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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实罪证——从甲级战犯岸信介说起  本期特稿「善用满铁资料，清算并坐实日本荼毒平民的历史罪行」出自苏崇民教授，是苏老在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2012 年会上的发言稿。苏教授是享誉中外的满铁史专家，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积累与研究，使得他思想深邃、见解不凡。清算并坐实日本侵华罪行，不单要研究机构，譬如满铁调查部，更要研究人物，尤其是那些与满铁、满洲国有关的魁首，因为他们往往是罪恶的谋划者和实施者。 以苏老文中提到的岸信介（1896～1987）为例，这位人称“满洲之妖”的甲级战犯，原姓佐藤，其胞弟佐藤荣作亦曾任日本首相。日本侵华时期，岸信介历任伪满洲国政府产业部次长等要职，与东条英机（关东军参谋长）、松冈洋右（满铁总裁）等并称“满洲五巨头”。战后两度出任首相的岸信介一贯敌视新中国，并通过血脉将这一反华基因遗传给其外孙，现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从冈部牧夫的历史研究中继承些什么」译自日文，作者柳沢遊是日本经济学教授，对满铁素有研究，透过冈部先生的学术探索与成果，让我们对日本的满铁研究有所管窥。 「我手中的“九.一八”史证」是军史专家沈克尼的又一篇力作，沈大校（预备役）的文章之所以耐读，原因为史料翔实、图文并茂、论述专业。当然，也与他多年收藏侵华日军相关旧物不无关系。文中附图“满洲事变”从军纪章、日军绘制的“九.一八”战斗经过图、日军当年印制的“九.一八事变”明信片，都是当时日军制作和使用的，这些物品无疑是揭露日本侵略罪行的有力证据。 「满铁对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踏查”」是一个比较冷门的话题，大凡谈及满铁多从其政治、经济及军事层面入手，较少涉及文化及文物分野。满铁确实是个贪得无厌的侵略怪兽，它的魔爪不仅伸向铁路、矿山、港口、学校、医院、图书、报刊、电影，连文物和古迹都不放过。与日军明火执杖烧杀抢掠所不同的是，满铁所谓的文物“踏查”，通常都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展开的。 「满铁与日本军方对抚顺油页岩的“技术研发”」说到的油页岩是一种可以从中提炼出油品的矿石，抚顺盛产煤，还盛产这种油页岩。满铁投巨资对油页岩进行“技术研发”，并于 1928 年设炼油厂，开始为日本海、陆、空军提供各类高性能油品，如文中所述，满铁的“抚顺炼油厂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吸血管。” 「日文版满铁史书籍剪影」主要介绍日本近年出版的部分满铁相关图书，与中国大陆满铁研究专著凤毛麟角相比，日本这方面的出版物可谓琳琅满目，有全史、外史、发达史、意外史、四十年史、写真集、亚细亚号、抚顺煤矿、满铁调查部、中央试验所、后藤新平、中村是公……，书名是五花八门，书皮是五颜六色。其中精品若能翻译成中文，想必会成为国内满铁研究重要的参考文献。 「想看看旧大连车站的现在形象」是一篇博客文章，说的是大连往事和旧照。大连曾是满铁总部所在地，看着一幀幀黑白写真，仿佛又将时光定格在曾经的满铁年代。 苏崇民教授在「善用满铁资料，清算并坐实日本荼毒平民的历史罪行」文中建议《满铁研究》开辟一个栏目，专门刊载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文章。我刊将遵从苏老的意见，从本期开始增设「史证」（暂名）栏目，沈克尼的「我手中的“九.一八”史证」便是本栏目刊载的第一篇文章。  

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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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满铁资料，清算并坐实日本荼毒平民的历史罪行★ 
苏崇民

☎
 

 

钓鱼岛事件告诉我们，不清算日本的战争罪行，不打掉日本右翼分子的嚣张

气焰，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二战结束后，由

于美国的包庇，日本的很多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日本的战争罪行特别是在

中国的罪行没有得到应有的清算，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没有彻底肃清。侵华老手

的吉田茂（由于他被认为是亲美的而未被列入战犯）和战犯岸信介甚至长期窃据

首相职位。至今，日本的右翼政客还在主宰日本的政局，日本的右翼思潮不仅没

有得到清算，并且变本加厉，还在主导日本的舆论，毒化日本的人民。军国主义

的余孽还在翻历史的账，他们妄想重新骑在中国人民的头上。事实证明，同日本

右翼思想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苦的。 

历史已经证明，日本军国主义者是人类史上最野蛮最丧失人性的人渣。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犯下种种滔天罪行，欠下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血债。

可以说是罄竹难书。二战后中国本着不咎既往和向前看的精神，采取了宽宏大量

的态度，希望此后中日之间睦邻友好。可是，日本却以为中国是懦弱可欺，变本

加厉地公然挑战中国的民族感情，侵犯中国的领土主权。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地

清算历史上日本的各种战争罪行。压制和扑灭日本右翼的嚣张气焰。 

自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战败投降，5千多个日日夜夜，日本侵略者无

时无地不在制造罪恶。日本的反人道的战争罪行，随手可以举出的就有南京大屠

杀、平顶山惨案等集体屠杀平民的数不胜数的惨案；重庆、成都大轰炸等毁坏城

市滥杀市民的罪行；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和“集团部落”的暴行；七

三一部队等细菌人体实验和生产、扩散细菌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满洲医科大学等

医疗机构的活体解剖罪行；以特殊工人名义奴役战俘，军事工程大量屠杀工人的

罪行；血债累累的人肉换煤，到处遗留万人坑的罪行；强掠中国劳工到日本和百

般奴役和虐杀的罪行；抓劳工普遍建立劳动集中营的罪行；在“粮谷出荷”名义

下掠夺农民财产口粮的罪行；大量种植罂粟，毒害民众的罪行；强征慰安妇的罪

行，等等。已经揭露出来的虽然只是其罪行的一部分，已经是人神共愤天地不容。 

战后日本右翼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或矢口否认或讳莫如深。反而大量发表什么开拓

团民遭遇回忆录。似乎日本不是加害者而是受害者。他们企图篡改历史，蒙蔽日

本的新生一代。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客更是紧锣密鼓，阴谋策划复活日本军国主

义。我们绝对不可掉以轻心，任其泛滥。                                                         ★该文为苏崇民教授在满铁资料研究分会 2012 年学术年会上的发言稿。 ☎ 苏崇民，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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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否认不了的，可以说是铁证如山。其中，满铁资料就是明

证。整个满铁资料就是日本侵华的产物，就是日本侵华的记录。它是在日本侵华

过程中逐步形成和积累的，日本在侵华过程中的暴行也就不可避免地在这些资料

中有所反映。中国人亲历者的控诉和证言，日本右翼可以充耳不闻，矢口否认。

可是，他们的祖宗形成的满铁资料，却是他们回避不了的。用他们的先辈形成的

证据去打他们的耳光，这就是我们满铁资料的整理者可以做到而且是应该做到

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将满铁资料中反映和涉及日本暴行的有关记载，蛛丝马迹，

统统发掘出来。来佐证受害者的控诉，来进一步坐实日本的罪行，来为民间索赔

提供支持。 

抢夺财产要赔偿；虐杀群众要赔偿；虐杀工人要赔偿；虐待俘虏要赔偿；特

殊工人要赔偿；抓捕劳工要赔偿；强虏劳工要赔偿；强制储蓄要赔偿；粮谷出荷

要赔偿；慰安妇要赔偿。民间损失统统要赔偿。 

我们知道满铁资料数量庞大，内容庞杂，可以说是全方位地反映当时的社会

的方方面面，并且涉及自然科学、天文地理。不过它主要还是日本侵略的记录。

日本的侵略罪行，会作为他们的功绩或任务，自觉或不自觉地反映出来。我们的

任务就是将所有这些挖掘出来。予以公布。让日本侵略者的一切罪恶暴露在光天

化日之下。 

让已知的罪行铁板钉钉，让未知的罪行，无所遁形。让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

和丑恶被全世界所唾弃。让日本的右翼政客颜面扫地，让日本人民了解日本军国

主义罪恶历史。 

我们的优势就在于经常接触满铁资料，就有更多的机会获得关于日本战争罪

行的线索。我们每个人发现一条线索，合起来就是几十条，将它们公布于众，就

是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重型炮弹。 

我建议学会的《满铁研究》开辟一个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栏目，专门发布这

些信息。使《满铁研究》成为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重要阵地之一。使满铁资料成

为鞭打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武器。我希望参加整理满铁资料的所有人士都投入到

这一斗争中，充分利用《满铁研究》这一阵地，将满铁资料中反映日本战争罪行

的线索统统挖掘出来。 收稿日期：2013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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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冈部牧夫的历史研究中继承些什么 柳沢遊♣  
2010年 12 月 6日，冈部牧夫先生辞世，至今已过去了一年多。我想对他作

