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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有较早版条约的条款! 例

如" 备忘录提议说" 从今以后

称韩国皇帝为大公殿下 # 称

皇太子为公爵殿下 " 这些爵

位可以世袭 ! 备忘录承认 "

一些人可能会因为此举将降

低韩国皇帝和皇太子的目前

地位而提出反对 " 但是 " 这

些爵位并非韩国的爵位 " 而

是日本的 ! 此外 " 如果人们

从历史的角度回顾这一事件 "

将会发现从日本对韩国提供

保护和宣布韩国独立的时候

开始" 韩国的国王才当上了皇

帝! 那些说韩国皇帝的称号可

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的" 纯

粹是臆造$ 事实上" 认为韩国

皇帝的地位比十三四年前有所

降低未必正确! 无论如何" 日

本向韩国宫廷提供的经费丝毫

没有减少! 更重要的是" 由于

获得了日本皇室成员所享有的

特权 " 韩国皇帝将拥有永久 #

稳定的地位" 并且这一地位永

远不会改变 !#明治天皇紀 $ 第

十二卷% 第 "#$&"%& 页"!

备忘录承诺" 韩国贵族成

员将享有日本贵族的同等爵

位" 并且由于日本天皇宽宏大

量" 每年增加向他们提供的岁

费! 韩国的现任内阁成员将继

续留任"直到任期届满为止"之

后将获得足以使他们舒舒服服

地度过余生的养老金! 普通国

民将获得资助金"以便他们继续

维持生计!同上%第 "%&&"%"页"!

在听取了长篇累牍地讲述

日本承诺给所有人提供好处的

将来政策后" 李完用只向寺内

提出了两个请求! 第一个是合

并后保留韩国的国号" 第二个

是允许韩国皇帝保留国王的称

号!尽管李完用支持合并"但他

明显担心若废除国号和国王的

称号"韩国的身份将丧失殆尽!

寺内回答说" 保留国号和国王

的称号与合并韩国后的实际情

况相矛盾! 如果两国合并为一

国" 那么使用一个表明该国是

完全独立国家的称号是不恰当

的" 并且当日本天皇对合并的

国家进行统治时" 国王行使不

了任何职能! 李完用请求与他

的顾问农商工部大臣赵重应进

行商议"寺内同意了!

当晚 "赵重应 %能说一口

流利的日语 & 拜访了寺内 "并

对寺内说 "除非保留韩国的国

号和国王的称号 "否则他和李

完用拒绝签约 ! 很明显 "在他

们的印象中合并就是两国合

邦 "各自保留主权地位 "而不

是采用像奥匈帝国或瑞典!挪

威联盟那样的方式! 寺内对他

们这么不了解日本的用意感

到很惊讶 "但他最后同意使用

原来的国号'朝鲜(! 在回答有

关保留国王称号的请求时 "寺

内让步"同意称韩国皇帝为'李

王殿下(! '王(这一称号与'国

王(并不一样! 在日本"'王(指

的仅仅是亲王" 但这个让步似

乎满足了韩国人受损的自尊心

!片野次雄 %'李朝滅亡 (% 第 $!&

页"! 太上皇高宗称被为'太王

殿下 ("皇太子李垠被称为 '王

世子殿下(!赵重应同意了这些

变更"并告诉了李完用!李完用

对寺内说" 他确信能够在第二

天的会议上说服内阁接受寺内

的让步!

" 月 #" 日" 桂太郎向天皇

奏报了寺内与韩国内阁的谈

判! 寺内请求政府批准这两个

让步"承诺一旦得到批准"将在

几天内签订条约!)明治天皇紀(

第十二卷%第 "%' 页"! 天皇恩准

了寺内的请求" 桂太郎将此电

传给寺内" 寺内立刻通知了李

完用! 他建议李完用采取措施

以便正式签署条约!同一天"李

完用召集了内阁" 请求他们支

持合并! " 月 $$ 日"内阁召开

了韩国皇帝亲临的御前会议!

韩国皇帝#总理大臣#皇室

成员代表和其他高层官员参加

了这次会议! 皇帝宣布将把韩

国的统治权让与日本天皇 "在

全权委任状上亲自签了名并加

盖了御玺! 他将委任状递给李

完用" 随后李完用向皇帝呈递

了合并条约"供皇帝御览"并对

条文进行了解释! 皇帝很高兴

地批准了条约!

