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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北地方文
獻調查記
佐藤仁史  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准教授

林志宏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湯川真樹江  慶應義塾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生

菅野智博  一橋大學大學院社會學研究科碩士生

森巧  一橋大學社會學部本科生

調查的背景及原委 

在進入說明前，有必要簡單地介紹一下

由筆者等五位所組成的團隊，以及為何進行

本次中國東北地方史料調查的原委。目前執

教於日本一橋大學的佐藤仁史，過去長期以

江南基層社會為主要研究領域，一直深感實

際進行相關文獻調查的必要性，所以決定讓

自己指導的二名研究有關「滿洲國」學生能

夠親身體會。此外，在指導學生分析「滿洲

國」時期編輯的農村調查報告書同時，也希

望實施口述訪問與田野調查，藉此掌握當地

的狀況。最後的目的，是佐藤想親自印證一

下安富步所指出的東北地方特徵—「縣城

經濟」對該地域產生的影響及作用，（註1）

並且從另一個角度來比較江南所具有的商

業村落密集之性質。

經由上述經緯，佐藤和菅野智博、森巧

等三人共同籌劃到中國東北進行史料調查。

2011年 11月，以「滿洲國」時期日本進行
學術調查活動為題的林志宏，正在一橋大學

短期訪問，也表示了對此次調查與視角的興

趣，希望參與。後來，以研究「滿洲國」時

期水稻技術的湯川真樹江也決定參加調查

團隊。

因此，五人此次的調查活動，最初並非

為了一項共同研究而合作，毋寧是從各自關

注的課題出發，以 1920-1950年代的東北地
域史為範圍，包括當時刊行、蒐集的文獻，

進行考察。不過，儘管每位的面向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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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也有下列幾點共相。1.環繞在近代東北農
村生態、經濟環境和社會組織的關係（如佐

藤的「江南農村和東北農村的比較研究」，

菅野的「東北農村的社會結構」）；2.「滿
洲國」和日本之間的種種關係（如林的「日

人進行的滿洲學術調查」，湯川的「『滿洲

國』時期的農事試驗場和技術人員」，森的

「在滿日僑遣返問題」）。至於實施調查的

日期，是從 2012年 3月 9日至 17日（湯川
則持續到 21日）。以下按照調查地點，分
別介紹文獻典藏、公開之狀況。

東北地方圖書館、檔案館的概況

一、 大連及旅順：大連圖書館藏書與旅順博
物館文物

關於大連的文獻調查，應當列舉的是大

連圖書館。（註2）該館最先為「南滿鐵道株

式會社資料室」，1922年改稱為「南滿鐵
道株式會社圖書館」；1949年後以接收、
整理、收藏滿鐵資料及藏書聞名；1999年
以原址建立魯迅路分館，進而在白雲山風景

區南麓擴建新館。此外，館藏的明清小說多

為珍本，甚受國際學界重視。至於有關東北

地方的館藏書籍，如今一部分可以通過東北

地方文獻聯合目錄編輯組編《東北地方文獻

目錄》（長春：吉林省圖書館，1984，共三
輯）、大連圖書館編《大連圖書館藏滿鐵資

料目錄》（大連：遼寧人民出版社，2002）
等書中得知。經由該館歷史文獻室的冷綉錦

教授說明藏書整理、公開狀況得知，現在典

藏的書籍（除明清小說之外）正進行數位化

工作，無法提供閱覽，而且歷史文獻室的卡

片目錄也不公開。與館員的談話中，我們的

整體印象是，他們並非不想公開這些藏書，

而是受限於經費及人力不足，導致相關整理

工作進度延後，趕不上配合外界期待。這大

概為目前中國大陸各地圖書館、檔案館所面

臨共同難題和情形。通過館內編印《大連圖

書館縮微資料目錄》了解，歷史文獻室所藏

的地方報紙約有 20餘種。從森巧關心的課
題來看，可以推測《大連新聞》、《大連日

報》乃至瀋陽發行的《前進報》、《新生報》

等報紙中，都刊登有關於日僑遣返的報導。

同時這些重要的報紙，也經由「全國圖書館

文獻縮微複製中心」以微捲方式重製，可在

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閱覽。

博物館透過各種管道，實際上藏有不少

的文獻史料。譬如接收了關東廳博物館收藏

旅順博物館展覽處入口（攝影 /林志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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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旅順博物館，（註3）也是其中之一例。

