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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期， 盟国举行了两次重

“两轮”甲子

要会议，并共同发表宣言和公告，既
奠定了战后的国际秩序， 也为战胜
日本后如何通过彻底改造， 消除其
对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和平的威胁
定了调。 一次是 1943 年 11 月美、
英、中三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一

尽管如此， 在经济温和发展

到的飞马牌，还有飞人牌。

的这些年里， 中国的民族自行车

就像自行车上的标牌所说，

次是 1945 年 7 月苏、美、英三国首
脑出席的波茨坦会议。

工业还是诞生了。 它以零售店和
修理厂为发端， 如天津仁得利车

飞马牌实际上是“英国考文垂特
别为中国上海同昌车行制造”。而

行仿制自行车零部件， 最后发展

《开罗宣言》 的核心是坚持对日
作战直到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本必须

为将进口及国产的零部件组装成
完整的自行车。 20 世纪二三十年

飞人牌是由同昌车行自行生产，
使用的是车行制造的车架和前轮

归还一战以来在太平洋区域所占领
的一切岛屿，以及中日甲午战争以来
用武力占据的所有中国领土，包括台

代， 上海至少有六家知名车行在
运营，其中一家是同昌车行。 同昌

部件组装在一起。 20 世纪 30 年
代早期， 国内反帝国主义情绪高

车行为英德两国的几家自行车和
摩托车生产商作代理， 同时也销

涨，飞人牌作为
“国货”加以宣传。
它确实有资格称作中国制造的第

售车行名下的自行车， 如前面提

一辆自行车。

湾、澎湖和东北。《波茨坦公告》则为战
后日本的非军事化改造， 提供了理论
依据。 这两份关键性国际文件的落实
和执行， 对战后的中日关系及日本社
会的变化转型，都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这种影响在很多方面一直延续至今。
今天， 我们重点讲一讲战后美
国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革， 探讨一下
其得失与利弊。

名家讲谈

车来车往见沧桑

再造东瀛

1949 年前后， 西方人在中国拍摄的照片都表明： 三轮车最
多，自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1937 年以后的十八年，中国

20 世纪 40 年代及 50 年代早

——
—战后美国对日本改革的得与失

大部分时间处于战争中， 首先是
抗日战争（1937~1945 年）， 其 后

期， 自行车在中国的某些用途有
图片为证。1947 年，漫画家丰子恺

是国共两党间的战争， 共产党于

在上海 《申报》 上发表了一幅漫

1949 年获胜，最后是抗美援朝战
争（1950~1953 年）。 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一度得以发展的经济，基

画，该画以杭州为背景，画中一名
头戴浅顶卷檐软呢帽的男人骑着
自行车， 一个怀抱婴儿的妇女侧

本陷于停滞。
抗日战争的影响之一， 是中

坐在车后座， 还有一个孩子坐在
男人身前的横梁上。 标题是
“
全家

国境内汽油严重短缺， 这极大地
限制了汽车的使用， 一种新型的
个人交通工具三轮车应运而生。
它既有自行车的速度， 又有人力
车的载运能力。 迄今还不确切知
道三轮车的发明人，但在 20 世纪

去看电影”。
漫画家张乐平创作的风靡一
时的连载漫画《三毛流浪记》，以上
海为背景， 于 1948~1949 年发表。
其中一组漫画，展现了一群街边顽
童聚集在一家晚报社门口，每个人

20 年代的亚洲，一些城市不约而
同地出现了三轮车， 数量或多或

都骑着自行车。他们在等待要分发
的报纸，拿到后就迅速冲出并沿街

少。如上海早在 1924 年就有了三
轮车。 三轮车在当时被视为机动

叫卖。
画家朱明纲在这一时期所创

交通的威胁，1927 年上海禁止这
种车辆在该市的公共租界和中国
管理区内的街道上行驶。 抗战爆
发后， 三轮车作为汽车的非机动
替代品再次出现。 1945 年战争结
束时， 上海有 6000 辆三轮车，

作的一幅木刻画， 没有明确的地
点，画中描绘了五类商贩，最突出
的人物是一个戴着锥形农民帽、推
着自行车步行的男子，车把上挂着
两个大木桶，车后座上捆放着一个
木箱。

1949 年，增至 26570 辆。
三轮车从根本上取代了人力
车，这得益于 1946 年 1 月国民政
府颁行的一道命令， 它要求在接
下来的三年中逐步淘汰人力车。

