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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刚才被介绍到的原静子。 

因为我母亲是遗华孤儿的缘故，今天我被邀请到这里。对此我深感

荣幸。 

其实我对用日语写东西和说话都很没有什么自信。更别说用日语

演讲什么的了······，最初我觉得这根本就是做不到的事。 

从半年前开始，我就为今天要讲些什么苦思冥想，想了很多，也写

了很多。 

得到了周围很多人的指教和帮助，开始一点点做准备。终于今天可

以站到这里了。 

不过，第一次站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我现在觉得真是很紧张。 

本来我是个很开朗的人、喜欢讲开心的事。因为说些笑话、放声大

笑，这样来讲话的话，自己和周围的人都会情绪高扬，大家的心情都会

变得很愉快。 

但是，今天的主题是，在战争中出生的遗华日本人。有了战争这两

个字，无论如何也难以开朗起来了吧。 

 我说的话比较长，话题也比较灰暗，请大家多多关照。 

  那对不起，原谅我的失礼，请允许我坐下来讲话。 

 

首先，请允许我先从我母亲小时候的事讲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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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到满洲的确切经过无从得知，只知道 1945 年战争结束时我

母亲在齐齐哈尔。她记不得自己的出生年月日和名字。所以不知道我母

亲真实的年龄。那时，我母亲大概有 4 岁左右的样子吧。 

在苏联军进攻后的逃亡中，我母亲记不得为什么自己的父母不见

了，听说意识到的时候就只剩下她自己一个人了。我母亲穿着破破烂烂

的衣服，拖着瘦弱的身体为乞讨吃的东西四处走来走去。 

累极了，我母亲就躺到了一家中国人的院子外面的台阶上。那时，

路过那儿的一位少女给了我妈妈一个馒头。我妈妈一边大口大口地吃

着，一边四下看着。因为再也没有别人给吃的，所以我妈妈就硬着头皮

跟在那个要回家的少女的身后。 

那个少女看到我母亲膝盖和胳膊肘都受了伤，裹着到处是破洞的

日本式的浴衣，觉得很可怜，就把我母亲带到了自己的家。 

可是，那个少女的父母一看到我母亲，就非常生气地说:“你怎么

把个日本人的孩子领回家了？”，那时连家也没让我母亲进去。可是，

看到我母亲没吃的没住的，还被中国的孩子们欺负，少女的家人就把我

母亲带回家抚养了。 

他们就是我母亲的养父母。在养父母家里，有把我母亲领回家的 18

岁的女儿和一个 16 岁的儿子，听说一家人都很善待我母亲。在当时还

是很稀罕的事，他们还让我母亲上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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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大女儿很快就结了婚，离开了家。后来养母也病故了。我母

亲 6 岁的时候，那家的儿子也结了婚。他们的孩子一出生，我母亲的处

境好像就突然变了。 

那个儿子的媳妇对自己的孩子们都非常好，可是好像对不是自己

孩子的我母亲就不能一视同仁地善待。 

因为有过这段经历，即使至今，我母亲好像在还认为“自己不应该

吃好吃的东西。” 

长大后，我母亲当了国营企业的会计。然后，1969 年和我父亲结

了婚，随后搬到了我父亲的老家黑龙江的牡丹江市。1971 年，我在那

里出生了。 

在牡丹江市，我父亲有 9 个兄弟姐妹，亲戚之间经常相互走动，总

是很热闹。 

小孩子的时候，每年春节前后，为了回去看望我母亲的养父母和哥

哥的一家，母亲都会带上我换乘好几次火车，花上 19 个小时去齐齐哈

尔。我母亲的养父，对我来说是非常和善的姥爷，另外齐齐哈尔的亲戚

们对我们也特别好，每次都很热情地欢迎我们回来。桌子上摆满了好吃

的饭菜，大家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到了傍晚，很多的亲戚聚集一堂，

聊天、打麻将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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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中学的时候，我父母两个人每天工作都很忙，父母回家晚的时候，