像該館有羅振玉個人與友朋書信多封，不僅

深具文物價值，亦是釐清晚清民初歷史的重

要文獻。但由於博物館的主要任務是有關

文物研究、保存及陳列，故旅順博物館的收

藏史料並未公開，僅有少數公布在《文獻》

上。承蒙郭富純館長與王若副館長的接待，

目前我們得知，該館藏有大量地羅振玉所

收藏的青銅器、文物、書籍，主要因素與

晚年羅氏旅居此地建立「大雲書庫」有關。

此外，還有許多由日人大谷光瑞珍藏的貴重

文物。大谷氏除了藏書業由大連圖書館建立

「大谷文庫」外，他長年蒐羅的文物，目前

大致存放在日本及中國，而旅順博物館更是

幾乎占有在華期間關於滿、蒙、新疆、西藏

各地的文物。譬如館內收藏兩具遠自南北朝

時保留下來的乾屍，即是其中一項鎮館之

寶。除了本身價值之外，這些文物的收藏背

景與歷程，相信也是重要的研究題目。

二、綏化：縣城─農村關係的思考

調查的第二個目的地是黑龍江省綏化

市。與藏有許多文獻的大連和長春相較，綏

化之所以成為此次調查地點之一，原因跟菅

野的研究課題有關。菅野以「滿洲國」時期

產業調查局的農村調查報告書為中心，（註

4）對東北農村的結構及變遷進行分析。所

以本次考察目的在追蹤「滿洲國」時期所調

查的村落，完成初步輪廓的瞭解，並且掌握

1945年至 1950年代的文獻狀況。

在前往綏化的火車上，我們有許多意想

不到的收穫。一方面，透過列車瞭望、觀

察沿途各地景象，都是從地圖或書本上無從

感受的體驗。另一方面，經由長距離及時間

中，列車裡偶爾認識到當地人乃至調查對

象，也有助於調查工作。關於這一點容後具

體描述。

到達綏化後，目標前往北林區（舊綏化

縣）的新華鄉。菅野曾於此地進行訪問，與

歷經「滿洲國」時期的老地主相識，也是本

次農村訪問的目的。在這裡，我們很榮幸地

閱覽到 2002年家族所編寫的族譜。如果把
族譜上的信息與農村調查報告書相互參照

的話，可以得到諸多印證，要是今後進一步

收集 1940年代以後的相關史料，乃至進行
口述訪問，相信這些性質不同資料的運用，

就能對東北農村的情形有更加立體、更長時

段的了解。

新華鄉考察帶給我們印象最深的是縣城

和農村之關係。以佐藤所調查的江南農漁村

為例，高密度分布的市鎮其實占有十分重要

的地位。甚至戰爭期間進行過相關調查的福

武直，亦把以市鎮為中心所形成、展開的地

域稱為「町村共同體（＝鎮鄉共同體）」，

並指出其具有經濟圈和社會圈的特徵。（註

5）這樣的市鎮層面所累積的許多財力及人

才，實與後來的「蘇南模式」關係相繫。然

而相較起來，綏化所感受的卻是縣級以上城

市與農村之間的經濟差別。例如：為了釐清

1949年後的農村情況，我們嘗試尋找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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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過擔任幹部經驗的村民，可是因為適值冬

