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做⿁也要讨回公道”                                                            
——从《渴望阳光》(2015)看“慰安妇”问题和回应的责任

‘My Spirit Will Keep Fighting For Justice’—The ‘Comfort 
Women’ Issu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Respond In Give 

Me The Sun (2015) 
福永⽞弥(FUKUNAGA Genya) 

导言 

“慰安妇问题是不愿接受日本道歉的韩国的问题” 

“根本没有强制抓⼈的证据”  

“也许日军确实曾犯下暴⾏，但这与我们⽆关” 

“老师的讲义偏袒被害者，缺乏客观性” 

这些都是我收到过的学⽣反馈。我在东京与首都圈内的多所⼤学担任性与性别（gender/sexuality）
课程的教学⼯作。这是⼀门包含⼗五次讲座，持续五个月的课程，内容涉及⼥性主义和酷⼉运动历
史、现代家庭和照护⼯作、性⼯作、⾊情⽂化、性暴⼒与性侵害、同性恋与跨性别、性教育、“慰安
妇”问题等众多议题。⼀般来说，这些课程我都可以在⼀次讲座中讲完，但是在慰安妇问题上我却花
掉了三次讲座的时间。过程中我使用了丰富的影像和摄影资料，带着万分的小⼼在“慰安妇”议题上
投⼊了非常多精⼒。 

但即便如此，学⽣们对“慰安妇”问题的理解依然相当有限。⼀个学期之后，面对⼥性和同性恋者、
跨性别者，学⽣们终于可以设身处地地想象这些少数⼈群面临的来自社会的不公、歧视和暴⼒。但
到了“慰安妇”问题，学⽣们就会像⽂头的引用⼀样，站在维护日本政府（国家）的立场上强调“问题
解决不了是反日的韩国的错”或“根本没有证据证明强⾏抓⼈存在”等观点。 

为什么这些日本⼤学⽣⽆法冷静地倾听“慰安妇”幸存者们的声音呢？同性恋者的⼈权问题和“慰安妇”
问题在结构上是否不同？能够理解前者“痛苦”的学⽣们为什么在后者的问题上就摇身⼀变站在加害
者的立场上，尝试为国家辩护呢？  

本⽂将以笔者自⼰在日本⼤学教授性与性别研究课程时所面临的问题为引，参考旅日华⼈导演班忠
义导演的纪录片《渴望阳光》（2018）对上述问题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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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渴望阳光》看“慰安妇”问题


2018年，美国#MeToo运动的⽕种蔓延到亚洲。⽇本也出现了⽤#MeToo问题重新解读慰安妇问题的实践（#慰
安妇问题也是#MeToo问题）。其中 突出的观点来⾃于⼥性主义者们：“‘慰安妇’幸存⼥性们勇于打破沉默和
禁忌，向性侵害说不！她们才是我们的先驱！” 。事实上，虽然⽇军的战争性暴⼒在战后⽇本社会并⾮⽆⼈知1

晓，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幸存⼥性赴⽇诉讼为⽌，这些问题从未被当作“应该解决的问题”。在⽇本，慰安妇问
题⼀直以来被认为是幸存⼥性的“个例受害”问题，但是遍布于亚洲各地的幸存⼥性们的连续诉讼清晰地证明了
“慰安妇”问题是⽇军有组织的制度性性暴⼒的残忍后果，“慰安妇”问题被重构成了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慰安妇”问题毫⽆疑问是#MeToo运动的先驱。


纪录电影《渴望阳光》收录了侵华⽇军幸存“慰安妇”⼥性和相关⼈员的访谈。本⽚导演班忠义也是在接触了这
些幸存⼥性的证词后才对这⼀问题产⽣了兴趣 。1992年，“关于⽇本战后赔偿的国际公听会”在东京举⾏，班2

