组)中荣获一等奖。 
  

资料来源：人民网日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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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满铁图书馆先“移动”后“换脸” 

辽宁日报记者 赵乃林 

 

 
 

 

 

这样 3张照片摆在记者面前：一张是摄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满铁奉天图书馆

老照片;一张是摄于前年 10月满铁奉天图书馆拆除前的“遗照”;一张是几天前

拍下的异地重建的所谓满铁奉天图书馆新照片。 

  昨日，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人员张洁将这些照片对比后说，经过异地

重建后，不要说原有的建筑材料已经被“脱胎换骨”，就是外观也由 2层变成了

4层，完全被“改头换面”了。这与其说是“异地重建”，莫如说是“择地新建”。

她说，老建筑都是城市的记忆，如果有一天所有的记忆都消失了，人们对这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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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也就不再熟悉了。 

  作为一位历史研究工作者，张洁一直在关注着城市老建筑的保护。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奉天图书馆”旧址，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南一马路

10 号，也就是南京南街和南一马路交叉路口处，多年来一直作为沈阳铁路局图

书馆使用，是沈阳市第一批不可移动文物之一。张洁当初拍下满铁奉天图书馆拆

除前的那张照片，就是想给沈阳的老建筑建个 “身份证”。 

  张洁拍照后不久，看到这个老建筑前搭起了脚手架，还以为是要进行维修。

但很快她就得知，这个老建筑将被“异地重建”。满铁奉天图书馆从 1921 年建

成到 2009 年拆除，共存在 88年，她拍下的这张照片竟成了这个老建筑留存于世

的一张“遗照”。 

  异地重建取址于和平区南三马路 10号，复建后的满铁奉天图书馆旧貌难寻。 

  张洁在现场调研时，曾问一位维护人员：“你认为满铁奉天图书馆异地重建

之后效果怎样? ”得到的回答是：“我们用了新材料，扩大了建筑规模，建得非

常漂亮。 ”的确气派很多，可立意何在呢?以致有人嘲讽地将今天的建筑物称为

“满铁奉天大酒店”。 

  据张洁介绍，日俄战争后，日本从沙俄手里接管了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组

建了“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21 年 9 月建成西班牙式建筑风格的满铁奉天

图书馆，位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中心地带。作为当时建馆规模亚洲首屈一指的图书

馆，馆藏书籍数量巨大。 

  张洁分析认为，从史学研究看，满铁奉天图书馆旧址具有实证性及不可替代

性特征。它表面上是一个文化机关，实质却是服务于殖民侵略机构，是日本人了

解东北乃至中国的渠道，显露侵略者的阴谋野心，是日伪统治的“活化石”，是

中国人被殖民奴役的见证。虽然这里凝结悲伤的记忆，但是却关系到城市历史的

延续，同样是城市文明发展的标志，其教育意义深远。 

  在张洁看来，满铁奉天图书馆是一个历史舞台，浓缩了特定历史时期发生的

重要事件。它理应在“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伞下延续生命，但没有。 

  文物是实实在在的证史之物。张洁认为，如果不得已必须进行文物重建，那

么就应该严格遵循“重建”而不是“新建”的原则，用原来的建筑材料按照原本

的外形以及结构特点重新修建，不可以改头换面，更避免加入时代的元素。而且，

应该广泛征求民意，邀请建筑专家和历史专家把关，尽可能把“修旧如旧”做到

家。如果依靠现代技术，简单重建，冠以相同的名字，是很难唤起人们的心理感

受的，有时甚至会起到反作用，自然也就失去了文物应有的历史价值。 

  今昔对照，满铁奉天图书馆的遭遇发人深思。如果老建筑在重建后都不能得

到重生，那么，我们城市的明天会怎样? 

对于满铁奉天图书馆的 “异地重建”，记者与沈阳市文物局有关负责人取

得联系，得到的答复是：改变建筑物原貌肯定不符合要求，可以说现在的建筑物

已不是文物了。市文物局已将此事上报，市行政执法局已着手处理。本报将继续

关注此事。 

资料来源：东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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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刀的钢材与制造法 
许勇 编译 

昭和 39 年（1964 年），《满铁会报》发表了有关满

铁刀的回忆文章，作者是与满铁刀关系密切的两人，一

位是曾开发出日下纯铁的日下和治博士，另一位是最早

参与并主持满铁刀制作的原大连铁道工厂工具车间主

任渡边义雄。令人惊讶的是，渡边仍保留着满铁刀的资

料、图纸和照片。 

了解上述情况的笔者着手进行调查，时至今日，仅

从两人的回忆文章以及刊载在当时《满洲图表》上的写

真获得了少量诸如钢材与制造法等珍贵的资料。具体内

容介绍如下： 

 

 

 

    

满铁刀故事满铁刀故事满铁刀故事满铁刀故事    

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从昭和 12 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满铁制作了大