为一个现代史研究者的成长轨迹，尤其是他对历史学课题所持立场做一简略回

顾。 

1941 年，冈部牧夫出生于东京市代代木，1965 年毕业于成蹊大学政治经济

学系。之后他经历了 12年的所谓“成蹊学园时代”，做过候鸟，也当过编辑。对

生态系统、博物学及西方近代思想史兴趣浓厚的冈部牧夫，在大学毕业后便热衷

于有关文化人类学及现代史的研究。60 年代末，经大学时期的恩师荒井信一的

推荐，冈部牧夫加入了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的写作班子，并成为执

笔者之一，他的日本现代史研究者生涯由此开始。 

冈部牧夫的研究成果包括，发表在 1974年 3月第 406期《历史学研究》上

的「殖民地法西斯运动的兴起与膨胀——满洲青年联盟和满洲协和党」，该论文

阐明了满洲事变前后青年团体的动向。居住在长野县富士见町的冈部牧夫，还相

继发表了多篇属实证研究范畴的论文，内容涉及满洲农业政策及其实态、满洲国

的统治结构、殖民地法西斯及其魁首等。1980年代，冈部牧夫的研究有所扩展，

围绕着“解决日本现代史难题”、“理清亚太战争的细节与起因”等课题，又发表

多篇涉及“昭和天皇的历史性角色”、“如何解读日本的大陆侵略之途”的论文。 

兹以其代表作——「15 年战争史论——原因、结果和责任」（青木书店 1999

年）为例，对冈部牧夫的史学关注展开探讨。 

该书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全面地记述了战争的各个阶段；一部分叙述了殖

民地、占领期的诸问题；一部分讨论了围绕 15 年战争的“战争责任”问题。尤

其是有关日本为何发动这场不计后果的战争，进而又将战火扩大这类的研究话

题，在该书的各个段落随处可见。 

该书第 113页指出：“（省略）日本实施强权统治和掠夺，结果造成日本的经

济实力较之其他帝国主义强国变得更加脆弱，本国的民主政治传统越发淡漠，加

上世界大萧条的打击、满洲事变前后急剧膨胀的军国主义化及法西斯化，原本从

1920 年初见端倪的政治及社会领域的相对民主化趋势（大正民主）迅即被碾压

的粉碎。” 

上述论述可参见 1970～1980年代的历史学研究成果——《岩波讲座日本历

史 近代七》（岩波书店 1976年）及《讲座日本历史 10 近代 4》（东京大学出版

会 1985 年）。实际上，该书中，对于历史的真相皆按照时间的先后给予了具有

说服力的阐述，即由于前期获得了帝国主义权益的实现和扩大，使得侵略行为有

扩大的趋势，且这条路愈陷愈深难以自拔。 

1980年代前半期，包括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中，“1930年代论”的观点还是较

盛行的。大家都在关注同一个话题——阐述日本经济的对外依存与军事的侵略扩

张的矛盾与调和。冈部牧夫的功绩在于，他在 1999 年的新时代，首创了对“15

年战争”的因果关系提出诘问这一论点设定研究法。 

从 1990年代后半期开始，冈部牧夫在继续开展日本现代史研究的同时，还

陆续发表了日本殖民地研究的实证分析及研究动向之展望的相关论文。大日方纯

夫他编《讲座 战争与现代 3 如何看近代日本的战争》（大月书店 2004年）一书                                                        ♣ 柳沢遊（やなぎさわ あそぶ），庆应义塾大学教授。  



《满铁研究》2013No2 总第 18期 

- 5 - 

中的“15 年战争与日本的国家、国民”部分亦由他执笔，文中冈部牧夫对影响

战争进程的领导层与国民的政治觉悟，以及天皇政治体制的多元化皆进行了外科

手术般的剖析，进而厘清了“15 年战争”扩大的脉络。到了 2008年，冈部牧夫

的研究迎来了全面开花的时期。 

在日本殖民地研究会编《日本殖民地研究的现状与课题》（雅典社）、殖民地

文化学会等编《「满洲国」是什么》（小学馆）等联合执笔的论文集中，冈部牧夫

和他的论文绝对是不能缺少的。与此同时，满铁史研究会压缩、重编了论文集，

并由日本经济评论社出版发行了《南满洲铁道会社研究》，身兼编者、（多篇论文

的）作者以（及出版事务的）组织者多个头衔，冈部牧夫是该书的头号功臣。在

该书的“序章 南满洲铁道会社的 40年”中，冈部牧夫试图将满铁作为认知历史

的新节点。本章论述了满铁职员构成的变迁与其政治进程所附带之关联、15 年

战争的扩张与“满洲国”建立对满铁性质的影响。文中在谈到关于满铁的改组和

侵占华北时，冈部牧夫特别指出：“这些与军部开始主宰的全面战争体制的构筑

设想是密切相关的。”军部的另一构想就是具体制定 1936～1937年的满洲产业开

发五年计划，然而，这一时期，日本国内发生的 2.26事件（1936 年 2月 26 日由日本皇道派少壮军人发起的未遂兵变——译者注）及马场财政（以军费开支为首要需求的财政制度，亦称准战时财政——译者注）成为契机，使其开始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第 17 页）对于冈部牧夫的观点，有经济史专家著文认同：“从「满铁改组问题」

到「在满机构改革问题」，再到新兴财阀日产落户满洲并设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

式会社（满重），满重取代满铁并成为对满投资和构筑重工业的核心机构，这一

系列的步骤预示着军部主宰的管理政策下的重工业的构筑，最终离不开与垄断资

本的合作。”（原郎 「满洲的经济管理政策的展开」《日本经济政策史论》东京大

学出版会 第 210 页）2.26 事件（时期），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在满洲各地，

对于构筑“军主导”（军部主宰）的全面战争体制，都具有重要的、划时代的意

义。 

冈部牧夫涉猎的研究领域较多，包括日本法西斯史、昭和天皇论、满铁史、

移民史等，但无论哪个领域，都没有偏离他终身探究的一个课题，那就是「日本

扩大战争最终导致灭亡的原因」。当下的现代史研究者，能否接受冈部牧夫的史

学思想，进而将其继承并发展不得而知。对于政治史与经济史研究业已分家，已

无多少兴趣调查战前日本对外侵略逻辑的学术界而言，如何继承并发展冈部牧夫

的史学的确是个困难的课题。 

（又及）关于冈部牧夫的一生，详见盐谷まき编《一生学生 一生青春 冈部

牧夫 1941～2010》（雅典社出版）。 原文出处：日本经济评论社 PR 誌『評論』185 号   
柳柳柳柳沢遊沢遊沢遊沢遊（（（（やなぎさわやなぎさわやなぎさわやなぎさわ    あそぶあそぶあそぶあそぶ）））） 

1951 年生，1982 年东京大学经济学研究专业博士课程结业，现任庆应义塾

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主要著作：《日本人的殖民地经验——大连日本工商业者的历史》（青木书店、

1999 年）、《战时亚洲的日本经济团体》（与木村健二合编 日本经济评论社，2004

年）、《满铁的调查与研究——其神话与实像》（与江田宪治合编 青木书店 2008

年）。 原文出处：《南满洲铁道会社の研究》冈部牧夫编  许勇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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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文版满铁史书籍剪影 许勇 编译  满铁外史  满铁快车「亚细亚」的诞生 

  满铁与满洲事变 上 满铁与满洲事变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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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证言与社报验证的 40年史实 论战「满洲国」及满铁调查部事件 

  满铁快车亚细亚号 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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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衍生的日本型经济体制 满铁抚顺煤矿与平顶山事件 

  满洲铁道写真集 满铁与满洲事变意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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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洲铁路发展史 满铁全史——「国策公司」的全貌 

