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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文化灭族阴谋

为了消灭台湾人民的祖国观念!将台湾建成
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基地!使台湾人
民为其侵略战争效命!日本在台湾大规模推行了
"皇民化运动#$ 除了通过强制推行日语%禁说汉
语和地方方言等进行文化&灭族#!&皇民化运动#

还加强对台湾青壮男子的军事训练!将大批台湾
青年输送到日本侵略战争前线充当炮灰!力图从
根本上割断台湾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使台湾永远
充当日本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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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

日!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太
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半年!&台湾总督府#与台湾日
军司令部正式宣布!志愿兵制度将在第二年开始
在台湾正式实施$

甲午战争后!台湾被日本占领!台湾民众多次
武装反抗$ 这是在征召一个岛屿上的中国人到另
一片中国的土地攻打中国人呀' 难道日军就没有
一点顾忌吗(有的!但

'

年前就开始加入"皇军)的
"朝鲜军人) 在战场上的表现让日军打消了顾虑!

看到了以殖民地青年来扩充兵力的希望$

其实!身为被殖民者的台湾人是没有服兵役
义务的!但中日开战后!中国战线上的日军军需
物资补给工作需要大量人手! 日本于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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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开始征召台湾人充当不具备正式军人身
份的军属与军夫$第一批台籍军夫参加了上海的
淞沪会战$ 这批招募人员被称为"台湾农业义勇
团)!主要负责在上海附近种蔬菜$随着战局的扩
大!"台湾总督府) 又以各种名义招募台籍军属%

军夫到中国战场上担任物资运输%占领区工农业
建设等工作!诸如农业指导挺身团%台湾特设劳
务奉工团%台湾特设勤劳团%台湾特设建设团等$

有了这些"铺垫)和"朝鲜军人)的表现!再加
上兵力的短缺!日军才开始考虑在台湾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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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民化运动"一时得逞

让日军惊喜的是!他们实行的"志愿兵制度)

竟然顺利$ 据当时媒体报道!几天之内便有
(&&

多人向台湾日军司令部和各地宪兵队提交"志愿
书)!两个月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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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更达两
万人以上'

在正式申请期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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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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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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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到
'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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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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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湾人提出申请!应征
!.+++

名左右的志愿兵位置!即
*,$

人争一个名额$ 这
批申请人要经过

'

个月的出身调查%学科笔试与

口试等重重严格的测验后! 最后筛选出了
!+,+

名合格者! 分别在同年
(

月与次年
!

月入伍受
训$ 有学者估计!申请人数相当于当时全台湾成
年男性总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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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在
0++

个成年男
子中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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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提出申请$

台湾士兵在日军主要从事后勤工作!但也有
不少人被日军放在前线!其中部分参与了日军的
战争罪行$战后!据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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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台湾兵因虐待战俘
被盟军国际审判庭判为战犯!处以死刑$战后!台
湾兵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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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进了靖国神社$

根据研究者对当年参军人士的访问! 台湾青
年之所以申请加入日本军队! 除日本占领者的强
大压力外!还有几种原因*有些人是希望享受与日
本人同样的待遇!有些人是在生存艰难的情况希望
找到工作!当一名日本军属"工资是台湾基层警察

工资的
!

倍#! 有些人目睹美军轰炸台湾竟产生了
&保卫家园)的想法$

研究者指出!这是日本在台湾实行奴化政策
的结果$日本侵占台湾期间!台湾人只能学日文!

不准学中文!这实际上是从文化上对台湾人实行
&灭族) 政策! 不仅在台湾培养了一批日本 &顺
民)! 而且对台湾人民的心理和文化造成了极大
的伤害!其恶劣影响甚至一直延续到今天$

一位来琼旅游的台胞吴大姐告诉记者!就是
到现在! 一些上了年纪的台湾人国语不太会讲!

但日本话却说得很流利!这些人对日本文化很有
认同感! 外出旅游时也爱选择日本作为目的地!