量的陆军军刀，其数字约有 5万把。世间将这种刀称“满铁刀”，昭和 14 年（1939

年）3 月，松冈总裁将其命名为“兴亚一心刀”。随着日本的战败，大部分满铁

刀踪影消失，但仍有少量残存。满铁刀是当年满铁大连铁道工厂的工人共同打造

的，关于这种刀是如何制造的，本文仅描述其概要。原文中的专业术语和图表，

亦略之。 

满铁刀的由来满铁刀的由来满铁刀的由来满铁刀的由来    

昭和 10 年（1935 年），中央试验所的日下和治在东边道大栗子（地名）发

现了优良铁矿石，并在沙河口研究所内搭建实验炉，将这种矿石精炼成杂质极少

的海绵铁，继而在抚顺正式兴建拥有旋转炼炉的制铁工厂，成功生产出海绵铁。

将这种海绵铁加以精炼便成了所谓的“日下纯铁”，而日下纯铁则主要用作生产

高级特殊钢、工具、焊条、弹簧等的材料。 

我根据当时（昭和 11 年前后）的军情，预测对日本刀的需求即将来到。于

是，建议用这种纯铁制作日本刀，这便是满铁刀的发端。 

满铁刀的试制满铁刀的试制满铁刀的试制满铁刀的试制    

昭和 11 年（1936 年），中央试验所委托大连铁道工厂制造一把长 2尺 2寸

名曰“利器”的日本刀。古时的日本刀锻造时，是在硬钢中加入相对柔软的铁芯。

当时没有采用此法，而是使用了含碳 0.2%较为柔软的日下纯铁，先将刀锻炼完

成，再将其渗碳、淬火、打磨，最后装入木鞘。这就是最初在大连铁道工厂制造

的日本刀。 

在此期间，该刀曾被设在大连辽东旅馆的刀剑俱乐部展出，有观者赞其为“名

刀”且可与忠吉（江户早期的制刀名匠）的作品相媲美。事后得知此刀为大连铁

原满铁大连铁道工厂 工具车间主任渡边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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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工厂的杰作时，众人在大为惊叹的同时，对我们的技术也给与高度评价。日下

和治将该刀赠与中西理事，其后，这种刀的名声便在大连的刀剑爱好者中间不胫

而走，随之而来的是纷至沓来的订单。 

正式的生产正式的生产正式的生产正式的生产    

最初制刀都是利用制造工具的间隙，慢慢时间就不够用了。改变了制作方法

和流程，需要把软钢加入到内部进而锻造成硬钢，制刀变得越来越费事了，而效

率却没能提高。因为缺少技术精湛的锻工，只好从日本国内雇用了两位刀匠，其

中一人后因亲属关联而辞职。稍后，由于总裁室预订了 100把准备赠送给华北驻

屯军的日本刀，使得造刀的工序愈发细化，最终实现了批量生产。 

鄙人就日本刀的制作之事，拜读过东京大学俵国一教授的专著——《日本

刀》，拜访过东北大学的村上武次郎先生并讨教日本刀的现代制法，还得到过加

藤厂长、铃木总务课长以及菅原工长的多方帮助。 

某日，松冈总裁莅临工厂，对我说过如下的话，他激励道：“即便是正宗（日

本古代造刀高手），单打独干，一辈子也造不出 1000把刀。而满铁有资金有人才，

一定能造出又多又好的名刀。日本目前军刀不足，就更应该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

度，以适应战事的需要。研究过程中，难免有失败和困难，但绝不可悲观。”又

经历多次失败，终于在半年后的昭和 12 年（1937年）12月，依靠流水线作业，

日本刀的制造终于步入了大量生产的轨道。 

传统制传统制传统制传统制作法作法作法作法    

自古以来，日本刀是如何制作的呢？若要将这事简单阐述之，首先就要知道

原铁（地铁）是怎么造出的。……将大块的铁放进熔炉，便可熔炼出球钢、生铁

和含碳低的原铁。经过精炼的原铁，依其含碳量又分为锋钢、边钢、脊钢和芯铁。

刀锋部分含碳高最硬，刀芯部分最软，配上柔韧适宜的刀脊和刀边，加以锻造便

成了一把刀。……用上述方法打造成的名刀，已非工业产品，而成了神秘的作品。

然而，据说俵国一先生在其著作《日本刀》中曾指出，日本刀的碳量分布极不均

匀，故熔炼后的硬度亦差距甚大。 

虽说制作法是传统的，但球钢却是靠江户晚期“不朽熔炉”冶炼的，刀身四

周也是加有填料的。制刀界对时下的制刀方法源自古老的日本刀是毋庸置疑的。

这段文字因涉及传统制造法故被大部分被省略，只对最后有关俵博士的文章引起

关注。 

这篇回忆录让人初步了解了满铁制刀的概貌，它是一把利用钢材不同性质仿

效古刀制作法锻造而成的刀具。 

从“日下纯铁”平板上切割下刀的形状，再将这块低碳钢入熔炉后反复锻打

成型。此时，吸碳的表层已将刀身裹住，自然形成某种特殊的品质。这种试制刀

得到了刀剑会的高度评价。 

这件事与俵博士的论文多少有些关联，关键是渡边都引用了俵博士的哪些思

路。 

俵国一的著作《日本刀》已无处寻觅。只有昭和 10 年（1935 年）出版的《日

本刀讲座》（全 15 卷）。我的理解，俵博士所谓碳分布不规则的观点，主要是指

古刀整个刀身碳含量的不均衡。 

如果是通读了俵博士的书，无论如何从书名也会想到刀身的构造。东北帝大

的村上武次郎在渡边的帮助下，于本田光太郎博士（振武刀的发明者）新建的金

属材料研究所里研制出了专用的特殊钢。 

有关刀剑钢材及构造的思路被拓宽并不奇怪，难解的是为何传统的制刀法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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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成是球钢的全面填充。 