  满铁四十年史 满铁的调查与研究——「神话」与实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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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满铁的十二章 满铁调查部的轨迹 

  满铁调查部 满铁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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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藤新平——日本的指南针 图说满铁——满洲的巨人 

  满铁——「智囊集团」的生与死 话说满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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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的辉煌与衰落 满铁调查部事件的真相 

  满铁抚顺煤矿劳工管理史 满铁经济调查会与南乡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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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笛长鸣的亚细亚号 满铁劳动史研究 

  近代日本与满铁 满铁与东印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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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铁中央试验所 满铁总裁中村是公与夏目漱石 

  难忘满铁——最新发现的骄人记录 满铁福利船的最后时刻 

   



《满铁研究》2013No2总第 18期 

- 15 - 

十五年战争与满铁调查部 南满洲铁路公司之研究 

  昭和十年（1935）的铁路旅行 战争期间的「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股票 

   原文出处：http://www.junkudo.co.jp 等日文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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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手中的“九一八”史证 沈克尼  
“九一八事变”整八十年了，我从文箧中取出从日本讲学时收集来的侵华日

军相关旧物。当年日本制作的所谓“满洲事变”从军纪念章，据说每个参战的日

军官兵都有一枚。八张一套的“满洲事变”的“军事邮便绘葉”，这是当时日军

拍摄的在奉天，即沈阳杀人放火的照片制作的彩色明信片，是日军侵占沈阳，制

造“九一八”事变带血的史证。还有 1937 年 8 月日本出版的国防教育的读本《学

校教练必携》，其中有 1931 年 9 月 18 日，日军突袭沈阳中国驻军北大营的战斗

经过要图。图中注记“北大营附近战斗兵力：日本军参加兵力约六百名，支那军

兵力八千至一万”。日军将“九一八”作为以少胜多的战例宣扬，称“训练精到，

炽烈的攻击精神战胜百倍之敌。” 

 

 

 

“满洲事变”从军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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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绘制的“九一八”战斗经过图 

  

回眸回眸回眸回眸““““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仅有第 2师团的 2个旅团和

6个守备大队，共 10400 人，加上退伍军人和警察在内总共 23400 人。此外，驻

朝鲜的 2个师团，共 3万人可迅速进入驰援。而当时驻守东三省的中国东北军有

20 多万，在平津一线还有 11 万东北军主力部队，能迅速回师增援，中国军队占

绝对优势。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发动“九一八事变”，战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组织“参

谋旅行”，详细调查了东北的兵要地志，并特别安排曾作过张作霖军事顾问，熟

悉东北情况的本庄繁大将任关东军司令官。在开战前 5个月由日本仙台调来适应

寒区作战的第 2师团，并从旅顺要塞运来 2门 240毫米重型榴弹炮，准备轰击中

国军队坚固的北大营。同时日本驻朝鲜的第 19、20两个师团也秘密向中朝边境

调动，准备随时增援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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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当年印制的“九一八事变”明信片 



《满铁研究》2013No2总第 18期 

- 19 - 

 

日军当年印制的“九一八事变”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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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当年印制的“九一八事变”明信片 

  

1931 年 9 月 18 日夜，日本关东军借口中国军队制造“柳条湖事件”突然袭

击沈阳北大营东北军第 7旅，一夜间日军占领沈阳城。仅武器被日军虏获有飞机

260架，火炮 250门，炮弹 10 万发，步枪 15 万枝。还有东北全境的地形图……

笔者有浓重的军人情节，至今看到这些损失，仍顿足捶胸。 

学者李刚在《犁与刀一百年中日问题忧思录》中引述美国布赖恩·克罗泽《蒋

介石》一书说，张学良请示蒋介石“我该怎么办？”蒋介石回答“为了避免这一

事件的任何扩大，必须坚决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心“ 剿共”的蒋介石企图通过

外交向当时国际联盟控告日本的侵略。东北军在“不抵抗”命令的指导下，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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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的进攻实施统一协调的反击。驻扎在辽宁、吉林的东北军仅少数部队进行了

自卫，并很快撤出城市和交通线。驻扎黑龙江的东北军进行了江桥抗战、哈尔滨

保卫战等几次大规模的战斗，但终因孤军奋战而告失败。“九一八事变”4个月

后，东北三省大部分地区沦陷。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 14 年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日本对华战争中代价最

小，收利最大的侵略行动。日本掠取了我东三省巨大的财富和资源，以及劳动力。

日本借此摆脱了 30 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931 年到 1937 年，日本军费增长

了 7 倍，步枪生产增长了 10.8 倍，机枪生产增长了 3.2 倍，火炮增长了 4.3 倍，

飞机增长了 2.8 倍，坦克增长了 38.9 倍，汽车增长了 20 倍。日本在政治、经济、

军事上完成了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转变。并初步具备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能

力。 

幕后的石原莞尔幕后的石原莞尔幕后的石原莞尔幕后的石原莞尔    

说到“九一八事变”，不能不提幕后策划者，时任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作战

主任）石原莞尔中佐。他还因一手策划了“满洲国”并提出《最终战争论》而出

名。这个陆军大学第 30期的“高材生”做过陆大教官、驻德武官、参谋本部作

战部长、关东军参谋副长、第 16 师团长等职。石原认为未来世界冲突是东西方

文明的冲突，日本与美国分别代表东、西两个文明进行一场所谓“最终的战争”

来决定人类社会的走向。他还在 1941 年出版的《战争史大观》中强调飞机在未

来作战中的作用。还预见到原子核裂变能量在军事上的应用“可在一瞬间就决出

胜负”。这些都被这个军事“天才”不幸言中。 

 

石原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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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六年，发生“七七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 

“愤青”般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特别是青年将校和参谋们极力推动日本当

权者扩大事态，“惩罚”中国，最终导致全面抗战爆发。与之相反，时任日军参

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这个阴谋家似乎是个“明白人”。他在“七七”

和“八一三”两次“事变”中，都反对扩大战争。俞天任在《军国幕僚》中精辟

总结石原莞尔对华战略思想：“主张挑动在西北的国共内战，同时建设‘满州国’，

巩固华北，堵住俄国人南下，再向南洋渗透，得到马来亚的橡胶和文莱的石油，

同时挤走英国人，争取把手伸到印度尼西亚，确保石油，然后和美国进行最终的

战争。”时至今日看到这个战略构想，我依然不寒而栗。所幸石原莞尔与当权的

东条英机意见不和而辞职，其后转入预备役到大学教国防战略去了。 

斗转星移，虽然这些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正如抗日老战士迟浩田上将为我书

写的条幅，这是“不能忘记的历史”！ 资料来源：《中国国防报》2011 年 9月 14 日军事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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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对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踏查” ① 李 娜◈  
古建筑是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年代比较久远的建筑物。②古建筑

不仅仅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由于古建筑具有不可再

生性、不可复制性，理应得到全人类的广泛尊重和保护。根据海牙陆战法规惯例

第 27 条规定，一切有关文化方面，如宗教、美术、学术及古物的机关与财产，

若不作为军事用途，交战国必须尽力保全，不得加以破坏。然而，自日本踏入中

国土地的那天起，中国古建筑或因军事轰炸、焚烧所致，或为日军破坏性抢劫、

肆意捣毁，或被改作军用等而遭到空前的劫难。1946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

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经过调查，初步统计出抗战期间中国重要古建筑被毁达

741 处。③本文通过论述满铁对中国东北文化遗产制定掠夺政策、设立专门机构、

进行精心细致的“踏查”，来揭示在此过程中形成了满铁文化侵略过程中一个特

有的现象——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卷入其中，与军人、政客、财阀相互表里，

构成文化侵略的主体。 

 

