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引 論

今年碰巧是歷史紀念日比較集中的一年，因而人們對歷史的關注程度也比

其他任何時候都要高。為了把這些歷史紀念日發展成想像未來的一個資源，我

們必須考慮如何紀念它，而且也應該考慮一下，「今年」在我們的歷史中將會如

何被紀念。

筆者在2005年春季號《創作與批評》的「卷頭語」中曾經提過，希望今年在我

們的記憶中，能成為為達到韓國社會內部和平與東亞國家之間的和平，並�手

實行「二重計劃」大轉換的元年。湊巧，日本《朝日新聞》1月1日社論中也提到，

希望今年作為一個「東亞共同體元年」，這讓我們感覺到東亞地區合作與和平的

溫和氣氛。為了進一步發展東盟「10+3」體制，去年11月29日，東盟與中日韓三

國首腦齊聚在老撾首都萬象，討論並決定今年內將召開「東亞首腦會議」，因

此，對東亞共同體問題的討論應會更加熱烈。東亞研究小組（East Asia Study

Group）最終報告書（2002年11月）中所提出的十七項短期事業，目前已經開始實

行，這使東亞國家間合作構想的制度化層面，逐漸形成實現的基礎。不僅在

政府之間如此，民間多種多樣的文化交流與聯合運動也已累積不少，這就是東

亞的現況。

可是另一方面，不僅是韓日之間出現了矛盾，韓中之間也因為高句麗歷史

問題而展開了「歷史戰爭」，從而顯示出國家間依然存在�深刻的矛盾，這也是

東亞的另一現況。在準備這篇論文的時候，韓日之間因歷史教科書與獨島主權

歸屬問題矛盾日益激化，使得「韓日友好年」的口號在這時顯得空白無力，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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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切感受到，通過可以制約民族主義的地域主義來實現東亞的和平與和解，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那麼，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到底能建立怎樣的地域秩序呢？這個問題正成為

目前東亞人構想後冷戰秩序的首要課題。展望新秩序時，若以重視主體行為者

的認識或意圖等因素為前提，生活在東亞地域的民眾對彼此具有何等的認識？

是否能夠超越一國範圍而能形成具有東亞一體感的東亞認同？這些問題自然具

有極重要的意義。

事實上，生活在東亞的我們，已習慣各自國家的一體感，也就是對一個國

家的認同感。眾所周知，形成、維持這種國家認同，需要的是國民對過去的集

體記憶，而歷史學在這種集體記憶的生產、流通上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一般

認為，歷史學是使民族國家正當化的理念裝置之一，特別是在外來壓力之下，

對被迫在短短一個世紀內濃縮式地體驗近代的東亞各國而言，人們普遍強調歷

史學的這種功能。由於領土及國民的集體性自我意識，成為民族國家主權主張

的根據，所以民族的集體記憶被認為是完成國民統合的文化資產而受到重視，

民族的集體記憶的生產與再生產，也成了歷史學的主要功用。因此，歷史教育

與國語、國文學教育並列為近代公共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

歷史教育與民族國家之間關係的推移，在歷史教科書中已有充分反映。大

體上，經過東亞各民族國家的正式許可程序（雖然不同的國家之間多少存在一些

制度上的差異）而傳達於教育現場的歷史教科書，書中所»述的內容成為正式的

知識，而與社會體制維持�密切的關係。因此，歷史教科書可說反映一個社會

典型的統治觀點。不僅如此，它也通過簡介既有學術成果的»述方式，反映出

制度圈的主流見解1。

自從東亞各國引入近代教科書制度之後，歷史教科書大體上維持了國史與

世界史的二元體制，基本上以民族國家為單位，對本國史（national history）、國

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的形成與維持有很大的貢獻。那麼，我們能否超越單一

國家的框架，從歷史中發現以東亞一體感為基礎的東亞認同之契機呢？

為了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筆者曾經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2。在本論