我在「军官用军刀之研究第五报」的结语中，就满铁刀的构造做了“假如”。

那就是，因为了解试制刀的真相，加上满铁刀的技术人员可能缺乏古时日本刀的

固定套路，批量生产的满铁刀只可能是形似而非神似一把古刀了。 

满铁刀的批量生产满铁刀的批量生产满铁刀的批量生产满铁刀的批量生产    

随着支那战事的扩大，传统制刀法已明显不合节拍，批量生产已迫在眉睫。

造刀的原材料用的是抚顺转炉产的 500 公斤钢块，先用机械大锤锻造成棍状钢

条，中心开孔加入芯钢，将其研磨后，5条刀坯同时入熔炉加热，炉温 800～830

度，熔炼水温为 25 度，熔炼土取自大连神社附近山里。刀身反复熔炼后，投入

200 度的热油中放置约 30 分钟，然后取出在空气中冷却，再进行矫正、抛光、

打磨等多道加工。 

产品质量的检查，由铁道研究所的岩竹先生负责，他使用磁性探测器，可以

将肉眼看不到的瑕疵找出来。强度的试验分两种，一是 5公斤重锤的强力下砸，

二是斩杀大连屠宰场的活猪。此外还要将产品放入零下 30 度的冷库中进行一夜

的冷冻试验。 

据说松冈总裁曾来车间观看过产品的低温测试，我曾因疲劳萌生退意，而总

裁却鼓励道：“渡边君，飞机那么先进，也有坠落的时候呢！你们博采古刀之众

长试验至今，起码丰富了相关的资料，至于费用问题，你不必担心！”总裁的话

令人感动，也让自己倍感惭愧。 

由于对产品充满自信，加上采用了“定量方式”，即将作业流程细化，作业

标准固定，如此，对工人的培训变得容易，尤其是那些中国孩子愈发给力。 

造刀从检查钢块到安上鞘壳分成 13 道工序，由于责任包干，流水作业，工

效提高，每日能生产数十把满铁刀。 

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结束语    

取得如此前所未有的成果，有许多人的功劳，包括松冈总裁，中西、渡边理

事的鼓励，东北大学村上先生，中央试验所的日下和治先生，以及历任厂长加藤

仲二、赤松乔三、井上爱人、吉野信太郎等先生的领导，铃木鹰信、国重久先生

的外联，藤原恒男、高桥享太、小林市太郎、玉置繁雄先生的技术指导，还有以

庄垣内正一为首的直接参与满铁刀制作的数十位职工。 

昭和 19 年（1944）7 月，三笠宫殿下视察工厂之际，满铁准备将「兴亚一

心刀」作为礼品献上。为此，总裁亲自布置接待事宜，并于 7 月 7日邀请河野法

师（神道教）在车间主持了宗教仪式。礼品制作从 7 月 18日开始，共制 6把「兴

亚一心刀」，挑选其中 1把作为礼品。  
附记附记附记附记    

本文只是渡边先生珍藏资料的部分概要，由于篇幅的局限，很多图画和照片

只能割爱，遗漏之处敬请原谅。 

原奉天铁道工厂长 高桥恭二  
满铁刀的材质满铁刀的材质满铁刀的材质满铁刀的材质    

寒冬季节，满铁车辆的弹簧时常受损，所以一直考虑用优质的钢材制作之，

这一想法始于昭和 12 年（1937年）。 

沙河口中央试验所的冶金工厂，装有长 8米的转炉，用产自东边道大栗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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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矿石，通过转炉和弧形熔炉可以炼出软、硬两种钢材。试验表明，这两种钢质

量好，韧性高，是造日本刀的上佳原料。用软钢做刀芯，硬钢做刀壳，按照古式

工艺经淬火打磨造出了样刀，并受到专家的好评。 

（满铁）松冈总裁得知此事后，将这种刀命名为“满铁刀”，并指示进行小

批量生产。我委托沙河口工厂承办加工，但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也没生产出几把满

铁刀。 

当时，转炉炼钢在抚顺已经工业化，可日产 70 吨海绵钢。到了昭和 17 年

（1942），随着电炉和压延（轧钢）设备的相继配套，我厂高级钢的年产量已达

到 8000吨。 

满铁刀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东西，陆海军要它，满铁给老职工的赠品要它，

就连满洲国皇帝献给天皇陛下的满洲国建国 10 年纪念品选的也是满铁刀。 

当时抚顺制铁工厂生产的刀芯材料，是碳含量大致为 0.06%的纯铁，而刀壳

材料则是碳含量为 0.5%左右的优质钢。此外，由于满铁刀锻打时，要放入泥土、

石棉和水玻璃中淬火，所以会随机出现各种直刃和乱刃现象。 

通常情况下，钢因淬火而变硬，刀刃的手感好，同时也伴生刀体变脆的弱点。 

满铁刀由于其内芯纯铁外壳为钢的搭配，再经过淬火锻打自然很难折损，故

有“满铁刀不折不弯”的好评。 

和抚顺一样的转炉，在日本、北欧和美国也有几家，但他们的原料多为贫铁

矿，故生产不出能造满铁刀的原料，即优质的铁。 

我手头没留下一把满铁刀，但听说当年的同僚还有收藏，期待能早日看到它。 

原抚顺制铁工厂长日下和治 

日文出处：《满铁会报》36 号（昭和 39 年 10 月 10 日）  
如此打造的如此打造的如此打造的如此打造的「「「「兴亚一心刀兴亚一心刀兴亚一心刀兴亚一心刀」」」」        

 

  ①用钻床在刀壳铁棍中心打孔并将刀芯铁插入，打延至固定尺寸切断，趁热用锤锻打淬火。 ②用电锤锻打、锻延成刀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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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③研磨工序 ④修整刀身 

  ⑤电熔炉淬火 ⑥研磨车间有 30名专职磨刀技工 

  ⑦刀柄的安装与调整 ⑧刀身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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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⑨缠绕刀柄 ⑩满铁军刀成品 
日文出处：昭和 14 年《满洲グラ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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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中的殖民地科学家 

