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２６

從破壊到復興？

一從鰹濟史來看 「通往南京之路」一

金丸　裕一

、削冒一本文之課題一

　　本論文並没有打算探討 「南京大屠殺」， 或則是 「抗日載畢」的残虐性、暴力性的整鵠情況

。而是由経済史的角度，推日本封中國的侵略過程中，針封限定的時杢、地囲所傲的個案考察 。

因此在論文之開始部分，筆者不得不先籍研究動機梢加説明 。

　　在載後的日本，経由専門主張 「反戟」的退伍軍人、吉平論家、學者個編纂，公布了種種的

「南京大屠殺」、　「抗日載事」相闘的吉登吉、記録及研究。封於這個問題，常常是放在與政治意

味的闘係中，難以令人有純粋學術研究的感費。特別是，由於１９５５年的保守合同之後，在自由民

主黛保守政橦長期執政下，從事有關這個問題的吉登吉及研究的人，有遭到從各方面來簡軍貼上

「左派」標籔的高度危瞼
。１〕

　　原本許多載後的知識扮子，不是受到所謂 「戟後民主主義」的影響，便是明顯地受到 「左

派」 的意識形態之影響。例如携任小學、中學義務教育的教師個，集合在以 「不再一次送學生上

載場」馬口號的 「日本教職員組合」下，至今価以高度数率在幾績。因此，可以説是 「良心犯」

似地，致力於研究 「加害」問題的人陸績出現。在歴史研究方面，可以翠出参加 「民主主義科學

者協會歴史部會」、　「歴史學研究會」、　「日本史研究會」、　「歴史科學協議會」等的研究者 ，

所作的有組織的調査、研究成果。在戟後漸漸糞立起學間基礎的中國近現代史研究者，也在不久

之後加人其陣容
。２）

　　如果客観地分析現状，當初大聲疾呼主張 「虚構的南京大屠殺」、　「大東亜戟事肯定論」的

論客個的見解，由於遭到實讃作業脆弱，窓意選揮史料的批評，結果遺被讃貿担造史料的情形 ，

事實上己是破綻百出
。３）

代替他個登場則是 「白髪三千丈」論
，４〕

以及 「時数」論等
。５〕

近年來更有

以束京大學教授（教育學）藤岡信勝馬中心，一些從未作過歴史學研究的成員組成 「自由主義史

観研究會」， 推出 「自虐史観」批判論登場。我個可以看出這些論客的一些共同特徴，他個有時

候不断地引用司馬遼太郎等人的 「文學作品」， 有時候一面借用理論來論迷，一面宣揚 「使孜子

個能引以馬傲歴史認識」的必要性，同時在封於 「職事」、 「侵略」的間題下論断，認馬是在世

界史中什座時代、地囲都曽経蛍生過的事。關於原因、経過的分析，則是有企圖地使用降低歴史

叙述密度的手法
。６）

　　如上述昨今日本人的歴史認識，恨如在將來也譲官通用的話，恐伯我個的後代子孫與亜洲 、

世界各國的揮國人個之問，除了追求眼前的利益之タト，庸無法相互 「封話」， 只能作馬 「孤濁的

　　　　　　　　　　　　　　　　　　　　（８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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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而成長。這是筆者縦使身馬門タト漢也決心封這個題目有所陳述的最大動機。以下，僅從

「八一三」 到「通往南京之路」， 及就 「南京大屠殺」前後時期的杜會経済史，懲著筆者至今研

究馬止的鰹験，想提出一些淺薄的見解。請各位能封筆者所提出的事實及方法論，甚至筆者的想
法， 不吝賜教 。

二、 有關 「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事議及混迷

　　闘於 「南京大屠殺」論事史中，一宜事執不休的重黒占是屠殺中的死亡人敷。只是梢微看了一

下在日本的説法，就有種種不同的藪字，有人認馬在３～６千人、到１萬３０００人左右
。７）

有人則

認馬有３萬８０００～４萬２０００人
。８〕

更有主張在２０萬人或更多等等
。９）

可以説是甲論乙駁。這個敷字

輿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藪字３０萬人相比的話，最少的與最多的相差有十倍之多。此夕卜再看在中華

民國的相開研究，其数字也在１０萬人到３０萬人不一 並没有続一的数字
。１０）

這己不是僅僅能否遺

元「量的差距」之問題，因馬屠殺的 「質的内容」也與其有密切的關連，這可以説是今後不能不

加以究明的重要課題。但是，在一開始關於 「屠殺」的定義就不清的現状 ，　 「敷字問題」的事議

結果階於窄路 。

　　我個可以明顯地看出，各家的説法在封於事件讃生的時問、地冨等範團的設定，彼此不同 。

而且，封於被害封象足否有包括 「敗残兵」、　「投降兵」或者是 「便衣隊」在内，當然會使得数

字呈現極大的差距。加上，至１９３７年１２月當時南京市的人口 、防衛軍隊的人数、探避難戟門而來

的難民人敷等等、由於史料有限，現在並没有辮法能完全掌握正確数字，這是阻擬進一歩議論的

原因之一 鰹而吉之，在現況下要纏括嚴密地吉十算人数方面的損害是相當困難 。

　　此事論作馬前提之上，再一次回頗 「侵賂」的整鵠像。各位都暁得，自九一八事愛之後 ，口

本再中國各地摘大漫延職火，以 「満洲國」馬始在各地樹立親日的悦偲政構。在論文陳述中想要

指出的重黙是，關於近代中國鰹済、杜會讃展最先進的地雇遭到躁購馬八一三事愛之降的特徴 。

例如説，中國近代丁業部門的資本額，在１９３４年時的推算馬４８１ ，７０６，２５６元。其中實際上有５６％

左右，約２６８，６８１ ，６８４元是集中於包括上海在内的江蘇、断江二省。同様地在工業労動人敷方面 ，

根接統計顯示軍以蘇、断二省即約イ占全國的６０％ ，相當於４６９，ＯＯＯ人
。１い

　　尚且，由於近年來的研究，與以下詳述的電氣事業的例子同様地，抗日戟畢前的中國経済蟹

展的實際情況，逐漸清楚瞭解
。１２〕

工業或者是農業，由於受到世界大恐慌的後績波及之影響，嚴

重的農村凋敵情況，以幣制改革馬韓機，到了１９３６年度逐漸情況好轄，達到幣要真正地 「経濟起

飛」 的階段。中日載畢時，中華民國的 「民族生産力」正要進人質的轄換之中 ，換句話説，中日

載事可以説是中國 「資本主義型」的生産力與生産關係，將開始要札根的階段下所蛍生的悲劇 。

　　閃此在研究抗日職事時，特別是八一三以後的部分，封於物資損害的實際推算是極具重要意

義。 到現在馬止，關於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不錯的成果。例如最近的代表性著作，可以畢出

