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月!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
中国后!开始关注台湾收复问题" %"&'

年卢沟桥事变后! 蒋介石公开提出收
复台湾"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国民
政府随后公开声明收回台湾"

%"$&年#开罗宣言$!中国在对
台湾的主权问题上争取到了英美的
支持!后又得到苏联支持% %"$&年!

罗斯福开始考虑战后的世界秩序问
题" 罗斯福希望在战后出现一个强
大而亲美的中国! 以填补日本战败
后远东地区的权力真空" 罗斯福希

望通过促成台湾& 香港等地的回归
拉拢蒋介石政府! 使之成为美国在
战后遏制苏联的可靠盟友"

'开罗宣言$发表后!当时的国民
政府成立台湾调查委员会!着手收复
台湾工作!%"$(年%)月*(日! 派台湾
省行政长官!不久又兼台湾警备总司
令的陈仪作为接收大员!接受了日本
台湾总督兼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安
藤利吉代表日本政府的无条件投降"

至此!被日本侵占达()年之久的
台湾终于重回祖国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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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的文明就是要我卑躬屈
膝!那就让你看看我野蛮的骄傲) *近
日! 曾斩获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影
片*的'赛德克,巴莱$在大陆上映!这
部台湾知名导演魏德圣倾其所有&拍
了%*年之久的影片口碑好得惊人!几

乎每一个看过影片的观众都被这个骄
傲的民族折服!也对电影原型&尘封已
久的(雾社事件*有了新的理解%

而对于那段鲜有人提起的台湾抗
日史! 也终于可以掸掸自己身上的灰
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赛德克,巴莱$讲述了台湾受日本
统治期间!赛德克人在领袖莫那鲁道带
领下反抗日军&发起(雾社事件*的故
事% 不同于教科书式的阐述!导演魏德
圣赢在了对一个民族内心的诠释%

对于(雾社事件*!日本官方更倾
向于将其解释为(番性*的偶发事件!

但从历史资料来看! 冲突只造成了两
名汉人被误杀! 其余丧生者均为日本
人!可见这绝非偶发事件% 另一方面!

台湾政府倾向于将其归于民族主义的
抗日行为! 原住民自身的信仰始终没
有得到重视%

但在魏德圣的镜头下!(雾社事
件* 却被赋予了一个民族的悲壮和骄

傲%在发生于%"&)年的这场抗争中!在
面对日本国的飞机大炮毒气弹时!赛
德克人不为求生而战!只为心中的(彩
虹桥*悲壮赴死%

赛德克人视彩虹桥为神! 所以当
日本人用所谓的文明禁止他们出草&

纹身的习俗时! 赛德克人才会百般愤
怒%

电影中! 魏德圣正是用奥德赛人
这种强大的内心描写抓住了观众的
心%在发起(雾社事件*前!两个头目这
样对话-(你为何让年轻人送死. *+为
了快要遗忘的图腾%*+图腾.你拿年轻
人的性命换这图腾! 可你拿什么来换
他们的生命. *+骄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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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发+雾社事件*的%"&)年!日本
人在中国东北已经咄咄逼人! 而在台
湾!经过讨伐和绥抚三十余年!社会局
势已相对平静% 与电影的描述大致相
同!历史上的+雾社事件*发生在%"&)

年%)月*'日!日本殖民台湾期间%日本
于%"%"年开始在台湾大兴土木! 建造
各项基础设施!但对于原住民来说!其
掠夺多于建设% 原住民没有土地所有
权观念!他们游耕狩猎!重视的是土地
使用权/而日本是个现代国家!认为土
地资源如果不是私人所有! 就要成为
公有!这样一来!原住民生活的空间日
渐狭窄!积怨渐深%

其中!雾社地处台湾中部!交通发
达! 是日本人控制中央山脉的重要基

地% %"&)年%)月*'日是日本人在台湾
神社的大祭典日! 雾社地方照例举行
一年一度的盛大运动会! 泰雅族人认
为这是起义的最好时机! 于是利用运
动会升旗唱国歌为信号!冲进会场!发
动攻击!杀死日本人%&$人%

参与雾社起义的六个社中!能作战
的壮丁共%*&,人!最后有,$$人死亡!其
中*")人上吊自杀% 有的妇女为了让男
子没有后顾之忧而勇敢作战!就自己先
自杀!十分悲壮% 首领莫那鲁道在山洞
中自杀! 但其尸体竟没有完全腐化!一
半成了木乃伊% %"&&年!莫那的遗骸被
日本人意外寻获后送至台北帝国大学
研究!随后在其族人强烈要求下!被返
还雾社的+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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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清政府和日本签订了丧
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台湾%

日本总督府%-",年发布 +关于施行台
湾之法律*! 成为其统治台湾的基本
法%此法确定了台湾的特殊化!以法律
形式确立总督的独裁权力! 主要内容
是镇压台湾抗日军队和压制台湾人民
的基本权利%

%-"'年!日本第三任总督乃木希典
制定了+三段警备法*规定!台湾地区的
治安全部由军队&警察负责!重罚不满或
敢于反抗者%虽然警察中也有台湾人!但
数量极少!且没有人担当高级职务%

在经济上! 日本人对台湾的剥削

则更为严重! 他们将台湾看作原料来
源地!只有索取而没有给予%台湾地处
亚热带!物产丰富!仅樟脑产量就占世
界产量的').!同时盛产大米&蔗糖%

但日本对粮食的大量输出造成岛内粮
食严重缺乏!因而被称为+饥饿输出*!

