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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是日本出于建立战时体制的需要，由官方扶持、授意成立和领导的具
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妇女组织。它是战时体制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疯狂杀戮、支持
侵略战争、维持战时经济、稳固后方阵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
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既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
应该对自己加害者的角色进行深刻反省，以便在防范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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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地位、作用与双重角色

王 文 佳

●女性史研究

日本妇女这朵“东洋之花”，在世界上展现的传
统性格是妩媚温柔、恭顺内敛、勤劳忍耐。但是在
1931年至1945年的对外侵略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
义当局把占人口一半的日本妇女聚集在“爱国妇人
会”“大日本联合妇女会”“大日本国防妇人会”以及
后来统合的“大日本妇人会”等官方妇女团体旗帜
之下，纳入到战时体制之中。日本妇女成为疯狂旋
转的战争机器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发
疯狂杀戮、支持侵略战争、维持战时经济、稳固后方
阵地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战
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既是日本
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也是遭受侵
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
直接受害者角色的宣传和同情较多，甚至肯定其对
于战争的“热情”和“奉献精神”；①对其间接加害者
角色的披露和研究较少。直至浏览战争期间日本女
性杂志的有正义感的人士，发现“那些杂志中出现
的女性不同于一直以来作为受害者的形象，而是活
生生的支持战争的形象”，由此受到“震动”，从而开
始对其加害者的角色进行研究和披露。②本文正是
出于矫正偏颇的目的，对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

地位、作用与双重角色进行深入研究，以求在防范
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成立与地位

19世纪末期以来的日本妇女运动日益高涨，涌
现出两类不同性质的妇女团体。一类是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性质的，没有官方做后台，这是日本在走
上近代化道路过程中，由于受到近代思潮的影响而
产生的民间的妇女团体，以追求妇女自身权利为目
标。如受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影响，1886年12月
成立的“东京妇人矫风会”（后更名为“日本基督教
妇人矫风会”），以推动改良社会风气、禁酒禁烟、一
夫一妻制和废除娼妓为运动目标；1924年12月成立
的“妇人参政权获得期成同盟”（后更名为“妇选获
得同盟”），以争取妇女政治权利为运动目标。受社
会主义思潮影响，1927年7月成立的“关东妇人同
盟”，同年10月成立的“全国妇人同盟”，同年11月成
立的“社会妇人同盟”，1929年1月成立的“无产妇人
联盟”，都以争取妇女权利为运动目标。这一类民间
妇女团体都有一定规模，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妇女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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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中以争取妇女参政权运动开展得最为活跃。①

但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日本对外侵
略战争的扩大和战时体制的建立，这一类民间妇女
团体大多逐渐衰落直至消亡，只有“妇选获得同盟”
等少数民间妇女团体，在妇女运动目标上实现了由
争取妇女权利向“支持时局”的“转向”，才得以继续
存在下来，但它们在战时的地位和作用远不如官方
妇女团体。

另一类是国家主义性质的官方妇女团体，由官
方扶持、授意成立和领导，这是日本在“九一八”事
变前后，出于建立战时体制的需要而成立的具有国
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妇女组织。这类官方妇
女团体在分立时期有三个：第一个是“爱国妇人
会”，1901年3月成立，以贵族院议长和陆军大臣等
官方势力为后台，以军事援助为目标，是日本第一
个有官方背景的妇女团体。其会员大多为上层社会
和中产阶级妇女，1931年之前，拥有会员153万，是
日本国内最大的妇女组织。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爱国妇人会”得到厚生省的指导提携，会员发
展到170万，以后又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规模的
不断扩大而膨胀，1938年6月会员达到360万。②第二
个是“大日本联合妇人会”，于1931年3月成立，由文
部省直接策划和领导，以町村妇女为主，整合了全
日本一些妇女组织，成为具有全国性的官方妇女团
体，其同期会员多于爱国妇人会。第三个是“大日本
国防妇人会”，其前身是于1932年3月成立的“大阪
国防妇人会”，于同年10月正式成立，由陆军省作为
强力后援，一跃成为声势浩大、异常活跃的一个官
方妇女团体，其支部、分会覆盖到日本全境及朝鲜，
中国台湾、东北、华北、华中地区，1937年末会员达
到685万，1941年9月会员达到925万。③会员成分复
杂，不仅有家庭主妇，也有纺织厂、被服厂、商店、餐
馆、医院、学校等各个行业的妇女，还有女艺人和妓
女，如东京新桥一带的料理、演艺、妓院的女老板
们，把手下900多名妇女组成“艺妓连”，作为一个分
会。④后来，为对国民团体进行统合，消除以上三个
官方妇女团体之间的恶性竞争和倾轧，由日本政府
内阁出面，于1942年2月将三个官方妇女团体合并