來的有遅景徳《中國封日抗載損失調杏史述》　（國史館 ，１９８７年） 、以及般燕軍《中日戟事賠償

問題》　（御茶の水書房 ，１９９６年）。 前者的特色在於，封載事期間及戟後的調査及研究，甚至這些

研究的方湊論馬止，加以徹底検討。後者的重黒占特徴是，従日本敗載後的 「賠償問題」著手，反

湖至載時的損害状況。僅管如此，二者価具有共通的弱黒占。即是，在確認 「被害」状況時，只有

依華中國方面的二手史料 。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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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氣事業史研究的部分，也能指出具有同様的問題。即是，到現今馬止所提出過的具誰的戟

事受害損失額，僅就筆者所知，大概可以整理得出成以下的敷字 。

０宜接財産損失（蟹電設備、輸電線路設備、供電線路設備等）

　　　　　　　　　　　　　　　　　　　　　　　　９５，０４８，∞０美元

　電業螢業損失（全國各地電氣事業在作載期問因減少藪電度藪而遭受之損失）

　　　　　　　　　　　　　　　　　　　　　　　　９１ ，仰１ ，Ｏ∞美元

　　　　　　　　　　　　　　　　　　　　　　　　　　　　　　　注
１３，

◎宜接損失　　　　　　　　　　　　　　　　　　　　１７１ ，５７１ ，２９３美元

　間接損失　　　　　　　　　　　　　　　　　　１２４，３４４，０６６美元

　　　　　　　　　　　　　　　　　　　　　　　　　　　　　　　注
１４）

　　０及◎都是取１９３７年７月到１９４５年８月期問馬止的数値，以１９３７年的時値換算。但是 「宜接

損失」的項目相差幣近二倍，在此部分也是載事損害的整鵠像暖昧不明之虜 。

　　就此状況與上述闘於 「屠殺人敷」研究中，不僅是中、日雨國，英、美、徳諸國也根擦一手

史料投人研究的情況相比　可以作馬根好的封照 。

三、 破壊是志様進行的？

　　抗日載事爆讃之前夕，中國電氣事業藪展的地域構造極馬不均衡。由１９３６年的蛍電容量設傭

（讃電能力）之分布來看，上海市、江蘇省、断江省合計３６８，４６８ｋＷ，約佑全國的５８％（其中，上

海公共租界及法國租界就有２１１ ，８２０ｋＷ）。 此夕卜，藪電電力量的続計而吉，上述地囲的生産量馬１ ，１８

６， ８９１千ｋＷｈ（其中 ，租界馬８９５，０３２ｋＷｈ） ，根擦記載達全國的６９％
。１５）

不用説即知，電氣事業馬國家

的基礎事業，其動向枚闘國民経濟的蛍展，影響無以可計。此與前面所提到的各種工業之敷値呈

現同様的傾向，當然之結果 。

　　但是在以往的研究，以地域不均衡以及平均一個人的讃電電力量過少等理由，研究内容多半

是以彊調中國電氣事業的低成長馬主張
。１６）

在衡量地厘経濟的展開與電力的闘係時，關於上海 、

江蘇、長江下漉地囲，套用 「量的蟹展」的印象，有必要再予以考慮。也就是説，如果是僅限定

這些地睡來看，決不是低度的讃展水準，　 「電氣化」所導致的工業化、産業化過程，不但是現代

工業部門，連樽統工業，以及一部分地囲的農業也被捲人，達到如波浪般逐漸湧至的階段 。

　　筆者感到有所不足的是，表１只有顯示至抗日載事爆讃之前全國蟹電電力量的愛遷。雄然不

是限定長江下漉地囲的資料藪値，但是由前面所提到的比率不難推測此地囲擁有的相當程度。所

以在抗載前タ該地風，不能軍以 「量的蛍展」來看，如果也像下面所列翠的一様確認 「質的藪

展」 ，突破進人新的階段是可以予想
。１７，

　　（１）以上海（上海電力公司、法商電気自來水公司、聞北水電公司、華商電気公司、浦東電力公司〉、

武進（戚塾堰電廠） 、南京（首都電廠）馬橿鍵，到近郡諸懸的輸電網逐漸形成。被包括在此電力

輸送囲域内的地方，電気事業的 「初讃性地域濁イ占」髄制崩潰消失，漸漸地明確成馬 「優勢規

模」
。

　　　　　　　　　　　　　　　　　　　　（８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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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在這種動向的背景下，小資本、小出力的蟹電所，以買電契約或者是合井的形式，陸鰯

