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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琉球命运的历史资源
❽邱士杰台湾大学历史学研究所 

如何重访当年在“复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思想遗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 

美”履历,恐怕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

今年春夏之交的东亚海域，因为 

两个“琉球”事件而胆得沸沸扬扬。

一是台湾“广大兴28号渔船“泄 

菲律宾海上武装扫射以致渔民身亡的 

事件。泗遇攻击的渔民和砂只，来自台 

湾省屏东县琉球乡。琉球乡是台湾岛的 

附属岛屿,地居台沟海峡，台湾人俗称“小 

琉球:该岛物资贫乏、渔业较盛，早年 

曾是国民党当局在绿岛集中营之外另 

一个流放左翼政治犯的强制劳动地。

另一事件则是国内学术界针对钓 

鱼岛归域问题而顺道抛出的“琉球再议 

论“。对于F1本而;工过去的琉球，就是 

今FI的冲绳具；但对海峡两岸来说,现 

在的冲绳，却是与前近代中国关系密切 

的琉球王国、“大琉球”（这是今日巳然 

消失的俗称）。虽然“琉球再议论”不过 

是在常识的意义上指出“琉球”惨泗日 

本帝国主义并吞而失去主权的历史，却 

引起了H本当局的强烈抗议。此时的抗 

议无烧体现了 F1本当局对冲绳主权的不 

自佶一尤其在冲绳独立声浪始终未 

绝的状况下。

东亚岛链的内在历史联系及转型

“琉球二”大琉球”,以及“小琉球” 

之类的名称，其实是东亚岛链某些历史 

记忆的残留表征。正如古籍记做的“流 

求”既可徒指今天的冲绳，也可能指称 

台湾岛一样一从“流求/琉球”衍生 

出来的一系列岛屿名称，体现出的链上 

的某些岛屿笆经拥仃一些历史上的共 

通点,不过，这种共通点更多地反映出 

历史上的汉民族对于东亚海域的认识 

及认识的演进，不等于这些岛屿之间存 

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c对于“流求/琉 

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山匕而言，渔猎求 

生、海上漂流、朝贡羽上、圈敞社群、 

异族群间的交涉 一r而言之牵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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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涉的这些岛屿而言,东亚更重要的内部调整则同时发 

生在“中国朝贡圈”与“日本朝贡圈”之间的力最消长，以及“朝贡体系”和“条约 

体系”之间的对抗和转化。

类具体生活的种种问题一才是这些 

岛屿在历史上逐渐产生自发联系的主 

要动力。

19世纪以来的东亚和世界局势彻 

底改变了这种区域内自发联系，但变局 

的产生不全然是“冲击-反应”说所突 

出的西力东渐问题，而且还包括了东亚 

内部的自发调整，比如中国拉长了牖部 

和藩8国的朝贡周期（如从“两年一贡” 

改为“4年一贡”）、强化中央对地方（特 

别是口岸）的财政控制，如此等等。日 

本历史学家滨下武志正是在这个近乎 

“中国中心论”的意义上m新解释了鸦 

片战争的起因广清朝政府遂派林则徐 

南下，试图破坏华南商人和西洋商人的  

结合。所以鸦片战争表面上是西洋与东 

洋关系冲突的问题，但实质上是中央与 

地方发生冲突的问题。”

但是，对于“流求/琉球”所能指 

涉的这些岛屿而言.东亚更重要的内部 

倜整则同时发生在“中国朝贡圈”与“曰 

本朝贡圈”之间的力量消长，以及“朝 

求体系”和“条约体系”之间的对抗和 

转化。最具指标性的事件自然是19世 

纪70年代发生在台湾岛内的“牡丹社 

事件］1871年，一群琉球民众因台风 

飘至台湾岛，却因与排湾族原住民发生 

误会而迺杀害。就原住民的背景来说, 

清代“朝贡体系”意义上的“教化”和“化 

外”起着族群分类的作用，因此原住民 

也分为化内的“熟番”与化外的“生番”, 

排湾族原住民也不能逃脱这样的分类。 

就琉球的背紧而言，虽然琉球王国在名 

义上始终只是中国之薪以，实则“一事 

二主，同时向日本（萨摩蒲）与中国朝 

贡。但在曰本加速对琉球支配、乃至单 

方而废止琉球王国的形势下，1871年 

的事件终于在两三年后成为日方出兵台 

湾、讨伐“生番”的借口。

此事的关键在于中日两国如何论 

证台湾以及台湾番地的主权归凰。中方 

对于琉球溪流民迫害的最初反应是“依 

土之人相杀”。言下之意，这是中国境内 

两个族群的冲突，与莫名其妙跑来和中 

国交涉的曰本无关。但在曰本真的出兵 

台湾之后，争论就针锋相对地展开了。 

据学者张隆志的研究，在中曰双方的外 

交折冲中,H方主张现代主权国家应该 

在其境内执行文明教化，才能证明实质 

统治，其间，日方甚至搬出“番地无主论” 

