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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海外日本青年的统制
——以《广东日本青年》为中心

霍耀林 1・张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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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实现“大东亚共荣”，不仅在国内组建
大日本青少年团，还把海外日本青年团也组织起来，对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统制.广东日本青
年团作为日本在中国华南地区设立的代表性团体，其创刊的《广东日本青年》，不仅积极响
应日本政府的号召，还将日本国内提出的“实践”与“建设”等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理念迅速
传导至海外，渗透至海外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
关键词: 日本青年团；《广东日本青年》；统制
日本文部省和相关各团体进行协商，将原大日
青年团是明治后期至大正时期，在内务省

本青年团、大日本联合女子青年团、大日本少

为首的国家行政机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主要对

年团联盟、帝国少年团协会等统合结成新的大

义务教育结束后，在地方上从事劳动的青年进

日本青少年团，由文部大臣统辖，并于翌年 1

3

行实业、补习等教育的社会教育机构． 1915

月 16 日举行结成式，
与此相应的各地方团则由

年，以内务省、文部省共同发布的训令“关于

各地方官担任．该团体拥有 1500 万人的成员，

领导发展青年团体之件”（一般称之为第一次

并在 1943 年开展了大东亚青年总决起运动，

4

1945 年战时教育令颁布后，大日本青少年团解

训令）为契机 ，日本内务省、文部省不断强
5

化对青年团的统制 ，到 1924 年道、府、县的

散，组成新的学徒队．6日本战败后，学徒队等

联合青年团已经遍及 31 地，
结成全国性组织的

也随之解散．

气候已然形成．1925 年 4 月，由政府主导、日

关于战前的日本青年团，迄今已积累了丰

本青年馆、青年团三者联合结成全国性组织大

富的成果，涉及青年团的形成、培养与教育、

日本联合青年团，
一木喜德郎就任首任理事长，

社会政策、不同时期的不同活动内容、日本统

本部理事由青年馆和青年团各选出 5 名担任，

治下台湾的青年团状况等，但是关于战争期间

各地则由町村长、小学校长等担任地方领导．

日本在海外，尤其是在中国占领区发展起来的

1937 年七七事变之后，随着日本战时体制

青年团的状况却尚未见专门的研究 7．二战期

的推进，政府为进一步强化对全国青年统制，

间，日本在中国境内先后组织成立了青岛日本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改组为大日本青少年团，成

青年团、北京兴亚青年联盟 8、武汉日本青年

为被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上的一轮．1940 年 12

团、广东日本青年团等 9，加强对海外占领区

月 27 日，鉴于国内外之情势，为图彻底教养训

青年的统制．广东日本青年团作为日本在华南

练青少年，培育国家兴隆之根基，尤其是为响

地区设立的唯一一个代表性的青年团体，通过

应建设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统合青少年团体，

《广东日本青年》的分析研究，不仅可以洞察

使其不脱离学校教育，确立强大的训练体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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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日本青年团的活动状况，还可以管窥第二