成馬大資木、大出力的讃電所的一系列，或者是被牧人傘下。措負蟹電和輸電等於 「批蟹」部門

的資本，與措負配電等於 「零告」部門的資本進行分化，由電力憤格的平穏便宜等也可以確認

「批讃」部門形成濁佑。而且前者支配後者的構造也在即蒋確１的途中 。

　　（３）特別是，武進的戚壁堰電廠，至１９３７年前半是由建設委員會以國家資本型態所経螢。男

タトー方面，在附近比較大出力的民問資本蟹電所，馬了不譲其等所吸牧，從１９３５年前後開始果断

實施接張設傭。這是，資本之問競事激烈化的前哨 。

　　（４）再來是在１９３７年，戚堅堰、首都雨蛍電所，経由中國建設銀公司的子公司 「揚子電氣公

司」 ，再度被 「民螢化」。 其背後是，銀行資本漸漸開始注意電氣事業的牧益性，以及馬了蟹展

電氣事業，包舎タト資在内的民問資金導人之政策性大轄愛等因秦存在 。

　　表Ｈ，是抗戟前江蘇省闘於讃電容量之成長，分成蘇南、蘇北所整理而成 。

　　由此可以看出，在蘇南是顯著地成長。於是、上海到江蘇省長江以南漸漸在進行構造轄換的

地圖，在 「八一三」 到「通往南京之路」的過程中，無可奈何地被杜會改観愛化甚拒。以下，主

要就破壊的状況略以説明 。

　　（Ａ）根擦中國方面史料之分析 ：

　　８月１３日 ，由於上海汲遣軍的臭淋登陸作載，華巾展開了陸地載。８月１５口 ，載門的趨勢尚

未明朗化下，載火已維波及南京。如同近衛文麿之 「暴支腐懲」聲明的援護射撃一様，日本海軍

航空隊封南京展開杢襲。在没有宣載布告下攻撃敵國的首都，杢襲可以説是中支那派遣軍南京攻

略的前哨載，以上海、蘇州、昆山、句容、揚州、南通、准陰、無錫、常州、徐州、常熟、嘉定

、太倉、青浦、松江馬首、至１０月中旬馬止，日軍封華中、華南等６０鹸都市施予空襲
。１８）

這些攻

撃擦８月１７日的第二聯合航室隊参謀所吉：「轟炸並不一定是要宜撃目標，主要是要使敵人感到

恐怖馬著眼
」。１９）

可以看得出在造種主旨下進行的作職，多半是含有無差別攻撃的成分。於是 ，

在１１月５日第１０軍的杭州潜登陸作載以後，鰹沿太湖的南北線，口軍朝 「通往南京之路」進軍 。

　　在此過程中，電氣事業蒙受的損害，可以以下類四種原因來姐合分析。首先，主要就巾國方

面的櫨案予以介紹
。２０，

　　第一 攻撃造成各種設備直接損害的事例

　　首先是上海的讃電所開始的危機。郡接戟地的聞北水電公司的情形是，８月１３口的 「下午七

時許，載時激烈，館電線路蛍生短絡雨次，以至三萬三千伏蹟電線路負荷全朕」， 其後 「鍋燦間

中弾甚多，控制室受損亦銅，氣輪問及凝氣問損害較軽。又配電方面，済陽橋愛歴所適在載火受

損極重，閻北囲内架杢線及地績被穀尤多」　（聞北水電公司函、９月６日）。 浦東電氣公司方而 ，

８月底馬止浦東北部的輸電線被破壊至無法修理之状態，高橋鎮、高行鎮、陸行鎮、洋淫鎮，甚

至川沙懸、南匿縣的電力供慮被迫停止（浦東電氣公司呈、８月３１日）。 南市的華商電氣公司方面

，由於８月１３日鰹由中山路的高歴輸電線與聞北水電相互融通的電力中断，軍宰自杜的蛍電幾績

作業，但是８月２０日設備藪生異常，只能依宰法商電氣公司的供給纏績供膳 「水廠及其官用戸之

用電」　（華商電氣公司函、９月７日）。 但是１１月９日 ，日軍進軍龍華的情形下。工人無法留於廠

内， 於下午３時從電廠撤退，南市的供電完全停止
。２１〕

　　此種状況從江南各地亦有撮告。関行的振市電氣公司，由於８月２５日 、２６日的雨次杢襲輸電

　　　　　　　　　　　　　　　　　　　（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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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被破壊，至１０月１４日止被迫停電（振市電氣廠函，１１月３日）。 昆山縣的泰記電気公司則是 ，

「因昆山城厘被敵機轟炸致該公司高低歴線路多受損壊，雄経修理，惟随修随壊，且有一部線路

移作軍用電話線之用，致不可維持，已於八月二十五日起停電，在九月底僅在火車姑一帯放光旋

，又被敵機轟炸穀損線路，後未放光」　（江蘇省昆山懸政府公函，１１月３日）。 太倉縣的情形也是 ，

劉河友華公司位在載厘因而停業，耀婁電気公司 「因線路全部炸穀　　亦己停止」　（太倉懸政府

公函，１Ｏ月Ｚ７日）。 耀婁的情形在９月４日時，建設委員會電業指導委員會來的被害照會信，因

馬「受取人不在」而退回
，２２〕

可以推測在早先的時期即已停業。此タト松江電気公司，在１１月２日

的轟炸，３萬６千伏高歴配電姑全部，６００開維挨的愛歴器二具之タト，材料間 、鰹理室等多敷設

備遭破壊，　 「公司所損失除線路方面無法佑計タト，内部方面巳不下五六萬元」之惨状（松江電氣

公司呈，１１月１５日到部）。

　　在這裏臆値得注意的是，在所謂的 「陸地載」展開之前，由於杢襲導致的宜接，間接損害畿

生之事實。就此可以看得出，前述的 「載略轟炸」波及杜會、鰹濟的深刻影響 。

　　第二、伴随載門而來杜會混乱之事例

　　在此範園包括的有，例如從因燈火管制夜間照明的電力消費減少所導致的螢業損失，到蟹電

所工人之避難，附近的工廠、家庭被破壊乃至需求者激減原因造成的損害馬止的廣乏範園 。

　　浦東電氣公司封川沙懸停止電力供給之後 ，　 「用戸紛紛要求折除電表，退遺保讃金」， 辮事

虜蔦之大混蓄Ｌ（浦束電氣公司函，９月３日牧文）。 從蘇州電氣公司來的消費減少報告説：「毎晩

最高時問馬一干六七百啓羅，一聞警報降低僅二〇〇啓羅」　（蘇州電氣公司函，９月３日牧文）。

青浦電氣公司方面，　 「各用戸拒付電費」的風潮漫延（奉賢照政府公函，１１月１日）。 珠浦電氣公

司的情形也是陳述，因 「燈火管制」以及１０月１４日與３０日的朱家鎮室襲導致的供給減少（珠浦電

燈廠函，１１月１日）。

　　部分地囲，中國民衆之中，蛍生警如乗轟Ｌ拒付電費之類的事件，特別是蘇州電氣公司，「長

途郷囲線路，被人愉振甚多」等風聲流俸
，２３，

雄然没有能指出馬何人所馬，但足以令人瞭解企業

所虜的苦境。其壱，因馬工人避難而無法作業的地方也有，杜會不安所顯示的 「後果」， 無法忽

視。

　　第三、受到載時的約束，由於煤炭、柴油等燃料短鉄造成作業困難之事例

　　免於載火波及的地方亦蟹生此事。在崇明懸，由於至１０月下旬 「尚構安静」， 崇明電氣公司

，東明電氣公司 「総績供電未曽間断」， 但是 「惟柴油基鉄乏」面臨作業困難（崇明懸政府公函 、

１１月１日）。 男一方面，載門開始的地方，或者是不久將可能被波及的地方，情況相當深刻。前

面所引用的各電廠的報告中，到虜可見此問題被提及，要求尋抜解決 。

　　翠出常熟電気公司馬例，如下述内容報告了在燃料短鉄下進行之状況。即是，在８月３１日 、

９月１１日時，都穀辛地進行蟹電業務，但是從９月２１日開始，因蔦周邊交通中断，使得柴油人手

困難。由於各米廠都存有５０～６０噸的池，計劃從這些地方購買。　　到了１１月１日減少到最後 ，

只剰８５噸存量（常熟電氣公司函，８月３１日～１１月１日）。一連串的報告中，記録了毎日讃電度藪 ・

最高負荷、共耗柴油量的動向，但是８月２１日到１０月３１日止，大幅度的減少未被確認，男人感受

到其持績螢業之執意。原本在１１月１７日常熟清階當日 ，呈上 「線路炸毅停電退出
，２４）

載時下的努

力也化作泡影 。

　　第四、所吉各種損害類型更加深刻且馬構造的事例

　　　　　　　　　　　　　　　　　　　　（８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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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要談的是，由於地域的 「中心褒電所」停電或稼動率降低，依宰其送電的零告電力公司