我就往炉子里放上煤炭生火，做些自己喜欢的简单的饭菜，等父母回来。 

我父亲是一家做衣服的工厂的厂长，在公司总是坐在最前面的座

位上，大声给员工们发布指示。早上，也有公司的司机到家来接我父亲

的时候。有时，公司的人来我们家，和我父亲商谈工作上的事。我想我

父亲一定是很受周围人的信赖的吧。 

1986 年，我高中 2 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母亲突然说自己是日本

人，所以要回日本找自己的父母。那时，我第一次知道我母亲原来是个

遗华孤儿。 

我母亲去了两次日本，结果没有找到自己的父母。一年后，被日本

政府告知即使找不到自己的父母，也可以回到日本，我母亲很是苦恼。 

我母亲和当时一起寻找亲人的遗华孤儿的朋友们商量，还打听日

本的情况。日本到底是自己的祖国，想回国的心情越来越强烈了。 

养父和哥哥都表示反对，到了最后没办法也都点头了。 

我父亲因为语言等的问题有些不安，但是因为日本是发达国家，在

各方面好像都很先进，所以也没有特别地表示反对。 

来日本之前我是高三的学生。有很多朋友，还经常到朋友家去，或

是和朋友们一起出去，几乎都不在家。当时，迪斯科舞很流行，我在学

校的教室里跳、在朋友的家里也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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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大家说是手还算巧的人，自己做流行的衣服，也给朋友们做。

还违反校规，烫过发、穿高跟鞋去上过学。当时，有点儿像不良少女吧

（笑）。 

有一天，听说一家人要去日本，最初非常吃惊，也不想去。不过，

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日本是个先进国家，在我的印象里有高楼大厦、高

级车、夜晚霓虹灯映照的街巷，就像梦一般的世界。这样想来，心情也

变得欢欣雀跃起来。 

1987 年，我 17 岁、高中三年级的时候，和父母、妹妹一起一家四

口人来到了日本。 

  这时候，我父母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 

  刚来日本时，我们先在福冈县的归国者中心学了 4 个月的日语。之

后，由于保证人的关系，我们在福冈县北九州市定住了下来。 

刚到北九州市的第一天，担任生活指导员的工作人员特意到车站

来接我们。我们坐上了指导员开的车，打开车窗，令人心旷神怡的海风

拂面而来。汽车沿着海边的道路向前行驶。 

在蔚蓝的晴空下，美丽的大海泛着缓缓的波浪，向着宽阔的海峡流

去。关门海峡上方那座巨大的桥梁展现在我们眼前，几艘船只在慢慢飘

动。就像画里画着的景色一样夺目壮观，令人感动。 

接着，穿过关门海峡下边的道路之后，车子就渐渐驶入了一条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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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旧路，然后又开始上了一个大坡。后来，车子在一所很旧的市营住宅

前停了下来。水泥的外墙经过常年的风吹日晒，有很多被黑色泥水洗刷

过的痕迹。大概建了有 4、5 十年了吧。上了灰暗的水泥台阶，指导员

打开了 3 楼的房间，我们就看到房间的里面放着旧的锅、碗、旧的被褥

和用刺绣绣着别人姓名的衣服等。指导员微笑着用只言片语的中文说

到：“这些都是别人给的，如果不介意的话，请用吧。”这就是我们一家

4 口人来日本定住的第一天。当时，我还是太年轻吧，想得也很天真。

来日本之前想象的就算不是高楼大厦，也会是稍微旧一点儿的独家小

院吧，没想到会是这么旧的房子，心情变得沉重起来。 

指导员是位很和蔼的爷爷，有六十多岁，虽然语言不太通，我们在

纸上写一写、打打手势，总算是能沟通意思。指导员很快就为我的上学

的事担心起来，他说：“17 岁，高中三年级啊······，不会日语，

工作是不可能的了，上高中也困难吧” 

之后，又被说了好多事，指导员还在纸上写了一些东西。就在我和

我父母都不怎么懂日语的情况下，不管怎么样还是一起先去见了附近

的中学的校长。在中学的校长办公室里，校长和指导员谈了很长时间的

话。我和父母几乎什么也听不懂，看着校长和指导员的脸，我们只能不

住地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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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之后，不知为什么我竟然到小学去上学了。和背着书包的小学生

一起上学，虽然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被语言完全不同的小学生说笑，

用手指指戳戳，感到很紧张以及深深的不安。那时第一次感到语言不通

是一件这么痛苦难堪的事。和周围的小学生比，很明显我比他们都高一

头，为此我感到真是很丢人。 

大概上了两周左右的小学之后，我再也不想去上小学了，就又和指

导员商量，坚决表示拒绝去上小学。这样，指导员就又和中学的校长商

量，结果是我上了中学一年级。 

上中学的第一天。学校把全校学生集中在体育馆来欢迎我。那天早

上，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了中学的校服。换校服时，我觉得实在是不

可思议：12 月的大冬天，下着大雪居然要穿裙子。在中国，冬天冷的

时候都到零下 30 度，穿裙子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想，穿着裙子一定会很冷，所以在制服裙子的里面套上了深红色