会议一结束" 李完用便来

到统监府" 将会议上发生的事

情告诉了寺内" 并向寺内出示

了全权委任状! 他请求寺内签

署条约 ! 在查看了委任状后 "

寺内断定这份委任状完整# 准

确! 他评论说" 对政治局势采

用如此内敛 # 友好的解决方

案" 对日本和韩国来说都是一

件幸事" 这是一个值得庆贺的

场合! 他和李完用在条约的日

本文本和韩文文本上签了名

!同上% 第 "() 页"!

" 月 $% 日" 日本公布了合

并条约的全文!天皇发布诏书)

朕念永远维持东洋之和

平!保障帝国安全为必要之事"

又常思韩国为祸乱之渊源# 前

朕之政府同韩国政府协定 "置

韩国于帝国保护之下" 杜绝祸

源"以期确保和平$

而来经时四年有余" 其间

朕之政府锐意改善韩国施政 "

虽见成绩" 然韩国之现制尚未

足以完全保持治安" 疑俱之念

每充溢国内"民难安堵$为维持

安宁%增进民众之福利"加革新

现制已瞭然不可避$

朕与韩国皇帝陛下共鉴

此事态 "念举韩国与日本帝国

合并以应时势要求之外 "别无

他法 "兹决定韩国与帝国永久

合并$

合并后" 韩国皇帝陛下及

其皇室各员受相当之优遇 "民

众直接立于朕之绥抚之下 "增

进其福祉& 产业及贸易于治平

之下"亦见显著发达$而东洋之

和平"依此愈见巩固基础"此为

朕所确信无疑之所也$

朕特置朝鲜总督 "以承朕

命 "统率陆海军 "总辖诸般政

务 " 百官有司详体朕意行事 "

施设之缓急得其宜 "以使百姓

永享治平之庆$ !同上%第 "("&

"(% 页"

和以天皇的名义颁布的其

他诏书一样" 我们不清楚诏书

的哪一部分 %如果有的话& 是

天皇的意思表示! 但是" 诏书

的内容与他对韩国的切身命运

所持有的观点相吻合! 置身事

外的我们看来" 那些决心将韩

国合并到日本的人都犯了一个

严重的错误! 鉴于与外国打交

道的经验" 那些认为合邦将带

来共同繁荣的韩国人理应预见

到" 外国总是把为自己谋利放

在了给韩国民众带来昌盛之

前$即便是傀儡领袖%如韩国皇

帝&能过着舒适的退位生活"但

韩国民众仍是被剥削的命运 !

在现代文明的各个方面都领先

于韩国人的日本人" 必将毫不

犹豫地利用这一优势地位!

那些真心相信日本公开宣

称的目标的日本人应当意识

到"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担任总

督统治韩国的军人将会对韩国

真正感兴趣! 他们只不过是将

韩国作为日本在亚洲大陆上进

行进一步扩张的跳板! 尽管很

容易就可以预料到合邦的最坏

之处" 但似乎没有人担忧那些

方面) 在韩国的日本人将在行

为举止中表现出主宰种族的傲

慢姿态" 而韩国人为了能在日

本的统治下求生存" 将学会如

何取悦日本人! 这对当时的韩

国来说" 是一种羞辱体验!

即便韩国政府已经预料到

了日本人的统治将会给韩国民

众造成怎样的影响" 但在现阶

段也无力抵抗! 合并条约强调

给国王和贵族相应的善待" 大

概反映了日本人的信念) 只要

满足了上层阶级" 即使无知的

民众出现不满也无关紧要!

不久后" 只是作为王的韩

国皇帝 " 就像他在 " 月 $% 日

颁布的诏书中明确表示的那

样" 已经无法成为韩国独立的

象征性存在! 诏书中说" 为实

现改革" 他竭尽所能却徒劳无

功 ! 由于十二年前饮用毒咖

啡" 积弱成痼" 已经疲惫到了

极限" 无望恢复元气! 他日夜

忧虑" 虽力图为国家所面临的

问题寻思善策" 但无法收拾时

局! 他认为托大任于他人为上

策" 于是决定将韩国的统治权

让与一直以来亲信依仰的邻国

的大日本皇帝陛下 %天皇 & "

借此对外巩固东洋之和平" 对

内保全八域之民生! 他敦促韩

国民众深察国势 # 顺应时宜 "

无须为国家状况担忧" 只需各

安其业" 服从日本帝国这一新

政权的文明统治 " 共享福泽 !

最后他说" 今日之举并非忘却

了韩国民众" 而是出于救活韩

国民众之恳愿!