少年的统制，出台了“国民义勇队奉仕组织及

次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对海外日本青年的统制．

青少年组织大纲案”13，这比日本国内对青年
团的统制还要早．而随着日德同盟的结成，轴

Ⅰ. 广东日本青年团的成立

心国青少年团体的联系也进一步加强．日本先
后在朝鲜、台湾、缅甸、爪哇等日本陆海军军
政地域组织起青年联盟．14

1940 年 9 月 16 日，为应对前所未有的非
常时局下高度国防国家体制的确立，进一步强

事实上，
比起日本国内、
或伪满洲国等地，

化对青少年的教养及训练，日本文部省社会教

日本在中国大陆设置日本青年团要更早一

育局发布了统合青少年团体的《大日本青年团

些．1934 年 12 月，山东在住的日本人便设立

10

组织试案》 ，翌年 1 月 16 日《大日本青少年

青年团，同时组织起义勇队，15并以青岛军特

团则》公布实施．据此，大日本青少年团的目

务机关为后援 16．随着卢沟桥事变后日军的铁

的是：对依皇国之道的男女青少年实施团体的

蹄在中国横行，日本在中国的居留民也随之增

实战锻炼，培养砥砺坚忍不拔的国民性格，以

加，青年团也顺势而成立，主要担负沦陷区的

担当大任，团长由文部大臣担当，经费由国库

宣抚等工作．1939 年 4 月大日本联合青年团改

补助．同日，还颁布实施了地方团则，由各道、

组为大日本青年团，其团则第四条被修改为：

府、县、市、町、村组织相应的青少年团，各

大日本青年团的目的为“东亚联盟青年团的结

地方长官担任团长．大日本青少年团成立后，

盟”．

立即开展了全国性的粮食饲料增产运动、国防

由此，当年 9 月，日本首次在本土以外的

训练、军人援护等，并在原青年团拓殖训练、

朝鲜京城召开了大日本青年团大会，以图加强

海外雄飞的基础上，掀起兴亚运动等．

日本内外青年团的联系．17在此影响下，日本

1941 年 5 月，日本为推动东亚新秩序的建

在中国各地设置青年团的活动也紧锣密鼓地展

设，培养对中国事业的中坚日本人的领导力，

开，在华北地区先后有太原青年会、天津兴亚

由兴亚院组织新设兴亚炼成所．该炼成所采取

青年同志会、徐州日本青年会等设立，北京的

军队式的组成，对所谓从事国策事业者，在兴

华北交通青年团也被统合结成北京兴亚青年同

亚院联络部的监督领导下，对海外普通的日本

盟．在华中地区如武汉、南京、上海、镇江、

11

人，进行训练或教育． 7 月 9 日、10 日，为

九江、芜湖、苏州、杭州、安庆、无锡等地亦

激励当地青少年的气魄，
在兴亚院的组织之下，

先后设青年会或青年团，后来统一结成华中青

在东京的日本青年馆隆重召开了第一次兴亚青

年联盟．181940 年南京汪伪政府成立之后，9

少年联络会议，会议决定第一“为团结北中南

月 22 日召开了华中青年会议，而在此之前的 8

支、蒙疆、满洲等青少年团员，强化彼此之间

月，由日本人组织的蒙疆青年兴亚联盟已经设

的联络，今后每年在东京召开一两次东亚青年

立（张家口蒙疆青年兴亚同盟）．1911 月，日

会议，会议事务局设在大日本青少年团本部；

本在东京组织召开了东亚青年恳谈会，并决议

第二在可能的范围内渐次组织设立相当于大日

在大日本青年团本部设在外日本人青年运动的

12

本青少年团地方团的活动组织”． 而在当时，

联络机构．1941 年 7 月在东京日本青年馆召开

台湾、朝鲜等日本统治下的青少年团尚未被纳

了兴亚青少年联络会议，意图进一步加强对华

入其旗下，但是大陆地区则早一步，一些区域

北、华中、华南、蒙疆等地青年团的统制．20
广东的日本青年团则是由原 1940 年 9 月

已经展开了地方团的活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进入战争状

18 日设立的广东日本青年会（1939 年成立）改

态．之后，1938 年 5 月，伪满洲国为加强对青

组而成．本田信雄担任首届理事长，下设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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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长一名，副理事长之下又设总务部（负责庶