階人経螢危機之例。如前所述，電廠之 「統合」維由 「輸電網」， 從１９３５年開始急速讃展，形成

了複敷的以大電廠馬中心的電廠網路。於是，小出力電廠主要馬了成本原因而停止，轄而零害大

出力電廠所供給的電力，幾績螢業。１９３６年之時形成的 「電氣網 」， 可以確認有以下的縣市
。２５）

○以上海市馬中心，延仲至松江、青浦、嘉定、南匿、奉賢、川沙、賓山之路線 。

◎以蘇州電廠（異照）馬中心，延伸至呉江、昆山之路線 。

＠以戚堅堰電廠（武進）馬中心，延仲至無錫、宜興、丹陽之路線 。

＠以首都電廠馬中心，延伸至江浦、句容、江寧之路線 。

　　前面也提到的各藪電所，僅管自身未受到損害，侃然多是階於作業危機。此タト，也看到幾

個例子是，電廠馬了預防萬一 修補停機未用的蕾蟹電機。有通俗的説法是稲 ：「中國有無数的

心臓，但是日本並未注意到此事，而相信只要攻撃一個心臓就能載勝」。 然而，從江南的電氣事

業來看，其早巳具有少数的 「心臓」地位和意義，愛成極馬重要之事。這慶説，其代表了中國正

在進行 「現代化」與 「規格化」。 也可以認馬造種 「現代性」， 成馬開載當初中國方面無法予期

的伽鎖 。

　　反正，以往的由於陸地載所造成 「破壊」的認知，在這裏不能不作修正。即軍以 「宜接破

壊」 馬例，空襲的先行攻撃與陸地載的追撃，雨階段的打撃襲撃了江南地冨。再者，根接近年來

的「地方史」研究，抗戟之混覆Ｌ状況，開始使得恨多的小出力、乃至専門於零曾的小電廠停業 。

在與地方密切的情形下，経由 「電気」封地域経済的産業化作出大貢献的小資本個，被迫中止其

重要地位 。

　　以上，専以中國方面的史料馬基礎，就 「破壊」之状況概略観察，但是事實上，關於這方面

的史料，日本方面的史料更馬豊富。因馬馬了戟後的占領経螢起見，滞洲電業與華中水電等機開

，提出了詳細的報告。封於此貼，在本節的最後，就 「百接破壊」部分作一試論 。

　　（Ｂ）根擦日本方面史料之分析１

　　在 「通往南京之路」上，首先遭遇激烈攻撃的上海，受到最嚴重打撃的是聞北水電公司。此

電廠約７０％的輸電線遭破壊，３４，５００ｋＷ的讃電機或各愛電設備也幾乎虜於無法使用之状態
。２６）

封

此上海南市内的華商電氣公司、浦東電氣公司之設備，主要不是受到炮弾的破壊，而是因火災被

焼毅的。同時愛電所、配電線及屋内的設備也多遭到損害。闘於前者的用電戸設備有８成，後者

有４成受到波及。但渦輪、馬達等一部分的設備，有充分的時問蒋其択除並鍛到後方。而翔華電

氣公司、真苑電氣公司的情形，則是前者各種設備及用電戸設備幾乎遭損害。後者７’成的配電設

備， 及６成的用電戸設備遭受損害
。２７〕

　　再者値得注意的一貼是，這些讃竃所都在絡要實行抗戟之前，大規模地接張其設備。亦即 ，

計劃在聞北増設４，ＯＯＯｋＷ，在浦東因黄浦江河底地電績藪生故障之故，増設２豪５，ＯＯＯｋＷ的藪電機

。特別是華商，在１９３８年春大載事即將到來之際，興建了３０，ＯＯＯｋＷ蟹電機
。２８）

　　接著，將重黒占轄到江南方面。擦戚壁堰電廠報告タト観上的被害情況並不嚴重，但因被炮弾炸

穀或火災導致愛歴器、給水設備均不能使用，廠内的動力用電績也被焼股。重人的損害集中在輸

　　　　　　　　　　　　　　　　　　　（８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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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線方面，戚窒堰一横林問及丹陽一陵口間的本線的大部分，陵ロー昌城間、昌城一奔牛間、奔