忠义在这次公听会上被来⾃中国的幸存⼥性万爱花的证词所触动，并以此为契机展 了⼀系列针对中国幸存⼥

性的志愿和调查活动。⽽该⽚正是班忠义以个⼈名义⾃1995年以来 展的⻓达⼆⼗年的调查活动的成果，该

⽚向我们展现了⽇军性奴⾪制度幸存⼥性们⻓期所处的困境。


从性与性别研究的⻆度来看，即便是战争期间发⽣的性暴⼒也不能被合理化为“男性的⽣物本能” 。⽽⽇军也3

正是依据“男性本能论”，建⽴性奴⾪制度来⿎舞军队的⼠⽓的。这个性奴⾪制度不但侵害了殖⺠地和⼊侵地区
的⼥性身体，也暴⼒地剥夺了男性⼠兵的性欲望和性活动。也就是说，⽇军“慰安妇”问题并不单纯是男性⼠兵
个⼈的“性暴⼒事件”，⽽是“被军事化、制度化的性暴⼒”，这⼀性暴⼒与⼥性歧视、种族歧视、阶级歧视、殖
⺠主义、帝国主义复杂勾连，是多重歧视制度化的结果  / 。
4 5

⼀名侵华⽇军⽼兵曾说道：“只有玩过⼥⼈的男⼈才是真正的⼤和男⼉”。⽽正是这样的性别规范强化了军队中
的同性社交（homosocial），让低级⼠兵们即使违背本意也要去敲响慰安所的⻔ 。在这个意义上，⽇军的性6

奴⾪制度既是⼠兵的个⼈暴⾏，也是国家的制度性犯罪。从⽇军在全亚洲范围内设⽴的数量庞⼤的慰安所也能

看出性暴⼒的组织性和系统性 。
7

然⽽，《渴望阳光》的中⼼⼈物万爱花却多次强调“我不是慰安妇” 。
8

我不是慰安妇。不管别⼈怎么说，我不是慰安妇。我是因为是共产党员才被（⽇军）抓⾛的。我誓死抵

抗，绝不屈服。逃出来⼜被抓回去，被严刑拷打到失去意识，醒来后⼜是⼀轮严刑拷打。逃⾛了三回都被

抓了回来，⼏次以后我的身⼦都不像⼈身⼦了 。
9

中国⼥性“不光是在慰安所，在塬上、家⾥，任何地⽅都有受害经历”。万爱花就是某天突然被⽇军抓⾛、监
禁、拷问并施以性暴⼒的。基于万爱花和原⽇军⽼兵的证词，班忠义将⽇军的性奴⾪制度分成了“内部”与“外
部”两个层⾯，认为“被放⼊‘慰安所’的⼥性属于‘体制内’，⽽包括万爱花在内的⼭⻄省的幸存⼥性们则属于‘体
制外’” 。然⽽万爱花对⾃⼰的受害经历却和班忠义尝试的归类⽅法不尽相同。万爱花在证词中强调了⾃⼰的10

共产党员身份，尝试将⾃⼰定位在更⼴⼤的“⺠间抗⽇英雄”的框架⾥，通过否定“慰安妇”身份，万爱花并不希
望将⾃⼰的受害经历简化成性暴⼒。在这⼀点上，《渴望阳光》和班忠义事实上也并未完全回应万爱花的“渴
望”。


⽇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的回应


《渴望阳光》中，多位中国幸存⼥性向镜头展现了⽇军残酷的身体、精神暴⼒给⾃⼰带来的⽆法磨灭的疤痕和

身体损伤。⽽这些疤痕和损伤狠狠地驳斥了将“慰安妇”问题视为“陈年往事”的⽇本学⽣们的观点。幸存⼥性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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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历的痛苦在战争结束七⼗年后依然⽆法消解。她们参杂着愤怒、悲伤、绝望，万念俱灰的证词和表情都通

过镜头⽣动鲜活地展现在我们⾯前。为了理解这些幸存⼥性的痛苦，我们必须先回顾⽇本政府对“慰安妇”问题
的回应。


1991年，⾦学顺等三名韩国“慰安妇”幸存者要求⽇本政府道歉并赔偿。⾃此，“慰安妇”问题成为了政治论争中
的重要议题。虽然⽇本政府在1993年“河野谈话”中承认了⽇军参与设⽴慰安所以及在强迫抓⼈等⾏为，却并未
完全回应幸存⼥性们诸如公 道歉赔偿、承诺防⽌犯罪再次发⽣的措施（如改⾰教育体制或设⽴资料馆）等要