26

务、机关杂志、会计等）和企划部（负责体育、

接受大日本青年团的领导．

，出席在东京召开的青年团全国大会等

27

，

文化），总务部以下又分别设东、西、南、北
Ⅱ. 《广东日本青年》的创刊及其理念

分团（各设正副团长），各分团下设庶务、会
计、各班正副班长等．此外，还另聘有名誉团
长，首任为唐泽信夫 21，第二任为外务省事务

1942 年 7 月，广东日本青年团成立一周年

22

官、一等书记官松隈昌隆．

之际，在首任理事长本田信雄的提议下，由第

在中国的这些青年团组织相互联系又彼此

二任理事长平井长幸发起，《广东日本青年》

独立，大致可分为：

正式创刊．该杂志作为广东日本青年团机关杂
志，以“年轻”、“热情”为口号，试图通过

（一）无年龄限制，目的为纯政治色彩，

杂志向日本国内的青年团，及在中国大陆各地

如华中青年联盟、天津兴亚青年同志会；

的青年团，传达广东青年团成员的年轻活力与

（二）无年龄限制，目的为产业，如北京

沸腾的热情．杂志创刊后马上就成为了青年团
最大的事业 28．

青年兴亚同盟；
（三）无年龄限制，依大日本青少年团设

而到此时，日本自发动太平洋战争以来，

立，兼有政治、产业等意味，如青岛、济南青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几乎占领了整个东亚、

年团等；

东南亚及大部分的太平洋岛屿．尤其是 1942
年 2 月，日本以三万多兵力攻下了新加坡，八

（四）有年龄限制，不依大日本青少年团
23

万多的曾经的“日不落帝国”的军队集体投

设立，独自经营，如广东日本青年团．

降．空前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日本，但这并不
这些在中国的日本青年团与在日本国内的

能掩饰日本国力的严重亏缺．9 月，陆军公布

青年团可能在目的、运动方法上存在一定的差

了防卫召集规则，原则上实现了“全民皆兵”，

别，但同属日本民族的青年运动、都随军队进

总力战体制开始初现原型．

行宣抚、在修养、训练这些上并无不同，都是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日本青年》创

强化对青年的统制．

刊，在该刊的《编辑之言》中，该杂志的编辑

广东日本青年团成立一周年后，首任理事

们不无得意地宣称“历史并不能解释，并非哲

长本田信雄由于年龄之故退休，由平井长幸继

学．历史也不是必然，不是命运．历史是可以

任理事长．从青年团成立一年以来的活动看，

创造的，历史总是在超越我等知识、解释之处

主要有定期组织召开理事会讨论今后活动方

忽然出现．是什么超越了我等的知识与解释呢？

针．此外，还参加广东神社月例祭、清扫神社

那是拥有大飞跃精神之决意．只有毅然决然的

等，
还响应健民周，
组织日本居留民登山健身、

决意、
疾风奇速的实行，
才是超越精神的根本，

举行乒乓球大会，在大诏奉戴日参列防护团，

是改变现实的最大武器．”正因此，该杂志号

进行军事训练、参观阅兵分列式，参加派遣军

召
“我等亦必须创造历史，
回报这辉煌之战果，

24

尽最大努力超越我等精神，正当其时”．29

慰灵祭等．

此外，广东日本青年团还积极参与大日本

日军在东南亚空前的胜利确实改变了历史，

青年团在国内、外组织的相关活动．比如，与

给当时身在广东前线的日本人以极大的鼓舞，

北京兴亚青年联盟、武汉日本青年团等一道参

“尽力超越，创造新的历史，回报战果”成为

25

加京城的青少年团大会等 ，出席“青春东亚”

广东日本青年团的追求．在其卷头言中：“我

盛典，在新京召开的东亚青年代表交欢大会等

等作为公司职员、店员、技术员等在尽职的同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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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谋求如何能尽责，其努力之一即创刊一本

Ⅲ. 《广东日本青年》之内容

杂志．
在此播下一粒种子，
虽然可能有点单薄，
不是特别专业，
但这是我等善意与热情的结晶，

1. “实践”
1940 年 6 月，近卫文麿试图仿照德、意法

我等将此薄薄的杂志作为生活的伴侣而继续努
30

西斯体制，摆脱由于全面侵华后日益交困的内

力．”