牛一常州問、横林一洛杜問、洛杜一石頭湾間的本線及接地線均被切断
。２９，

而首都電廠方面，建

筑物、配電盤、蒸氣管、５，０００ｋＷ蛍竃機及冷却水譜浦遭破損，其他４０％的市内配電線，句容方

面、 龍潭方面的高堅輸電線的大部分亦遭切断
。３０）

其他如蘇州、常州等地，可看到輸電線或事務

所遭到的破損
，　 「各地或多或少皆受到載火之波及

」。３１）

　　戚塾堰、首都的雨電廠，從１９３６年至３７年也計劃或著手按張新的設備。戚壁堰電廠馬膳付需

求之増加，在太湖畔準備建設１５，ＯＯＯ～２０，ＯＯＯｋＷ的新嚢電所。而首都電廠在３７年９月之階段，已

著手建設１０，ＯＯＯｋＷ的藪電機，並準備建設２０，ＯＯＯｋＷ的讃電機
。３２）

　　從以上大概的情形看來，可以指出下列幾黒占。即日軍所造成的破壊，不只限於各種設備的損

害， 也破壊了包舎増大出力在内的 「新蟹展的可能性」。 例如，首都電廠下闘分廠方面的情形 ，

雄到南京階落的１２月１３日馬止価継績維持運作，但就如中島今朝吾第十六師團長日記中被確認過

的，　「在軍隊人城掃蕩之際，技師、職工皆遭到虜賢」， 蟹生有闘人資源的迫害
。３３）

　　鰹而吉之，軍事侵略所造成的影響是非常地大。即受到 「皇軍」嗅嚥的囲域與未受到嗅嚥囲

域之間存在的差腸，是　個不事的事實。例如臭江縣的情形，在盛澤鎮 「當地的絹織産業，因此

次的事件或受到一些影響，所以電力傲用量比職前減少。可是虜屋幾乎没受到破壊，加上到其他

地方避難的居民人数不多之故，需要用戸量與職前没多大差別」。 針載封此状況，平望鎮則呈現

「敵我的攻防載甚馬激烈，大運河沿岸的房屋均遭全部焼毅，載前的戸藪約有１ ，ＯＯＯ戸 ，現在不

到５００戸之情形」。

”）

這正是日本軍被中國民衆構馬 「虫皇軍」杜會鰹濟史之縁故 。

四、 復興的意圖與實態

　　前節討論了破壊後以復興馬目的設立的特殊公司一華中水電公司。在本節介紹其設立的鰹緯

及活動情形，以了解其 「復興」的實際状況 。

　　在軍事上，或馬安定民生確保占領地順利統治上，電力事業的復興實馬其急務。這項作業 ，

最出是由上海派遣軍司令部轄下的特務部捲當。在１９３７年末，得到滞鐵和興中公司職員個的協助

，進行基礎調査。進而在翌年４月 ，籍委任経螢譲於十河信二纏裁以下企圖封華資本輸出的興中

公司。興中公司以再委託於由日本本土２０多家電力公司組成的中支電業組合的方式，急速進行重
建。３５）

　　在膳急措施告一段落的１９３８年６月３０日 ，中國方面的藪電廠以從其固定資産中現物出資方式

，與日本方面以現金出資方式，共同組成華中水電株式會杜。其後，該杜被井人中支那振興株式

會杜之　子公司
。北）

同年８月９日 ，維新政府實業部長王子恵與中支那派遣軍特務部長原田熊吉

簸訂華中水電公司設立要項，擦此，在其螢業囲域内不認可新設事業，以保障其囲域性的螢業濁

イ占橦利
。３７〕

此タト，在其現物出資方面至１９４０年馬止，聞北、華商、浦東、翔華、真苑各電廠，才口

除載事的被害額度，其資産鰹額５杜合計算定馬９００萬日元
。捌

　　随日本占領地從黒占摘大到線，配貴於 「華中水電」下的城市，亦因之増加。至１９３９年馬止
，

除上海之タト，南京、無錫、鎮江、常州、蘇州、松江、杭州、安慶、蕪湖、九江、盧州 、武漢

等蛍電廠，實質上亦被納人其傘下
。３９〕

在此過程中有如杭州電廠爲使日本利用，而自行破壊機器

設備之例。但亦可讃現有如鎮江大照電廠、揚州振揚電廠、蘇州電廠般，其鰹螢者與職員封日協

　　　　　　　　　　　　　　　　　　　（８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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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之例
。仙）

　　在此想提出於 「復興」下幾個値得検討的問題，以告一段落 。

　　第一 在「華中水電」設立及之後接牧各地的嚢電廠時 ，　 「水電事業佑憤委員曾」封那些内

容進行佑憤呪？其憤格是否公正？其與日中雨當事國之 「陛戦法規及慣例條約」第四十六條

「禁止没牧私有財産」密切相關。膳有嚴密考察包括庫存燃料等項之佑憤及其執行状況之必要 。

　　第二，在 「華中水電」的指導下，是否果真進行了復興事項？在毎半年墾行的螢業報告書

中， 錐時時提出具鶴藪擦，讃表復興状況，但是在《第八届螢業報告書》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４２年３

月）之後，則不復再有。而受載火破壊的戚塾堰至無錫問輸電線的復奮，則延至１９３８年１２月 ，共

費一年以上的歳月 。在此之前，華中水電公司依華申新三廠等紡織廠的自行讃電而供給電力
。州

而受大東亜戟事之影響，材料的人手日益困難
，４２）

煤炭等燃料蔦主的物資不足，随著載局的悪化

更加嚴重。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因上海電力公司胃於軍事管制下，隔年下半期貞揮上海華商電廠、浦東電

廠之設備進行合理化，但己無濟於事。随著海上運輸的悪化，日本與毫湾煤炭的配給亦誰生不順

，因而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不得不實施全囲域的電力管制
。４３〕

　　表ｍ是１９４７年９月載後幾個蟹電廠出力輿戟前出力之比較。此一初歩的比較，當可顯示出長

達八年 「華中水電」支配的結果 。

　　第三，「率中水電」是否真幾承了載前中國電力事業的 「技術鵠系」？從載前中國擁有的５００

０ｋＷ以上藪電機製造國的比率來看，英製イ占３７ ．５％ ，徳製佑３１ ．４％ ，美製佑１５ ．７％ ，日製イ占４．４％

。州
是以，蛍生了如 「南京下闘電廠馬美式，但日本則多馬徳式，技師椚似乎不太能習慣此一問

題」
。４５）

同様之例，在小出力讃電廠的情形，不僅製造公司不同，電堅、周波数、位棉等皆不柵

同。 而且，在１９３６年時，光江蘇省内３２個藪電廠中亦有使用中國製的渦輪，藪電機等之状況
。４６）

封於巳習慣一定程度 「標準化」的日木技術人員，要適膳在末端上亦包括中國電力事業的 「復合

技術麗系 」， 磨是需要相當的時問口巴！綜合上述，不吉可愉 「復興」膳有一定的極限。並非平時

而是在載時，並非和平轄移而是暴力彊奪，在此情況下，欲縫承 「民族建設」成果的 「華中水

電」 ，其設立時命運早己被決定了 。

五、 結尾■結論和建議■

　　本稿，針封抗日戟事初期由日本引藪的 「破壌」及之後持績的 「復興」丁作的側面作了一番

叙述，並進行了初歩的考察。而有關其論黒占，也己在各節當中有所記載，故在此馬避免重復，不

再詳述。最後，筆者提出三黒占情況，作馬拙稿的結論 。

　　 １， 從破壊與 「復興」的観貼來分析抗日載畢時期的維濟史時，可以根明顯地藪現日本力量

不足之一貼。亦即例如章同様與日本在中國進行覇構之事的美國來比較時，將更能明確地籏現此

黒占。有關這一方面，從本稿已経探討過的開於電力産業歴史的展開中，知道重馳在於能否提供豊

富的原料。亦即從八一三事愛到太平洋載事爆蟹馬止的將近四年之問，在四周不是被日本便是被

悦偲勢力所包園之中，美國資本傾全力放在運作上海電力公司上面。随著載事的爆螢，山現了日

本炭、満州炭及中國炭鉄少之現象，只能宰以タト幣購買從美國、印度及非洲進口的原料。結果 ，

造成１９３９年生産量達到８，６５７萬ｋＷｈ之記録 ，凌駕１９３６年的８，１２５萬ｋＷｈ，更新最高記録。柵閃此在

戟時，上海公共租界被穏馬 「孤島的繁榮」一事，從能源方面來看，膳可説是美國資本文擦了官

　　　　　　　　　　　　　　　　　　　　（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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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榮 。