——有关原满铁中央试验所著作评述 
韩健平  

近代以来，日本陆续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殖民主义性质的科研教育机构，它们

吸引了许多对开发大陆怀有狂热梦想的日本年轻学子和资深的科学家来到中国。

在这批人的努力下，一些研究机构跻身于世界一流的行列。但从政治层面上看，

他们扮演了日本军国主义邪恶帮凶的角色。1945 年日本战败，彻底改变了这些

殖民地科学家的生活。由于诸多原因，他们并没有立即回到日本，而是在中国滞

留了很长一段时间。1949 年以后，他们当中的少部分人还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

工作。这批殖民地科学家与中国近代历史进程已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遗憾的是，

有关他们历史的大部分内容仍被岁月的尘埃所遮蔽。 
殖民地科学史研究正在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

[①]
，对战后日本有关殖民地

科学方面的著述进行评述将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本文评述战后出现的有关南满

洲铁道株式会社下属的中央试验所（以下简称“满铁中试所”）的一些著述，探

讨它们对殖民地科学史研究的意义。这种选择主要是考虑到这个机构在整个日属

殖民地科研机构中占据有的重要地位，以及相较其他殖民地科研机构而言战后撰

著的相关文献较多等因素。 
由于既有的近代史研究中很少讨论到殖民地科学史的内容，以致于这部分历

史对我们来说非常陌生。在此有必要先对将要涉及的满铁中试所及其在战后的命

运进行一个简略的勾画。日本在华殖民地科研机构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东北地区，

据初步统计，大大小小约有 100余所

[②]
。它们分属于日本满铁、关东厅、陆军和

伪满洲国等不同的系统。满铁是一个政企合一的“国策公司”，其业务涉及铁路、

港口、矿山、化工、冶金等各产业领域，同时还执掌满铁附属地的行政和文教事

业等。它是能够左右东北地区局面的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东北也被称为是“满

铁的王国”。满铁下属有许多研究机构，重要的有中央试验所、地质调查所、公

主岭农事试验场、铁道研究所、卫生研究所等。 
中试所是满铁在中国建立时间最早且规模最大的研究机构。它成立于 1907

年，在中国东北地区经营了近 40 年的时间，最后成为一个由 7 个研究部门组成

的，直接向满铁公司总裁负责的科研机构。中试所很少有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

以技术研发为主。它所从事的研发业务涉及化学工业全领域及冶金和农产品加工

等方面。其中既有石油、铝等军需物资的研制，又有酱油、日本酒一类民用品的

开发。中试所有小规模试验厂和化学工程实验室等设施。以其研发成果为基础实

现工业化的企业有十几家，而接受其技术支持的企业更多。

[1]
一些日本学者认为，

如果抛开中试所就谈不上当时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的化学工业

[2]
。战争结束时，

原中试所研究人员较好地保全了科研设施，由中苏合办的中国长春铁路公司接

收。新中国成立后，几经演变，在其基础上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大连物理化学研究

所。原中试所研究人员在战争结束后的动荡年代开展了一些生产自救活动，有

10 名还留下来参加了新中国一些地区的建设工作，1955 年方全部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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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原中试所研究人员的著述原中试所研究人员的著述原中试所研究人员的著述原中试所研究人员的著述 
日本战后出现的有关中试所的著述，大部分是由原中试所研究人员撰写的，

他们的著述活动可以看成是战后日本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一股潮流的组成部分。

大批有过殖民地生活经历的日本人，对当年怀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心情，战后纷纷

撰写回忆录及其他著述。这一潮流战后不久就显露其端倪，一直持续到了 90 年

代，随着他们年事增高和辞世才告一段落。其间产生了大批著述，尤以涉及我国

东北地区的为多，仅满铁方面的重要著述就有 60余部。这多少与日本战前和东

北的特殊关系及大量日本人移居东北有关。这些著述的作者主要是原满铁职员、

开拓团成员、企业家、学校教员、在满军人等。

[3]
原中试所研究人员在战后不久

就有著述问世。后来他们成立了满铁中试会，并从 1975 年开始创办年报《满铁

中试会会报》，至今已出版了 26期。与其他在东北的日本殖民地科研机构相比，

原中试所研究人员战后的著述是最多的。 
要完全调查清楚战后原中试所研究人员撰写了多少著述是非常困难的，这主

要是由于其中的一些没有公开出版。目前所能了解到的情况是，有 8部著作及一

些文章。其中 3部著作是非卖品，若干篇文章刊登在了《满铁中试会会报》之外

的一些刊物上。 
1949 年东京钻石出版社出版了原中试所研究人员阿部良之助的回忆录《不

请自来的国宾》。阿部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工学部，1928 年就职于满铁铁道技