成为“大日本妇人会”，从此官方妇女团体进入统合
时期，其会员发展对象普及到20岁以上的日本全体
妇女，当年会员就达到1900万。⑤“大日本妇人会”几
乎将全日本适龄妇女都纳入到这个国家主义、法西
斯主义妇女团体之中，置于国家的严格统制之下。
1945年6月，为进行“本土决战”，日本内阁决定将
“大日本妇人会”编入全民参加的“国民义勇队”，原
会不复存在。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在战时具有重要地位，这就
是在战时体制中“做国防的基础，尽铳后的力量”，
这是日本妇女团体对战时体制与本身关系的自觉
认知和表述。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揭示出这样一条
战争规律：“总体战的本质需要民族的总体力量。”⑥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就是“总体力量”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并且与其它翼赞团体（所谓“翼赞”，就是“帮
助天皇”的意思）比较起来，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活
动范围最广，情绪也最为狂热，所以在战时体制中
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这在各自的宣传中都有
明确表述。“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在成立后对其宗旨
是这样阐释的：

国防必须由国民而承担。男子在战场，冒
着炮火硝烟，不惜牺牲生命而奋斗；妇女安闲
地生活，这不是举国一致的国防。战场的男子
不管怎样顽强，只要铳后妇女悲伤地哀鸣，战
争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妇女在国防上应尽怎
样的职责呢？大部分妇女不是与男子一样扛枪
上战场，也不是立志做护士到前线作战，而是
发挥世界上无以伦比的日本传统妇德，做国防
的基础，尽铳后的力量。⑦

“大日本联合妇人会”在1937年8月的一份宣言
中提出：

现今帝国正面临重大时局，我等全国两千
万女子团体会员鉴于光辉皇国历史，正确认识
时局，取得团体训练之成绩，逐步达成日本妇
人之美德，以赤诚之心完成保卫后方之任务。⑧

“爱国妇人会”大张旗鼓地开展“妇人报国运
动”，明确提出其目的是：

动员全日本妇女，唤起铳后妇女的觉悟、

①石月静惠：《两战期间的女性运动》，东京：东方出版，2001年，第 265—270 页。
②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 2》，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 90 页。
③⑤⑦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 5》，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 473 页，第 486页，第 27 页。
④藤井忠俊：《国防妇人会》，东京：岩波新书，1985年，第 65 页。
⑥鲁登道夫：《总体战》，戴耀先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 11 页。
⑧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 7》，东京：日本图书中心，1996年，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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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非常时期日本的经济困境、肃清反国体思
想，妇女团结起来保卫国家安全。①

这样，日本妇女就越来越成为后方基地的主力
军，“做国防的基础，尽铳后的力量”之地位日益突
出，这是战时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以及德
国、意大利等国家所无法比拟的。

二、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主要活动与作用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是应侵略战争的需要而成
立和急速膨胀的，是战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于支撑侵略战争开展了多种活动，发挥了显著作
用。