文中，筆者將首先比較東亞各國如何記憶六十年前的8月15日發生的事情，由此

觀察各國對「八一五」記憶所存在的差異，更可以認識到這種歷史記憶不是固定

不變的，而是獨自擁有此種記憶的主體不斷對其加以重構而形成的。

那麼，我們自然會問，我們東亞人真的可以享有共同的歷史認識嗎？就此

點而論，最近市民社會意識到制度內的歷史教科書的局限性，因此編寫了一本

提供另類的歷史教科書，此種市民社會的多重努力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筆

者繼續以分析韓中日三國知識份子共同編寫的東亞共同歷史副教材《開創未來的

歷史》為重點，討論共同歷史教科書本身具有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這種教科書所具有的一個重要特徵是，雖然產生於制度之外，卻仍希望能

在制度之內流通。與此相比，教育制度之外，以大眾傳播媒體生產、流通的內

容為基礎的歷史知識，正逐漸擴大其影響力，所以，筆者最後以日本人對韓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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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出的反應為實例，探討大眾傳媒是否能具有歷史教育媒體的功能，而發揮

其創造性。

總之，筆者擬將縱橫制度內外，拓展思考歷史教科書和歷史教育問題的視

角，希望此思考視角能夠提供較廣闊的實踐空間，可以解決當前東亞各國間所

面臨的「歷史戰爭」。

二　分裂的「八一五」記憶

東亞人對於1945年8月15日的記憶並不是單一的。眾所周知，朝鮮半島人民

慶祝日本帝國主義殖民統治下的「解放」，而中國人民則慶賀抗日戰爭中取得的

最後「勝利」，但對日本人而言則意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敗戰」或「終戰」3。

可是，如果進一步深入分析，則會了解事情並非如此簡單。對於8月15日的

記憶不是固定不變的，這是多數的集體圍繞這個記憶而在互相競爭過程中形成

或變形的結果，將來也會繼續形成或變形下去。要說明這一點，朝鮮半島是個

很好的例子。

在朝鮮半島，從解放一周年的1946年起，關於「八一五」的記憶就開始呈現

分裂狀態，左派和右派分別舉行了紀念儀式；1947年的分裂使分裂的紀念儀式

再次出現；1948年南北各自成立了獨立的政府，分裂體制的形成，使「八一五」

記憶也被徹底分裂。此後，在長期的冷戰秩序下，南北之間圍繞「八一五」記

憶，反覆不斷地進行霸權競爭與正統性論爭。

在冷戰時期，北韓將「八一五」稱作「民族解放紀念日」，作為自己獨特的認

識體系。對南韓而言，「解放」則意味�「赤化」，所以使用了它的替代用語「光

復」，而正式將「八一五」命名為「光復節」。不僅如此，在南韓，「八一五」既是光

復節，也是南韓單獨政府的建立紀念日，兩種紀念典禮合而為一，並延續至

今。儘管如此，因為「八一五」畢竟是南北韓共有的唯一紀念日，所以也為南北

韓高層政治人物提供了舉行會談、發表宣言的機會。

從東亞冷戰秩序發生動搖的1990年開始，「八一五」從政府的禮儀性紀念日

轉變為民間交流之日，那一年南北共同舉行了泛民族大會。從此「八一五」成為

南北周期性開展交流的日子。由此看來，「八一五」不僅是從日本帝國主義殖民

統治下獲得解放的紀念日或政府建立的紀念日，它已被賦予了新的歷史意義，

就是追求民族統一與南北交流的日子。

如上所述，在韓國，「八一五」代表�繼續不斷地為了紀念1945年8月15日而

表演新政治性、歷史性行為的日子，它已成為創造複合記憶的一個象徵。正如鄭

根埴所指出的，「韓國的『八一五』不是個『過去完成式』的封閉性紀念日，而是不

斷被賦予新的意義，或是不同意義之間互相競爭的『未來完成式』的紀念日。」4

韓國人記憶「八一五」的方式提醒我們，應該反問自己，為了東亞的未來，

現在應當如何紀念這一重要日子？在中國大陸，主張經濟世界化、利益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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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價值多樣化的大眾媒體，在紀念「八一五」時，總是強調抗日戰爭勝利的經