的厚的紧身裤，上衣的里面穿上高领的毛衣就去上学了。我一进体育馆，

大家都用不可思议的表情向我这边看。同学们用手指着我的腿脚处说

着什么，还有几个人一起笑了起来。“是什么做的不对、不好吗？”我

一边想着，紧张得连路都不会走了。这就是我中学生活的开始。 

日本的学校和中国不同，有美术室、音乐室， 教室总是变。我一

直记得，有一天的休息时间我从厕所回到教室时，发现教室里一个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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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没有一个同学的教室，就我一个人，我该怎么办？当时我真是感

到非常困惑。老师们很为我担心，就为我安排了能一起行动的同学。这

个做法是好还是怎样不好评价，因为一直和语言完全不同的人在一起，

有时甚至会感到很痛苦。有一次，我跟着那个同学走的时候，她用两手

在胸前做了一个×字，我被说到“ついてこないで（别跟过来）”。我

不明白“いてこないで”的意思，就查了厚厚的词典。可是因为日语动

词的词尾有变化，所以怎么查也查不到。但是，即使不明白话的意思，

“いてこないで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这样的事是家常便

饭。 

中学 2 年级的暑假有游泳大会。我在中国是住在内陆地区，出生以

来一次也没游过泳。但是日本人都会游泳。同学们站在游泳池的跳台上，

姿势优美地跳入水中，轻快地在水中游着。 

 游泳大会要全体学生都参加，我也参加了游泳接力。4 个人一组，

我是第 3 棒。虽然很害怕，我还是小心翼翼地下了水。看到周围的人一

个又一个地游过去，觉得非常不安。轮到我了，几乎不会游泳的我，稍

微游一点儿就马上抓住旁边的安全绳，艰难地吸着气向前游一点儿，然

后再抓住绳子，就这样重复这个过程。全校的学生都坐在游泳池的两侧，

喊着“原同学，加油！原同学，加油！”为我鼓劲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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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停下来。只能是往前游一点儿，抓一下绳子，再游，再抓绳子。

终于到了对面的终点，可是连爬上游泳池的力气也没有了。老师们硬是

把我拉上游泳池的岸上。一上了岸，就一口气把含在嘴里的水都吐了出

来。不知道脸上的水是被游泳池打湿的还是泪水，总之是胸口很疼很

闷……。一想到全校的学生都在看着自己这副惨不忍睹的样子，连自己

都讨厌自己的不得了。 

总之是不习惯的事很多。这样的学校生活过了几个月之后，同学们

也不来找我说话了。我也变得没话了，或者说是连说话的心气也没有了。

有一天，感到心脏突然剧烈地跳动、胸口苦闷、全身也抖个不停，被救

护车送到了医院。我得的是恐慌症。 

后来，动不动就出现相同的症状，总是要叫救护车。 

  那之后，进到浴室冲过淋浴后，头发大把大把地掉下来。早上起来，

枕头上也落下大把大把的头发。头上到处都是像乒乓球一般大小的光

秃秃没有头发的的地方，我这是得了斑秃症。 

到了后来，已经没法隐瞒了，干脆就把头发剪短，带上了假发。但

是，也许是假发太便宜的缘故吧，谁见了都能看出那是假发。特别是上

体育课的时间，要跑、跳的时候，因为生怕假发掉下来，就用手按着熬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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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苦的不光是我一个人。我父亲也一样，在公司里被年轻人当傻瓜