术研究所，开始从事煤液化的技术研究。1932 年调入中试所，1934 年升任燃料

课课长，是满铁推进煤液化技术研究的代表人物。战争结束后第二年，他策动一

批人秘密从大连逃跑前往山东。后又返回大连，在滞留一段时间后他偷渡返回了

日本。此书记述了战争结束后他的生活经历，其中涉及到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一些

交往。书中特别重要的内容是有关他们在山东参与八路军科技工作的情况。阿部

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从政治上批判中共，出版后在日本国内一时成为了畅销书。

涉及逃离大连事件的著述还有原中试所研究人员井口俊夫的 1969 年发表在内部

刊物《太阳油脂工业会社内报》上的《归国》,1977年东京谦光社出版的原中试

所研究人员石黑正的妻子石黑惠智的《北斗星下的流浪》及原满铁医院药剂员佐

竹义继 1985 年完成而未公开出版的《贫困中的科学家的希望》等。

[③] 
在时隔三十年之后的 1979 年，另外一部回忆录出版，它就是原所长丸泽常

哉撰写的《新中国建设与满铁中央试验所》。丸泽常哉 1883 年出生于日本新潟

县，1907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后历任九州大学工学部

教授、旅顺工科大学教授、大阪大学教授等。1936 年任满铁顾问和满铁中央试

验所所长。1940 年届满回国，但仍每年来东北视察化学工业情况。1943 年，受

当时满铁总裁的邀请再次来到东北，就任“满铁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长。1945

年 7 月再次就任中试所所长。

[4]
战争结束时领导中试所研究人员保全了研究设施

的完好，在随之而来的动荡岁月中带领属下开展了生产自救活动。新中国成立后，

与其他 9 名原中试所人员留在中国，参加了一批新中国工业项目的建设工作，

1955 年归国。此书完成于 1961 年，次年他便去世。此书原名《新中国生活十年

回想》，为“私家版”，1979 年公开出版时改为现在的书名。 
此书可以说是记述战败后中试所及其职员命运的一部最重要而且也是最详

尽的著作。这主要是由于作者在战争结束前夕再次出任中试所所长，他不仅直接

经历了其后事态的发展，而且作为与战后接收方进行交涉与合作的责任人，直接

参与了一些决策工作，使得他对事情的经过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书主要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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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战败后到 1955 年这段时期内，中试所先由苏军接管后来又移交给新中国的经

过以及原中试所研究人员所参与的一些新中国建设工作。其间穿插了原中试所研

究人员在动荡年代所进行的生产自救活动、战后滞留在中国的日本人的几次归国

潮及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政治运动的一些情况。

[5] 
原中试所研究人员出版的第三部著述，是 1990 年广田钢藏撰写的《满铁的

终结及其后——一位中央试验所研究人员的报告》。广田钢藏 1907 年出生于东

京，1932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化学学科，1940 年进入中试所工作。1948

年回国。历任北海道大学应用电力研究所教授、大阪大学理学部教授、千叶大学

工学部教授。1968 年获日本化学会奖。另外，曾兼任日本催化剂学会会长和日

本放射线学会会长等职。他还是日本化学史学会评议员、满铁会评议员和满铁中

试会顾问。

[6] 
中试所的若干重要的研发活动作为“满蒙开拓”的“业绩”在广田的著述中

成了叙述的一个重点，主要有：从油页岩中提取页岩油技术、新制铁法的开发、

金属铝的制造、煤液化研究、耐高温汽缸油的制造等。此书内容的另外一个重点

是战败时对中试所的保全、移交经过，原中试所研究人员的动荡生活和在新中国

参加经济建设的情况。广田参与过一些化学史研究方面的工作，在史料的利用方

面较为严谨。这部书对中试所的历史进行了一些初步的分析，探讨了满铁中试所

从一个资源调查分析机构转变成研发机构的问题，同时还就中试所的规模、研究

水平进行了评估。

[7]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三部未公开出版的著作。佐藤正典的回忆录《一位科学

工作者的回想》，完成于 1971 年。佐藤正典 1891 年出生于大分县，1917 年九

州帝国大学工学部毕业后即开始在中试所工作，1940 年至 1945 年出任中试所所

长。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他与丸泽常哉两人出任中试所所长期间正是日本全

面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期。

[④]
另外两部著作是完成于 1983 萩年的 原定司的《我的

历程》及完成年代不详的森川清的《森川先生随想集——科技工作者的视角》，

后一部书 萩很可能是他人整理而成的。 原定司 1905 潟年出生于新 县，1932 年东

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化学科毕业，同年就职于中试所。1945 年任中苏合办中长铁

路大连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49 年任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研究员。1954 年归国，

次年就职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森川清 1907年出生于千叶县。1928年毕业

于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应用化学科，旋即就职于中试所。曾任中试所燃料课煤炭研

究室主任和满铁化学工业委员会委员等。1944 年参与满铁企画室的工作。1948

年任当时的中国东北大学教授，1953 年归国就任东京工业大学教授。

[⑤]
这三部

著作都曾被其他著述引用或作为参考书，足见其有重要的价值。 
一些在殖民地生活过的日本人战后成立了“满铁会”一类的团体。他们搜罗

许多材料，于 20 世纪 60 年代编辑出版了几部篇幅较大的著作，主要有《满蒙战

争结束史》、《满洲开发四十年史》、《满洲青年联盟史》、《满洲建国史》和

《满洲国史》等等。

[8]
其中“满史会”于 1964 年出版的《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下卷）第六章题为“满洲化学工业的发展与中央试验所”，该章由原中试所研

究人员执笔，并附有佐藤正典写的附记“战争结束时的中央试验所”。 
除了上述著作外，原中试所研究人员还撰写有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大部分收

集在《满铁中试会会报》中，一部分发表在了其他刊物上。这些文章涉及了中试

所的重要研发活动、战后的交接、原中试所研究人员工作生活经历以及重要人物

丸泽常哉等。重要的文章有发表在《亚洲经济》1988年第 2期上的森川清的《满

铁中央试验所与满洲的资源开发》。

[⑥]
此文初步论述了中试所的运营方针、历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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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长的地位、机构沿革、研究所内部的文化、研发主题的变化及重要项目的研发

经过。文中穿插有其个人的一些经历。

[9] 
  