第一，以“忠烈殉国”激发疯狂杀戮。日本军队
在侵华期间制造了数不清的惨案，疯狂杀戮了无数
中国人。是谁让日本军人变成了杀人魔鬼？这固然
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赋予了日本军人兽性，但其中
也有日本妇女“忠烈殉国”的激发作用。1931年冬，
大阪步兵第35联队的井上清一中尉从中国东北战
场回到大阪家乡，与21岁的未婚妻井上千代子完
婚。新婚蜜月与战场硝烟迥然不同的对比，让这个
下层军官产生了恋妻厌战情绪，随着归队日期的临
近而变得郁郁寡欢。井上千代子把这些看在眼里，
决心“以死尽责”，让丈夫无后顾之忧。就在井上清
一归队前的那个夜晚，千代子趁其熟睡，悄悄用一
把小刀自杀。这个娇小柔弱的女子并不能使自己一
刀毙命，就一刀一刀地割开了自己的喉管，忍着剧
痛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地死去。满榻榻米
都是血污。她在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洋洋万言遗
书中写道：

我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喜悦。如果让我说为
什么而喜悦，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怀
着喜悦离开这个世界。让他从此后不要对我有
一丝的牵挂。②

第二天清晨，井上清一面对新婚妻子的尸体和
遗书，托付他人料理妻子后事，默默地收拾起行装，
按期登上军舰重返中国战场。当时的日本媒体对此
事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井上千代子被誉为“军
国女性”“效忠天皇”“昭和烈妇”“忠烈殉国”。更有
日本著名的电影公司“日活”以这次自杀事件为内

容，在极短的时间内拍摄出了宣扬军国主义主题的
电影《啊，井上中尉夫人》，尽情鼓吹年轻的妻子为
激励丈夫出征，不惜自杀以断绝他后顾之忧的做
法。这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第一个后果是一个叫安田的日本妇女，以井上
千代子的亲属和媒人身份，联合了40多个当地家庭
主妇，发起成立了旨在发扬井上千代子精神的“大
日本国防妇人会”，并引起其他人效仿性自杀；第二
个后果是这类“忠烈殉国”的事件及宣传，极大地鼓
舞了战场上日军士气，激发疯狂杀戮。井上清一重
返中国战场后在辽宁抚顺日军守备队任指挥官，于
1932年9月指挥部下残酷杀害中国平民3000多人，
制造了“平顶山惨案”，作为向井上千代子的“祭
礼”，成为日军在中国制造的第一起惨案的刽子
手，引起整个日本侵略军的效尤，烧杀奸掠、无恶
不作。③

第二，以“军事扶助”支持侵略战争。战时日本
官方妇女团体以多种形式对日本军队进行“军事扶
助”，发挥了支持战争的恶劣作用。一是通过捐献、
街头募捐、向商家募捐等渠道，募集到大量慰问金，
用来慰问在战场上作战的日本军人。二是在车站、
港口、机场举行盛大仪式，欢送向战场出发的军人，
迎接从战场归来的军人及阵亡军人骨灰，极大地鼓
舞了军心，振奋了士气。三是在精神和物质上慰问
和扶助伤残军人及家属，祭祀亡灵，宣扬“英雄”；对
生活困难的军人家庭提供经济、生产、就业、食品、
物资帮助。四是组织防空、防火、防洪、防灾和“本土
决战”的训练和演习，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军事配合
作用。五是各个官方妇女团体都出版了宣传刊物、
宣传册，并印发宣传单，频繁举行“支持国策”演讲
会、战事形势报告会、忠君报国演唱会、电影放映
会、祝捷会、恳谈会等，煽动狂热的战争情绪。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的次日晚，“国防妇人会”发
起了东京百万市民“祝捷游行”；同年12月13日日军
占领南京的次日晚，各个官方妇女团体都参与组织
了东京百万市民“祝捷游行”。六是组织妇女给前方
军人写慰问信，鼓动女大学生、女中学生给前方军
人写求爱信，发动妇女给前方军人缝制祈求胜利平
安、武运长久的“千人针”慰问袋，号召全日本妇女
每人向前方军人捐献一件“有情有意”的慰问品，还

