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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軍國主義再起
析論安倍祭拜靖國神社

▓李本京

前言

日本首相安倍2013年12月26日參

拜靖國神社，是七年來首位參拜靖國之

首相，意義非凡，所帶來之國際反應更

是複雜又敏感。值此年關之時，安倍突

然有此驚人之舉，著實令人意外。事實

上，政治人物參拜靖國已不僅是個人行

為，更不是國內事件。其帶來之衝擊恐

將再度激盪東亞國際關係，吾人必須注

以關心。

由於擔心國內反對人士之阻擋，安

倍在抵達靖國前一小時才通知媒體此一

大事。由此可知，安倍雖然吃了熊心虎

膽，然而仍是心驚可能隨之而來的國內

外反對聲浪。日本首相或內閣成員前往

靖國是東亞國家間最為敏感之事，如今

安倍如此暴衝，自有其盤算。唯他之機

關算盡，恐怕仍難平順落幕。這2013年
年終閉幕秀將帶來更多之國際糾紛，安

倍招架得住否，不禁令人好奇。

安倍立意何在

靖國神社就如同任何國家之無名英

雄墓或我國之忠烈祠，然而靖國卻供奉

了二戰日本戰犯之位，這就等於向世人

宣示日本二戰之舉動是無罪的，同時也

就洗刷了「南京大屠殺」、「慰安婦」

等數不清之惡行，因為這神社中供養了

十四名二戰之甲級戰犯，是以今天安倍

如此作為就是在改寫歷史。

觀諸二戰另兩國德、義的戰爭惡

行，卻未曾見其領導人不思過錯，而極

力抹殺真相之情事。今天安倍意欲在世

人前扮演清白，卻踐踏二戰期間東亞各

國慘遭日軍殺害之事實。這種行徑不但

有違天理，亦是對被害人的二度傷害。

由於國內同胞對日人特別友善，觀

諸日本福島事件後，台灣之援日款項世

界第一就知一般。是以安倍囂張地前往

靖國後，北京、首爾均發表嚴厲之讉責

聲明。唯有我們仍究不關痛癢地發布一

篇討好東京之聲明，令人啞口無言。納

稅人誠實納稅的結果是政府軟而又軟之

對日政策，可說是已到了辱國之程度，

這讓老百姓如何支持政府？

筆者多年前曾應德國「艾德諾基金

會」之邀請，前往德國數次。在參觀納

粹惡行紀念館之時，看見一大群小朋友

坐著大巴士集體前來，遂向友人問及為

何讓天真無邪的小朋友來看這些悲傷之

相片？友人回說他們就是要讓每一個德

國人知道當年納粹做了多少可怕之事，

期盼小朋友能有所學而有所悟。這就是

德國人與日本人截然不同之處。

安倍不但再度將東亞政局攪得一

池渾水，且思及另一項更為邪惡之舉，

就是讓年輕一代之日本人不知二戰因何

而起，進而予以徹底洗腦，以遂行其扶

正軍國主義心態。安倍深知中、韓兩國

國力急速拉升，為期仍在東亞有一席之

地，勢須提振民氣，集中領導權力。唯

有強而有力之領導人，才能將日本一變

而為集權之日本，從而才能深植國力以

與中、韓相抗衡。不過，他的這一如意

算盤卻僅是「東京夢」的一個小環節。

安倍之如意算盤有如觀看一場3D電影，

以為是立體，然而卻只是特製眼鏡帶來

之視覺。拿掉眼鏡仍是平面。安倍上任

後，不斷放箭暴衝，日本前途堪慮也。

虎頭蛇尾之安倍三枝箭

安倍參拜靖國引起沖天巨浪，他之

所以如此，必有其不得不為之的原因。

▲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記載著30萬同胞慘遭日軍殺害。

▲南京「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祭壇撫慰罹難同胞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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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於2012年當選日本首相前，日本政