　　而男一方面，日本封中國的 「先進性」及 「現代性」給予過低的評憤，故立志以自己的力量

來求嚢展、螢運。而實際上因 「現代性」這一貼，給中國方面帯來破壊的打撃恨大，也使日本黒占

及線的一時之支配成馬可能。但其並不帯有使這些 「復興」及蟹展的経済力量。此黒占可説是抗日

載事経済史上的一個纏結 。

　　２ ，本稿中鰹濟史研究方面不可欠鉄的定量分析，遺嫌不足。有闘此貼，筆者幣利用南京中

國第二歴史櫨案館中，牧藏的超過１ ，２００巻的楮案來介紹。牧集在中國経済史研究當中被構馬

「杢白 」地帯的抗載期史料是當務之急，故筆者已於今年春天（１９９７年３月）赴此館，進行上述

資料之牧集。但在那兄將會面臨到閲覧資料及影印資料上嚴格的限制
。４８）

不軍只是從 「大虐殺 」

等方面，從杜會鰹済史的観貼來分析抗日載事史有其重要意義。筆者期待封此範曉有興趣的各國

研究者，特別是針封中華人民共和國公開資料之問題，能積極地提出問題 。

　　３ ，根久以來即有 「人的生命之重遠勝於地球」一説。今年在毫湾因一位少女被残殺事件 ，

而造成蔓湾大規模民衆的抗議行動，結果，行政院長也因而被迫下蔓。近年來，在日本也頻繁地

蟹生年軽人引起的凶悪犯罪。結果造成不軍是隻親或教師，大範園的杜會全鵠都被尊重 「人命」

這一問題所困擾著，並日夜不停地在摸索解決之道 。

　　歴史家也是時代之子。生存在這様的時代，而且必須創造未來的我個，封於損失 「比地球還

重」 的生命，暫時將敷一個人一個人的痛苦作業，放在一邊不也是　件好事鳴？男タト，如在本稿

中大略提出的方向性観貼，籍可促使我個冷静地來佑計 「物質」損失問題。而此間題的基礎史料

，分別地被保存在中國、毫湾及日本。同時，若由一個人或一國的研究者來進行此一作業的話 ，

絡會有堆積如山的資料須要分析 。

　　生存在 「人橦」和 「民主」時代裏的我個，封於進行如此軍調的作業膳不會喚起民族的 「憎

悪」 或「悲傷」， 而且也不會受到 「民族主義」之束鱒。同時亦蒋是各國在相互合作闘係的前提

下， 首次根擦國際共同之基礎來完成的冷静而透徹的工作。筆者深信以在那所獲得的成果作馬一

個新的出蟹貼，賂來封解析 「南京大屠殺」甚至於 「抗日戟事」杜會鰹済史的實態，蒋可以更高

度且實讃的研究方式來展開 。

（注澤）

１）例如，長年的 「教科書裁判」馬人所知的前東京教育大學教授家永三郎，曽是日本古代史、思想

　史實護研究的專家、不能列人是馬克思主義者。家永在載後，封自己在載時中身馬學者却成馬無吉

　地 「載事協力」一事感到反省，以此馬契機，樽而從事日本近代史研究及載事史研究。詳細地情形

　、 家永三郎《載事責任》　（岩波書店，１８８５年）等可馬参考。但是，載後之代表作《太平洋載事》

　（岩波書店，１９６８年）的叙述中，並非有特別理由使用 「唯物史観」的方法論 。

２）　封於此貼，特別是回頼載後日本與墓湾歴史學者的交流之時，由於受到極馬不幸的 「歪曲現象」

　持績一事，導致無法計算的損失。即是，在政治上持有 「保守」且 「反共」之共通憤値観的日本側

　「右翼」學者，面臨 「載事間題」時，封於後述 「虚構」論、　 「白髪三千丈」論、　 「時数」論、最

　近的 「自虐史観」批判論，乃情緒性或著是毫無批判地費同 。

３）　在＜《南京虐殺》史料に改ざん／今年５月出版の《松井大賂の陣中日記》／９００カ所原文とズ

　レ》　（《朝日新聞〉 ，東京本杜版１９８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中，封熱烈地主張 「虚構論」的田中正明，掲

　　　　　　　　　　　　　　　　　　（８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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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讃其婁改、裡造原始史料，之後田中便喪失在論壇上的藪吉力。再者，由原陸軍士官的組織團鶴所編

　、 僧行杜編，《南京載史》　（僧行杜，１９８９年）的當事者個正式的在版物中承認 「虐殺」， 瓦解了

　　「虚構」論一説 。

４）　所謂 「白髪三千丈」論，一般被視馬 「少敷虐殺」之説。其代表人物馬秦郁彦，他肯定虐殺的史

　實、但在有閲 「人藪問題」方面，作了以下的評断 ：「 中國有 「白髪三千丈』之傳続説法。即使是没

　有悪意，但有時亦不得己的誇大藪字」　（秦郁彦《南京事件》 ，中公新書，１９８６年，頁２０５）。 筆者

　認馬這些人基本上，一盲是認馬中華人民共和國蟹表的各種続計藪値極馬草率，誇大之先人馬主観

　念。簡軍地可以説是他個籍反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意識型態反映在歴史認識之結果 。

５）　談到 「時数」論的情形時，實際上在想法的心底存有封 「没有時数概念的非現代國家」‘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一種批判。一些人主張日本不要始終被過去歴史所束縛，而封毫無法治観念的中率人民

　共和國要説 「不
」， 此説在日本泡沫鰹済全盛時，得到從事封中務實的人的共鳴。詳細可参考長谷

　川慶太郎，　《さよならアジア》　（文蓼春秋，１９８６年）。 但是這個理論，封既已高度法制民主化 ，

　井且達到畢術濁立，今日的中華民國而吉，是完全不能適用的 。

６）　 「自虐史観」批判論的提侶者藤岡信勝，　《自由主義史観とは何か》　（Ｐ　Ｈ　Ｐ文庫，１９９７年）的書

　中，第３部 「《南京事件》の真實とは」部分展開了廣浸的議論，但其封研究史整理或史料操作等

　断章取意等等，恐伯是毫無學術批判之憤値。但是在現在日本的小學、中學的教師封這種歴史認識

　産生共鳴者馬敷不少。道恐伯是現在的教師，在教學之タト被太多的雑務纏身，以致於無暇來看 「難

　以閲讃」的撃術書籍之状況有闘 。

７）僧行杜編前掲書提示敷値 。

８）秦郁彦前掲書提示敷値 。

９）　藤原彰《南京の日本軍一南京大虐殺とその背景〉　（大月書店，１９９７年）等書之敷値 。

１０）何膳欽《日軍侵華八年抗載史》　（黎明文化事業公司，１９８２年）；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稿》 ，下