大量的台湾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日本人不但爱吃大米!也爱吃糖!

台湾的蔗糖是日本必须掠夺的资源%

日本殖民当局规定! 蔗农生产的甘蔗
只能卖给当地日本控制的制糖会社%

此外! 殖民当局还把在日本国内禁止
吸食的鸦片在台湾进行销售! 毒害台
湾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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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为了全面控制台湾
地区! 日本当局推出了臭名昭著的
+皇民化*运动!与东北沦陷区政策如
出一辙% 皇民化运动的目的在于把台

湾人同化成日本人! 让台湾与中华文
明一刀两断!全心全意为日本国服务%

皇民化具体体现在教育& 宗教&语
言文字&思想&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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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日本的高压式殖民政策!台
湾人民于%-"(年至%"%(年间发起了
大规模的抗日运动% 这*)年的武装抗
日运动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年(月*(日开始!

台湾官民宣布成立 +台湾民主国*!建
年号+永清*!制定蓝地黄虎的国旗!并
发表宣言! 向各国通告建国宗旨% 未
料!日军在(月*"日于基隆背后的澳底
登陆!,月&日攻陷基隆%于是台湾民主
国政府中来自清廷的首脑纷纷逃亡大
陆!惟独台湾出身的首脑仍奋力抵抗%

此后!台湾民主国和日军发生不
少规模不小的血战% 但到%)月下旬!

日军占领台南! 这个只存活%()天的
短命政权被迫结束%

日军占领台南&台湾民主国宣告
崩溃仅一个多月以后!台湾北部旧义
勇军又于%*月底开始一连串的抗日
起义事件!中&南部亦于次年,月相继
蜂起!台人武装抗日自此进入第二阶
段!前后历时七年% 这一时期的作战
形态多是游击战! 人数少则数百人!

多则数千人!且蔓延全台!此起彼伏%

从%")*年开始!台湾人抗日运动
稍歇!经过(年的停歇期!到%")'年%%

月发生新竹北埔事件!武装抗日运动
进入第三阶段!直至%"%(年的西来庵
事件!台湾大规模抗日运动基本平息%

北埔事件由日治时期的基层警员
蔡清琳发起!%")'年%%月! 他对新竹北
埔山区的汉人与赛夏族原住民谎称清
廷大军即将登陆新竹!并煽动群众杀害
北埔地区的北埔支厅厅长&邮电局长&日
警与平民共('名%不久后!台湾总督府警
方前往北埔支援日方警力!进行围捕!参
与武装起事的台湾人死伤惨重% 事件平
息后!赛夏族人得知受骗!便将蔡清琳枪
杀!并另行砍下十多名义勇的头颅%日军
因此重新调整与加强了理蕃政策!改采
不借汉人之手!直接管理原住民%

%"%(年! 台湾爱国者余清芳&罗
俊&江定三人为首!举行反日起义% 他
们以宗教为掩护!以西来庵为根据地!

进行活动!日本人称之为+西来庵事
件*% 余清芳的势力遍于全台湾!跟祖
国也有联系% 这一年五月!他们的计
划暴露!六月罗俊被捕!'月"日余清芳
和江定率众袭击日寇屏东甲仙埔支厅
各派出所!杀死日寇&)多人!转战台
南! 与日本人奋战达$)多天! 后遭失
败% 余&江&罗三人均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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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的奴化体系% 例如!殖民当局在
教育上推行差别教育和普及日语%日本
小孩&台湾小孩和高山地区原住民小孩
上的是区别明显的学校!在学校中强制
进行日语教育!并且控制台湾人接受中
等&高等教育的人数%

在上世纪$)年代时!帝国大学0台
湾大学1中的日籍学生占-%/-.!中国
学生只有%-0".% 教学内容多以传播
日本殖民文化为主!培养大日本臣民
思想!涉及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的
内容均被排挤在外!殖民当局意图从
根上切除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

%"$)年*月! 日本殖民当局宣布

+恩准*台湾人改用日本式姓名!否则
不能求职!但收效甚微%即使改了名字
的!还是保留了中华文化的痕迹!比如
吕姓改为+宫下*!陈姓改作+颖川*!黄
姓改作+江夏*!刘姓改为+中山*%

在+七七事变*前后!日本总督
府甚至还下达了撤销全台学校汉文
科&废止各种报刊中文版的命令!强
迫台湾民众学习&使用日语%规定公
务场合如果不用日语者立即解职!

甚至如果买车票时听不懂日语!都
不能买票% 而且当时在学校说一句
汉语就要罚款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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