季農閒時節，村民泰半外出打工謀生，幾乎

不在。這一點也可推斷安富步指稱「縣城經

濟」之歷史原委，即使直到現在仍持續產生

影響。本次考察透過親身體驗到類似情形，

可謂極大的收穫。

至於在綏化的史料調查，主要從掌握市

內所編輯的資料開始。首先，我們先去了地

方志辦公室（這類公務單位往往都在每一地

區的市政府內），對目前持續編輯和史料整

理的方志情況先行掌握，並購買了 1980年
代出版的年鑑。之後，又前往北林區的地方

志辦公室（位於市內的區政府）。尋找基層

社會地方志的原因，目的是透過文化方面記

載有關當地發行報紙的介紹及編輯地方志

過程中所使用的文獻目錄，在此找到各種史

料的聯繫性關係。就我們初步調查的結果，

1956年創刊的《綏化報》基本上收藏完備，
毫無闕遺，其中也有不少令人注目的報導，

像 1959年份有關「大躍進」的報導，記載
了讚美公共食堂的歌曲（如：〈公共食堂人

人誇〉）。

從綏化前往長春的途中，偶然間在列車

上結識了一位住在新華鄉的老婦。據她說

明，自己預備前往北京省親一年，談話中也

打聽到許多有助於理解當地的訊息，並且約

好下次訪問老婦之際，同意介紹幾位對村裡

長期發展的歷史有所了解的居民。這是第二

個意外的收獲。

三、長春：與當地學者的交流

在長春進行調查史料之際，與許多的學

者一樣，我們由於各種機緣，分別與五位長

春的地方學者見面，從中得以了解資料收藏

的概況，並進行調查。

首先，透過湯川介紹，我們和東北淪陷

史總編室常務副主編李茂杰教授，以及中共

吉林省黨委史研究室徵史一處處長王宜田

教授進行約四個半小時的意見交流，從中得

知吉林省乃至東北地區的圖書館、檔案館的

情形。同時，筆者們也對日本方面的研究和

調查成員各自課題做一介紹，以及說明佐藤

研究班目前在東京進行日僑遣返的口述調

查現況。李教授長期研究「滿洲國」史，其

最新編纂出版的《偽滿洲國政府公報全編》

（北京：線裝書局，2009），係網羅目前最
齊全的政府公報。他向我們敘述該套叢書的

編輯原委，還有介紹關於吉林省圖書館、長

春市圖書館、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滿鐵圖書館

等設施之創建和收藏狀況；不僅是坦率地介

紹，同時更主動幫助我們聯繫，對之後的活

動給予支持及幫助。

1.吉林大學圖書館滿鐵文庫（註6）

在吉林大學時，我們則受到該校東亞中

心的衣保中教授熱切指導。根據衣教授指

稱：吉林大學亦設有「滿鐵文庫」的藏書，

可惜訪問當天超過開放時間，業已閉館，故

未能參觀。此外，衣教授贈送給我們大作

《朝鮮移民與東北地區水田開發》（長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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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春出版社，1999），得知在延邊檔案館藏
有許多有利用價值的史料。還有，接下來湯