电影 《乌鸦与麻雀》 拍摄于
1949 年共产党获胜前夕，以上一
年冬天为背景， 片中的主人公之
一是中学教师， 他的典型标志就
是自行车。 在一张时间略晚于

很可能是人力车的剥削、不人道、
文化倒退的形象， 促发了这一命
令。 此后人力车的数量锐减。
上海在战前有人力车 6 万多
辆 ，1947 年 时 有 12670 辆 ，1949
年时仅有 3659 辆，许多人力车夫

1949 年、 拍摄于广州的照片中，
七个男青年在街上骑自行车，他
们现在被称为邮递员。
这一时期， 西方人在中国拍
摄的照片都表明三轮车最多，自
行车次之，人力车极少见。

接受重新培训而成为三轮车夫。
1956 年，上海的最后一辆人力车
退役， 它作为一件历史古董送交
上海博物馆。 广州的情况与之相
似，至 1949 年 3 月末，4500 辆用

如果《旅行杂志》当时所刊
登的广告可信，那么中国的城市
女性也身处不断壮大的骑车群
体之中。 两则充气轮胎和一则胜
利牌自行车的广告，描画了悠闲

于出租的公共人力车有一半以上
被淘汰。

骑车的女性。 一则金龙香烟的广
告，展现了一个身着旗袍、手夹

1948 年 8 月， 美国汉学家卜
德(Derk Bodde，1909~2003 年，美

香烟的苗条女子站在一辆女式
自行车旁，并与一位穿着西服的

国东方学会前主席,主要研究中国
法制史) 在离开中国 11 年后再次

男子交谈。
然而， 女人骑车仍然难以让

来华，他注意到，北京“与过去相
比，最大变化之一，是老式人力车
被新型的、 外国人称之为 pedicab
的三轮车所取代。 ……随着三轮
车在日据时期的引入， 现在人力
车已废弃不用了”。可以说，人力车
的终结， 在时间上要早于共产党
接掌全国政权。
战时机动交通设备的减少和
人力车遭淘汰， 自行车是受益者。
上海的自行车的数量， 在 1929 年
至 1948 年间差不多增长了八倍，
从 约 4 万 辆 增 至 23 万 辆 。

人接受，特别是不被农民接受。当
共产党干部于 1949 年接管杭州
时，他们对眼前所见大吃一惊。这
些干部来自山东农村， 他们不仅
认为乘坐人力车是剥削行为，穿
西装是资产阶级化，还认为“妇女
骑车不像话”。
(未完待续)

1957 年 2 月，新当选日本首相的岸信介抱着年幼的外孙安倍晋三
（前排右）兄弟。 曾列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重返政坛，并一度执政，

战后改革第一波

折射出战后美国在日本实行的民主化改革，相当摇摆和不彻底。

日本战败投降后， 美国未与盟

皇制做了很多改造， 废除了原来的

立政党和政治组织的管制， 战时遭

最终只对二十多位大财阀实行了分散

国充分协商， 便任命麦克阿瑟将军
为驻日盟军最高司令，率 46 万美军

“
大日本帝国宪法”， 修改和制定了
新的《日本国宪法》，即通称的《和平

到禁止的一些政党如日本共产党，
得以恢复公开活动。允许工人运动，

化，使其资本与经营相分离。相比之下，
战后的德国是把所有跟侵略战相关的

进入日本， 迅速实现了对日本本土
的单独占领和全面控制。

宪法》。 特别是 1946 年促使天皇发
表《人间宣言》，宣布自己是人，不是

保护工人、农民的权益，成立农会和
工会，确保集会结社、创办报纸及其

资本家、财阀、财团都进行了清除。
在土地改革方面， 通过政府赎

这一阶段， 美国的对日政策非
常清楚也非常严密， 涉及到全部解
散日本原有的军事机构、 解聘日本
军队相关人员、审判战犯、更换教科
书等等。 麦克阿瑟将军就是用传达
指示、方针的方式，让日本方面必须

神， 天皇从掌握军政大权的国家元
首，变成日本国和国民整体的象征。
虽然保留天皇的名义， 但是成为
“虚”位“虚”立的君主立宪制，从体
制上确立了立法、 司法和行政三权
分立。这是非常重大的变革，不亚于

他新闻媒体等一定的自由， 这方面
做得很实际。
再次， 在经济上， 推行解散财
阀、 进行土地改革的政策。 美国认
为， 财阀是日本发动战争的重要原
因之一， 新兴的军火大财阀大发战

买，扶植自耕农，保护耕作权，使明
治时期的大家族制度瓦解， 农村的
核心家庭增多。 但农地改革没有触
动山林所有制， 大地主依旧拥有广
大山林。日本的农业本来就很发达，
有很好的技术和设备，精耕细作，所