①千野阳一主编：《爱国·国防妇人运动资料集 2》，第 507 页。
②井桁碧编：《日本国家与女性》，东京：青弓社，1977年，第 70 页。
③蒋立峰、汤重南主编：《日本军国主义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 6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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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批派遣妇女“战场慰问团”甚至“军妓团”犒劳在
中国战场及海外战场上的侵略军。这些慰问活动，
一方面极大地助长了前方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
另一方面也煽起了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军人崇
拜气氛。据统计，仅在1941年10月31日从九州港口
向前方战场启运的慰问品中，就有13.7万多封女大
学生、女中学生给前方军人的“求爱信”。①七是官方
妇女团体作为战时体制神经的末梢，在各地组成了
为数众多的“女子自卫团”“女子巡逻治安队”，协助
警察维护社会治安。官方妇女团体还把女大学生、
女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动员组织起来配合“圣战”。
八是组织妇女直接参加“本土决战”。1943年3月，美
军打响了冲绳岛战役，这是日本在二战中进行的唯
一一次“本土决战”，日本当局下令“军民玉碎”“不
许投降”。在为期3个月的战斗中，冲绳岛日、美双方
死亡共约20余万人，冲绳岛居民死亡达12万余人，
其中接近半数为女性。这中间有一支被称为“姬百
合学生部队”的战地救护队，由240人组成，其中冲
绳师范和县立一中女生222名，带队教师18名，进行
战场救护，结果伤亡惨重，有226人丧生。② 这是官方
妇女团体成员直接参与战争行动，其受害者遭遇与
加害者作用更为明显。

第三，以“铳后奉公”维持战时经济。一是“女子
就劳”。随着日军在各个战场上伤亡惨重，日本国内
适龄男性被大量应征入伍，造成城市和农村男性劳
动力严重短缺。日本政府通过法令逐步推行和强化
战时“女子就劳”政策，以补偿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用女子劳力支撑战时体制。战前日本的民族传统是
让妇女做家庭主妇。尽管包括首相东条英机、厚生
省大臣小泉等官僚不太赞成“女子就劳”政策，但在
除此之外别无它策的情况下，日本不得不一再突破
过去女子劳动的禁区和年龄界限。如1939年10月日
本政府颁布了《就劳务动员实施计划的女子劳务者
的就职》法令，强制征用女子到矿山、重工业部门从
事重体力劳动。据厚生省1944年2月的调查统计，当
时从事工矿业、重工业、土木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

重体力劳动的男性劳动者为960万人，女性劳动者
为264万人，占总数的27.5%。③ 1944年日本政府相继
颁布了《强化女子挺身队制度方策要纲》《女子挺身
劳动令》，将征用女子挺身队队员由过去的14岁至
25岁未婚女子，扩大到12岁至40岁的单身女子。所
谓女子挺身队，就是应战时紧急需要，征用大批单
身女子到军工厂进行军事化的繁重劳动。据有关部
门统计，到1945年3月，征用的女子挺身队队员为
472，573人。④二是“国防献金”。这与在前面提到的
“慰问金”比较起来，其渠道更广、数额更巨、用途更
大。据统计，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一年时间内，
陆军省收到“国防献金”3，636万日元，海军省收到
“国防献金”1，957万日元。⑤官方妇女团体还发起
“军用机献纳运动”，筹集到的巨额“国防献金”更是
难以尽数。仅《朝日新闻》副社长、主笔绪方竹虎从
1937年8月开始，就先后捐款800万日元，另认购战
斗机15架。靖国神社在1943年12月捐献“香资”30万
日元，并将认购的战斗机命名为“靖国神社号”。⑥甚
至还出现“自杀献金”者。有一个名叫神保七五三的
“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成员，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
因年老体弱、多病贫困，几次捐献才勉强凑够100日
元，自愧“不能为国家做事”，遂在一次防空大演习
时跳海自杀，留下遗言：“愿牺牲一身，求将所得生
命保险1万日元捐作国防献金。”⑦三是进行“爱国储
蓄”和认购“爱国国债”。日本当局竭泽而渔式的战
时经济搜刮，叫普通民众家庭本来都已陷入经济
困境，但官方妇女团体却带头发动民众进行“爱国
储蓄”和认购“爱国国债”，仅1939年“爱国储蓄”就
达到100多亿日元，1941年达到170多亿日元。⑧