一、掠夺东北文化遗产的政策及组织 

1．掠夺文物古迹的政策 

日本侵略者抢劫和破坏中国文物， 有计划和有预谋者可溯至 1894 年的中

日甲午战争。 其时，日本宫中顾问兼帝国博物馆总长九鬼隆一向日本当局献策

掠夺中国文化财富，并制定了《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其中有：“战乱是获得

‘宝物’的绝好时机。 战时搜集的优势在于可得到平时难以到手的名贵珍品(第

三条)，亦可以极低廉之价格获得极昂贵之珍品(第四条)，提倡直接由军队进行

搜集和搬运， 这可以解决沉重物品的运输问题(第五条)， 战时搜集名品可随战

争的胜利名垂史册，充分发扬国威(第八条)”④。其后，日本政府便据此颁布了

《敌产管理法》，规定对被占领国图书文物的“收集”，必须在陆军大臣或军团长

的指挥下进行，图书文物一旦送到兵站，立刻运回日本国内，入藏帝国图书馆或

博物馆。 这使日本对中国文物的掠夺组织化、系统化、规模化，并成为其侵华

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满铁成立后，这一所谓的“管理方法”遂成为其掠夺东北

文物的准则，在长达 40 年的“经营满洲”过程中从未间断过对东北文化遗产的

破坏和掠夺。 

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膨胀和战争企图的日益明朗化， 满铁对文化财产的掠

夺也由早期的低价强买、盗购、盗运转而为野蛮地公开大规模踏查、发掘东北的

古建筑和古迹。1933 年，“为了防止古迹毁灭”，由满铁起草，伪满洲国政府于

7 月以教令颁布古迹保存法。9月公布施行规则并在各地执行。此法规共 12 条，

首先规定了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的类别，可谓无所不包：古坟(包括陵墓)、

古城寨、烽火台、驿站、陶窑等遗址与战争遗迹，其他有关历史的遗迹还有贝壳

古器、土器、骨角器等具有历史价值的；古物类包括碑碣、金石、古玩、服饰、                                                        ◈ 李娜，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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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礼器、书画等历史宗教美术方面的参考品；名胜包括山林湖沼等风景佳处；

天然纪念物包括古代树木等具有地质学动植物学方面价值的天然物。 

这个所谓的古迹保存法可以说完全是日本人为其在东北进行考古调查挖掘

制定的法规，保存法规定：“非经文教部许可不准变更现状或有影响于保存行为”。 

而当时的文教部完全由日本人控制，意即未经日本人许可不得随意进行考古调查

和发掘。保存法的颁布方便了日本对东北古迹的考察和发掘，一旦发现有发掘价

值的地方，“应划定地区，对于一般人民禁止或制限特定行为，又命其所有人或

管理人施行一定之措施”。不仅如此，此保存法的颁布使日本“保存”东北的文

物珍宝有了法律依据， 如果对于古迹现状之变更或保存有影响，法规规定于原

则上虽予以许可或承认，但必要时应附加限制。但“此鉴于古迹保存之本旨，视

为当然”，经过许可或承诺者在变更古迹现状施行调查之际，如果“再新发现埋

藏物时须将其埋藏物与埋藏物之目录及现状等详细记录，提交给文教部总长以期

古迹保存之万全”，加盖特定专章以保存。⑤而这些由伪文教部保存的文物，大

部分都分散于各文物博物馆“收藏”。另外，古迹保存法为日本劫掠东北文物打

开了方便之门。法规中规定，关于调查古迹有必要时，该调查员可以有“入他人

土地内为发掘土地去障碍物建设标古标柱等行为”，而且必须携带经文教部长认

定的证明券， 而这个只有日本人才有权发放的证明券， 自然不会落入中国人之

手。 

此法颁布之后，同年 12 月，伪满文教部即部署各地方官署依据法令迅速详

报各地文物古迹的分布情况。根据当时各地呈报文教部的统计，各地呈报上来的

调查表共 937 份，所拍照片 317 张，其中调查古迹有 571 处，古物 304 处，

天然纪念物 102 处，名胜 77 处。⑥东北几乎有价值的文物古迹都备录在案， 这

些都为日后调查发掘东北的文化遗产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2．掠夺和保存文物珍宝的组织和机构 

满铁对东北文化遗产的考察组织除最大的情报机关——调查部及下属组织

外，还有东亚考古学会及临时成立的各地考古队。另外，满铁殖民当局还建立了

一批博物馆及古物保存馆， 将掠夺来的文物珍宝分门别类地“陈列”在相应的

古物保存馆里，然后伺机运回日本。 

满铁调查部： 满铁的情报中心。1907 年设于大连，40 年间，它在名称、

规模以及调查内容等方面发生了多次变化，但一般仍以“调查部”统称之。创立

初期把对“满蒙”地区的政治、经济调查作为主要任务，编写了有关该地区的法

令、外交活动、民间习俗、 文化及各方面经济情况的资料近 300种，还编辑出

版了满铁业务统计资料。到 1941 年调查人员由建立初期的 30 人增加到 2100 

多人，每年的经费预算达 1000 万日元。积累的资料达 5 万多份，提出的报告达

6000 多份。⑦分支机构遍布世界各地，是日本最大的、也是世界上少有的情报

机构。 

满洲朝鲜历史地理调查部：1908 年设于满铁东京分社， 聘请精通东亚历史

的白鸟库吉主持工作，对中国东北及朝鲜的历史地理进行调查研究。后藤新平认

为，“这种历史调查不仅可以刺激研究世界殖民政策的学者， 而且对于一般事务

也有促进作用”⑧。几年后，它以日、德两种文字出版了《满洲历史地理》和《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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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历史地理》各二卷，并呈献日本天皇。后藤新平表示“有关拓殖的政策就是建

立在这个历史调查的稳固基础之上的”⑨。1914 年， 

该部调查活动终止。 

满洲考古学会：1921 年成立， 专门进行东北地区古迹、遗址的勘查、搜集

及研究。该会的“研究” 目的就是企图说明东北自古以来就不是中国领土，为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寻找合法依据。后来为“满洲学会”取替。1931 年 7 月，

曾是满铁会员的八木奘三郎等人提议， 由在中国东北从事历史、考古、风俗、

宗教等研究的学者或研究机构创立满洲学会， 后征求日伪殖民当局的赞同后于

9 月正式成立。该学会创立后，继续满洲考古学会的活动，参加东北各地的文物

考察、发掘和文物的洗劫， 是日本破坏和掠夺中国东北文物的重要组织之一。 

东亚考古学会：创立于 1925 年，由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滨田耕作与东京帝国

大学教授原田淑人和满铁会员岛村孝三郎发起，以两所大学为中心成立的机构。

目的是与中国学者合作，进行考古发掘，同时在北京大学和东京、京都大学之间

交换留学生。据说该学会的资金由外务省提供。从 1928 年起，日本每年派一人

以留学生身份到中国进行所谓的“考古交流”，曾先后到中国的有驹井和爱、水

野清一、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田村实造，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日本在东北进行考

古调查、发掘的骨干，为日本劫掠中国东北文物做了大量的先期准备工作。 

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1937 年 3 月创立，以伪满民生部

及满日文化协会为后援。主要从事名胜古迹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同时结合各县

旗市名胜考察状况，举办演讲会、讲习会、展览会、或为见习旅行(旅行考察)

提供后援；负责机关杂志——《保存协会志》的出版及与考古有关的图书的刊行。

该协会为掩人耳目，除设会长为早年留学日本的卢元善、顾问为爱新觉罗·荣厚

外，主事为三宅俊成，成员无一例外全是日本人，其中很大一部分为满铁调查部

成员及满蒙文化协会会员。从办会宗旨及活动来看，该协会是地道的掠夺东北文

物的组织。 

各地设置博物馆及古物保存馆： 在满铁附属地内，各考古组织根据掠夺文

化遗产的政策，大规模地对中国东北的文化遗产进行调查、挖掘活动，而劫掠来

的大量文物珍宝必须有妥善的保存地和保存方法。因此，日本殖民当局建立了一

批博物馆及古物保存馆，将掠夺来的文物珍宝分门别类地“陈列”在相应的古物

保存馆里，然后伺机运回日本。在满铁沿线及附属地设立的此类古物保存馆有：

旅顺博物馆、金州乡土馆、辽阳古物保存馆、抚顺古物保存馆、国立中央博物馆

奉天分馆、国立中央博物馆新京展示场及民族馆、辑安高句丽博物馆等。 还有

5 个不在满铁附属地但分布于东北四省之内的，包括哈尔滨博物馆、牡丹江省东

京城古物保存馆、林东史迹保存馆、赤峰博物馆、热河宝物馆。⑩这些负责收藏

日本掠夺文物的文博机构，是当时日本将大批文物运往国内的中转站，中国大批

有价值的文物被劫走，至今下落不明。 

其中，旅顺博物馆是当时最大的古物保存馆，而且分类最细最合理，尤其是

京大的考古学家岛田贞彦上任后更是面貌一新，成为当时东亚屈指可数的古物保

存馆之一。该馆以满蒙及中国本土的考古及风俗展藏品为主体，至 1942 年其收

藏的标本达 3 万余件。⑾ 与此同时，由东亚考古学会发起的在关东州内考古发

掘的貔子窝遗址(1927)、牧羊城遗址(1928 年)、南山里遗址(1929)等处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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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 以及牧城驿沙岗屯汉墓调查结果全部收藏于此。 