驗，希望以此增強民族凝聚力5。至於日本，既有美國空襲和原子彈攻擊下的被

害者體驗，同時也是給其他亞洲國家帶來巨大生命和財產損失的加害者，這兩

種經驗如何能夠統合起來而加以理解，尚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可是，真正

引人注目的，是已經出現了一些人，他們所關注的不是如何記憶「八一五」的問

題，而是如何開創未來的問題，並以此作為個人人生的大課題。

在此，我們必須提及那些日本女權運動家，她們受到70年代以後成為國際

思潮之女性「個人」人權意識逐漸成長的影響，覺悟到女性在無權利狀態下、在

無法了解真實情況的時候，將會加入侵略戰爭。她們「『發現』所謂『戰後出生人

的戰爭責任』並不是謝罪戰爭，而是『不忘記戰爭』，她門也認識到，這不是為了

『日本』這個國家的名譽或信用，而是為了『我自身的價值』」6。

當擁有這種個人覺悟的「八一五」記憶不再被國家所壟斷，且這些個人能在

市民社會的各個領域中自由交流，促進不同記憶間互相理解，到那時，達到

二十一世紀的東亞和平也許不再是一個夢想。

三　東亞共同編寫歷史副教材的可能性與局限性

從上述觀點來看，最近在東亞，為超越二十世紀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的

局限性，試�探索享有共同歷史認識的可能性，這種多元化嘗試的出現，不能

不說是一件大好事7。特別是針對本國史與世界史之二分法提出疑問，日益顯示

重新架構東亞歷史的必要性。例如，中村哲曾指出，「東北亞的歷史教育由於實

行本國史和世界史的兩科體制，各國的歷史教科書普遍存在本國的近鄰地域東

北亞的內容分量甚小、差異頗大的問題。」同時他還主張，「應重視與本國關係

較深的近鄰諸國、諸地域的歷史；並進而不要以一國，而以整體地域為出發

點，盡量以一體化的角度來把握歷史。」8

如果他所期待的是超越一國史而進行東亞歷史教育，那麼今年就出現了其

夢想成真的預兆。從主導教科書的國家制度之領域外，不斷傳來有民間人士擬出

版東亞「共同歷史教科書」的消息9。其中韓中日共同歷史副教材《開創未來的歷

史》，就是韓中日三國的歷史學者、教師自發地組織起來，經過四年而完成的。因

為這是最早出版的東亞共同歷史教科書，人們對它寄予厚望，希望能夠作為「東

亞和平共同體的第一步」bk。這一教材的»述體系和基本視角，就是要讓大家明

白「實現真正的和解與和平，是今天我們生活在東亞每一個人的責任」bl。

這本歷史教科書»述三個國家自開港前後到80年代的近現代史，其主要特

徵是以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殖民統治，以及對此的反抗和克服為歷史»述的

主軸，提倡超越國境，而融合整個東北亞的「東亞史」觀點。如一位韓國執筆者

指出，「本教科書的目的為，超越一國的觀點，以東亞民眾的觀點，進而從『世

界公民』的立場，對東北亞歷史進行整體的考察」。根據實際的目錄結構bm，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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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特徵已得到了很好的體現。以下，筆