政外交局面，实现“国防国家”的目标，推行

可以看出《广东日本青年》杂志的创刊就

一国一党的“新体制运动”．当年 10 月，新体

是其尽职尽责所努力的成果之一．
该刊管见所及有两期，由青年团机关志编

制的具体成果“大政翼赞会成立”．12 月 14

辑部编辑，以理事长平井长幸的名义发行．第

日，大政翼赞会发布了实践纲要，强调：世界

一期共有 36 页，于 1942 年 7 月编辑发行，第

正面临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时期，以实现八纮

二期则有 44 页编辑发行于当年 10 月．

一宇为国家根本大计之皇国，须万众一心，竭

从杂志的作者队伍来看，大部分稿件应该

尽全力奉戴天皇，
确立物心一体的国家体制．
同

来自青年团内部的理事长、理事、各部、各团

时要求国民积极实践襄助国政的“臣道”，协

负责人及其成员等，
还包括一些特约稿件，
如，

助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翼赞政治、经济、

广东特务机关长、青年团名誉团长等，但是这

文化、生活新体制．31

些作者的出身、背景、学历等个人情况，则由

1941 年 10 月，近卫内阁倒台后，现役陆

于史料的缺失很多都暂无从知晓，甚至两任理

军大将东条英机内阁成立．为强化统制，翌年

事长的状况都付诸缺如．一方面可能由于史料

2 月，内阁决定实施“大东亚战争，完成翼赞

本身保存下来的较少，另一方面也许和当时所

选举贯彻运动”，以阿部信行大将为首，贵族

处的时代亦不无关系．从广东日本青年团的成

院、众议院、大政翼赞会、在乡军人、言论界

立来看，主要和日本国内的政治形势变化有很

等各界代表三十多人结成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

大的关系，可以视作是在响应政府的号召之上

并在地方建立支部，确立起“推荐选举制”，

结成．而广东青年团的团员构成也经历从不限

结果翼赞政治体制协议会推荐的候选人有八成

制年龄到限制年龄的转变，可以看出其也在不

当选，选举结束后，翼赞协议会解散，5 月 20

断地摸索，则成员的构成可能正如杂志内容中

日翼赞政治会成立．26 日，
“日本文学报国会”

提及“职域奉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日本的

结成，6 月“大日本产业报国会”、“农业报

适龄青年．

国联盟”、“商业报国会”、“日本海运报国

从杂志的文章体裁构成看，有论文、时事

团”、“大日本妇人会”、“大日本青少年团”

评论、诗、歌、小说、随笔等，虽然涉及众多

等六团体也被相继被纳入大政翼赞会，并实施

体裁，但是其质量水平并不是很高，专业性相

机构改组，通过发起奖励储蓄、健民运动等强

对较低，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这些作者的

化对国民的统制．32
正是在此背景下，该刊第二号则在内容第

文化水平可能有些并不是很高．
而从前述青年团的活动情况看，并无太多

一页刊登了《海外同胞训，海外同胞之誓词》，

特别之处，若要将政府灌输的意识形态口号等

其中训词要求“海外同胞宜贯彻君臣一体之本

贯彻落实在日常的生活中，也许通过文字、通

义，宣扬忠孝两全之美风翼赞天业”，誓词则

过杂志才是更好的方式，这可能也是该杂志创

称：33

刊的缘由之一．以下试图通过对杂志文章内容
一、我等皇国臣民，敬神崇祖，以报皇恩；

的分析，进一步透视该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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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等皇国使节，灭死奉公，以显现肇