局極度不穩，幾乎一年換一個首相。就

在此時，其經濟也發生問題，日本外貿

不順，成為日人擔心受怕之第一項。安

倍馬上拉三支箭以解決此一難題，雖然

有所成，然而卻不是。安倍提振經濟之

三支箭未帶來實際效應，再加上釣魚台

風波不斷，令其腹背受困，不得不再走

一步險棋以拉抬個人領導權位。當然，

這一險棋如今看來是真的很險，外交上

為人杯葛，內政上泛泛無功，充其量只

是一場秀罷了。

事實上，這靖國神社除了有政治敏

感度外，也在試探中、韓之底線。當然

也要試試花旗大哥是否夠哥們。如果仔

細看看靖國之背景，就知道此一神社本

來是專門陳設因內戰而犠牲者，及後才

加上二戰陣亡者，約有二百五十萬人。

而令人無法忍受的是，這種神社除了供

奉戰犯外，還有一個博物館。這個博物

館扭曲歷史，裡面陳列甚多有關二戰之

物，多係扭曲事實之文物。這種遭受扭

曲之史料並非真正之史料，然而日人不

知這一處所就等於是一處洗腦中心，其

可怕之處令人側目。吾人在「友日」之

外交政策下應有所知，否則不是成為安

倍之友嗎？

事實上，安倍此次前去參拜，絕

非必要，因為在二戰後前往靖國參拜之

首相，僅有一半而已，日皇明仁則從未

前往。安倍之所以急急地在年終之時前

往，就是要取得話語權，得到新聞面，

以期推行其內政。

就當前而言，安倍有一椿事列為內

政之首要任務，就是在2014年春於國會

中推動「特定秘密保護法」。這一法律

受到部份國會議員反對，因為此法若通

過，則勢將影響到個人自由及隱私權，

茲事體大。安倍希冀加大個人影響力來

取得此法在2014年通過之可能性，因而

出了這一着險棋。

中、韓強調「奉陪到底」

果不其然，安倍參拜靖國一事立即

引起中、韓兩國之強烈抗議，一時之間

讉責之聲不絕。北京由王毅外長親自發

表嚴厲聲明。一般而言，北京若對他國

不滿意，多由發言人念篇稿子。此次王

毅如此明確地表示，顯露出北京認為茲

事體大，不可小視。與此同時，劉延東

副總理也取消了預定與日本之「日中友

好聯盟」之會晤。中方堅定地認為，安

倍此舉是「對國際正義的公然挑釁，也

是對人類良知之恣意踐踏。」

韓國政府發言人劉震龍表示，此一

參拜「破壞日韓關係，也破壞東北亞之

合作及安定。」從上述兩國之正式宣言

可看出，此事「大條」矣。然而回顧台

北方面，則只「希望」日本政府及政治

人物正視史實並記取歷史教訓，連讉責

二字都不敢用，令人心寒之至。

筆者要問的是，我中華民國之國

魂安在？台北政治人物除了貪心搞政治

外，也應知道八年對日抗戰主要是國民

政府一肩挑，死傷之軍民達數千萬，而

今卻連話語權都放棄，令人徒呼負負，

心酸不已，真想知道他們都是怎麼想

的。環顧台北政壇，除了立法委員高金

素梅率眾表示抗議外，其他政治人物好

像都變成了瞎子或啞巴。

除了中、韓二國強烈表示讉責安

倍之舉外，美國也有所表示，這倒不容

易。因為花旗大哥一向是維護東京，甚

少有負面評分，如今卻有了不同之舉。

駐東京美使館發表簡單聲明，認為安倍

此舉將引致與鄰國之間關係惡化，「美

國政府感到失望。」

安倍在前往靖國前當然曾仔細地

兵棋推演，希望能得到山姆大叔之保

佑，他的暴衝行為能為美國所包容。

雖然知道美國反應不佳，還正式行文表

示失望，此一嚴重詞句一定讓安倍有所

警惕，而美國媒體也對安倍比手劃腳。

先是《華盛頓郵報》批評此舉不宜，此

後亦有多家媒體作負面評析。《華爾街

日報》以陰謀論直指安倍參拜之舉，認

為安倍在前往靖國的翌日，同意美軍搬

遷至沖繩普天間基地，就是希望安倍之

「善意」能中和美國之不滿。雖知事與

願違，美方仍發表帶有「失望」之宣

言，這才令安倍失望。

參拜靖國之代價

就華府而言，任何衝擊到東北亞安

全之事例均不可能接受。而日本此舉當

然對東北亞安全合作無助，並且將帶來

不安及衝擊。面對不確定性極高之北韓

更應團結以為肆應，以應付未來平壤少

年郎之暴走行為，而日本如今卻故意破

壞此一局勢，美方當然不樂意見到了。

安倍暴走靖國引起美國「失望」，

然而美國之失望還不止這一椿。就在不

久前，美副總統拜登訪問日、韓、中，

期盼中、日、韓能合作因應北韓之突然

舉動。不過，人算不如天算，中、日、

韓並未因拜登來訪就精誠合作，反倒因

安倍無預警式地暴走，而在東亞掀起萬

丈波濤。拜登初意受到挫折，一時之間

也搞亂了美國東亞之佈局，這才是華府

之失望所在。

拜登在訪問韓國時，就直接對日

本二戰暴行作了一番談話，其要點有

二，一是不做調人，置身事外；二是樂

於看到各方在歷史及領土上，能找出彼

此「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於今看

來，安倍暴走不啻給予華府一記巴掌。

▲日本靖國神社自1978年供奉14名甲級戰犯，包括發動戰爭的前首相東條英機、主導南京大屠
殺的松井石根等，原本清靜的宗教設施，變成了鬧哄哄的政治地標與政客胡搞的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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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方不但未曾採納拜登之議，反放出極