第四，以“家庭报国”稳固后方阵地。日本当局
在1938年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中制定了《家庭报国三
纲领·实践十四要目》，1942年颁布了《战时家庭教
育指导要项》，随即把城乡全部家庭都卷入到战时
体制中来，对普通民众的家庭生活也实现了严格的
统制。日本当局赋予官方妇女团体的作用是以“家
庭报国”稳固后方阵地。“家庭报国”是日本战时体

①石月静蕙：《两战期间的女性运动》，第 333 页。
②岛袋淑子编：《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第 2卷，冲绳：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1982年，第 204 页。
③堀幸子：《十五年战争下的女子劳动》，东京：吉川弘文馆，1998年，第 330 页。
④日本劳动省编：《劳动行政史》第 1卷，东京：劳动法令协会，1961年，第 1091 页。
⑤《东京朝日新闻》（东京）1938年 7月 7日。
⑥《信浓每日新闻》（长野）1943年 12月 9日。
⑦《东京朝日新闻》（东京）1937年 8月 6日。
⑧《东京朝日新闻》（东京）1942年 3月 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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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一大突出特点，是其它任何国家都做不到的。
一是把每个家庭都变成了“效忠天皇”的臣民训练
所和实践场。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者，把“天皇与国
民的关系视为父子关系、宗家与分家关系”，把“天
皇权威的神圣化、绝对化、正当化”统一到“效忠天
皇、灭私奉公”目标上来。二是把各家各户都编进
“邻组”的战时居民组织中来。“邻组”是日本在历史
上引进了中国唐朝的保甲制度，“在日本德川时代
实行的居民组织”。①为对城乡居民进行严格的战时
统制，日本当局通过官方妇女团体配合警察机构，
从1938年开始先在东京、继而在全日本城乡重建和
推广了邻组，并于1940年9月由内务省下达了《关于
部落会、町内会配备指导训令、通知》，规定在城乡
部落会、町内会这种地方行政最基层组织之下建立
邻组，一般以10户为一个邻组，到1941年5月，全日
本城乡共建立邻组133多万个。② 在邻组这个战时体
制的居民组织之内，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组织各
类活动特别活跃。如政治类活动有：每月定期召开
邻组例会，内容有遥拜天皇、升国旗唱国歌、奉读敕
语、效忠宣誓、悼念阵亡皇军将士等；战争类活动
有：传递落实政府有关战争的法令和通知，进行战
争、征兵动员，举行防空演习等；生活类活动有：进
行居住登记、摊派储蓄国债、金属回收、征收杂税，
特别是实施粮食、油、盐、糖、肉、蛋、衣布、棉花、木
炭、火柴等一切生活物资的配给。由于连年战争造
成生活物资越来越匮乏，邻组在这方面具有重要作
用。治安类活动有：实行“连环保”制度，发动邻组居
民互相监督揭发具有反战言论、倾向、背景的“非国
民”“国贼”“奸细”，③在许多邻组还有警察和特高课
部门安插的“眼线”，通过邻组实现了法西斯主义对
国民的严格统治。

三、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

习近平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指出：

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
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
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

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④

按照这个精神，有必要厘清日本官方妇女团体
及其领导人和成员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双重角色，其
着眼点不是追究战争责任，而是明确道义责任。

第一，从“集团行为”方面来考察，日本官方妇
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是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
争的直接受害者。世界各国的现代社团，只要以追
求自由、平等、和平、民主、科学为主旨，都会对社会
进步有一定程度的积极意义。但从日本官方妇女团
体的成立与地位、主要活动与作用来考察，却看不
到对日本社会有符合世界进步潮流的积极意义。

从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集团行为”方面来考
察，其领导人和成员的直接受害者角色是非常明显
的。集团行为是日本民族根深蒂固的一个最为突出
的特点，正如美国学者赖肖尔所指出的：