过翼赞天皇陛下之伟业”， “如果大东亚战争

国之理想；

最终免不了成为长期战，为将今日辉煌的战果

一、我等皇国海外代表者，一致团结，以

变成真正的胜利，必须要使第二国民继承这份

扬国威；

胜利．大东亚战争对下一代国民的育成怀有期

一、我等皇国发展之先驱者，坚忍持久，

待之处甚多，即，要将下一代国民当成皇道的
宣传者来培养是非常重要的”．35

以遂使命；

《广东日本青年》两期中虽然涉及论文、

一、
我等世界新秩序之建设者，
实践躬行，

评论、诗、歌、随笔、文艺作品等众多题材，

以全荣誉．

但是无论从这些文章内容的质还是量上看，寄
语青年、鼓励实践、贯彻武道、日中提携等都

从此誓词亦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将这些身

是反复不断被论述的关键、中心．

居海外的日本人视作“使节”、“代表”、“先

在创刊号上刊有广东日本青年团首任名誉

驱”、“新秩序的建设者”，要求其“灭死奉

团长唐泽信夫的《向实践一路迈进》，其中写

公、以扬国威、坚忍持久、实践躬行”等．
而从这些在中国设立的日本青年团的使命

道，广东日本青年团从没有年龄限制的时代到

来看，无论何地，仍不过和日本国内一样，是

限制年龄，名副其实地迈上青年团的征途，三

一个翼赞团体，岸本正贤就这些在中国的日本

年以来、处于当地一线的青年团成员要全体一

青年团的使命指出：

致努力，以权力统制并不难，但若要以心气不
足的年轻人向一个目标，在实现职场奉公的同

青年团是修养团体而不是事业团体，团员

时，践行以年轻为自豪的先驱者的使命，绝非

们同心协力，通过团体积累修养钻研的角度，

易事．号召青年应该向着理想，不忘实践这才

通过此期间的切磋琢磨习得见识技能，也陶冶

是青年的使命．“一为实践，二为实践，三为

了自身人格．自己提高成长再到整个群体的成

实践，无论多么简单的事都应该去实践，这才

长．不可打破全体的团结，只沉浸在以自己为

是青年团的使命”．36
青年团理事长平井长幸则寄语团员：“作

中心的修养中．姑且不谈在以前太平盛世时代
的青年团，今日的青年团单纯地作为一个修养

为有光明前途的青年，
在这非常时期的时局下，

团体，不能只满足于提高个人再提高全体这样

青年们需要知道如何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脱

的使命，而是要敢于学习德意志、意大利，将

离这个难局，青年要有怎样的态度和觉悟是很

国家的将来放在自己的双肩上．

显而易见的．现处于大东亚战争时期，参加夏

青年团原本为修养团体，但是不能单纯地

威夷战争、马来的快速战的士兵与我们是相同

始终停留在自我修养、陶冶人格的层次上．青

的青年，我们与那些为了扩充生产力不分昼夜

年团还必须是一个奉仕团体、职域奉公团体、

在劳动第一线活跃的产业勇士也是相同的．看

翼赞团体．如果不伴随践行，则修养亦变得无

一国的青年便知国家兴亡，要深切地感受到这

益，就像研究毫无价值．34

种责任并且日益发愤图强．百言不如一行，要
不断经历跌打滚爬”37要行动，要去实践．

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团体都仍然不过是一

可以看出，“实践”作为大政翼赞会的纲

个翼赞团体，而如何践行，岸本提出，“日本

领、口号，被迅速传导至海外的日本青年团，

青年无论是农业家还是商人，
不管其职业如何，

成为青年团的使命．

都要一心奉公，……无论是议会、国务大臣、

也正是在这样的自上而下的“实践”氛围

军人、司法官、商人、学者国民无一不都是通

中，《广东日本青年》也不忘在历史的故纸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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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去寻找挖掘曾经的“实践家”．江户时代的

“实践”从一个抽象的概念，经过不断的

儒者、
思想家浅见炯斋就被描述成一位
“慷慨、

重新解释、延伸、异化，逐步被渗透、贯彻至

好武道、赤心报国”的勤王运动的实践家．38不

各行各业，最终落实到国家总力战体制上．

仅如此，幕末的思想家、教育家吉田松荫也因
2. “建设”

“至诚之信念”，被重新塑造为“为国捐躯”
之英雄，并将其“诀别书”引为大和魂的“留

总力战一方面要求日本国民
“实践”
战争，

魂录”，而拉开大东亚战争之序幕的夏威夷海

取得辉煌战果，以扬国威，另一方面战争带来

战、香港、新加坡战役中辉煌战果的取得正是

的巨大的破坏（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无论具体

得益于此大和魂，号召青年向吉田松荫学习，

还是抽象）也有目共睹．为此，自 1940 年第二

39

实践大和魂．

次近卫文磨内阁发足，提出“基本国策要纲”，
40

该刊的第二号中还刊载了由原嘉章 作的

要建设前所未有的“大东亚新秩序”，日本国

41

《广东日本青年团歌》 ．其中“实践理想，

内“新体制”的确立就成为日本政府的一个基

向着共荣圈前进，至诚奉公，构筑兴亚之柱”