具殺傷力地雷，美國之「失望」就不難

理解了。

安倍眼見美國之反應如此不如

意，立即聲稱將「為獲得美方理解而努

力」，希望能讓這位後台大老原諒，同

時美方也將國防部長海格與日防衛大臣

小野寺五典之會晤由2013年12月27日延

遲到2014年初再舉行。而《紐約時報》

更明文建議中、韓領袖應約見安倍，阻

其再有驚人之舉。

安倍之後續行為

日本人民間或對安倍此次行為表示

不妥，然而仍對安倍之執政無所動搖。

他的支持率一直下滑卻是不爭事實，目

前僅為百分之四十幾，是其一年來之最

低點。其蠻幹作風如不收斂，勢必再往

下滑。

除了此次參拜神社事件外，安倍之

在釣魚台事件上採取獨斷政策，令致北

京政府也從鄧小平之「以後再論」政策

蛻變為須立即說明白，要將此一島嶼之

歸屬權搞清楚。在過往之時，北京是睜

一眼、閉一眼，然而今天卻逼著北京表

態。為了表示日方有必戰決心，於是日

本國會批准歷來首見之「國安戰略」，

將其國防預算增至二千多億美金，其目

的在強化對釣魚台周圍海空域之控制，

並將北韓與北京視作同等級之敵手。這

些舉措當然令致北京不爽。

北京則創設「東海防空識別區」以

為反制，一時之間雙方除了喊話外，還

刻意加料作些備戰之佈置。日方更與美

軍多次聯合軍演，還與印度作了一場為

期九天之軍演，其目的在於在亞洲聯絡

與國，對中共之軍備作一反制之動作。

從某一層面以觀，東亞戰雲密佈，

而中、日之間不和已從口頭宣示走向實

際行動。雙方一再地擴張軍備就是一個

鮮明的例子。中日之間是否真會發生一

場「島嶼保衛戰」？若這種中日間之區

域戰爭爆發，將是非同小可之事。因

為中國人在八年抗日戰爭後，未拿日本

一毛賠償金，如今「小日本」非但不感

恩，還步步挑戰。此一衝突，將因大陸

之高漲之民族主義而變得非常麻煩。

美國顯露失望之立場

當然美國之立場也是關鍵所在，因

此也不能不看看美國終究將採取什麼態

度。華府與東京關係密切，東京一直扮

演老美在亞洲代理人之角色。為取得美

國支持，日本才敢向他國挑戰。若是美

國無此心，則安倍再狠，也無能為力，

另外一面則要看看北京之反應了。首先

中、日之間關係一定倒退，北京領導不

會打落牙齒和血吞，一定會討個公道，

絕不會就此不聲不響，軟到有如放了氣

的小黃鴨。在這緊要關頭，山姆大叔之

表態就最為重要了。

今天中、美之間的關係已非三、

五年前之勢了，由於雙方現已進入「大

國外交」，中、美不可能在重要國際問

題再如同二十年前般無視他國之存在，

還須考慮到對方之感受。這樣做，純然

是由於要平穩外交關係。因為任何一方

做出傷害對方之舉措，必須付出代價。

而此次安倍朝拜靖國，看似僅屬於東亞

國家之事。然而世人均知華府才是東京

後台，一定會把這筆帳算在山姆大叔頭

上，這就是為什麼美官方正式宣示對日

此舉「失望」了。

台灣立場令人失望