2222      来自其他领域的著述来自其他领域的著述来自其他领域的著述来自其他领域的著述 

日本科学史界虽然早就出现了对殖民地科学史的研究，但它是零散的，有组

织的研究很晚才出现。1993 年日本的《科学史·科学哲学》杂志出版了“殖民

地科学专集”，1996 年举办了首届“殖民地科学”专题讨论会，这些事件标志

着对殖民地科学史有组织研究的开始。日本学者首先表现出对上海自然科学研究

所的浓厚兴趣，1995 年佐伯修出版了《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科学家们的日

中战争》一书。

[10]
有关中试所的专门研究成果尚未出现，但有一些著述涉及到了

中试所的内容。岛尾永康 1998年在其论文《日本 1868—1945 年科学的发展》中，

就把中试所作为帝国主义时期日本科学的重要内容进行了介绍。名古屋大学出版

会 2000 年出版了松本俊郎的《从“满洲国”到新中国 1940～1954——从鞍山钢

铁工业看中国东北地区的重组过程——》。此书有中试所向鞍山钢铁业提供技术

研发帮助方面的内容。筑摩书房 2000 年出版了佐佐木力《科学技术与现代政治》，

此书主张将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与其在政治上的表现放在不同层面上进行研究。作

为研究案例，他在书中涉及到了中试所研究人员的一些情况。

[⑦] 
在殖民地科受到科学史界广泛关注之前，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一段时期里政府強产业政策制定部门对中试所所表现出来的 烈的兴趣。中试所虽然随着日本的战

败而瓦解，但其所研发的技术却在战后的日本得到继承和发展。第一次石油危机

袭击日本之后不久，煤液化研究被重新赋予了重要意义。通产省外围团体新能源

研究机构开始了煤液化的实用化研究，原中试所研究人员曾全力协助了这项工

作。以此为契机，中试所研发的许多技术开始得到重新的评价，被认为仍然具有強很 的生命力。八十年代前后，日本通产省开展了“有关维护技术经济安全的调

查研究”。满铁中试所的研发活动及其在战后的影响，被认为在制定产业技术政

策方面将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1984 年，通产省将仍健在的原中试所研究人员

组织起来，成立了“维护技术安全研究会”。当时参加研究会的既有原中试所研

究人员，也有年轻的通产省技术官员。其中原中试所研究人员有二十余人，他们

的平均年龄己经超过了 75岁。这个研究会在原中试所研究人员和通产省技术官

员活泼的讨论中开展了两年的活动，应该说是战后出现的第一次，也是目前为止

唯一的有关原中试所活动的大规模研究。这次研究活动通过对原中试所研究人员

进行访谈而产生了大量的口述史料，在资料抢救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11]
研究

会在 1986 年出版了题为《有关维护技术经济安全的调查研究——满铁中央试验

所的活动——》的报告。  
该部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有关中试所的概要和时代背景介绍，这一部

分简述了中试所的设立经过、满铁首脑的经营方针、满铁的企业文化、中试所的

沿革、从基础及应用研究到工业化、企业化所取得的业绩、中试所的运营与人事、

组织以及战争结束后中试所的情况。第二部分是报告的主体，论述中试所的主要

研发项目，占去整部书约五分之四的篇幅。森川和广田在其论著中仅就中试所最

重要的几项研发工作进行了论述，而这部报告论述了中试所大部分主要的研发项

目，共 31 项，分成有机化学、燃料、农产、无机化学和冶金五个方面。在一些

项目的介绍中叙述了项目的立项、资金的筹措、技术的研发与革新、工业化实验強及成品的生产等。有些内容专业性较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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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出版的大量的有关满洲的回忆录也激发起作家们写作的灵感。他们的作

品与这些回忆录一道成为公众理解那个时代的最容易步入的途径。满铁是吸引许

多作家关注的题材，但这并不意味着满铁所有的下属单位都是作家的兴趣所在。

调查部是战前日本社会舞台上非常活跃的一个满铁研究机构，战后仍然受到广泛

的关注，自然它成为作家们追逐的重要题材。1979 年由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

草柳大藏的纪实文学《实录满铁调查部》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与满铁调查部

相比，其他科研究机构则显得暗淡无光多了。但也有一位作家对中试所发生了浓

厚的兴趣,他就是撰写技术产业方面纪实文学的杉田望。杉田生于 1943 年，早稻

田大学文学部毕业。1972 年就职于重化学工业通信社，后任社长。1988年辞职，

现为独立撰稿人，著有《半导体战争》等。他在阅读了一个叙述中试所研究人员

战争结束后在中国暴死的小册子后，深深为之感染，萌发了写作的年头，于 1990

年出版了他的纪实文学著作《满铁中央试验所——将梦想献给大陆的男人们》。

杉田在采访原满铁中试所当事人的同时，还阅读了他们撰写的一些回忆录、文章

及 1984 年通产省调查原满铁中试所活动时所形成的大量口述史料。由于这些资

料大都未公开出版，而通过此书可以对它们的内容有所了解。这部著作主要叙述

了下述几方面的内容：中试所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位所长丸泽和佐藤的事迹、若干

项目的研发经过、战争结束时保全中试所的经过及战后残留中试所研究人员的工

作与生活、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情况、原中试所精神在战后日本的发扬。

[13]  
3333     问题与意义问题与意义问题与意义问题与意义     

有关中试所的这批著述，从 1949 年阿部著作的出版算起，到 1990 年广田著

作问世为止，前后跨度约有 40 年。在这期间，这些著述在题材的范围上有了一

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从 80 年代开始的，与日本当时出现的，由经济起飞带来的