因为交流起来很方便!基本没有任何障碍$ 她听
家里的老人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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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投降时!台湾有的学
童还不明白自己是中国人!听到&天皇)在广播里
宣布投降的消息时竟&伤心)地哭了$

回顾这段历史时!许多台湾同胞有着深刻的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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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琼日军中的台湾兵超
&

万人

有台湾学者引用日本方面的资料表明!在二战
期间!日本在台湾共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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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台湾青年入伍$ 根
据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的研究!一般的资料记
载!日军在海南岛的兵力在

,

万人左右$ 而日军侵
琼期间!随日军在海南岛的台湾兵超过

!

万人$

按照惯例!战争结束后!要将战俘遣送回国$日
本军民很快于翌年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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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上半年! 全部被接回
日本$而在日军中服役的台湾人!却由于各种原因!

有的被关在集中营中!有的流落街头$ 这些人中有
的两年多后才回到台湾!有的则最后留在了海南$

海口琼剧团老作曲家吴梅记得! 日本投降
后!真正的日本人大都及时撤走!有一些来不及

撤退的台湾人!被海口民众当作日军士兵追打$

张兴吉告诉记者!抗战胜利后!驻扎在榆林%

三亚%崖县%感恩%北黎%昌江%乐东间的日军第十
六警备队暨横须贺第四特别陆战队的上千台湾
士兵!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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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还来不及撤走!聚居在榆林的
货仓$而在榆林待遣的!还有

$+++

名台湾士兵和
普通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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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胞在海南战场起义

毕竟正义仍在!毕竟血浓于水$ 台湾士兵在
日军中就有不少人反弋一击!投身抗战洪流!与
中国同胞并肩作战$ 在海南战场上就有很多这
样的例子$ 在日军中服役的台胞陈狮秘密地将
日军情报递交在琼的抗日游击队! 不幸暴露身
份!被日军严刑拷打!好在游击队经多方努力最
终将其救出$ 郭耀传则不仅为在琼抗日军队传
递情报! 还借机释放了被日军俘虏的抗日地下
人员$ 在被日军识破后!他毅然起义投入了抗日
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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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台湾嘉义人杨坤荣等
,1

人
起义!击毙

2+

多名并生俘一名日军$

据资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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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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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有众多台湾兵
起义$ 起义失败不幸被日军杀害的就有

(+++

多人$

台湾民众当军人最初只是当& 军属%军夫) $按
照& 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 军夫)

最为劣等$ !注$军属是当时日军用语"乃日语%军人

佣人&之意"非汉语的%军人家属&之意' #

战后!曾被征为日本兵的台胞林俊雄回忆!台
籍官兵在部队中的待遇与日籍官兵相差很大*除
了军饷低外!平常遇到苦差!也总是台湾士兵的份
内事$ 他记得有一次! 他们奉派去攻打海南岛北
部!桥梁被中国抗日军队毁了!日本指挥官就挑选
身体强壮的台湾兵+++林俊雄就是其中的一位!

站在河里当桥梁!让穿皮鞋的日本兵从台湾兵肩
膀上踏过去$ 当全军通过后! 台湾兵两肩都溃烂
了$ 林俊雄说!每当他回想那一天的情景!肩头还
会隐隐作痛$ 台湾兵不过是日军的炮灰啊'

日军在台湾征兵时!发行了军用手票%保险%邮
政储金等! 承诺战争结束将让台湾兵得到丰厚回
报$但日本战败后!这些"银票)一夜之间成了废纸!

难以兑现$ 二次大战战死和失踪的台湾兵有
'

万
名$ 经遗属多年争取!

!""+

年代才得到每人日币
,++

万,折合台币约
*'

万元-的吊慰金$ 而真正日
本兵的慰问金!是这个数目的数十倍'

今天梳理这段历史时! 人们便清醒地看到*

&皇民化) 是日本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
象
.

是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阴谋!随着日本的战
败
.

这一运动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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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占领海口得胜沙#

本版图片由海南日报记者 陈

耿 翻拍自日本朝日新闻社的 $支

那事变写真全辑%五&海南岛'南昌

作战(一书#

日军朝山部队向海口进发#

日军占领秀英炮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