　粉（香港中文大學出版杜，１９８６年，第３版）等是日１０鎗萬人。男一方面，呉相湘《第二次中日載

　事史》 ，上冊（綜合月刊祉，１９７３年） ，以及昌士朋等《中國現代史》 ，下肘（國立杢中大學，１９

　９２年，第２版）則日３０萬人以上。此タト，想要特別提出的是，在毫湾可能是最有水準的研究成果 ，

　馬李恩酒的一系列抗日載畢史研究 。

１１）由劉大鉤著、大塚令三監吉睾《支那工業綜観》上，　（生活杜 ，１９４２年） ，頁３００～３９４算出 。此タト
，

　此書原著馬《中國工業調査報告》上服、中冊、下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資源委員會，１９３７年）。

１２）　在日本有閲新的研究動向、可以参考野澤豊綿，《日本の中華民國史研究》　（汲古書院，１９９５年）

　内所牧録的笹川裕史、弁納オー 金丸裕一等各論文 。

１３）　此馬タト交部公示敷値，　《中日タト交史料叢綿（七）日本投降與我國封日態度及封俄交渉》　（中國國

　民黛中央委員曾黛史委員曾，１９６６年編印） ，頁Ｚ９１～３０１ 。再者，美元是以１９３７年憤格換算 。

１４）此馬経済部樒案中的敷値、干形＜抗載時期中國工業損失状況部分統計〉（《歴史捲案》 ，１９９０

　年第２期） ，頁７９。這是按１９３７年時慣計算。男タト，同史料中也牧録 「敵人擢穀各電氣公司及電廠

　一覧表」， 但是何年的慣格不明 。

１５）　根擦《中國電氣事業統計》第７號（建設委員會，１９３７年）的第４表、第５表、第１１表算出。擁

　然此敷値與注１７部分所得之敷値相較，有若干不附和之慮，在此侃暫以原始史料所呈現者使用 。

１６）　此種傾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研究可彊烈感受的到。例如，李代耕《中國電力工業蟹展史料：解

（８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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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前的七十年》　（水利電力出版杜，１９８３年）参照
。

１７）　關於此問題、〈抗日載事前中國電力産業的基本動向Ｉ江蘇省における考察：１９２５年～１９３７年＞

　　（假題）；〈再編期における上海電力産業一１９２５年～１９４２年〉（慢題）等論文在準備中 。

１８）　防衛島防衛研修所載史室縞《載史叢書　中國方面海軍作載（１）》　（朝雲出版杜，１９７４年）頁

　３３５～３５３，及頁仙Ｚ～４２３．

１９）　同上書，頁他５ ．

２０）　主要是根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楮案館所藏建設委員會樒案２３‘２５，２０‘（１）〈調査載厘

　郡近各懸電業状況〉（民國２６年）。

２１）　《上海華商電氣股扮有限公司第二十届督業報告書》　（民國３５年？ ，上海市圖書館所藏）。

２２）　中研院近史所建委會楮案２３・２５－１１，４９■（２）＜太倉耀婁電氣公司呈＞ ，　（９月４日）。

２３）　中研院近史所櫨案館鰹済部楮案１８－２５－１１，１一（２）＜京渥一帯電廠近訊〉 ，　（民國２７年１１

　月２８日）。

Ｚ４）　中研院近史所建委會楮案Ｚ３ｉＺ５■１１，１Ｚ一（１）く常熟電氣公司呈＞ ，　（１１月７日）。

２５）参照注１７拙稿 。

Ｚ６）　満洲電業株式會杜調査課編《中南支各省電氣事業概要》　（滴洲電氣協會，１９３９年）
，．

頁４３。此

　タト、　《上海 二於ケル電氣事業調査報告》　（滞鐵上海事務所，１９３８年）的第３章也可参照 。

２７）　電氣新報社編《北、中支電氣事業便覧》　（同杜，１９３９年） ，頁５イ～５８頁、以及〈江蘇、断江、安

　徽三省的水道及電氣事業概況＞（興亜院政務部《調査月報》 ，第２巻第３號，１９４１年） ，頁１４３～

　１４４．

２８）　満洲電業株式會杜調査課繍前掲書、頁９２ ，１１０ ，１２５
．

Ｚ９）満洲電業株式倉社調査課縞前掲書、頁２０１～２０Ｚ
．

３０）満洲電業株式倉杜謂査課編前掲書、頁１６９～１７０
．

３１）　滞洲電業株式會社調査課編前掲書、頁４３～４４、及ぴ前掲＜江蘇、断江、安徴三省の水道並電氣

　事業概況＞，頁１仰。

３２）　満洲電業株式會杜調査課編前掲書、頁１５９ ，１９０
．

３３）　＜南京攻略載《中島第十六師團長日記》〉（《増刊歴史と人物》１９８４年１２月號，中央公論杜）

　， 頁２７１．此虐殺、在近年公開的 「南京的辛徳勒」約翰 ’拉貝日記裏有所記載，４３名職工因馬是在

　政府企業中工作的理由，在河岸遭機銃掃射慮刑。　（平野卿子講《南京的真實》 ，講談杜，１９９７年
，

　頁１３６）。 然而儘管雄有不至遭 「虐殺」的，但因受載火被害的技師、工人之例是不勝枚畢 。

３４）　＜出張報告提出 ノ件〉（１９仙年３月６日起案、決済、送付：華中水電文書課から東京電燈 ’遜信

　省 ’電力聯盟あて）。 中國第二歴史楮案館藏楮案，二○二五／１２８．

３５）　岡田酉次《中日載事裏方記》　（東洋鰹濟新報杜，１９７４年）頁７３～７９
。

３６）横松宗《新支那の建設工作》　（目里書店，１９仰年）頁Ｚ８９～２９０
．

３７）　石源華主縞《中華民國タト交史辞典》　（上海古籍出版杜，１９９６年）頁２７４
．

３８）　電力新報社縞前掲書、頁５２～５４
．

３９）　電力新報杜編前掲書、頁５８～６１。

他）　同前掲注２３．

４１）　《無錫工業状況實態報告書》　（南満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査部，１９他年）第８章、及《無錫電力調

　　　　　　　　　　　　　　　　　　　（８６４）



從破壊到復興？（金丸） ２３７

４２）

４３）

仰）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査報告》　（沸鐵上海事務所調査室，１９４１年）参照 。