来论证“化外”的“生番”及其土地不 

腻于中国。对此，中方征弓埴邻近者 

展有资格教化论二“日方延迟照会不符 

国际法论”、“从俗从立”等原则乃至史 

料，论证自己拥有“化内”与“化夕卜”的 

台湾全岛主权。显终,中曰两国签订条约, 

分别以承认琉球属于日本以及台湾全岛  

屣于中国来解决这一事件。

日方在“酎贡体系”下亲疏远近式 

的疆界秩序中恣意挑选一条最有利于 

自己的界线,然后将其直接等同于条 

约体系下的强界秩序；而中方则试图对

“朝贡体系”之下的疆界秩序（生熟番

之分）同“条约体系”的蒯界秩序进行 

调和。19世纪曰本整体的对华作为显 

示旧方对于“朝贡体系”与“条约体系” 

两者之间的关系采取了选择性的理解。

如果他们口的认为“朝贡体系”下的 

界秩序可以在某条境界之上向“条约体 

系”的据界秩序转化，他们未必能够声 

称拥有琉球主权，但他们这样做了。总 

的来说，日方处理“牡丹社事件”的原

始构想 将“朝贡体系”下的等差秩

序在某个层次的境界上固定化为“条约 

体系”下的疆界秩序——反映出前近 

代盘I界具有直接转化为近代疆界的契 

机。实际上清代前期的中俄划界也已出 

现这种倾向。但又因为日方过度简化朝 

贡体系”下的等差秩序，不能反映中国 

拥有台湾主权的实际惆形，因此日方的 

过度“解读”实际上只是强词夺理，终 

因站不住脚而只好让步。

社会运动和历史记忆
琉球并入曰本版图之后，台湾、朝 

鲜亦先后道到日本并吞，沦亡为殖民 

地。不同之处在于,琉球与朝鲜是整个 

国家沦为艰民地，然而台湾却是中国的 

一部分。虽然不同的历史前提为3个地 

区日后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不同的前 

途设想，但曰本资本主义的快速成长及 

其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却使来历不同 

的台湾、琉球、朝鲜，在曰本的殖民支 

配下产生出新的联系。其中，反抗殖民 

统治、反对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运动， 

成为这种新联系中值得注目的一个侧 

面。二战结束前，闩本共产党的领导层 

中有一部分人来自琉球与朝鲜，比如琉 

球出身的德田球一（1894T953,日共 

总书记）、朝鲜出身的金天海（1899~?）, 

这体现出战前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跨  

地域特性。对于台湾社会运动者而言， 

这些同遭日本殖民压迫而走上革命的 

运动者也格外亲近，比如镌田球一便 

与台湾出身的谢雪红（1901~7970,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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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民主自治同盟创盟主席入杨春松