川即將調查「滿洲國」農事試驗場（公主嶺

和熊岳城）之際，衣教授亦從中與當地的學

者聯繫，提供莫大幫助。

2.長春市圖書館歷史地方文獻室（註7）

長春市圖書館原為新京市特別圖書館，

接收了滿鐵圖書館長春分館的藏書，現有總

館（1992年落成）及鐵北分館（原址）兩處。
館長劉慧娟教授編有《東北淪陷時期文學史

料》（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東
北市縣沿革及地名由來》（長春：長春市圖

書館，1984）等書，深諳東北地方史。該
館藏書可在網路上直接查詢，同時館藏「滿

洲國」時期日文出版物也非常多，多係由當

地出版，但由於目前預備將這些書籍移至分

館，因此並無公開。除此之外，該館四樓的

歷史地方文獻室，則有開架藏書，主要為地

方志及文史資料，對關於東北文獻的基本訊

息上有很大的幫助。

3.東北師範大學圖書館（註8）

透過林的關係，我們有機會結識東北師

範大學圖書館館長于群教授，並瞭解館藏

情形。該大學的圖書館乃以「滿洲國」時

期成立的建國大學和大同學院藏書為基礎，

這些歷史文獻主要收藏在四樓的「東北文獻

中心」。（註9）在負責人的唐光化老師和博

士生常貝貝小姐的介紹下，發現有新京（長

春）和奉天（瀋陽）出版的書籍和雜誌等的

資料，甚至收藏其他東北文獻，如：《綏化

縣一般概況》、《綏化縣公署公報》等。必

須指出的是，東北文獻中心配合校方行政部

門工作時間，寒暑假均不開放。另外，該中

心現在積極進行建構東北研究的資料庫，包

括：「東北地方志數據庫」、「東北文獻書

目數據庫」等，（註10）能在網上查詢得知。

訪問東北文獻中心的同時，非常榮幸與

該校歷史系的高樂才教授交換意見。高教

授是菅野在留學期間的導師，主要係研究東

北移民的問題。與高教授的談話中，得悉遼

寧省檔案館和葫蘆島市檔案館藏有許多日

僑遣返的檔案。我們除了交換彼此所知信息

外，還討論了日後進行共同研究的可能性。

4.吉林省社會科學院（註11）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正式成立於1978年。
該院有盛名富藏的「滿鐵資料館」，通過負

責人孫彤教授介紹，我們大致了解到該資料

館的情形。有關該館的收藏狀況，亦可從

吉林省社會科學院滿鐵資料館編的《吉林省

社會科學院滿鐵資料館館藏資料目錄》（長

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共三冊）得
知。最近幾年，在研究「滿洲國」史學者解

學詩教授帶領下，該館與日本學界合作，陸

續出版《滿鐵調查期刊載文目錄》（長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共三冊）、《滿鐵
調查報告目錄》（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共二冊）。這一系列的整理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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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也使得有意前往閱覽的讀者受到侷限，

所以當我們抵達該館時，沒有機會進行調閱 
資料。

展望

此次調查旅行可說是日本、臺灣、中國

大陸三地之學者，實際交換研究信息的機

會。經由累積類似的學術交流，相信日後可

能進行真正的共同研究。對上述文中提到的

各位老師，無論他們熱心提供各種重要資訊

或悉心安排，在此表達衷心感謝之意。受限

時間與行程，這次考察只能在大連、綏化、

長春等地進行。預計不久將來，我們也打

算在瀋陽、葫蘆島、通化繼續同樣的調查，

期待對東北文獻能有進一步的了解。最後，

由於篇幅關係，無法具體詳述長春各圖書單

位所閱覽的具體文獻及其有用性，希望另文 
介紹。

【註釋】

  1. 安富步、深尾葉子編，《「滿洲」の成立─
森林の消盡と近代空間の形成》（名古屋：名

古屋大學出版會，2009），第五章〈縣城經濟〉。
  2.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西岡區長白街 7號， 
網址：www.dl-library.net.cn/。

  3. 地址：遼寧省大連市旅順口區解放街 21號， 
網址：www.lvshunmuseum.org/。

  4. 國務院實業部臨時產業調查局編，《產調資料
（一）康德元年度農村實態調查  戶別調查之
部第一分冊（濱江省）》（新京：編者印行，

1935）。
  5. 福武直，《中國農村社會の構造》（東京：東
京大學出版會，1976），頁 258-262。

  6. 地址：吉林省長春市前進大街 2699號， 
網址：www.lib.jlu.edu.cn/。

  7. 地址：吉林省長春市同志街 1956號， 
網址：www.lib.cc.jl.cn/。

  8. 地址：吉林省長春市人民大街 5268號， 
網址：www.library.nenu.edu.cn/。

  9. 網址：202.198.141.97/NEDC/index.htm。
10. 「東北地方誌數據庫」， 
網址：chorography.library.nenu.edu.cn/； 
「東北文獻書目數據庫」， 
網址：trs.library.nenu.edu.cn:8081/was/
search?channelid=42789。

11. 地址：吉林省長春市自由大路 5399號， 
網址：www.jlass.org.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