　《第九届螢業報告書》　（華中水電、１９４２年４月～１９４２年９月）。

　《第拾式届螢業報告書》　（華中水電、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仰年３月）。

　満洲電業株式會杜調査課編前掲書，頁２４～２７
。

　前掲＜南京攻略載《中島第十六師團長日記》＞ ，頁２７１。

　資源委員會 「江蘇省各電廠概況簡表：民國２５年度」　（中國第二歴史樒案館藏，五二／５０７） ，及

《上海民族機器工業》上冊（中華書局，１９７９年）頁４１０～４１１；＜支那に於ける電氣事業の概要〉

（興亜院政務部，　《調査月報》 ，第１巻第２號）参照 。

　＜上海電力公司の研完＞（《東亜》第１３巻第８號，１９他年）参照 。

　拙稿，＜中國第二歴史樒案館所藏の日本語史料をめぐっ て■「華中水電株式會祉」文書を中心

に＞（《近きに在りて》 ，第３１號，１９９７年）参照
。

〈附吉己＞

１。 本文獲得１９９７年度 「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毫交流中心歴史研究者交流事業」研究助成金，及１９９７年

　度 「立命館大學學術助成（國際共同研究）」 研究助成金之費助而完成的一部分成果。同時在構想本

　研究之階段時，曽獲得１９９６年 「日本文部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奨馳研究Ａ）」 之支援。特在此銘吉己

　道謝 。

２． 在開始著手篤本稿之後，曽閲讃過笠原十九司《南京事件》　（岩波書店，１９９７年１１月）一書。此書

　主要根擦日本方面櫨案中的第９師團、第１１４師團及第６師團各部隊的 「載門詳報」、 「陣中日記」所

　記載，依累積 「犠牲者人敷」的方法來推算。實際吉登明被残殺的人敷最少有８萬人，並推測若連同附

　近郊鼠在内，共有 「庸近２０萬人或２０萬人以上的軍民犠牲」。 封累積這様的實講研究，可能是解 「人

　敷」這一具有紛畢性問題的唯一手段口巴，

３． １９９７年１Ｚ月１４日 ，於毫北的國立政治大學文撃院召開 「紀念南京大屠殺六十周年撃術研討會」。 本

　文乃該會議中所提論文，筆者近期予以修改，以便納人當時封本文的評論及意見 。

（８６５〕



２３８ 立命館経済学（第４６巻 ・第６号）

表１　抗載前タ關於中國的電力生産

蟹電容量（ｋＷ） 生産量　（千ｋＷｈ

１９３５年　１月 ５２４ ，７５３ １４０ ，９５２

２月 ５２４ ，７５３ １１３ ，４７１

３月 ５２４ ，７５３ １３３ ，５３４

４月 ５２４ ，７５３ １３０ ，３３９

５月 ５２５ ，５９２ １２８ ，４９４

６月 ５２５ ，７９２ １１６ ，２５８

７月 ５３３ ，４２２ １１６ ，２５９

８月 ５２５ ，６９２ １１８ ，４９５

９月 ５３５ ，２４４ １２０ ，７８９

１０月 ５３４ ，１６０ １３３ ，４８２

１１月 ５３９ ，７８３ １３３ ，５７８

１２月 ５４８ ，９７０ １４５ ，２２４

１９３６年　１月 ５６１ ，２８８ １３６ ，１２４

２月 ５６１ ，７４３ １３６ ，６３４

３月 ５６１ ，２２３ １４５ ，２３１

４月 ５６１ ，７２３ １３５ ，９４６

５月 ５６２ ，６８３ １２８ ，９０３

６月 ５６２ ，８５２ １２６ ，２０６

７月 ５５９ ，９０２ １２９ ，３８８

８月 ５７４ ，７７０ １３２ ，４１５

９月 ５７５ ，５７５ １３７ ，６５８

１０月 ５８６ ，０９５ １５１ ，９３６

１１月 ５８６ ，６７０ １５３ ，５０９

１２月 ５９６ ，９８６ １７１ ，１１５

１９３７年　１月 ６０７ ，６３１ １７６ ，５１１

２月 ６０７ ，０３１ １４７ ，８８８

３月 ６０８ ，１８１ １７５ ，３９７

４月 ６０９ ，５９５ １６６ ，８０５

５月 ６３０ ，６３５ １７０ ，５８７

６月 ６３３ ，１３５ １６２ ，７５５

（資料來源）

《中國電力》第１巻第１號～第１巻第７號（１９３７年）

《中國電氣事業統計》第７號，　（１９３７年）第１９表

（８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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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ＩＩ　江蘇省讃電容量之愛遷 （軍位：ｋＷ）

蘇南

蘇北

合計

１９２４

１６．５８３

２． ６５７

１９，２仰

１９２９

２１ ．９１０

４． ４５４

２６ ，３６４

１９３２

３３ ．１４５

５． ３２２

３８，４６７

１９３５

５５ ．２９９

１２ ．２７２

６７ ，５７１

１９３７

７７ ．４７１

１３ ．９２２

９１ ，３９３

（資料來源）拙稿〈江北における電力産業の成長〉

　　　　　　　　　　　　　　　　　　　（《帝京史學》９號 ， １９９４年）

表ｍ　蟹竃容量之比較（１９３７年、１９４７年）

　　　　　　　　　　　　　　　（軍位１ｋＷ）

１９３７ １９４７

上海電力公司 １８３ ，５００ １７３ ，５００

法商竃気公司 ３０ ，３２０ １９ ，ＯＯＯ

聞北電気公司 ３４ ，５００ ９， ＯＯＯ

浦東電氣公司 ６００ ２， ５００

首都電廠 ３０ ，ＯＯＯ ３０ ，ＯＯＯ

鎮江蕾大照 ６， ５７０ ２， ４５０

蘇州電氣公司 １２ ，５５０ １１ ，８００

戚壁堰電廠 １９ ，６００ １９ ，６００

振揚電気公司 ３， ５００ ３， ５００

武進電氣公司 ３， ７００ ３， ５００

天生港電廠 ５， ７００ ５， ３００

常熟竃氣公司 １， １００ ６４０

（資料來源）

１９３７年是由注１７的稿本所得 。

１９４７年是來自〈十年來之電力事業〉

　　　　　　　　　　　　　　（《十年來之中閾鰹濟》上粉 ， １９９０年復刻。）

（８６７）


	從破壊到復興？
	從經濟史來看「通往南京之路」
	一、前言本文之課題
	二、有關「南京大屠殺」研究的事議及混迷
	三、破壊是怎樣進行的？
	四、復興的意圖與實態
	五、結尾結論和建議
	（注澤）
	〈附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