看，据说还有人专门到社长那里说我父亲的坏话，比如说教了几遍也没

记住，都说过了竟然不去做。遇到的都是不习惯的事，很是辛苦。 

另外，我父亲和指导员一起到好多地方去参加过就职面试，好不容

易被录用了，可是 3、4 个月就辞职，然后再去找，就这么来回折腾。 

接下来的一天又一天，从学校一回来，就能看到我父亲也不打开房

间的电灯，只是坐在能看见大海的窗户边漫不经心地抽着烟。黑暗的房

间里，点着火的烟头的光亮就像萤火虫一样，亮一下消失，又亮一下又

消失。 

到了后来，我父亲干脆辞去了在公司的工作，当起了卡车司机。他

说，开长途运行的大卡车的司机的收入好，后来也经常会开车去很远的

地方夜里才回来的时候。有时也会在和我母亲说话时吐露出开车时会

有睡意袭来、很怕夜里开车、可是无论如何也必须按着规定的时间到达

目的地这样的话。 

 那时，在父母要洗的衣服中，红色的裤衩和红色的袜子明显地多了

起来。问了我母亲才知道好像是听中国的亲戚讲，红色的裤衩和红色的

袜子能驱邪除魔，穿在身上比较好才这样做的。 

大概是中学三年级的时候的事吧。我们一家人坐着我父亲开着的

车去买东西。突然后边的车超了我父亲的车，驶到了我们的前面。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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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眼珠子就像是要从眼睛里蹦出来一样，瞪

大了眼睛不顾一切地踩着油门，以特别快的速度要超越前面那辆车。我

和我母亲拼命地叫着:“别这样，停下，危险，太危险了！”可是，我父

亲根本听不进去，只是拼命地追赶前面那辆车。超越那辆车之后，狠狠

地踩住刹车器，车子发出刺耳的“吱…兹…”的声音，急速地减下速度

来。只差一点而就撞上了。我的心脏急剧地跳动，声音都叫哑了，那时

真是感到了一种恐怖。 

 那之后，我父亲这样的事又反复了好几次，我母亲向父亲建议说：

“开车的工作别做了吧”的时候，我父亲带着叹气声说到:“不做这个

工作，我还能干什么呢？” 

 还有一次是我上高中时的一个星期天。住在楼下的一位奶奶突然

来到我家说:“你家的脚步声和开关门声太大了，请注意点儿。”那时，

不知为什么，我父亲突然暴怒起来，另外又怪异地蹬大眼睛，冲进厨房

拿出菜刀，举向站在门口的那个奶奶。父亲异常亢奋、大声声嘶力竭地

叫到：“我杀了你，杀了你。”那时，我终于意识到我父亲的异常状态了。 

好像是那以后的几年之后，有一天我父亲说身体有些倦怠。我们一

看，他的白眼珠和皮肤都泛了黄色，就急急忙忙赶到医院。检查的结果

一出来，当天就住了院。那之后住院出院反复了好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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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恶化之后的某一天，住院中的父亲提出无论如何也想回家。医

院的医生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能感冒。回家后的第二天，一个冬

日的早上，不知为什么我父亲穿着单薄的衣服站在阳台上，我说“爸爸，

外边太冷了，会感冒的”，我父亲只是说：“我知道。”可就是不进到屋

子里。第二天回到医院时，发起烧来，病情更加恶化了。 

那时，总有一种感觉就是我父亲或许是在有意使病情加快恶化。

2008 年，我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去世时 62 岁。去世的前一天，我父

亲留下了唯一的一句话：“把我的骨灰埋到中国。”  

遗华孤儿中的很多人不仅有日语问题，生活习惯也不适应。归国者

第一代本人、配偶以及孩子们有患有心理问题的人，还有得抑郁症的人，

这样的人我周围也有很多。现在想来，那时要是错走一步的话，今天，

我就不会以这种姿态出现在大家的面前了。 

回到前面的话题上吧。高中二年级时，我的斑秃症很严重。到好多

医院都看过，但是完全看不到治好的兆头。那时，中国的亲戚建议说：

“中国有好医生。”所以夏天时就全家一起回中国了。 

  那时，我遇到了我现在的丈夫。我丈夫与我至今为止遇到的人完全

不同，实在是个很爱笑的人。无意中说的每一句话都令人忍俊不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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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有关现在的社会、历史、健康等方面的知识也很丰富，还总