本方针．1941 年，日本对英美宣战后，“大东

等被反复吟唱．

亚共荣圈”的建设作为一项对外的目标也正式

可以看出，此时实践不仅被作为口号也被

被提出．而其建设的根本方针就是要“以帝国

作为一项政策渗透至每一个角落．

为核心，大东亚各国、各民族，各得其所，共
存共荣”．45由此，“建设”成为这一时期与

关于如何实践，
实践什么，
实践的方法等，

“实践”一样并行不悖的口号、要求．

广东日本青年团的理事长平井长幸提出要使每
位团员具备充分的身体力和精神力，随时应对

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之下，
《广东日本青年》

可能的事态，就必须经受跌打滚爬，锻炼、再

也毫无例外．该刊创刊之际，时任广东特务机

42

锻炼 ．佐藤慎一在《寄语广东青少年团》中，

关长的矢崎勘十（陆军步兵少佐，1931 年应东

回顾了日本青少年团的历史，进一步解释了大

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监督张学良之聘，就

日本青少年团的结成方针、目的，并称其虽至

任该研究班教官，教授航空战术及高等兵学 46，

广东日浅，不知该地青少年训练之全貌，但是

1940 年前后就任广东陆军特务机关长）就写了

从《南支日报》上了解到男女青年团存在及其

一篇《青年团一周年几年之际》的祝词．在该

活动的事实，希望广东的日本青少年能积极训

文中，矢崎写到：“日本如今举国均燃起尽忠

43

练，培养炼成不差于日本内地的皇国民．

报国之念，为御外敌，很多国民就算变作鬼魂

而作为增强体力，践行国家总力战所必须

也在奋勇抗敌，内地诸位均心系前线，而我等

的武道此时也被重新定义：

身居物产丰饶之广东，也应考虑内地．”他还
寄语青年作为一名东亚建设者，应有埋骨“南

武道即始于一死奉公之礼，敬师长、信同

支”之意气，很多日本青年以优秀的日本民族

辈，严格励行长幼之序，由此而尽忠报国，统

为荣，不将中国人放入眼中，正如井底之蛙，

制上下，遂行一亿一心国家总力战．并且还强

而作为东亚的领导者，应该首先究明新兴中国

调，尚武乃肇国以来至国性，要遂行正义，须

之本质，培养新的建设理念、新的共存理想．47

常涵养武力，
故国民必须皆兴武道，
增强体力，

矢崎不仅提出在广东的日本青年应当作为

44

一名东亚的建设者，要有献身祖国、埋骨他乡

贯彻胜败之理．

的勇气，而且也提出了具体的路径，要求青年
究明中国之本质，培养建设的理念．对此，青
年团的理事井上良平也认为，一面在战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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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提倡建设的日本，给广州的日本青年带来了

的日本青年不负使命，努力建设实现“大和”