者對此進行詳細的分析，同時也提出一

些自己的看法。

第一，此教科書中詳細»述了日

本帝國主義的掠奪，以及中國人、韓國

人的抗日鬥爭。編纂此書的目的，是為

替日本右翼主導下編寫的扶桑社版歷史

教科書提供一個另類的方案，所以掠奪

與抵抗的視角貫穿全書。因此，當這本

教科書分別在三國出版，並普及到教育

現場的時候，將會獲得一定的教育效

果。可是，我們還必要冷靜地思考一

下，這三個國家的讀者將如何看待這種

歷史特徵的問題。這本書畢竟對韓國和

中國（大陸）的讀者，可以強烈傳達日本

在東亞是個加害者，韓國人和中國人因

而遭受慘重災難的經驗，但是這一直是韓國和中國的歷史教科書中相當被強調

的說法，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內容，所以我們必須質問，這種認識框架是否真正

有效地拓展讀者歷史認識的境界，使讀者擁有東亞認同？與此相比，可以想

像，對於日本的年輕讀者來說，這些內容則具有衝擊性，也許因而可激發出他

們的批判性歷史認識。可是，若日本讀者認為貫串此書的掠奪與抵抗的認識框

架是太簡單，反而渴望尋求超越「自虐」與「自讚」代表的二分式之歷史認識框架，

那麼，這本教科書對日本讀者的影響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bn。

第二，此書是從東亞的觀點出發進行»述的。首先，該書引人注目的一個

特徵是在章節構成上均衡»述三國的史事，特別是過去在»述東亞歷史時相對

被忽略的韓國部分也被加強。之所以增加了韓國部分的比重，也許是因為與其

他兩個國家的人民相比，韓國人只具有被害者的歷史經驗，這應該有助於兩國

讀者以批判態度認識東亞的歷史現實。可是，編寫委員的東亞史觀還停留在簡

單地將三國並列的水平上，換句話說，簡單地將各國的歷史加以並列，並沒有

達到串聯整個東亞地域之結構加以把握的目標。當然，各章節的結尾附加了評

論欄，介紹超越國境的人物或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彌補上述之缺點，但是基本

上很難脫離結合三個國家歷史的「三國志」的印象。

第三，如上所述，有必要更明確地提示此書所標榜的東亞史觀。此問題直

接關係到一個根本性問題，就是「共同的歷史教科書」追求的目標是甚麼？其目

標應是多層次而漸進發展式的：可以從共同編寫、流通歷史教科書為開始，發

展成並列各國歷史之差異，甚至可以調整解釋歷史的差異；而且不再以東亞之

國家關係，而是以相互連貫的地域單位來»述東亞歷史，以此來實現東亞人共

同的歷史認識。不同層次的目標是互相聯繫的，但是隨�出版意圖的不同，而

三國學者共同編寫的

歷史教科書（圖）詳述

日本帝國主義的掠

奪，以及中國人、韓

國人的抗日鬥爭；強

烈傳達日本在東亞是

個加害者，韓國人和

中國人遭受慘重災難

的經驗。這種認識框

架是否真正有效地使

讀者擁有東亞認同？

若日本讀者認為貫串

此書的掠奪與抵抗的

認識框架是太簡單，

那麼，這本教科書對

日本讀者的影響力也

就受到一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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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的成果也有所不同。可是，假如出版的最終目的，是「站在對方國家的立

場，複眼的角度理解或感受歷史事件，以此對本國進行相對化並加以分析」，據

此引導大家形成共通的歷史認識bo，則應超越單純地比較三國歷史的層次，必須

»述相互連貫的地域歷史，甚至必須製造出一個結構，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牽制以一國為中心的歷史»述。