求。1997年，历史修正主义思想 始在⽇本迅速扩散，⼀个叫做“思考⽇本前途和历史教育的年轻议员集会”
（中川昭⼀任代表、安倍晋三任事务局⻓）的政治集团也应运⽽⽣。这⼀政治集团以⾃⺠党保守政治家为中

⼼，不断地在舆论空间散播贬损幸存⼥性名誉、践踏她们尊严的暴⼒发⾔，引发了激烈且⼴泛的讨论。


⽇本社会与政治领域在千禧年之后同时展现出保守化倾向。不论是中央和地⽅政府，还是⼀般社会舆论中都出

现了“性别反冲”（gender backlash）。这是⼀股对⼥性主义运动的反冲⼒量。保守派们认为⼥性主义是“破坏
⽇本社会优良传统的左派势⼒”。⽽“慰安妇”问题正是绝对不能让步的“主战场” 。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在21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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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迅速发展的⽇本保守运动将性别平等以及对亚太战争的反思看作“⾃虐史观”，并加以攻击；⽽“慰安妇”问题
恰恰处在这两者的交叉点上。


两次安倍政权（2006-07, 2012-20）更是给这些保守势⼒提供了沃⼟。他们进⼀步主张“慰安妇问题”是中韩等
“反⽇国家”、⽇本左派以及⼥性主义者为了贬损⽇本⽽设计出来的“宣传战” 。20世纪90年代 始以《正论》12

杂志（产经新闻社）等保守媒体发端的保守⾔论在21世纪初已经成为了弥散在⽇本社会各个⻆落⾥的“常识”，
被⼴泛接受。


这场保守运动成功地将与“慰安妇”相关的记述从教科书中删除。⽽这些猖獗的保守⾔论占领了⼤众媒体的⼤部
分版⾯。对于只能从电视杂志接触到政治⾔论的⽇本年轻⼈来说，这些保守⾔论就成了唯⼀的“真相”。在我教
授的近千名学⽣中，⼤多数甚⾄都不知道“慰安妇”不光只有来⾃朝鲜半岛的⼥性这个简单的事实。对于这些不
且不愿探究真相的这些学⽣来说，诸如“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慰安妇是历史事实”这样的保守话语可以简单置换为
⾃⼰的意⻅和⽴场。


被国家抛弃的⼥性们


另⼀⽅⾯，幸存⼥性们也从未放弃与⽇本政府的抗争。从1991年到2010年，包括韩国⼈、在⽇朝鲜⼈、中国
⼈、台湾⼈以及荷兰⼈在内的幸存⼥性们总共提起了⼗次诉讼。虽然⼤多数判决都认定了侵害的事实，但这些

幸存者⼥性却⽆⼀例外的败诉。败诉的理由包括“国家⽆应答责任”、“超过申诉期限”或者“已根据双边条约解
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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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忠义在孟县⻄部地区展 调查时使⽤的吉普⻋（1996年 ©班忠义）



2000年，⼥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召 ，将东

京战后审判（1946-48）中未能完成的对⽇军性
犯罪的判决交由⺠间再审。这次⼥性国际战犯

法庭 终判决⽇本政府应当承担国家责任，昭

和裕仁天皇有罪。但是⽇本政府并未出席这次

审判，幸存⼥性们的名誉和尊严也只在有限范

围内得到了恢复。


班忠义⻓达⼆⼗年的调查活动不单从不同⻆度

反映了⽇军的性奴⾪制度，也揭露了“中国幸存
⼥性”的不同层次；更点明了中国政府没有积极
⽀援幸存⼥性的现实。


班忠义在2015年出版的《给⽆声之⼈以光明》
（声なき⼈たちに光を）中，整理了⽇军性暴

⼒幸存者在共产党“红区”和国⺠党“⽩区”中的不
同经历。⽇本战败后，中国共产党建⽴了⾃⼰

的独⽴政权，⼭⻄省孟县等“红区”的性暴⼒幸存
⼥性得以 早公 倾诉⾃⼰的受害经历。然

⽽，在⽇军占领地区以及国⺠党⽀配的“⽩区”
中，幸存⼥性不但⽆法发声，甚⾄因为讲述受

害经历⽽在社会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歧视和压

迫 。
13

⽽事实上，共产党在获得政权之后，对待“慰安
妇”问题的态度却有了本质上的变化。《渴望阳光》也拍摄了万爱花倾诉“中国政府靠不住”的情形。20世纪90
年代后，“慰安妇”问题被认为是国家对⼥性的⾮⼈道犯罪，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泛关注。但中国政府却担⼼
因此“在国内⼈权意识⾼涨……⾮但不⽀持公⺠的战争赔偿维权，甚⾄对相关运动进⾏镇压。”结果，中国政府
“从未向⽇本⾃⺠党政权提出过赔偿请求” 。
14