思想越来越趋于开放的趋势是一致的。80 年代之前出版的丸泽和阿部的著作，

其内容主要涉及战争结束后到新中国这段时期原中试所研究人员的生活与工作。

八十年代之后，著述开始增多，战争结束后的内容虽然仍作为重要的题材被保留

了下来，但又有新的内容加入。战前中试所研发活动方面的史实是新出现的主要

内容，除此之外，还出现了有关中试所人事制度及中试所精神等方面的论述。 
虽然这批著述在题材的范围上有了新的变化，但它是非常有限的，仍然存在

许多大的方面没有触及。战前中试所在东北地区经营了近 40 年的时间，但我们

仍然很难见到有关这一时期研究人员生活工作方面的回忆录。中试所的研发活动

虽然成为了著述的一个重点，但对它们的叙述是不全面的，很少触及到与军方合

作方面的史实。形成这种题材局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殖民地

科学长期以来被看成是政治上敏感的问题，一些作者回避了这段历史。丸泽 1936

年出任中试所所长，不久日本即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中试所也在这一时期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来研发轻金属、液体燃料等军需物资。一直到日本战败，

丸泽对中试所来说都是领航级人物，但遗憾的是他的回忆录恰恰是从战争结束后

开始的，丝毫没有涉及战争期间这段拷问科学家道德良心的历史。虽然八十年代

之后思想趋于宽松，但政治上右翼势力的打压仍然存在。一些原中试所研究人员

的著述或是“私家版”或是“非卖品”，恐怕多少也是有所顾虑吧。这些来自政

治上的压力使得他们变得缄默起来，而最值得人类从中汲取教训的那段历史也因

此而变得不完整起来了，这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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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题材上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的是，这批文献对殖民地科学的评价也在悄

悄地发生着变化。在战后日本主流的社会思潮中，殖民地科学是作为一股侵略势

力而受到批判的，这也是一些原殖民地科学家的看法。原所长丸泽在反省这段历

史时，认为自己由于对政治经济的无知而沦为了侵略中国的一个头子

[14]
。但这种

对殖民地科学侵略性的批判是不彻底的。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时期内，殖民地科学

与殖民地其他事业一道是政治上的敏感问题，使得对殖民地科学侵略性的批判流

于形式。伴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日本社会思想上的禁忌日趋减少，封存已久的

殖民地科学也开始逐渐将其真实而复杂的面貌展现了出来。当人们真正开始面对

一些殖民地科学的史实时，思想上的混乱发生了，殖民地科学的侵略性开始受到

了质疑，出现了要求部分肯定殖民地科学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地科学促进了当时落后地区的开发，其遗产至今仍发挥

着积极的影响，这部分内容是应当得到肯定的。通产省维护技术经济安全研究会

在评价中试所的业绩时指出：“以中央试验所的研究为基础实现工业化的企业有

十余家，此外，在试验所的指导下获得很大成功的企业不胜枚举，抛开中央试验

所就谈不上满洲的化学工业。还有，它不仅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做出，而且还对我

国的化学研究、技术的提高做出了许多有形和无形的贡献。它的发展所取得的成

就已经使它的地位不单局限在是满铁的一个研究机关，而可以夸耀为是东亚科学

的殿堂。”

[15]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地的一些事业是依据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

条约运作的，不能完全都看成是侵略。广田在其著作后面附有“满铁诞生纪要”，強调满铁是依照当时国际社会认可的《朴茨茅斯和约》建立的，提请那些接受战

后教育的人不要把满铁的铁道业务与开发行为看成是侵略。中试所的研发工作对

广田来说，是满铁人从事“满蒙开拓”的一个方面，其著作的中篇“光荣的满铁

中央试验所”对中试所的研发工作有详细的论述。

[16] 
要对上述两种观点做出绵密的批判，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而艰苦的研究。这