大“建设”的机会，身处当地的日本青年必须

的东亚共荣圈．

大团结，投身建设．他还强调，现今是大建设

河村指出的“中日亲善”的东亚新秩序建

的时代，是被青年所左右的时代，广东的日本

设，在当时应该是普遍的共识．而“同盟通信

48

青年团诸位，必须为新东亚的建设挺进．

南支总局”局长的横田实则指出，身居广东的

而关于广东日本青年应当秉持的立场，青

日本青年，要以作为大东亚共荣圈的盟主的胸

年团本部理事河村勤一认为：

襟和气度对待优秀的进步的中国青年革命者，
开拓相互理解的道路，是广东日本青年团应该

创造地球有史以来最神圣的历史，
菲律宾、

走的第一步．50

马来西亚、东印、缅甸、德意志的闪电战开展
结论

以后，印度、濠洲的生命迫于旦夕，这都是向
东亚民族复原土地的建设工作、这是向皇国创
办的历史性的课题．最困难的是再建东亚，这

《广东日本青年》的读者受众及传播影响

是一亿日本国民的责任，如果不成功则是对那

状况如何，是值得继续深入讨论的问题．从已

些为军国奉献宝贵生命的皇军将士做出交

知的史料来看：1930 年 12 月广州市共有外国

代．东亚民族十亿人的将来难道不是系于我们

人约 1 千人，其中日本内地人口 444 人（加上

日本人的双肩上，东亚共荣圈并非是单纯地为

统治下的台湾、朝鲜人共计 526 人），近一半

了日本、为了支那、为了满洲，它是如东亚诸

之多．而当时广州市的中国人口为 866,107

国文字所展现的一种共荣共存的秩序．作为保

人．511935 年 12 月，广州的日本人增加至 587

卫东亚的日本立于指导东亚的地位，必须强有

人 52，七七事变后，在广州的日本人大部分都

力地建设共荣圈．
没必要说共荣圈是通过
“威”

撤回日本国内．而随着 1938 年 10 月，日军攻

来展现其本质，“大和”才是它的本质．我们

占沙河，占领广州市区，日本人口迅速增加，

需要努力学习中文，舍弃排他观念，现在的广

到当年 12 月就达到近千人．53据 1940 年 3 月

东也许有很多让人失望的点，但是现在处于战

广州市公署户口调查，广州市总人口恢复到

争最大的时节点，我们日本人和广东人在性格

531147 人，接近战争爆发前的一半．54可以看

上有一些共同点，容貌也有相似之处，支那当

出，《广东日本青年》在出版发行之时，可能

中最优秀的人日华亲善东亚新秩序建设的重点

读者人数并不少，传播范围也可能较广，但是

49

具体的状况由于史料原因，暂未能明确．

在广东．

近代以来，青年团体作为国家最具活力、
河村首先承认战争给东南亚各地造成的生

充满无限可能的团体受到日本历届政府的关

命、财产的巨大破坏，而如何在被破坏的土地

注．二战期间，日本为建设高度国防国家，实

上实现重建，则是一亿日本国民的责任．其次

现“大东亚共荣”，不仅在国内组建大日本青

关于如何建设，河村给出了具体的途径，要学

少年团，还把海外日本青年团也组织起来，对

习中文，要舍弃排他观念，通过和广东的中国

其进行意识形态上的统制．广东日本青年团作

青年组织共同的座谈会或恳谈会、讲演会、体

为日本在中国华南地区的设立的代表性团体，

育运动会等加深彼此之间的理解与交流，进而

其创刊的《广东日本青年》，不仅积极响应日

实现“日华亲善”．他还提出，“中日亲善”

本政府的号召，还将日本国内提出的“实践”

的东亚新秩序建设的重点就在广东，要求广东

与“建设”等所谓“大东亚新秩序”的理念迅
速传导至海外，渗透至海外日本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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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广东日本青年》来看，这两类主题的
文章也是最多，不仅题材多样、内容丰富，而

二、昭和五十九年六月）、多仁照广：《日本

且涉及到的作者也最多，范围最广．

統治下台湾の青年団》，
《敦賀论丛》 (8), 41-56,

创刊号中的《一路向实践迈进》、《寄语

2010）等虽然涉及缅甸、印尼、台湾、朝鲜等

团员诸君》、《青年团的使命》、《广东日本

地，但是关于中国大陆的日本青年团尚未见专
门研究．

青年团的立场》、《寄语广东青少年团》、《青
8

年与生活》、《勤王运动的实践家》等占到杂

1939 年 8 月 10 日，应时局的发展要求，为积

志总篇幅的一半以上．而在第二号中《日华青

极开展大陆建设，团结华北地区日本人的中坚

年提携》、《对团员诸君之期望》、《反英与

青年而成立（东京《朝日新闻》1939 年 8 月 12
日、2 页）

日华提携》、《在支日本青年团》、《关于东
9

亚联盟》、《寄语友邦青年》、《前进吧，青
年》、《水户勤王思想》等也占到了总篇幅的
一半以上．由此，不仅可以洞察广东日本青年
团的活动状况，还可以管窥二战期间日本政府
对海外日本青年团的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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