 

二、学术研究掩盖下的“踏查”活动 

在满铁对东北“经营”近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日本以满铁调查课、日本

学术振兴会和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组织和委派考古专家、人类学家、大学教授、

讲师等来中国东北地区，肆意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 

1．对东北文化名城及古建筑的勘察活动 

辽古城“踏查”：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日本学者多次对辽上京城遗址进行

考古调查， 并开展专题研究。从 1908 年日本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对辽上京城遗

址文物勘查开始，后江上波夫、田村实造、黑田源次、 三宅俊成和大内健等都

先后勘查过辽上京城遗址。鸟居龙藏还发表了《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燕

京学报》1939)。1942 年他以燕京哈佛学社的名义，出版了《辽代画像古墓》一

书，并撰写了一些研究辽代文化的论文， 晚年致力于中国 

辽代文化的研究。另外，对辽上京城遗址调查较有影响力的著作， 还有由时任

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江上波夫为首的东亚考古学会蒙古调查班所著的《蒙古高原

横断记》(朝日新闻社，昭和 12 年)，此书成为当时了解内蒙古历史文化的详尽

资料。 这一时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猖獗之时， 也是日本帝国主义虎视中国，紧

锣密鼓发动侵华战争的时期。因此，其考察目的可谓“路人皆知”。 

对东京城(古城辽阳)的考察也是从鸟居开始，其后，多位学者、文化人进入

该地区对古迹遗址进行考察，分别发表文章，如时任奉天医大教授、文学博士黑

田源次发表《辽阳官署址和寺观》，时任东大教授、文学博士原田淑人发表《从

考古学上看辽阳》，时任新京工大教授吉村孝义发表《辽阳城和勘测报告》，三宅

俊成发表《太子河的名称及流域》等。⑿ 这些考察报告全被收入由日满文化协

会支持的 “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成为日后掠夺文物最翔实

的资料。 

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县)古城“踏查”：辑安，又名洞沟或通沟，史称通沟城，

地处吉林省最南部，地势险要，乃边陲重镇，古时曾名国内城、丸都城，即高句

丽王城。日本对辑安古迹的考察由 1905 年鸟居龙藏开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关野贞、今西龙、黑板胜美、滨田耕作、池内赛马、藤田亮

策、梅原末治、三上次男、三宅俊成先后到集安调查，发表了多篇论著。其中考

察、记录高句丽历史比较完整的考古报告， 是由日本考古学家池内宏博士和梅

原末治博士对高句丽遗迹调查、测绘与试掘后合著的《通沟》(上下卷，日满文

化协会资助刊行，1938 年)，其中对墓群的壁画考察最为著名。另外，还有著名

学者三上次男调查吉林市团山子、骚达沟、集安部分高句丽遗迹；城大教授藤田

亮策对延吉小营子发掘，调查大墩台、小墩台遗址， 发表 《通沟附近的古迹和

高句丽的墓制》；三宅俊成受伪满文教部的委托，调查辑安县好太王碑的保存状

态及取得此碑拓本，并对辑安 

附近的城址、古坟、古碑等做了调查，发表《辑安县城附近的高句丽遗迹与遗物》，

所拍壁画及考察成果均由日满文化协会收藏。⒀ 

古渤海国遗址的“踏查”：渤海国是粟末靺鞨人在 8 世纪初建立的， 是满

族族系在东北建立的地方政权，因居渤海以北，故称渤海国。九一八事变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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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渤海国遗址考察只是小规模的， 只有鸟山喜一于 1915 年撰写的《渤海史考》

和津田左右吉撰写的《渤海考》以及松井、池田宏等人的小部分论著发表。⒁ 九

一八事变后在日军的保护下进入考察发掘疯狂期，主要有：1933 年 6 月和 1934 

年 5 月，以原田淑人、池田宏为首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两次组织“调查”渤海

上京龙泉府的宫殿遗址，原田淑人和驹井和爱共著《东京城》(东亚考古学会，

1939 年)，在“调查”的基础上，很快组成了挖掘队对其进行发掘。1937 年， 受

伪满民生部嘱托，京城帝国大学教授鸟山喜一调查了吉林延吉地区的渤海时期城

址和其他遗迹，包括北大古城址，陆续发表了《东京城寺址调查略报告》、《渤海

上京龙泉府考察记》等。这一时期在渤海遗址上的考古发掘是在日本军的刺刀保

护下进行的，由于有“日满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大背景，他们通过非常规的

发掘，深入了解所谓的“并未保留自身历史而终于灭亡的渤海国都城”，企图把

渤海上京龙泉府 “确认为同日本有着浓厚关系的渤海国首 

都”，其用意耐人寻味。 

 

2．学者在考察文化遗产中的特殊作用 

由上述对东北文化古城及古建筑考察的人员成分来看，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

活动，并不完全由军人、政客、财阀包办，许多知识分子也卷入其中，他们或者

打着学术研究的旗号， 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或者走上战场从事教育、医疗卫

生、宗教、新闻报道、宣传宣抚、调查和情报收集等工作，直接为侵略战争服务，

在“思想战”、“文化战”中充当了先锋和主力。 有的中国学者甚至认为：“学者

文化人在侵华战争期间成为媒体宣传、情报收集、文化教育、宗教入侵等文化侵

略的主体。”⒂ 

日本的学者、文化人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活动构成了对

中国的文化侵略。在掠夺中国文化资源方面，日本“中国学”的部分学者成了日

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文物、文献的得力帮手，因为他们有丰富的中国文化知识和

经验，对中国历史和文化资源的了解比普通日本人要多得多，这也是日本“中国

学”受到日本对华战争政策制定者重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在对文化遗产的

考察及发掘方面，所谓的学术研究已经转变为“支那国民性研究”的探讨，通过

大量的地区性考古考察，篡改和编造历史，为侵略战争制造理论根据。 在这些

所谓的学术研究和实地勘察活动中，学者、文化人出版和发行了一大批图书，还

有一些文章在杂志上发表， 这些图书由满铁所属机关直接刊行印刷。 这些书籍

和文章及资料为日后对中国东北的文化侵略及对古籍、 文物珍宝的洗劫提供了

翔实的资料。 

而在其中满铁起了重要作用， 首先从调查发起的部门来看， 前期主要是满

铁庶务部调查课委派，如八木奘三郎的《满洲旧迹志》三卷(《满洲旧迹志》上

下、《续满洲旧迹志》)就完全是由满铁操作，对东北地区已考查核实的古物， 进

行分类汇编，历时五年完成的，而且此书完成后，由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刊行印刷。

⒃  伪满成立后，为了加快掠夺的步子及统筹安排，一部分权限才划归伪满政府

民生部；其次，从人员配置上来看，这些学者、文化人或者是满铁社员， 如岛

村孝三郎、 八木奘三郎，或者参加满铁的一个文化组织，如大部分人是满蒙文

化协会的成员。后期由三宅俊成发起的、众多满铁调查部成员参加的 “满洲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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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也是由满蒙文化协会援助成立的；再次，从

调查结果的刊行部门来看，学者、文化人对古迹考察的结果大部分都是由满铁的

相关部门或组织刊行的，如八木的《满洲旧迹志》三卷是由满铁庶务部调查课分

别于大正 12 年、 大正 15 年、昭和 4 年刊行，《满洲金石志稿》由满铁总务部

资料课于昭和 12 年刊行，还有《奉天昭陵图谱》(昭和 2 年 12 月)、《奉天昭

陵调查报告书》(昭和 4 年 9 月)等。⒄ 另外，满铁奉天图书馆也进行此类考

察成果的刊行，如《高句丽的新城》(昭和 8 年 9 月)、《关于新女真国书碑》(昭

和 9 年 8月)等等。 

在地面文物考察清楚之后，从上世纪 20 年代下半叶至 40 年代上半叶的 20

年间， 日本考古学家在中国东北地区自行开地凿土，启挖中国地下文物，几乎

全部运回日本，至今仍存在日本各博物馆和研究室等处。日本“中国学”学者协

助和直接参与日本对华文化侵略，大肆掠夺中国文化资源，给中国文化事业造成

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是日本侵略中国、企图灭亡中国，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对

