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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韩论之图 "#杨洲

周延所绘$ 左上岩仓与有

栖川宫之间应是明治天

皇$ 神奈川县立博物馆藏

力! 而他的死则意味着吞并之

路的最大障碍被扫除了"

伊藤死后!一进会#此刻由

李容九领导$ 加快了践行合邦

主张的步伐 % !"#" 年 !$ 月 %

日!日本媒体报道说!一进会于

前日发表了&合邦声明书'% 一

进会向统监府和总理大臣李完

用提交了建言书! 要求他们将

建言书转交给日本天皇和韩国

皇帝%同上#第 !"# 页&%此举并非

仅仅是跟风的机会主义( 李容

九确信韩国已陷入垂死状态 !

命若悬丝! 保全韩国的唯一希

望在于与日本合并! 日韩合邦

将造福韩日民众% 他向韩国皇

帝的上疏似乎反映了他的真实

想法(

一进会长李容九等代表百

万会员二千万臣民! 诚惶诚恐

顿首顿首谨百拜! 上言大皇帝

陛下""今我大韩国! 拟之如

病人!命脉已绝久矣#臣等呼号

之! 徒为抱死尸而恸哭""幸

我与日本源自同族! 枳橘之迥

异未生!今相阋未甚!廊然撤其

疆域!划除两邻之藩篱!两民自

由于一政教下嬉游! 均享同居

同治之福利!谁敢辩此为兄$此

为弟%即日本天皇陛下之至仁!

必给同等之民! 化育我二千万

同胞""吾蝉脱保护劣等国民

之名实!列于新大合众$世界一

等民族之上!则可谓云华始开!

景星凤凰相见之时也# $日文原

文最初登载于 %&'& 年 %! 月 ( 日

的!东京朝日新闻"#转引自阅杵渊

信雄 #!日韓交渉史'明治(新聞

)*+併合(軌跡"#第 )"* 页, 根

据传说#优昙华%婆罗花&三千年才

开一次花#景星%一颗福星&和凤凰

都预示着未来的好运$ +

!$ 月 & 日! 李容九递交了

自己和)一百万民众*署名的建

言书!引起了民众的强烈抗议+

他们痛斥一进会成员为卖国贼

,'()(* +,,-!./( 0123,- 245

)/( 678*5!99:$;"<$&#$% 韩国

政府对此置若罔闻! 统监曾祢

荒助告诉日本记者! 对于日韩

合并! 他仍没有任何明确的话

语%他强调!一进会发表声明一

事! 日本政府绝对没有牵涉其

中% 日本政府认为合邦是一件

非常严肃的事情! 只有等到恰

当时机! 并在做好适当准备后

才可以行动% 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一进会并没有耐心等待!也

没有做好充分准备 %杵渊信雄#

!日韓交渉史-明治(新聞)*+

併合(軌跡"#第 )"" 页&%

李容九声称的韩日民众基

本上属于同一人种- 有着相同

传统的主张! 在接下来的几年

中屡屡被日本人重提! 来证明

征服韩国是正当行为%如需了解

当时日本人如何论证日本人和韩

国人有着 .共同文化 /和 .共同祖

先/# 请参阅 ,-.-/ 0112 的绝妙分

析# 见 34- 567812 79: .4- ;<=/:#

>>?@%AB@)C&" 两国的正式国界

线被取消后! 一些日本人甚至

称韩国人为.半岛人/% 这是一

个让韩国人觉得极具冒犯性的

叫法! 因为它否认了韩国的存

在! 认为其只是一块土地的投

射而已% 也许李容九所表达的

无非是韩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中

华文明的传承者! 即从小接受

儒家四书教育的韩国绅士和接

受了同样教育的日本绅士可以

毫不费力地 .笔谈 /!而且两国

宫廷遵从的复杂礼节基本上都

是以中国的礼节作为蓝本% 然

而!令人惊讶的是!前东学党仇

外主义的倡导者竟会安之若素

地盘算着让外国人来统治韩

国! 而这个外国人不仅说着不

同的语言! 还拥有一个与韩国

不同的彻底西化的政府%

对于占领一个和自己一样

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 日本似

乎没有丝毫怀疑这一行为的正

当性%现在!韩国的军事力量弱

小! 在东亚国家的现代化竞赛

中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对于

韩国抗拒日本送来的现代文明

的大礼!日本政府感到很不解!