这些幸存⼥性承担着昔⽇“⼤⽇本帝国”犯下的种种罪⾏，却不论在⽇本还是中国，连她们受害的事实都⽆法被
承认。她们夺回尊严和名誉的机会就这样被国家剥夺。⽤“⽆声之⼈”形容中国幸存⼥性，班忠义想要表达的应
该正是这样的历史困境 。
15

班忠义可以以⼀⼰之⼒听取、收集被中国和⽇本两国政府抛弃了的⼥性的声⾳，不光是靠着他⾃⼰的⼈缘和能

⼒，也和他来往于中⽇之间的⽣活经历有关。他这样回忆⾃⼰于1987年 始的⽇本留学⽣涯 。
16

1987年……我的留学应该被称作“因战争⽽留学”。很多中国⼈、⽇本⼈在战争中牺牲，⽽我就在这些幸存
下来的（中国的）⾎亲和（⽇本）有关⼈员的帮助下得以赴⽇留学。因为⾃⼰的这份经历，我也希望能肩

负着这个使命⾛下去。


班忠义⽤⾃⼰的⺟语中⽂和苦读习得的⽇语⼀直致⼒于建⽴、扩⼤覆盖中国受害⼥性、⽇本的⽀援机构以及⽇

军⽼兵的关系⽹络。正如他⾃⼰所说：“爱国在另⼀个意义上其实就是在制造敌⼈” ，他没有被中国与⽇本的17

国家话语收编，⽽是保持着具有批判性的距离，倾听幸存⼥性的声⾳，探求着⼀个回应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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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县河东碉堡性暴⼒幸存者尹林⾹（1996年 ©班忠义）



回应的责任


让我们回到⽂头的问题。为什么⼤多数⽇本⼤学⽣⽆法真诚倾听“慰安妇”幸存者们的声⾳呢？为什么他/她们
在⾯对“慰安妇”问题时会摇身⼀变为国家辩护呢？ 


正如本⽂所述，要多⻆度、全⽅⾯地理解⽇军性奴⾪制度，就必须⼴泛地了解包括亚洲近现代史、⽇本殖⺠主

义与帝国主义史，⽇本⾃21世纪以来保守派的抬头以及⼥性主义的全球化等综合、多元的知识体系。为什么幸
存⼥性的告发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可能？为什么在遍布亚洲各地的幸存⼥性中朝鲜半岛出身的⼥性占有
压倒性的数量？为什么⽇本政府没能主动揭发⽇军性奴⾪制度的全部真相？为什么“慰安妇”问题在东京审判和
旧⾦⼭条约以及双边条约中被⼀再忽略？⽇本保守派多次践踏受害⼥性尊严和名誉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多

数⽇本公⺠⽀持保守政权以及运动⼈⼠的“⼆次强暴”，将加害责任推回到“反⽇国家的韩国（与中国）”头上，
并因此，在如今依然⽆意识地为依然存在的国家暴⼒背书呢？ 


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不是通过推特或者综合性电视节⽬就可以轻易、免费获得的。想要探究这些问题的答案，⼈

们只能观看为幸存⼥性发声的电影；或者购买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学术论⽂或出版物。⼈们需要付出时间和⾦
钱；需要主动接近那些被剥夺发⾔权、或者努⼒发声却 终被消⾳的⼥性们。只有通过这样主动的⾏动，我们

才能知道我们平⽇⾥接触的信息是多么扭曲。


被国家抛弃的幸存⼥性与少数群体的声⾳难以到达对⾃⼰国家公⺠身份毫⽆疑问的⼤多数公众⽿中。但也正因

如此，我们更要共同为了“给⽆声之⼈以阳光”⽽不断奋⽃。⽽这，也正是班忠义导演通过《渴望阳光》传递给
我们的接⼒棒，传递给我们的回应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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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户市公⺠馆陈述证词的万爱花（1992年 ©班忠义）