华政策的一部分。  ［注 释］ ① 日本考古学家三宅俊成首先在其考古学著作《满洲考古学概说》里用到此词，意即对历史文物及历史古迹的地毯式考查。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条，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2 年，第 1 页。 ③ 戴雄：《侵华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毁损》，《民国档案》2000 年第 3 期，第 89－95 页。 ④ [日]小黑诰司：《日中图书馆界交流的历史》，日本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杂志》，1992 年 8 月，第 512 页。 ⑤⑥ [日]满洲国国务院文教部编纂：《满洲国帝国文教部第二次年鉴》，康德二年刊行，第 584 页，第 596页。 ⑦⑧ [日]草柳大藏：《满铁调查部内幕》(上)，东京：朝日新闻社，昭和 54 年，第 13 页，第 53 页。 ⑨ [日]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 2 卷，东京：中央公论社，1975 年，第 868 页。 ⑩⑾ [日]三宅俊成：《满洲考古学概说》，满洲事情案内所，康德十一年刊行，第 201－209 页，第 201 页。 ⑿ [日]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辽阳》(会志第三辑)，康德九年刊行，第 1 页。 ⒀ [日]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辑安》(会志第八辑)，康德十一年刊行，第 75 页。 ⒁ [日]满洲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保存协会：《东京城》(会志第六辑)，康德九年刊行，第 1 页。 ⒂ 王向远：《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的特征、方式与危害》，《北京社会科学》2005 年第 1 期，第 75－81 页。 ⒃ [日]满铁调查部资料课：《社内刊行物保管资料分类目录》，昭和 14 年刊行，第 157 页。 ⒄ [日]满铁总务部资料课：《满铁刊行物目录》，昭和十五年刊行，第 191 页。 资料来源：《东北史地》2010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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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与日本军方对抚顺 

油页岩资源的“技术研发”  王晓峰✚ 孙彤✞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由于中国东北拥有丰富

的自然资源，成为日本掠夺资源的首选目标， 特别是东北丰富的石油、钢铁等

重要矿产，对于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更是对外侵略不可缺少的军需

资源。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 其中最有规模的就是对抚顺油

页岩资源的掠夺。 

日寇侵略东北的过程中， 满铁作为日本政府的“国策机构”，积极配合日

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成立“中央试验所”等殖民地科研机构，以东北“国防资源” 

的调查研究为直接目的，从事“殖民地科学”① 的技术研发活动，成为日本侵

略者掠夺东北油页岩资源的头号帮凶。 

 

一一一一、、、、满铁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早期调查研究满铁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早期调查研究满铁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早期调查研究满铁对抚顺油页岩资源的早期调查研究    

日本侵略者掠夺中国东北的石油资源，并不是从伪满时期开始的，早在明治

四十二年(1911)日本就开始对抚顺油页岩进行石油炼制试验，当时，中国东北正

处于日俄战争时期。 

中国抚顺的露天煤矿拥有斜度 30 度左右，厚度达 300 米的优质煤层，这个

煤层上覆盖着厚度大约 200 米的油页岩层， 总储藏量达 54 亿吨。当时满铁技

术人员在抚顺煤矿大山竖井调查时发现，从高处滚落下来的油页岩石块，有时在

落下的过程中就因摩擦而燃起大火， 从而推测其中很可能含有大量的油质。随

后，满铁中央试验所的青年化学家铃木庸生分析了“能燃烧的石头” 的含油量，

并推断为油页岩，应该说是试验的开始。此后，他又与片山岩、秋田穰、小原守

等化学家共同研究，确定“能燃烧的石头”即为油页岩。 

由于日本忙于处理日俄战争问题以及日本工业发展对石油的需求量不大，加

之，当时油页岩技术研发不足，他们所取的油页岩矿石又恰巧是油页岩层中含油

量最少的部分，所以，铃木等人的研究成效甚微，没有引起日本军方及政府的重

视，更不用提工业化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各国大力发展工业， 对

石油的需求量猛增，“一滴油比一滴血还贵” ② 成为当时欧美各国最流行的口

号，足见对石油的需求程度。 

而日本，1913 年时成品油完全依靠进口，至 1920 年，原有的进口比例已

占石油制品的 50%，到 1930 年时原油占 70%。当年日本的炼油能力是一年精炼

60 万吨原油，实际生产量只有 30 万吨，而日本的年石油消费量却高达 170 万吨

到 180 万吨，其中海军用油为 35 万到 40 万吨。陆军和海军的石油消费量占总

需求量的 26%，并且年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 商船占 26% ，渔船占 13%；汽车

和飞机占 13%；铁路及工厂占 15%，家庭照明和取暖占 7%。 

日本海军使用石油作为燃料，始于 1905 年的“萨摩”级战列舰，当时石油

仅仅作为喷入燃煤锅炉的助燃剂。之后建造的“金刚”级、“扶桑”级和“伊势”

级舰，在下水时仍然装有燃煤锅炉。直至一战前后，即 1913 年到 1916 年设计

的“长门”级战列舰开始搭载重油专烧锅炉，此后，日本海军建造的主力舰均以

重油为主要燃料。当时，欧美的石油进口占据了日本国内市场的五成以上，日本

每年需花费五千万元从美国、墨西哥等国进口原油，以满足海军用重油的需求，                                                        ✚王晓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副研究员。 ✞孙  彤，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所满铁资料馆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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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巨大障碍与沉重负担，因而，日寇急需寻找

石油资源，中国东北丰富的矿产资源自然成为日寇掠夺的重点。 

至此，抚顺油页岩作为内燃机用油的重要采油原矿引起了日本军政高层的注

意，认为抚顺油页岩的炼油工业对于日本的国防事业具有重要意义，进而开始了

大规模、有组织的工业研究。在这过程中，应日本军方的要求，满铁全力以赴。 

 