針對這一點，筆者想強調的是，培養包括東亞內外的「二重性周邊視角」的

必要性，即以西方為中心的世界史展開過程中被迫走上非主體化之路的東亞代

表的周邊視角，以及被東亞內部等級秩序所壓抑的東亞代表的另一個周邊視

角。這兩種視角是我們同時所需要的，從這種視角出發重新審視東亞歷史時，

聯合與分裂的東亞歷史就能夠更加清晰地顯現出來。尤其在東亞秩序的歷史過

程中，所經歷的中心變化過程：中國（帝國）—日本（帝國）—美國（帝國及其夥伴

國日本），對此我們的歷史記憶如何變化、重疊，也必須加以複合性描述。如果

以此為標準來評價這本書時，它基本上重點集中於日本帝國這個中心的掠奪，

以及韓國與中國這些周邊國家的抵抗，因此為抵抗西方而出現的東亞聯合；走

向中心的日本所帶來的東亞分裂；曾為中華帝國邊境的台灣1895年被迫割讓給

日本帝國後，位於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台灣人經歷了認同上的混亂，這些台灣人

之殖民地經驗；以及雖為加害者而自認為是被害者的日本人之近代經驗等等問

題，如何相互連接並加以表述，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

第四，該書很難突破國家設定的審定教科書制度壁壘，現在只能採取「輔助

歷史教科書的教學公用歷史副讀本」的形式。因此出版之後，對於學生讀者流通

渠道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當然，編寫此教材的三國市民運動團體之代表團

計劃分別用此教科書在各國的教育現場進行示範教學。為了使更多的學校採用

共同歷史教科書，將大力開展市民教育運動。特別是在日本，更被視為抵制日

本右翼主導編寫的歪曲歷史的教科書的堡壘。為了製作和普及共同的歷史教科

書，需要充分認識到社會運動的作用，進一步增進聯合意識。可是，在教師完

全被排除在教科書選定過程之外的日本，以及在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教育而導

致教師的自由空間受到相當限制的中國大陸，這兩地區的例子可以證明：教科

書運動如果無法聯繫國家主導的制度改革以及整個教育界的改革工作取得社會

共識，則很難發揮其效力。這本教科書的出版，帶給我們切身觀察這種重要事

實的契機，因此其意義巨大。

四　大眾傳媒與新的歷史教育的可能性：韓流中的追星文化

制度之外製作而需要在制度之內流通的所謂「共同歷史副教材」（與制度內編

寫的歷史教科書一樣）仍維持�教科書的形式時，我們應該注意，它對讀者歷史

認識的形成所發揮的歷史教育效果，是否具有限制性。中村哲曾對日本的歷史

教育提出評論：「在學校內學習的歷史科目實際上就是死記硬背，所以學生對歷

我想強調的是，培養

包括東亞內外「二重性

周邊視角」的必要性，

即以西方為中心的世

界史展開過程中被迫

走上非主體化之路的

東亞代表的周邊視

角，以及被東亞內部

等級秩序所壓抑的另

一個周邊視角。東亞

秩序的歷史所經歷的

變化過程是：中國（帝

國）—日本（帝國）—

美國（帝國及其夥伴

國日本），對此我們

的歷史記憶如何變

化、重疊，也必須加

以複合性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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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失去了興趣。這是日本歷史教育所面臨的最大的問題。如果說日本人的歷史