日本人同美国人或一般西方人之间的最
大区别，莫过于日本人那种更强调集体、牺牲
个人的倾向了。⑤

日本这样一个岛国，在战时之所以能够称霸世
界于一时，其秘笈就在于“集团行为”，即举国一致
的战时体制产生的爆发力。在战时日本官方妇女团
体之所以能够显赫于一时，其秘笈也在于“集团行
为”，即举国一致的“铳后之女”产生的凝聚力。战时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具有集团化、军事化、官方化、大
众化、封建化的特点，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的意志，
通过官方妇女团体这个组织，灌输给日本广大妇
女。在战争期间，她们一方面以母亲、妻子、女儿、女
人等家庭和社会角色，承受战乱带来的死亡、伤痛、
疾病、饥饿、贫困、违心嫁人、甚至充当慰安妇的惨
痛苦难，另一方面又以“忠烈殉国”“军事扶助”“铳
后奉公”“家庭报国”等战争参加者角色，遭受战火
吞噬和男性军国主义者的无情蹂躏。在战争结束之
后，许多日本妇女还要继续战争直接受害者的痛苦
体验，失去亲人的痛苦，自身伤病、女性经历侵犯的
精神折磨等，都成为一生挥之不去的梦魇。如日本
妇女为“嫁军人报国”就付出了惨痛代价，她们只能
自己默默地长期品尝“战争未亡人”的苦果。所有这
些都使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成为日本军国
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直接受害者。承认其直接受害

①②③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人精神史》，高海宽、张义素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 98 页，第 116页，第 133 页。
④《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5年 9月 3日，http://politics.

people.com.cn/n/2015/0903/c1024-27543345.html，2018年 1月 15日。
⑤埃德温·O.赖肖尔、马里厄斯·B.詹森：《当今日本人》，孟胜德、刘文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第 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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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角色，有利于从日本女性的立场体验和彻底清
算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的罪行，有利于让日本女
性成为反战和坚守和平的重要力量。
第二，从所谓“膺惩暴支”方面来考察，①日本官

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又是遭受侵略国家
人民的间接加害者。所谓“膺惩暴支”是日本军国主
义者一再扩大对中国侵略战争的借口。本来是日本
在步步紧逼、侵略中国，可日本政府、军方和媒体，
却把中国军民的反抗斗争说成是“支那暴行”，向日
本军队和民族灌输所谓“膺惩暴支”的强盗逻辑。日
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是这种强盗逻辑的狂热
接受者，所谓“膺惩暴支”也是日本妇女参加官方妇
女团体一切活动的动力，而实际上她们对于这场侵
略战争也确实发挥了助桀为虐的恶劣作用。所以从
所谓“膺惩暴支”方面来考察，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
其领导人和成员是侵略战争后方保障的直接参加
者，从而也是遭受侵略国家人民的间接加害者，这
涉及到日本民间对战争的全面思考与自省。

日本政府首脑、军方高级将领及犯有各种战争
罪行的日本战犯，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国际法庭审判中理所当然
地受到了应有的追究，如118名甲级战犯。那么作为
日本国民，是否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呢？对于这个
问题日本人士有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
是“领导者有责任论”和“国民无责任论”，主张日本
政府和军方领导者，无论是对国际和国内，都负有
战争责任；而国民作为被领导者和被统治者，属于
受骗者、受害者，不负有战争责任，也不负有道义责
任。按照这种意见，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当然不
负有战争责任和道义责任，这也导致今天日本民众
普遍对战争缺乏应有的全民思考与自省。第二种意
见是“一亿责任论”和“一亿总忏悔论”，主张战争责
任由全体日本国民共同承担，而不是由领导人单方
承担。这就意味着，说是“一亿有责任”和“一亿总忏

悔”，但其实包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成员在内谁也
不用对战争负责任和忏悔，这也导致今天日本部分
民众对当年的战争责任者、哪怕是战犯缺乏应有的
痛恨。第三种意见是“国民间接加害论”和“国民道
义责任论”，主张无论处于哪个阶层、何种地位的国
民，只要有“膺惩暴支”的言行和行动，就在客观上
助长了侵略，哪怕对被侵略国家人民没有直接加害
行为，在客观上也有间接加害行为，也是间接加害
者，应该承担道义责任。如日本学者河原宏指出：