二二二二、、、、满铁与海军合作进行油页岩技术研发满铁与海军合作进行油页岩技术研发满铁与海军合作进行油页岩技术研发满铁与海军合作进行油页岩技术研发    

大正八年(1919)，满铁将油页岩送往日本海军德山燃料厂，委托其进行试验。

第二年，斋藤勘七任大连瓦斯作业所主任，进行半工业试验。试验结果，由该所

员秋田穰记述，在中央试验所报告的第六辑发表。其结论说：“从油页岩中得到

的原油，要改善干馏设备，改进处理方法，研究提高出油率。这样，随着技术的

进步和需要的增加，将来会逐渐成为有希望的事业。”③ 随后，海军军工厂研

究部派军工大尉金子吉三郎来抚顺进行研究，从大正十年 5 月到十一年 4 月，

发表报告书 4 册，制订了在抚顺设立二千吨工业干馏厂的计划， 刺激了海军加

大油页岩技术研究的速度。 

大正十年，通过加特留斯商会把试验材料送往瑞典，委托克尔古连教授和斯

基菲尔肯公司进行分析试验。自十年至十一年，委托斯基菲尔肯公司用古城子第

一露天矿的 100 吨油页岩进行试验，仅仅提炼出 1．75%的焦油含量，没有达到

预想的效果。海军燃料厂也于大正十一年责成明治专门学校教授栗原监司博士、

海军机关少佐上原惠道二人开始试验，采取了水平式等三种不同干馏炉进行原油

提炼试验，但都没有取得预想成效。 

这样的结果对日寇来讲是一个不小的打击。连满铁的部分高层都认为，“经

过这些试验， 虽说不是绝无希望，但大多研究人员都持悲观论调，甚至有人断

言，含油品质优于抚顺的德国符腾堡油页岩尚且没有工业提炼价值，而劣等的抚

顺油页岩就更没有干馏的价值可谈了”④。 

然而， 抚顺丰富的油页岩资源的巨大诱惑与日寇日益膨胀的侵略野心，令

满铁和日本军方不甘心放弃。大正十一年(1922)在满铁中央试验所重新组织研

究，由中央试验所员木村忠雄负责油页岩项目的研发，他提出，对抚顺油页岩还

并未进行充分的干馏试验， 就断定它没有工业价值而不讲求利用方法，是不对

的。因此建议彻底调查工业价值，对抚顺油页岩的物理特性、化学成分以及抚顺

古城子露天矿的地质、地理进行充分的研究，并深入调查油页岩层的深度与含油

率的关系。 

在研究过程中，恰值露天矿扩大钻探，木村忠雄从所得的材料进行调查， 测

定了油页岩的收油量，明确了它的品质、分布和藏量。最后得出结论：抚顺油页

岩未必是贫油矿， 油页岩上层即离煤层最远之处有产油率 10%以上的优质油页

岩，其下面的油页岩产油率有增有减，接近煤炭 30 米之处为产油率 5%以下的最

劣等油页岩。与德国符腾堡油页岩相比，抚顺油页岩有其特殊情况。随着露天开

采的进展，油页岩必须掘凿和排除，这就节约了油页岩工业最大费用之一的采掘

费，同时，它的废料是井下填充材料。这样可以降低开采成本，这些有利条件都

是德国油页岩所没有的。试验一旦成功，抚顺周边的地理、地势、水源、动力能

源等条件，使抚顺炼油厂在建立地点、产品运输、廉价劳动力的提供等方面都有

着其他各国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 

看到这一结论，日本军方决定再投入拟试验费 9 万元，继续同中央试验所

协作进行研究。在大连满铁中央试验所，将苏格兰式干馏法、德山海军试验干馏

法、瑞典炼油法等比较研究，寻找最佳方法。大正十三年(1924)，研发人员选择

上、中、下三种品质的试验用油页岩矿，每种 30 磅，由高田商会送交英国苏格

兰班法斯顿工厂主任、化学家伊·耶姆·别列，委托他进行试验，之后，又由抚

顺煤矿工业课员长谷川清治和木村忠雄送去 500 吨油页岩进行工厂试验，并于

大正十三年由栗原监司博士、上原惠道少佐等人前去英国参观、考察油页岩情况，



《满铁研究》2013No2总第 18期 

- 32 - 

冈村金藏去美国学习开发油页岩技术。后来证明，在油页岩干馏用的多种样炉中，

以苏格兰式为最好，收油率很高，原油品质好，硫胺回收率也大。但同时认识到，

假如在抚顺也采用这种样炉，除去所需工程费，仅直接建设费用就需要 600 万元，

其生产成本，即在抚顺交货亦将高达每吨 40元，作为工业产品很不划算，而且，

抚顺有其地方特殊条件，不一定采用苏格兰式。最后经过研究，决定采用带有抚

顺研究创造特点的内燃式干馏炉提炼法。 

 

三三三三、、、、满铁与陆海军共同策划筹建抚顺油页岩工厂满铁与陆海军共同策划筹建抚顺油页岩工厂满铁与陆海军共同策划筹建抚顺油页岩工厂满铁与陆海军共同策划筹建抚顺油页岩工厂    

日本侵略者为了尽快实现油页岩技术工业化，从大正十四年 5 月 21 日至

28 日，在大连满铁本社，聚集了 24 名权威人士，安广社长自任委员长，召开

油页岩事业的协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安广伴一郎社长、赤羽克己、梅野实理事、

冈虎太郎兴业部长、贝濑谨吾技术委员长、嘱托预备海军少将牧野丰助以及从海

外归来的冈村金藏、长谷川清治、木村忠雄、大桥赖三等人，海军军需局第二课

长西义克大佐、海军燃料厂研究部上原惠道少佐，陆军兵器局长大桥顾四郎少将、

兵器局森田广大尉，航空本部内田三郎中佐，学者有大岛、陆军省嘱托工学博士

田中芳雄、海军省嘱托工学博士栗原监三、大岛义清。 

会议就技术委员会提出的在抚顺按照苏格兰式建造每日处理 2 千吨矿石

(山本条太郎任满铁总裁后改为 4 千吨)的机器设备的建造费、营业费等计划，

逐项讨论，从重油、粗蜡、硫氨等产品，到水电煤的消耗量、价格都进行详细的

研究。海军方面由于急需舰艇用重油，主张采用苏格兰式炼油，立即进行建厂试

验。而满铁方面梅野、冈村、贝濑等技术骨干则提出苏格兰式炼油成本过高，主

张再建造各种试验炉进行一、二年的研究，提出“研究论”即“自重论”。 

冈村根据迄今的研究和海外视察，主张内热式，但不单纯是那种普罗鸠萨式，

而是把干馏炉和气体发生炉分开，使发生气体用于加热循环的所谓抚顺式研究。 

会后，满铁再次投入试验费 20 万元，进行干馏预备试验。大正十五年 3 月

1 日着手设计试验炉，8 月 30 日装配完毕，9 月 18 日装入油页岩，及至形成

炉内火层， 才在 10 月 8 日炼出油页岩。经检测，认为成本低、油质好、出油

率高，工业试验良好， 决定采用带有抚顺研究创造特点的内燃式干馏炉建厂。 

满铁与日本军方合作研究的“抚顺内燃式干馏炉”的成功试验，标志着抚顺

油页岩的工业化即将开始，日寇将有稳定的“油库”支持其侵略扩张，这令日本

军政界高层欣喜若狂。 

前满铁顾问、海军中将水谷光太郎在其《满洲液体燃料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一书中洋洋自得地说，“今天世人所以瞩目并且非常重视抚顺油页岩工业， 就

在于它的藏量很大， 可以生产大量油页岩。仅以抚顺古城子矿区一年 400 万吨

的出煤量来计算，古城子每年产油页岩达到 600－700 万吨，那么 30 年间可采

油页岩 2 亿 1 千万吨，按照 5%的出油率，可得油页岩总量为 1 千万吨，每年平

均可生产 33 万吨油页岩，相当于日本国内的石油年产总量。这是仅以抚顺古城

子附近的露天矿区为例计算的，如果再加上抚顺的大山南坑、杨柏堡、东岗等露

天矿区的油页岩矿藏， 那油页岩产量会更多。抚顺的露天煤矿上覆盖着厚度大

约 200 米的油页岩层，其中离煤层最远之处有产油率 10%以上的富矿， 在接近

煤炭 30 米之处为产油率 5%－1%的贫矿。如果按照含油量 5．5%以上的标准来计

算，100 年内可开采油页岩约 20 亿吨，平均每年可处理 2000 万吨油页岩，干

馏出油页岩约百万吨。如果按照抚顺油页岩的总量 54 亿吨，以平均 5．5%的出

油率来计算，总共可提炼原油量达 3 亿吨，相当于美国天然石油埋藏量的五分

之一，以我国今后每年消耗重油量 400 万吨来计算，可持续开采 75 年之久”⑤。

根据世界上地下埋藏石油的寿命来看，甚至连美国都不能超过 20 年，而抚顺矿

区却拥有如此丰富的油页岩，满铁及日本军政界高呼这是日本帝国的“天来福

音”。 

于是，日本侵略者立即筹建抚顺炼油厂，满铁会社投资 960 万元(实际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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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 1040 万元)。建厂用地选在抚顺大官屯站内南侧，东西约 500 米，南北约