意識比較薄弱，這種歷史教育是一個重要原因。」bp這實際上也是東亞各國歷史

教育現場上共同存在的問題。舉一個比較明顯的例子：韓國的《韓民族新聞》於

2005年5月對韓中日三國的中學生進行了東亞近現代史知識測驗，結果三國學生

對於本國史有關的題目得分率高於五成，然而，當涉及到需要綜合了解三國關

係的題目時，則得分率相當低，僅有二至三成bq。面對這種教育現實，我們考慮

歷史記憶的傳達方式時，不僅要注意歷史教科書（甚至包括副讀本），還應當關

注另一重要方式，即大眾傳播媒體。

在此，莫里斯—鈴木（Tessa Morris-Suzuki）提出的有別於「作為解釋的歷

史」，強調「作為一體化的歷史」的設想值得注意。雖然這兩種解釋都是我們回顧

過去的方式，但是前者意味�對過去原因與結果的知識或理解，而後者則意味

�以想像力或共同感為基礎的接近過去之方式。尤其與過去的人形成共同感，

以及與過去的他者形成一體化，往往造成反省現在的我們自己的認同之基礎。

形成一體化歷史的強有力的工具是大眾傳媒。大眾傳媒可以透過各種聲音和形

象來廣泛地接近歷史事件br。正如莫里斯—鈴木所分析的，創造式地利用大眾傳

媒，使超越國境而傳達歷史，這在當今的時代顯得尤其重要。

就此觀點來說，現在東亞日益活躍的大眾文化交流也具有新的意義。隨�

消費主義與電子通信的進步，在文化上有�密切聯繫的東亞各國形成的大眾文

化，與西洋大眾文化進行競爭的同時，也正在培養促進對此地區具有相互理解

與聯合之東亞認同。東亞大眾文化的出現是一種複合性、能動性的現象，筆者

期望藉�此機會，東亞人脫離既有的國境與意識形態之局限，能夠建立自我文

化空間，在此過程中，東亞人將體會「東亞」認同性的魅力，開闢新亞細亞想像

的方向。可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首要的工作是必須對東亞大眾文化交流空

間中進行的商業主義與自民族中心主義加以批判，此批判意識也必要與大眾文

化的想像力合而為一。

如果要探討批判意識與大眾文化想像力相結合的可能性與局限性，目前正

在日本國內出現高潮的一個文化現象，即韓國電視劇《冬日戀歌》（《冬 》）

而引起的追星文化，就是一個很好的事例。

在此方面，毛利嘉幸的觀點值得注意。他指出，《冬日戀歌》痴迷者的一個

重要特徵是他們具有能動的追星意識，其中大多數的中老年婦女並不是單純沉

迷媒體的被動消費者，她們往往透過雜誌或網絡搜集情報，在網絡上發表意

見，並因此而學習新的情報技術或學習韓國語、到韓國旅行、組織旅行報告會

或追星族集會。她們將看電視這一簡單行為重新組合到自己能動的文化活動之

中bs。

可是，從這些女性身上真的能夠引發出政治可能性嗎？毛利嘉幸認為，大

眾文化對於往往容易被排除於巨大政治空間之外的女性來說，可以使她們以主

體的角色參與其中的較小的空間。毛利嘉幸觀察到，以《冬日戀歌》為契機第一

次出現於前方的中老年婦女使用私人的言語描述韓日關係或歷史之現象。他由

此發現了很多政治可能性bt，即「雖然其與一般廣泛流傳的自由主義話語，或偏

在文化上有u密切聯

繫的東亞各國形成的

大眾文化，正在培養

促進對此地區具有相

互理解與聯合之東亞

認同。批判意識也必

要與大眾文化的想像

力合而為一。大眾傳

媒可以透過各種聲音

和形象來廣泛地接近

歷史事件，促使東亞

人脫離既有的國境與

意識形態之局限，體

會「東亞」認同性的魅

力，開闢新亞細亞想

像的方向。為此必須

批判商業主義與自民

族中心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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狹的民族主義話語有所不同，但是因私人的話語，才具有其獨特的說服力」。而