如果不是陷入一亿人总忏悔的论调，也不
仅仅把民众作为战争的牺牲者和受害者，而是
问及战争的责任，特别是道义上的责任的话，
那么，我们大概都应该承认，不管是战时还是
战后，自己是有责任的。②

日本妇女活动家秋山洋子曾经提出过发人深
省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问题：

女性是不是在作为体制的受害者的同时
也是体制的共谋？③

笔者反对前两种意见，同意第三种意见，认为
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成员对被侵略国
家人民所遭受的杀戮、侵害和苦难，在客观上是间
接加害者，应该承担道义责任，这种间接加害者和
道义责任，集中体现为她们作为女性，以“东洋之
花”特有的魔力助长了日本男性军人在战场上的兽
性，以占半数国民的力量，全程地、忠实地、不可替
代地支撑了侵略战争。尤其是日本官方妇女团体的
领导人，更是为虎作伥的间接加害者和应负道义责
任者，但却没有任何人受到追究。所有这些，都值得
日本女性，对当年日本官方妇女团体及其领导人和
成员的加害者的角色进行深刻反省，以便在防范和
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值
得人们对战争中女性的地位、作用和角色予以重视
和研究，以便以史为鉴,坚定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

（责任编辑：林 广）

①所谓“膺惩暴支”意为严厉惩罚暴力反抗的中国人。
②河原宏：《日本人的战争》，东京：筑地书馆株式会社，1995年，第 185 页。
③秋山洋子、加纳实纪代编：《战争与性别———日本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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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atus, Function and Dual Role of Japanese Women's Official Groups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WANG Wenjia）

The women's official organizations in wartime Japan were established and led by the Japanese govern-
ment. As indispensable and important parts of the wartime system, they played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n-
spiring crazy killing, supporting aggressive war, maintaining wartime economy and stabilizing the rear area.
They were not only direct victims of the war of aggression launched by the Japanese militarism, but also
indirect persecutors of the people of the invaded countries.

The Australian Aboriginal Women 's Suffrage Movement （LU Bing, HOU Minyue）
Australian feminist movement has been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Its women won the right to vote

in 1902, but aboriginal women were excluded. Aboriginal women were subjected to the dual oppress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patriarchy. From the 1920s to the 1960s, aboriginal women fought for the basic
civil rights such as the right to vote. They began to fight side by side in unity, forcing the Australian gov-
ernment to make policy adjustments in order to obtain legal guarantees. The aboriginal women’s movement
had achieved satisfactory results. In addition to their own unremitting efforts,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and the help from progressive whites all played positive roles.

The German Women under the Nazi Compulsory Sterilization Policy （DENG Xueli）
In 1933, the Nazi regime enacted the Sterilization Law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National Community”.

A large number of German women, especially female officials, doctors, and nurses supported and were ac-
tively engag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erilization policy. Nearly 200 thousand German women became
victims of the Sterilization Law, who were deprived of the reproductive rights. Some of them suffered from
long-term trauma or even lost their lives. German women’s situation was caus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e
World Economic Crisis, the Nazi propaganda and the mandatory measures. It revealed women’s subordinate
status in the totalitarian Nazi reg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Business Ethics in the Ming Dynasty—About the Ming Guide Books on Commerce
（WEI Zhiyuan, LI Yuan）

The guide books on commerce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contained a lot of business ethics. They
introduced the principle of righteousness and preached Confucian ethics in business. The writers argued that
being honest and trustworthy, courteous and modest, diligent and thrifty, merchants could achieve steady
growth in wealth. Practicing Confucian ethics in business not only made Confucian ethics pragmatic in the
increasingly commercial environment but also helped establish the commercial moral order.

On the Rise of Hubei Government Cash Bank In Late Qing Dynasty （LUO Kai）
In 1896，Zhang Zhidong, the governor-general of Hunan and Hubei Provinces, set up the Hubei Gov-

ernment Cash Bank in Wuchang in order to solve currency shortage. The bank rose quickly by promoting
paper money actively and keeping in good relation with the Shanhou Bureau, Silver Bureau and Copper Bu-
reau constantly after it was founded. The rising Hubei Government Cash Bank greatly influenced the 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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