300 米，面积约 13 万平方米。两年内建成一座有 80 座抚顺式干馏厂为主体，

并拥有粉碎、硫氨、蒸馏、粗蜡、锅炉等厂和其他附属设备，每日干馏 4 千吨

油页岩， 年产 5 万 3 千吨重油、1 万 8 千 2 百吨硫氨、9 千 4 百吨粗蜡、4 千

8 百吨焦炭的大炼油厂。 

昭和三年(1928)2 月，满铁设立临时炼油厂建设办事处，负责厂房建设工作。

昭和三年 3月，东北大地尚处于冻土状态，“心急如焚”的满铁等不及土地解冻，

就下令在地上燃烧煤炭化冻，随即开始基础工程，4 月又敦促订购加速制造的机

器，机器到后立即安装。满铁及日本军方为了尽快建厂出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

内投资达 1 千万元。昭和四年底抚顺炼油厂正式开炉炼油， 但由于设备和技术

人员的不足，昭和五年 5 月才竣工。 

日本海军为了尽快获得重油， 在抚顺炼油厂还未建成前， 就急不可待地与

满铁签订了关于油页岩的协定。“据日本石油时报昭和三年 8月号所载，南满洲

铁道株式会社社长(总裁)山本条太郎与日本海军冈田大臣，关于油页岩采油事业

交换意见，并协定如下，抚顺炼油工场所产石油全部由海军方面依据时价收购，

万一时价于满铁方面有损失时，全部损失由海军方面补贴”⑥。日本陆军也不甘

落后，1932 年 12 月，关东军由特务部提出了掠夺石油的方策： 将抚顺油页岩

厂生产的油页岩一部分炼制成挥发油。如果成绩良好，即将现在生产的全部原油

炼制挥发油， 同时尽可能的扩大炼油厂的规模。规定炼制出的石油绝大部分用

于军用燃料，并对其销售实施统制。⑦ 

满铁为了掠夺抚顺油页岩资源， 支持日寇的侵略战争， 从 1908 年开始资

源调查直至 1928 年建炼油厂，“总共历时近 20 年，前后投入研究经费 50 万

日元，召开技术委员会议 30 多次，提供试验用油页岩 7000 吨”⑧，可谓是竭

尽全力为日本军方服务。此后，满铁为满足日本陆海军的要求，由满铁中央试验

所相继研制出海军用柴油(2 号重油)、陆军用汽油、润滑油、航空用挥发油、轻

灯油等品种，增加了煤炭液化研究，并于九一八事变后与七七事变前两次扩建西

炼油厂规模、七七事变后再次新建东炼油厂， 从原油品种及产量上满足日本军

方的战争需求。从此，抚顺炼油厂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吸

血管。 

 

四四四四、、、、是开发还是是开发还是是开发还是是开发还是掠夺掠夺掠夺掠夺    

满铁所从事的“殖民地科学研究”，无疑是为日寇掠夺中国东北资源，对外

侵略扩张服务，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必然随着日寇的灭亡而解体。战后，日

本的进步学者开始满铁“殖民地科学”的侵略性研究，并出了不少成果。然而，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日本学界出现了肯定“殖民地

科学”的观点，质疑满铁科研机构的侵略性，也就是所谓的满铁对中国东北“开

发建设有功”的荒谬观点。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反思： 

第一，从满铁成立“科研机构”的目的来看，满铁成立之初，首任总裁后藤

新平上任伊始，就提出了一系列殖民统治的方针、政策，即“著名”的“文装武

备论”，就是借助科学技术的力量进行殖民统治。以此为思想基础，满铁成立了

包括中央试验所在内的一系列科研机构，建立起“典型的殖民地科学技术体系”。

可以说，满铁作为日本政府的“国策机构”，它设立的目的和性质决定了“满铁

殖民地科学(包括油页岩技术在内)”的野蛮性侵略。 

第二， 从满铁油页岩技术研发的服务对象来看， 满铁最初调查抚顺油页岩

资源就是受日本军方之托；之后，油页岩的调查研究及建厂，都是满铁与日本军

方合作完成的。抚顺炼油厂建立后，满铁中央试验所研制的海军用柴油、陆军用

汽油、润滑油、航空用挥发油等油页岩种类的多样化、原油的精练、提纯，以及

以增产为目的的多次扩建、新建炼油厂， 都是以满足日本军方的燃料需求为目

的。据满铁年报统计，自昭和四年(1929)至昭和十八年(1943)，满铁通过抚顺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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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厂共掠夺油页岩矿总量 63 165 099 吨，其中，干馏油页岩总量 41 474 613 吨， 

粗油生产总量 1 940 702 吨，重油生产总量 993 788 吨，2 号重油生产总量

160010 吨， 挥发油生产总量 108 796 公升，1号轻油 19 746 公升。⑨ 此外，

还有石蜡、焦煤等副产品。所有这些产品，除满铁自用之外，全部运往日本国内

与满足日本陆海军燃料需求。为了感谢满铁对“帝国圣战”所付出的“努力”，

1942 年由日本海相亲自发来贺电， 以日本海军军令部永野部长与鸠田海军大臣

之名，对以大村总裁为代表的满铁中央试验所和抚顺炼油厂表示感谢。日本海军

能在夏威夷海战(偷袭珍珠港)中取得辉煌战果，满铁研发的 2 号重油的作用“功

不可没”。⑩ 可以说，“满铁殖民地科学”直接服务于日寇的武装侵略。 

第三，从满铁遗留的资料、技术人员等对新中国建设的角度来看，战后，这

点也多是日本右翼自夸“满铁建设东北”的一点，但事实绝非如此。日本战败前

夕，满铁调查局长内海治一受满铁总裁之命，亲自向中央试验所最后一任所长丸

泽常哉下达命令，“我们的资料决不能留给中国和俄国，必须全部焚毁，研究工

作到此结束了”。而丸泽常哉认为试验所的研究成果是人类共同的财产，不能焚

毁，竟然抗命，将研究成果交给了中国和俄国，并带着部分研究人员留在了中国，

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说，“满铁科研机构” 从事的资源调查

与科技研发等“殖民地科学研究”，是与日本军部的武装侵略密不可分的，它是

侵略战争的产物，又是日寇发动战争的支柱，具有鲜明的侵略性。 

 

［注释］ ① 梁波、陈凡：《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科研机构》，《中国科技史料》第 22 卷，2001 年第2 期。 ②⑤⑧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4792 号，水谷光太郎：《满洲液体燃料事业的回顾与展望》，1938 年 12 月，第 10－11 页，第 4－5 页，第 9－10 页。 ③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4811 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中央试验所报告：《关于抚顺油母油页岩的研究》第十四辑，第 11 页。 ④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00232 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第二次十年史》，1928 年 7 月，第 799 页。 ⑥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第 12367 号，虞和寅：《抚顺油页岩与制油工场》，东北矿业记手稿，1930 年 9 月，第 41－42 页。 ⑦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 第 07073 号，满铁经济调查会：《满洲石油统制方策》，1936 年 5 月，第 5页。 ⑨ 根据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 第 09767－09778 号，《满铁统计年报》1929－1943 年统计数据、第 04745－04750 号，《满铁抚顺碳矿统计年报》1943－1944 年统计数据总结而成。 ⑩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馆馆藏档案， 第 35836 号，满洲技术协会：《満洲の技術》(第19 卷第 161 号)，1942 年 8 月，封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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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看看旧大连车站的现在形象 清流叶  
我认识的一位日本人生在大连，长在大连，20岁时才回到日本。他喜欢收

集大连有关的照片资料等，关心着现在的大连变化与进步。前几天他问我，有没

有旧大连车站的现在形象，而且想要正面形象。我向博友要了一张，发现不是正

面的，而且他也有这张。没办法，我只有在网上求助大家了。 

    过去日本人把大连港称为大门，那后门就应该是大连车站了。满铁创业当时，

新建了奉天,抚顺和长春三大车站，旅顺车站是延续东清铁道时的车站，建于

1900 年，木制建筑。旧大连车站也作为临时建筑使用，并没有新建。正式开通

在 1907 年，一天的客运量在 755 人左右，到了 1935 年客运量达到了 4355 人，

增加了 6倍。这个车站一直使用了 30 年。 

    旧车站的位置之所以在此处，是因为东清铁道建起的行政市街区在露西亚

町。日本占领大连后，开始的大连民政署设立在原东清铁道汽船本社旧址，满铁

本社设立在旧达里尼市厅舍，都在露西亚町。车站设在露西亚町成了理所当然，

而且正门也朝北，面对着露西亚町的方向。 

    随着大连城市的发展，中心地转移到了大广场一带。大连民政署移到了大广

场，满铁本社也移动到了东公园町。到了 1920 年，大连的中心完全移到了满铁

线路的南侧，大广场为中心。旧大连车站被留在这里。 

    旧大连车站从 1907 年开始算起，到现在已有 106 年了，而且还存在，真是

个奇迹。博友说那里因为是铁路的房产，所以免遭毁灭。把它整修一下，也是个

极有价值的城市文化遗产。 

    这张照片是一位日本人老大连在 1995 年的摄影，旧车站仍保存下来，感到

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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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右侧的箭头是指旧大连车站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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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张照片是爱新觉罗从旅顺到旧大连车站的情景。 

 

   期待博友提供旧大连车站现状（正面）。 

 资料来源：清流一叶的 BLOG（http://blog.sina.com.cn/qingliuyiy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