且可以預想的是，這種對韓國形象認識的變化，也可以重構她們的個人記憶或

歷史認識。「這種經驗雖然也許是極端個人化的，但是卻透過媒體而廣泛被傳

播。雖然從傳統意義的意識形態或政治觀念來看，是很小的實踐或個人的文

化，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更能帶給人們切實的感受。」ck

當然，對此批判的聲音也頗多。例如，岩淵功一就提出銳利的批判，他指

出：日本政府對此所採取的態度是，為了遺忘過去歷史，而重視邁向新時代的

韓日關係之相互交流，並加以發展；韓流的滲透與韓日文化交流的發展使日本

人對在日韓人愈來愈持肯定的態度，但是對在日韓人好感增加的同時，也以表

®一體的形式激發了對北朝鮮的反感cl。儘管如此，他也承認大眾文化交流為構

築日本、韓國、在日韓人之間的新型關係培養了想像力。

筆者認為，以韓流為代表的東亞大眾文化交流——這也許應該稱之為「亞

（細亞）流」——為東亞民眾在日常生活中超越國境、體驗別國文化提供了機會。

但也必須強調，此經驗發展成啟發東亞人之間彼此關心生活的情感之契機，需

要以「批判的地域意識」為媒介。對於《冬日戀歌》引起的追星文化也是如此，我

們是否可以採取樂觀的態度，認為這種個人想像力真的能夠與批判性歷史認識相

結合，從而發展為自我變革、社會變革的現實進程呢？即使真的如此，是否具有

批判性知識份子介入的空間呢？這還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無論如何，如果可

以利用這種新的「政治可能性」，來治癒目前日本的「新歷史教科書」而引起的韓日

兩國間的歷史認識矛盾問題，那也算是開拓了歷史教育的新的可能性cm。

五　結 語

為了結束東亞人當前所面臨的歷史認識的矛盾，需要重構東亞各國的歷史

教科書和歷史教育。這一變革需要採取柔軟的形式：將在國家教育制度之內與

之外進行的多層次的各種活動，有機地結合起來。可是，不僅是制度之外製作

而欲進入制度之內的共同歷史副教材如此，對制度之外製作、流通的媒體節目

之消費者文化活動也應該被視為歷史教育的新領域，我們也應當給予相當的關

注，應該凝聚力量使其效果能夠對學校的歷史教育引起更大的衝擊。因為我們

仍無法忽視一個現實，即我們仍然主要透過學校才能明確地表現、傳達公共價

值、認同與心願。

包括歷史教科書問題在內的歷史認識問題，不僅是東亞各國之間歷史戰爭

的焦點，也是圍繞國家發展之戰略方向，國內各社會勢力彼此進行歷史戰爭的

焦點，兩者之間緊密相聯，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因此，歷史教科書問題得到

解決，使今年成為一個鞏固東亞各國內部之和平與東亞各國間之和平的「二重計

劃」開始實行的大轉換元年，這將成為人們記憶中具有實踐意義的重要議題。

為了徹底完成這一議題，需要超越支配二十世紀歷史教科書的史觀，即脫

離民族國家作為歷史發展的普遍推動力的一國中心的發展階段論的進步史觀，

包括歷史教科書問題

在內的歷史認識問

題，不僅是東亞各國

之間歷史戰爭的焦

點，也是圍繞國家發

展之戰略方向，國內

各社會勢力彼此進行

歷史戰爭的焦點。我

們需要超越支配二十

世紀歷史的史觀，即

脫離民族國家作為歷

史發展的普遍推動力

的一國中心的發展階

段論的進步史觀。我

們應當進行的教育，

是讓每個人都可以體

會到，比起壓制式、

君臨式的教育，平等

且民主式的人際關係

更是幸福快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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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探索新的史觀。如不這樣，東亞的歷史戰爭即使暫時休戰，也不能真正確立

永久和平。這就是各國具體的發展戰略之反思起點，務必達到的中長期目標。

韓國與日本，以及中國海峽兩岸圍繞二十一世紀的發展戰略而互相論爭的今

天，也許正是我們進行這種反思工作的最好時期。

最後，筆者想再次強調的是，結束歷史戰爭的最終推動力在於人類探尋歷

史之「真誠的態度」cn。我們應擺脫毫無意義的歷史解釋符合事實與否的論證，擺

脫以國家教科書制度為理由，幫助產生美化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之歷史教科書

的行為。我們應當進行的教育，是讓每個人都可以體會到，比起壓制式、君臨式

的教育，平等且民主式的人際關係更是幸福快樂的。這也是一種人間基本禮儀之

教育。在日常生活中親身體會到「遺忘」的反義詞不是「記憶」，而是「正義」co，由

此所引發出來的感覺性變革，是重構新的歷史教科書與歷史教育之不可缺乏的

因素。今年真的能夠成為和平的「二重計劃」開始的元年嗎？現在，正是需要我

們做出決斷的時候。

王恩美、王元周　譯

註釋
1 從這種角度對東亞各國教科書進行的比較研究，參考拙稿：〈東 教

科書 作 方〉，《 新世紀》，第2卷（歷史篇）（東京：岩波書店，2002）。

2 筆者曾經就二十世紀韓國與中國的中等教育所使用的歷史教科書為對象，以

批判的角度比較分析過其中所表現出來的相互認識（以及東亞認識），參見拙

稿：〈二十世紀 韓國歷史教科書 見 東 「近代」像〉，載佐佐木毅等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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