这封诏书不太可能是纯宗

皇帝亲笔书写的" 但所传达的

强烈感情表明作者非常了解皇

帝的感受" 甚至一些话也许真

的是皇帝自己写的! 纯宗身体

虚弱 # 未老先衰 # 牙齿掉光 "

但他想让韩国民众知道他并非

是屈从于日本! 他耗尽了有限

的精力" 为韩国所面临的危机

寻找其他救国方法" 然而徒劳

无功*+ 月%李完用告知纯宗日本决

定与韩国合邦 %刚开始 %纯宗没有

任何反应* 他似乎无法对情况做出

正确判断%但是%当李完用说完%纯

宗张着掉光牙齿的嘴%脸上是苦涩

的表情!片野次雄%#李朝滅亡(%第

$+! 页",!

就在同一天" 也就是 " 月

$% 日 " 日本天皇颁布了一系

列的诏书" 宣称从此以后韩国

的国号为 '朝鲜 (" 在朝鲜设

置总督 " 对朝鲜实行大赦 "

向朝鲜皇室赐予大量赏金 !

其他诏书涉及对日本进口的

朝鲜货物征收关税" 以及与专

利# 设计# 著作权和通商有关

的事宜 !#明治天皇紀 ( 第十二

卷% 第 "('&"(+ 页"! 在经历了

统治者多年松散的统治后" 朝

鲜民众开始亲身感受到了日本

的效率!

明治天皇对桂太郎巧妙高

明地处理合并条约一事表示感

谢! % 月 # 日" 日本采用宗教

仪式的形式在皇宫举办了合并

韩国的庆典活动" 岩仓具定代

表天皇主持仪式 ! 就在同一

天" 天皇派遣九条道实前往伊

势神宫汇报合邦一事 ! 第三

天" 他派遣九条到神武天皇陵

汇报$ 第四天向孝明天皇陵汇

报了此事 !同上 % 第 "(!&"')

页 "! 从奉告消息的场所数量

来看" 合邦比清日战争和日俄

战争的胜利还要重要!

" 月 $% 日"*万朝报+刊载

了一首民间歌谣 " 歌词包括

'似有相似处"众人可见乎, 西

乡阁下 %&'()! *+,&者 "正与阎

王饮 (*杵渊信雄%#日韓交渉史&

明治+新聞,-.併合+軌跡 (%

第 $+! 页 * /-./00 是阎罗王 *

112. 3045!0是模仿鹿儿岛的用法%

162.0也是 162.20!殿下 "的缩写 %

相当于西班牙语的162.0!先生",!

大约三十年前" 西乡曾倡议征

服朝鲜"而如今无需打仗"朝鲜

便成为了日本的属地!因而"想

必此刻西乡正在和阎王爷举杯

畅饮!

日朝关系发生的改变 "没

有给天皇对李垠的喜爱之情造

成影响" 他时不时地向王世子

赠送一盒蛋糕或水果! 既然王

世子不再被称为 '皇太子("天

皇便决定称其为 '昌德若宫 (

!#明治天皇紀( 第十二卷% 第 %)&

页* 昌德宫是前纯宗皇帝在汉城居

住的宫殿"!

#- 月" 寺内递交了一份正

式奏折" 描述了自他担任统监

到合并韩国期间的各个事件 !

他对行政机关进行了重组" 并

简化了流程 ! 他大幅削减开

支" 推动区域化管理! 采取这

些措施使得 '朝鲜上下士民皆

浴皇化之德泽 " 感激优待宠

裕( !#明治天皇紀( 第十二卷%

第 %)) 页"!

在奏折中" 寺内没有提到

朝鲜年号的使用情况" 他禁止

使用这一年号$此后"所有官方

文件都按照明治的统治年份来

记 录 日 期 ! 朝 鲜 的 首 都 汉

城---这个自李氏家族建都时

起使用了五百多年的称呼---

被禁止使用"改称'京城(!片野

次雄%#李朝滅亡(%第 $!7 页"! 即

使是在合邦的早期阶段" 寺内

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摧毁朝鲜

人的国民意识!

一些朝鲜人" 尤其是上层

阶级人士" 很可能会对日本统

治下的政府效率更高和获得更

多的安全保障心怀感激 " 但

是" 绝大多数朝鲜人对听命于

外国人感到非常不满! 这些外

国人将他们视为下等国民" 试

图最终剥夺他们的语言和姓

名!在远东"日本所做的一切要

胜过英国#法国和美国)英国只

拥有香港和清朝的几个口岸 $

法国的步履还没有超出过中南

半岛$ 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饱

受动乱的困扰!当时"鲜有日本

人意识到了殖民主义是一种毒

药" 它所毒害的不仅是被殖民

者"也毒害了殖民者!

!作者 12.086 9::.: 为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 本

文摘自唐纳德2基恩著 ; 曾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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