回顧台北方面，除了搖頭嘆息外，

似乎也就再一次為「友日」而受辱了。

我們連「失望」二字都不敢說，似乎已

經將中華民國與八年抗戰史切割得一乾

二淨。假如經國總統天上知曉，一定會

說「孺子不可教也」。

再就大陸目前高漲之民族主義而

論，2012年9月日本之國有化釣魚台一

事，即引發大陸一波接一波的反日情

緒，先是以拒買日貨為始，接著即攻擊

日本產業地或日本人，這一不理性行動

持續了好一陣子才平息。如今日本人在

大陸是否仍會遇到去年之不幸，不得而

知，不過民間交流一定會有所影響。

結語

此次安倍暴走，不但顯露出他的無

知及野蠻天性，更顯露出部份日本人缺

乏反省之美德。「知恥近乎勇」，這些

無恥者才會不自知自己之恥，這才謂不

可救藥。很不幸的是，有些國人居然不

知恥到宣示「釣魚台是日本的」無稽鬼

話。如今連美國官方都對安倍有意見，

不知這類人渣還會跟著安倍暴走嗎？

事實上，靖國本無事，錯在將戰

犯置於其中，將日本內戰而亡之英魂攪

和到死後不得安寧。唯今之計，就是將

這批經國際法院公認之戰犯靈位移出靖

國，以示認真看待歷史，否則東亞之平

穩局面將會引來一波波的抗議及讉責。

而今美國是歐美先進國家中首先發難之

國家，假如這是一趨勢，則未來將有更

多之先進國家表示對安倍之「失望」。

不過，這也是遲來之正義，如果國

際法庭判日本戰犯為死刑等大罪，假若

希特勒在二次大戰末被擄，則定會被判

死刑而上了戰犯名單。試想假如德國在

其無名英雄碑刻上希特勒之名，各國當

如何思維此事？如今，靖國供奉之甲級

戰犯應與希特勒同級，好奇各先進國將

作何反應？但願世人能瞭解日本少數人

之閉鎖心態，置正義於不顧，這就是世

人應同聲嚴厲讉責的。

安倍此次暴走行為已引起大多數日

人質疑，據日本共同社最近民意調查，

近七成日人認為暴走靖國應顧及到鄰國

之感受，只有大約百分之二十五的日人

認為不須作此顧慮。

除了國內反對聲浪不少外，中、

韓二國均作了官式反應。首先是北京之

三艘海警船進入釣魚台近海，明顯地是

作挑戰。繞了三小時，象徵性航行表態

後，即自行離開，日方也只好乾瞪眼。

而韓國政府正式宣佈「不再考慮與日本

國防政策部門簽署交流協議。」

雖然國際形勢對日不利，然而安

倍卻積極地在國內採取了一連串洗腦工

作。首先就是要改寫歷史，將沖繩島中

小學歷史教科書重寫，將所有有關二戰

歷史洗刷殆盡，將「有爭議的歷史問題

教科書」予以改寫，例如「南京大屠

殺」及「慰安婦」等罪行，未來將從日

本官訂教科書中消失。

改寫歷史有如秦始皇、希特勒惡行

重現，最終仍是失敗。今天安倍種種違

反天理之醜行均須檢驗。因為清除二戰

史將不僅是日本人之事，而是世人共同

之事，吾人不可視而不見。（作者為本

會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