里我们只想指出的是，功利主义地或以那个时代一部分人的是非标准为标准地来

评价殖民地科学，只能带来思想上的混乱。殖民地科学与其他殖民地事业的侵略

性，根本在于它在伦理政治层面上践踏了另外一个国家的主权与尊严。我们坚决

反对任何形式的将殖民地科学正当化的做法，因为它只不过是在为这类邪恶科学

的再次出现开启一扇扇的大门而已。殖民地主义带来的民族仇恨与冲突，最终给

人类社会的许多方面都造成了更大的损害，这是人类永远应该汲取的教训。 
虽然这批著述存在上面提到的问题，题材上有大的局限，对殖民地科学侵略

性的认识存在混乱，但对我们目前的殖民地科学史研究的一些方面来说，仍然存

在着不同程度上的意义。在这些著述中，回忆录占了很大的比重。其他的非回忆

录著作有些基本上就是整理原中试所研究人员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而写成的，因

此它们可以看成是一种准回忆录著述，比如原中试所研究人员广田著作和作家杉

田的纪实文学著作。另外一些研究性的著述，也穿插有回忆录因素的内容，如森

川的文章和原中试所研究人员参与的通产省的那部调查报告等。回忆录由于都是

当事人对自身经历的记述，成为我们历史研究中史料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它

们与文书档案不同，有可能存在记忆方面的误差，个人主观因素也可能导致对史

实的歪曲，这是我们利用回忆录时需要注意的问题。战后中试所研究人员的这批

回忆录及准回忆录涉及的内容主要集中在战争结束前后至新中国实施第一个五

年计划时期，弥补了这一时期原殖民地科学家生活与工作方面史料较少的缺憾。

它们涉及的另外一部分内容是战前中试所的一些项目的研发工作经过。中试所虽

然没有研制出带来技术发展全新变化的产品，但它在制备既有的石化等产品的工



《满铁研究》2011No3 总第 11期 

- 27 - 

艺过程中发明了一些新的技术。另外，它的大量的技术改良工作不论在提高产品

的品质或在促进产业化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在战后日本它的一些技术得到继承

和发展。这些内容对研究技术发展的谱系有重要的价值。 
战后出现的有关中试所的著述中，上面提到的森川的文章和通产省的调查报

告带有研究的性质。不过，它们不属于科学史研究著作，而是类似于工作总结报

告一类的文献。但例外的是，在广田的著作中出现了一些科学史研究的因素，这

多少与他战后参与化学史学会的工作有关。上述这些著述主要涉及战前中试所的

研发工作及人事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从这些著述中我们看不到对中试所历史大的

发展脉络的整体把握与较为充分的描述，也看不到对影响中试所历史的一些主要

因素的深入分析。但对于尚处在起步阶段的我国的殖民地科学史研究来说，这些

著述仍具有重要的价值，对确定研究这段历史所要关注的问题提供了一些线索。

中试所在中国东北地区经营了近四十年的时间，其间进行了大量的涉及不同领域

的研发工作，在确定那些是具有重要意义的项目时，上述文献可以说为我们提供

很有价值的名单，因为这些著述主要是对那些重要的研发活动作了总结。中试所

在战前较短时间内成长为世界一流的研究机构，被上述文献认为在人事制度方面

有很好的措施，主要有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积极招募年轻人才、在职研究人员

的海外进修制度等，为我们研究中试所的研究环境提供了线索。  
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参考文献 [①]东北大学陈凡教授和博士生梁波最近在殖民地科学研究方做出了一些有益的研究，撰写有论文若干篇。由中国农业博物馆曹幸穗研究员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韩健平组成的“近代日本在华科研机构”课题组的工作也在进行之中。 [②] 曹幸穗教授最近就日本在中国东北地区殖民地科研机构的数目进行了初步的统计，约有 100所左右。 [③] 笔者未能查找到阿部及其他几部相关著作，有关阿部的简历和这些文献的介绍主要参考了広田廣蔵的《満鉄の終焉とその後——ある中央試験所員の報告》(東京:青玄社.１９９０)。此书前篇第 12章“成为八路军政府宾客的人们”即是有关阿部山东之行的内容。 [④]杉田望在《満鉄中央試験所——大陸に夢を賭けた男たち》（ 東京: 講談社,１９９０）第一章中引用有佐藤著作的部分内容，使我们得以窥见此书部分面貌。其内容涉及佐藤刚进入满铁工作时与一些人物交往的逸话及其工作上的一些经历。 [⑤]丸沢常哉的《新中国建設と満鉄中央試験所》（東京：二月社，１９７９）出版时，附录有萩原和森川的题为“満鉄中央試験所と丸沢先生”的长篇对谈及二人的简历。 [⑥]野々村一雄《回想満鉄調査部》（東京:勁草書房,１９８６）第 414-415 页介绍，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在 1982 年 4 月至 1984年 3月的两年间内，曾邀请原满铁调查部及其他机构的人员作为报告人，就满铁调查部及其他机构的遗产在非常广的范围内举办了二十四次演讲，最后整理成的文章发表在该所的刊物《亚洲经济》上。森川的文章即是参加这一活动时讲演的整理稿。 [⑦] 日本东北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博士生山口直树在《二十一世紀における中国東北部の植民地科学研究のために————満鉄中央試験所の共同研究体制の整備に向けて————》(http://www2u.bigiobe.ne.jp/kanakura/webturedure/62664794921875.html）中介绍了日本方面的研究情况。日本学者中专门研究中试所的著述还没有，但一些著述涉及到中试所的内容，重要的有松本俊郎和佐佐木力两人的著作。  [1]岛尾永康. 日本 1868——1945 年科学的发展.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8，17(3):234－235. [2]杉田望. 満鉄中央試験所——大陸に夢を賭けた男たち. 東京: 講談社,１９９０. 18. [3]井村哲郎.“満州国”関係資料解題.山本有造編.“満州国”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３. ５５８—５６１. [4]丸沢常哉. 新中国建設と満鉄中央試験所. 東京：二月社,１９７９. [5]丸沢常哉. 新中国建設と満鉄中央試験所. 東京：二月社,１９７９. [6]広田廣蔵. 満鉄の終焉とその後——ある中央試験所員の報告.東京:青玄社.１９９０ [7]広田廣蔵. 満鉄の終焉とその後——ある中央試験所員の報告.東京:青玄社.１９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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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井村哲郎.“満州国”関係資料解題.山本有造編.“満州国”研究.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１９９３. ５３６. [9]森川清. 満鉄中央試験所と満州の資源開発. 東京：アジア経済,１９８８,(2)：74—94。 [10]陈凡、梁波.日本“殖民地科学”研究述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1,(5) [11]杉田望. 満鉄中央試験所——大陸に夢を賭けた男たち. 東京: 講談社,１９９０. 16—21. [12]技術安保研究会. 技術による経済安全保障に関する調査研究報告書——満鉄中央試験所の活動——. 東京：日本機械工業連合会. １９８６. [13]杉田望. 満鉄中央試験所——大陸に夢を賭けた男たち. 東京: 講談社,１９９０. [14]丸沢常哉. 新中国建設と満鉄中央試験所. 東京：二月社,１９７９.217. [15]杉田望. 満鉄中央試験所——大陸に夢を賭けた男たち. 東京: 講談社,１９９０. 18. [16]広田廣蔵. 満鉄の終焉とその後——ある中央試験所員の報告.東京:青玄社.１９９０.前書き,246—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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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期间日军使用的满铁军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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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post_427296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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