（1900-1962,中共、日共党员、著名旅 

日侨领）等人保持若长久的国际主义情 

谊。

此外,台湾社会运动家连温卿

（1894-1957）与琉球学者比嘉春潮 

（1883-1977）之间的交往也值得一提。 

连温卿是1920年代台湾最早期的左明 

运动领袖.曾在1927年领导了台湾最 

大的抗日启禁团体“台湾文化协会”的 

左转。比嘉春潮在1920年代工作于左 

周出版社”改造社,并与连温卿.山川 

均（18807958,曰本早期社会主义运 

动领袖）密切往来©好读书的连温卿自 

比“蠹鱼”，而比嘉春潮也以“盘鱼”自许。

比盛春潮从20年代以来，为连温卿保 

存了包括日记在内的大fit文稿.这些材 

料都是研究台湾社会运动史的珍贵材 

料，记录了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 

的轨迹。虽然这些文稿在连温卿在世 

之时未能公开一不仅仅因为日本的 

特务统治，还因为战后国民党所展开的 

50年代白色恐怖——但在旅日学者麒 

国辉（1931~2001）教授的努力下，比霜 

保护下来的这些稿件终于在70年代末 

期逐步得到发表，重见天日。

如果说连温卿文稿的曲折命运反 

映了台湾与琉球之间的某种联系，这种 

联系则更显著地体现在琉球国要史料 

《历代宝案》的£1原上。《历代宝案》是 

琉球王国在明清两代所秘密编祭的朝  

贡记录，保存了琉球乃至中国的大盘史 

料。这部史料藐含着多重的认同象征, 

在“朝贡体系”时代，这种认同急味着 

对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秩序 

的认可；在琉球亡国之后，这种认同则 

又显著体现为琉球民族的主体追求。 

不幸的是，《历代宝案》在美军进攻琉 

球之际毁于战火，成为无辜的琉球人 

民为日本侵略战争承担下来的无谓后 

果之一。因此，复原《历代宝案》的工 

作在战后成为了  5大课题*《历代宝案》 

在各地流传了各种抄本。乂中，近乎完 

般的抄本.奇迹似地保存在台湾大学图 

书馆。因此台大图书馆所收藏的这部抄 

本，成为了旬原琉球史料的重要基础。

在连温卿文稿的场合里，琉球保 

存了台湾隐蔽的左翻记忆;由历代宝案》 

的状况中，台湾则为琉球保存了焚毁的 

民族历史。若非日本对琉球与台湾所进 

行的殖民统治，琉球与台湾互相保存，时 

间”的状况，未必能够发生。但也正是 

趋民统治的存在，才为琉球与台湾人民 

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灾难和历史的创伤; 

直到现在，都未能愈合。

“双战结构”下的琉球选择
二战结束之后，朝鲜独立，台湾回 

归祖国，琉球却在美国支配之下迟迟未 

能获得真正的独立。曾经是前近代“万 

国津梁”的琉球，在脱离日本支配之际 

迅速沦落为美军的“不沉航母］在 

际冷战与国共内战的“双战结构”（陈 

映真语）迅速成立的条件下，琉球的战 

前民族解放运动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 

国际主义纽带开始瓦解。在这种条件下, 

无论是琉球独立、冲绳”££归曰本“、还 

是琉球回归中国，都成为无法轻易判断 

好坏的选择。

琉球人喜友名嗣正（蔡璋）及其“琉 

球革命同志会郛J行动就是地好的例子。

该团体曾在战后的1948年向中国全国 

各省市参议会发出通电，提出“早日达 

成归还祖国之最后目标，并在国共内 

战日趋激烈之际表现出完全的反共立 

场。瞽友名及其同志会的日后实贱显示: 

反共以及反曰（表现为“反宜归”）是其 

政治上的底线。为了反共，追求民族解 

放的鲁友名及其组织不但反对起民族

放运动（比方反对外蒙加入联合国、 

抵制万隆“亚非学生会议”％还以琉球 

代表的姿态加入1954年成立的“亚洲 

人民反共联盟讽刺的是，当“亚盟” 

会议在1962年的曰本召开之时，琉球 

代表竟成为不被邀请与承认的对缭。 

这些现象都说明了 ：当民族解放运动和 

国际主义相分离，并同冷战内战”双战 

结构”结合在一起，其历史命运便只能 

走向畸形。

喜友名及其组织的行动之所以能 

够存在，也与当时台湾当局的政治姿态 

有关。50至60年代的台湾当局，在美 

国的扶植以及联合国席位的加持之下, 

以“中国政府”的身份不断对琉球主权 

进行干涉，颇有扶助弱小民族的味道。 

但其一系列看法也有底线：反共、反对 

琉球“复归曰本“，但不反对美国占领托 

管。台湾当局的这种姿态为喜友名及其 

组织创造了活动空间，在琉球群岛之外 

形成一股奇特的“境外势力”。但因他 

们把美国作为不可反对的对象，也就 

难以反对美国对琉球主权的出卖了。

具有“回归中国”倾向的鲁友名路 

线并非琉球民族解放运动之主流。所 

以如此，恐怕与其反共亲美从而无法彻 

底伸张民族解放运动的矛盾处境有关。

对于战后的琉球人民而言，现实的选项 

是脱离美国支配、远离检争威胁。在这 

个意义上，琉球在美国托管下的形式 

独立没有意义，与此同时，日本本土因 

为安保斗争而掀起的民主主义运动却 

成为琉球可能寄托的对象。因此:‘复归” 

一个有非战宪法的、反战的、民主主义 

的、人民主权的、日琉人民共同创造的 

“应该要有的曰本“，也成为琉球人民实 

现自主的可能选项之一。前面提到的比 

福春潮正是一个反战好归派。不管这个 

选项在此后的实践中迎遇怎样残酷的 

检验或挫败，在“复归”中取得“自决” 

的这种政治思考，正不断提示着那个时 

代的激进政治所提供的可能性，以及 

这种可能性为“复归”和“自决”之间 

的辩证关系所打开的空间。

在美军基地持续盘踞琉球群岛的  

当下，复归曰本后的琉球（冲绳）并未 

获得由生。如果此时此刻我们开始“再 

议”琉球的前途，如何重访当年在“复 

归”和“自决”的复杂思考中所留下的 

思想遮产，如何正视琉球”回归中国论” 

所曾经有过的“反共亲美”屐历,恐怕 

将是我们中国人民同琉球人民对话之 

时不可忽略的历史课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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