遵照执行。
美国之所以要独占日本， 一个
重要考虑是担心以苏联为代表的社

一场革命， 可以说对日本的民主化
改造最充分地体现在这一点上。
同时，解除日本的武装，实行非

争横财。战后，为了斩断日本军国主
义的一切经济基础， 美国占领当局
发出指令，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

以后来形成了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进
城，成为真正的城市劳动力。
最后，是改革教育制度，包括教

会主义、共产主义力量介入。 而战后
日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美国的指令，

军事化，要求日本不得拥有陆海空军、
秘密警察或民航事业， 现有的都必须

四大财阀和 83 家控股公司， 以及
56 个财阀家族采取措施，包括解散

科书编修制度。 虽然现在日本一些
极端右翼分子修改历史教科书，把

也为接下来它按自己的意愿对日本
社会进行全面改造，做好了准备。

解散；对日本的高级军官、极端民族主
义及军国主义组织的首领都实行拘

控股公司， 禁止财阀家族的人兼任
重要领导，清除经济战犯，凡是不利

“侵略”中国改成“进出”中国，不承
认南京大屠杀等等， 但日本战后的

起初，美国的主要目的，是希望
通过改造彻底消除日本再度威胁美

押，听候处理。这也符合当时日本国家
和人民的需求。 战时的日本是以军立

于日本未来的经济走向和平目标的
人员， 都要逐出经济领域的重要岗

教育体制比较灵活， 教科书由各个
学校来选定， 所谓右翼教科书的实

国的可能性， 这些改造大致有以下
四个方面：

国，一切服从军事上的需求，美国要把
日本顽固的军国主义传统连根拔起。

位，将相关公司企业股票分散等。这
种改造现在还有很大意义。

际占有率不到百分之一。与此相关，
战后有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 和平

首先，制度性的改革。美国对天

其次，在政治方面，放开对新成

这一点开始的时候比较彻底，但

思潮等在日本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冷战”转向 改革变味
战后初期， 美国改造日本的基

叉，并将它们与辐条、轴承等进口

提上了日程。

战后初期， 美国远东政策的战略目

第三， 放宽和解除对二战战犯

本政策， 是以非军事化和民主化为
基轴的进步政策。 但随着国际形势
发生重大变化， 这些政策未能彻底
执行，不少是半途而废，遗留下了不
少严重的问题， 一直影响到今天的

1951 年 9 月 4 日， 在美国旧金
山召开了 52 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
会议，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
有受到邀请， 印度和缅甸没有参加，
苏联、捷克、波兰没有出席签字，签约

标是：彻底根除日本的战争潜能，使
之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因此以
“拆
迁赔偿”的方式，强制日本把指定的
工业会社设备转让给曾被日本占领
和破坏的国家，如东南亚各国。 但随

的审判与整肃。战后初期，美国及盟
国方面对日本战犯进行了严厉的清
查审判，但伴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
整肃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从战争狂
人转向共产党、工会等左翼团体。在

现实。
这种转变的根本原因， 是“冷
战”的兴起。随着社会主义老大哥苏

国一共为 49 个。 旧金山会议结束 5
个小时后，美日签署了《日本安保条
约》， 规定美国放弃战争赔款的请求

着美国对日索偿政策的变化，原来指
定为拆迁对象的工业会社停止拆迁，
几乎完整无损保留了日本的工业基

美国主导下， 日本官方向各个大学
施加压力， 要求解雇教职员工中的
共产党。 1950 年 6 月，解除了 24 位

联的实力迅速增强， 世界范围内社
会主义、 共产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发

权，继续托管琉球群岛，美军留驻日
本，拥有合法的军事基地。 日本也被

础。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为获得日本
的承认，放弃战争赔款。 如果坚持索

共产党员的公职， 严重打击了日本
的左翼力量。

展。 在中国， 亲美的国民党一败涂

纳入到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取原定的 6000 亿美元的巨额赔款，

而对于战犯，1950 年 10 月至

地，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美国迫切
地感到， 千万不能再让日本也倒向
共产主义。美国要转而扶植日本，成

“旧金山体制”的形成，美日安
保条约的签订，是冷战的产物，也是
美国对日政策转变的集中表现和必

日本经济决不会有日后那么快速的
恢复发展。 这样一来，使得日本为侵
略战争罪行所付出的代价极少，导致

1952 年 8 月， 在美国政府的支持
下，原来要整肃的 20 万日本军官和
法西斯头目，95%得以“过关”，至

为自己的小伙伴。
所以，从 1947 年开始，特别是
1948 年，美国对日本的政策有了比
较大的转变。 此前彻底消除一切军
国主义残余的行动，速度开始放慢，

然结果。自此，日本基本上回归了国
际社会，取得了半独立的国际地位，
在军费大幅减少的同时， 利用美国
的技术， 以及美国及西方各国广大
的市场，国内经济快速恢复，后来更