写在 后


要对“慰安妇”幸存⼥性承担责任的不仅是旧⽇军，还有组成现代⽇本社会的我们。在《渴望阳光》与《我⼼不
败》（オレの⼼は負けてない） 等处理“慰安妇”问题的电影中，受害⼥性们不惜脱掉⾐服在镜头前展现⾃⼰18

伤痕累累的身体；在《渴望阳光》中，⼥性国际战犯法庭上陈述证词的万爱花在所有听证⼈⾯前脱下⾐服展示

伤疤，却因为⽆法承受回忆和耻辱⽽晕厥。


冒着晕厥的⻛险，顶着耻辱，这些⼥性也要向公众展示她们的伤⼝。在她们看来，⾃⼰伤痕累累的身体就是

“慰安妇”这⼀暴⼒体制确实存在过的证据。⽽这⼀⾏为也正是这些受害⼥性对⾼举“慰安妇不是强迫”或“NO 
EXIST ‘JUGUN’ IANFU”等标语的厚颜⽆耻的右翼运动家们的⾎淋淋的控诉（这些标语和运动家们也被纪录在
了《渴望阳光》之中）。⽽迫使她们⼀次⼜⼀次地不顾羞耻在⼈前脱⾐展示的，不正是仍然⽆法解决“慰安妇”
问题的⽇本⼈吗？⽇本后殖⺠与⼥性主义研究学者冈真理对探求真相的责任有过如下论述 ：
19

证词是能够证实“事实”的“真相”的。因为证词是只有亲身经历“事实”的当事者才能陈述的。⽽作为“事实”不
可替代的证⼈所陈述的证词保证了“事实”的真相。⽽⾯对坚持否认“真相”的历史修正主义者，我希望能够将
这些证词摆在他们⾯前，并质问他们：即便如此你们还要捍卫你们的主张吗？但是，如果只有通过撕 ⾃

⼰伤痕累累的身体，掏出内脏的⽅式才能证明“事实”的“真相”的话，那该是多么残酷的事！如果即便如此，
厚颜⽆耻的否定者仍要继续否认“事实”的话——⽽事实上，他们也很有可能这么做——那么我们⼜是否能
再要求她们挖得更深，将那些只有当事⼈能够感知的伤痛作为证词陈述呢？到底要如何撕裂身体，如何割

⻣削⾁；到底要如何折磨⾃⼰的身体才能陈述证词，才能描述“真相”呢？这些⼥性（慰安妇幸存者）⼜为
何要靠不断唤醒痛苦来陈述证词呢？这仅仅是否定她们证词的（⽇本的）历史修正主义者的错吗？当然

是。但战后⽇本社会对这些“事实”的遗忘，以及对那些历史修正主义者们否定“事实”的⾔论⽆动于衷的⽇本
⼈也在迫使她们⽤⾃伤的⽅式⼀遍⼜⼀遍地陈述着证词。不仅如此，我们也对她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暴⼒负

有责任。


2001年，中国幸存⼥性刘⾯换在⼀所⽇本⼤学向听众说道：“⽼师们、同学们，请帮助我们。让我们和⽇本政
府的官司能尽快有个公道……”⽽⼗年后的2011年，刘⾯换带着遗憾离 了⼈世。


2013年，病床上意识模糊的万爱花，⽤⽣命今⽣的 后⼀丝⼒⽓说道： 


想要⼀个道歉……


（⽇本政府）应该认罪，应该低头赔罪……


我就算死了……做⻤也要个公道……


变成⻤……也要为⼤家讨回个公道……


把道理要回来……


死了……就没意义了……


我还要去⽇本告……


万爱花于2013年离世。但是，万爱花、刘⾯换，以及所有幸存⼥性的证词、每⼀次哀叹、啜泣，每⼀个表
情，她们活过、存在过的证据都通过班忠义的镜头活⽣⽣地呈现在我们⾯前，也将这⼀份回应的责任展现在正

在读这篇⽂章的你们⾯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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