是很开心地给讲这些。在一起，我会得到很多激励，觉得到现在为止的

灰暗的人生突然变得光明起来了。  

第二年，我和我丈夫结了婚。那时的我 21 岁，高中三年级，还没

毕业。虽然是结婚了，可我还是穿着校服去上学。我丈夫在中国的医科

大学毕业后，来到了日本。因为不会日语，在工厂工作，每月有 12、3

万日元的收入。 

  因为没有住的地方，我们就拜托市役所看看能不能给想办法，最后

我们借到了一所很旧的 2 层楼的市营住宅的房子。 

  因为工资很低，想买的东西也买不起，可我丈夫说，即使这样也想

把家弄得漂亮一点儿。我们决定给颜色最显破旧台阶刷刷漆，就一起去

了居家乐，刚好那里只有粉红色的油漆在减价出售。 

“那，就买那个吧。” 我丈夫笑着立刻做出了决定。 

“楼梯？粉红色的？这能行吗？”我疑惑地问。 

“显眼又明亮，不好吗？”我丈夫一副满心想买的样子。 

就这样，我们把楼梯漆成了粉红色。我丈夫常常为楼梯的粉红颜色

发笑。 

“粉红色，又明亮，好吧！”我丈夫向周围的人和朋友们这样夸耀。

后来，我们才知道市营住宅是是不能随便漆成粉红色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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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司，我丈夫也会被公司的先辈斥责，但是他总是一副开心的样

子过日子，就像是没事儿似的。我想我丈夫一定是天生的乐天派吧。 

  虽然并不富裕，但是不知不觉中每天都有了欢声笑语。我的头发在

中国治疗后也慢慢地长了出来，恐慌症也不知不觉地治好了。 

 一看到我丈夫，不知为什么竟会觉得到现在为止的自己很傻。回头

想想看，也没什么大事，或许是太在乎各种各样的事了，结果自己就变

成了一个压力的承载体。的确是经历了太多艰难的事，但是现在即使想

要想起过去的那些事，那些在当时应该是很辛苦的事，可是很多细节的

地方都几乎想不起来了。为什么曾经那么苦恼呢，现在觉得很不可思议。 

2002 年，因为要去广州工作，我们就带着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女儿

一起去了中国。女儿出生在日本，因为在家里几乎不用中文，所以几乎

不会说中文。 

尽管如此，我连和女儿商量也没商量，就给一家住宿小学付了半年

的学费，让女儿到那里上学去了。休息日女儿一回到家就说：“不管是

在学校还是在宿舍，话一点儿也听不懂，我不愿意在那儿。”休假结束，

学校来车接学生时，女儿大声哭着说：“我不想回去！”女儿就是不上

车，那哭声几乎整条街都能听到。 

现在想来，真是对女儿对了一件很伤孩子心的事。半年后，我们给

女儿转学了。由于之前的住校生活，女儿的中文进步多了。那之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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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出生，家里变成了 4 口人。我儿子学话学得很快，但是一旦不用，

忘得也一样快。 

女儿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这回是日语又不会了，读和写完全都不会

了。为此，我们把她放进了当地的日本人学校。之后，2010 年女儿中

学二年级的时候，为了考日本的高中，我们让她一个人回到了我母亲移

住的前桥市，和我母亲住在一起。 

之后，2012 年，我母亲突然生病连站都站不住了，我和我丈夫商

量，就辞去了中国的工作，也一起返回了日本。我在中国住了大约十年，

日语也都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我女儿上大学四年级，儿子也上中学二年级了。儿子小学二

年级的时候从中国回到日本。就象我经历过的那样，回到日本后，因为

语言的问题以及不适应异文化而受到欺负的事也有，也有被别人从身

后指着说“是中国人”的事。 

我想，我女儿在中国和日本两边的生活中都会有过很多艰辛的事

吧。女儿长大后，在有宿舍的学校里交到很多朋友，当她说每天和同学

们一起生活很开心时，我真是很高兴。 

作为母亲，对于出生在像我们这样家庭的孩子，对于他们的境遇我

真是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不过也只能是守望他们，在心里祈祷他们能成

长成更坚强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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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作为没有父母的孩子，曾经一直隐瞒自己是日本人。在动

乱的中国，总是不得不看着周围人的脸色畏畏缩缩地活着。 

我想，如果我母亲不是遗华孤儿的话，她一定会有更多笑容，会更

自信地活着吧。 

有关遗华日本人的问题，在此希望大家了解的是，由于战争的原因，

有像我母亲一样不得不在那样的境遇中活着的人，并且这场战争影响

到的不只是第一代本人，还会影响到配偶者、第二代，甚至这种影响还

会延续到第三代。因此，我想向下一代人、下一代的下一代人诉说:绝

对不能再发生战争。 

 

谢谢大家的倾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