战后日本经济重新对外扩张，一部分
顽固派人士拒不承认对邻国的战争
加害责任，战争史观右翼化。
第二，停止了对财阀的解散。 该
政策从 1945 年 11 月开始实施，到

1958 年，所有在押的日本战犯都得
到了赦免。 特别是一些日本战犯后
来又重回政界，甚至占据要职。如现
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
介，本列为甲级战犯，竟出任了日本

最高目的从“改革”转移到了“经济
复兴”。 美国开始镇压、清查日本共
产党。 1950 年金日成发动的朝鲜统
一战争， 更刺激了美国对日政策的
进一步转变。美国意识到，要依靠日
本防共，不是为敌，而是为伍，甚至
是终身伙伴， 成为美国在东亚及整
个亚太地区的“防波堤”。 于是，以
“美日媾和” 为主题的旧金山会议，

成为第二大世界经济体。 而美国此
前对日本的非军事化、 民主化等各
种改造悄然停止， 对日本军国主义
残余势力的整肃，不了了之。
结合日后的发展趋势来看，美
国从自身利益出发， 改变了对日本
战后的改革政策，至少留下三大“后
患”。
第一，减少了日本的战争赔款。

1951 年，日本政府宣布
“
解散财阀的
任务已经基本结束”。但实际上，最初
被指定拆散的公司达到 500 多家，真
正得以执行的只有十几家，最后彻底
拆散的只有 6 家。这为战后日本经济
的恢复和工业现代化，保留了一定的
物质基础。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助
长了一些日本极端人士对侵略历史
缺少悔过之心和认罪态度。

首相，组成所谓的“战犯内阁”，给日
本社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美国战后对日政策的这一波调
整， 深刻影响了日后的东亚国际政
治格局， 也改变了美国在东亚的战
略重心及其盟友组成。 原来美国是
想把中国当做盟友，日本是敌对国，
后来反而是日本变成了美国在东亚
及整个亚太地区最坚实的盟友。

中美日多重角力
客观地说，战后由美国主导的日
本民主化改革，特别是众所周知的《和
平宪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基本上
把一个曾经由军国主义势力主导的日
本帝国，改造成一个民主化的日本。
从另一个角度看， 美国对日本
的战后改造， 又很大程度上限定了
日本对美国的长期附属地位， 由此

就黯然离任。而政策上坚决地站在美
国一方， 成为忠实伙伴的日本领导
人，往往能
“长治久安”，现在的安倍
晋三就是典型例子。
但在很多日本民众心里， 其实
对美国的一再强压很不满，相当一部
分日本人希望摆脱美国的控制。这种
心态，是一把双刃剑。 尽管美国官方

全面被美国的软实力控制，学校机构
和主流思想都明显的美国化，十分崇
拜美国， 反而缺少自己的独立思维。
举个例子，现在大量外来语充斥着日
本的日常生活，很多七十岁以上的老
一代日本人，都听不懂、看不懂。
因此， 什么时候日本能真正实
现政治、经济的独立，摆脱依附于美

总值）大约是日本的 2 倍，但对此千
万不能盲目乐观和迷信， 因为中国
的 GNP（国民生产总值）还是不如
日本，从人均来看，差距就更大。
所以， 中国人永远不要轻视日
本，而应该更好地了解、研究日本，
对战后七十年来日本的政治、 经济
和社会变化有通盘认识， 争取做一

带来的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比如 1972 年出任日本首相，积
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
因为在中东政策等一些敏感国际问
题上与美国步调不一致，最终因卷入
美国企业的经济案件而被迫下台。又

表示
“
失望”，但安倍晋三还是在首相
任内去参拜靖国神社，说明即使是他
这样的铁杆美国盟友，也不是十分甘
心情愿完全听命于美国，不过现在羽
翼未丰而已。 一旦羽翼丰满，说不定
会有一搏。而美国内心对日本也有所

国的现实，才能取得更好发展，同时
有助于东亚地区实现真正的和平与
和谐，而不是按照美国的意志来走。
最近这些年， 随着中国国力增
强，国际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未来相
信前景会更好。而总的来看，美国是

个
“知日派”。 这样对我们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才能做出更有益的贡献。

比如 2009 年民主党党首鸠山由纪胜
选执政后，大力提倡
“东亚共同体”，
把美国排除在外，结果上台不到一年

防范，它更多是借日本之力来贯彻自
己的
“
东亚再平衡”战略。
从社会文化上说，日本现在已经

在走下坡路， 日本的经济也随之停
滞，即所谓
“
失去的二十年”。
目前，中国的 GDP（国内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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