只能将此视为无知% 日本领导

人中最不同情韩国的山县有朋

称(.朝鲜未有如我国足以吸收

新文明之素养及力量! 其国民

上下姑息!苟且偷安00/$大山

梓#!山県有朋意見書"#第 )(@ 页,

相比之下#伊藤对韩国接受现代文

明的可能性表现得更加乐观, 他认

为# 韩国人之所以落后于日本人#

并非因为他们天生懒惰#而是因为

上层阶级腐败和抗拒变化 %,-.-/

0112#34- 567812 7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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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 吞并韩国是统监府

的目标! 但其官员决定在日韩

合并之前对.义兵/的抵抗进行

镇压%!"#" 年 " 月!日本开始在

韩国南部进行镇压反抗的军事

行动% 这场行动采用残酷的肃

清法!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这一

方法此后被全国各地的类似行

动采纳% 很多韩国人直至今日

仍抱有对日本的仇恨之情 !大

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

%森山茂徳#!日韓併合"#第 %"(页&%

!"!# 年 % 月! 寺内正毅接

替患病的曾祢担任统监! 同时

继续担任陆军大臣% = 月!就在

寺内乘船驶往韩国前不久 !总

理大臣桂太郎和外务大臣小村

寿太郎向天皇奏报了韩国的情

况%听了奏报后!天皇令寺内携

带一封私信和各种礼物送交给

韩国皇帝 %!明治天皇紀 "第十二

卷#第 @A' 页&% 让人惊讶的是 !

就在日本政府要夺去韩国皇帝

的帝位之前! 天皇还在遵循着

东方社会自古与其他君主礼尚

往来的做法% 也许他还不清楚

合邦将给韩国君主造成多么巨

大的影响%

甚至在抵达韩国之前 !寺

内便为就职采取了一系列行

动! 其中一项是将韩国的警察

活动全部纳入日本的指挥之

下% 在被问及为什么日本宪兵

数量大大增加时! 据说他是这

样回答的 (.比起普通警察 !使

用宪兵来管制未开化的民众更

容易些 % / %D==9279E F4=G#34-

H7II =J .4- K-/LG. MG9E:=L#>?"@?

崔文衡的资料出自福田东作 #!韓

国併合記念史"#第 N&" 页&

从担任统监起! 寺内便耐

心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以便

启动日韩合并机制% > 月!这一

刻似乎来临了% 寺内收到越来

越多的关于韩国各界人士同意

日韩合并的报告%但是!仍有一

个主要的关注事项有待澄清 !

即民众担心韩国皇室的待遇 !

以及内阁总理大臣和其他高官

政要的将来地位% 寺内向韩国

内阁成员悄悄传话! 解释说日

本天皇宽宏大量! 日本政府公

正 合 理 ! 他 们 不 会 让 韩 国

人122无论是皇室成员还是谦

卑的农民222陷入困境+ 内阁

成员即便全体辞职! 也不会对

日本政府的决定产生什么影

响+ 但是!他们的逃避行为!反

而会伤害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

国家%!明治天皇紀"第十二卷#第

@NN-@N* 页&+ 总理大臣李完用

被说动!决定面对危机!而不是

逃避+ 寺内猜测李完用的态度

已经改变!于是于 > 月 !? 日派

人去请李完用到统监官邸+

李完用一抵达统监府 !寺

内便递给他一份与合并条约有

关的备忘录+ 备忘录以我们熟

悉的概括性话语作为开篇 (日

韩两国国土相连!文化相似!自

古以来凶吉利害与共! 最终形

成不可分离的关系+正因如此!

日本敢于冒两次大战的风险 !

牺牲数万生命和数亿财富来保

护韩国+自那以后!日本政府虽

热心投入精力帮助韩国! 但由

于现行保护国的制度过于复

杂!无法永久-充分地保护韩国

皇室的安全与日韩全体人民的

福祉+因此!日本认为两国应联

合起来!合为一体+

备忘录继续说!毋庸讳言!

两国合并不应视为战争或敌视

的结果+相反!这份条约将是双

方带着友好的感情签订的+ 考

虑到目前形势! 韩国皇帝自愿

将统治权让与日本3 韩国皇帝

将退位让贤!日后将居闲职3为

保护韩国皇帝-太上皇-皇太子

和其他皇室成员的安宁! 以及

为确保所有阶层的韩国民众的

福祉! 日本认为有必要缔结合

并条约%同上#第 @N%-@N) 页&+

最终向韩国政府递交的合

并条约由八条规定组成! 主要

是向韩国皇帝和贵族做出了确

保他们在合并后得到善待的保

证 $同上 #第 @*%-@*) 页 0译文见

D==9279E F4=G#34- H7II =J .4-

K-/LG. MG9E:=L#>>?%C*B%C(,统监

寺内向李完用提交的版本只有五

条, 序言部分只有两条%韩国皇帝

愿意将其统治权让与日本0日本天

皇愿意接受合并韩国&#第八条%条

约颁布&被遗漏掉了 #但余下条款

大体相同++ 总的来说!日本兑现

了这一承诺+ 韩国皇室成员和

其他高层贵族获封日本的爵

位! 并获得足够的资金来按照

习以为常的方式继续生活$%&%'

年 %' 月向 "* 名韩国贵族授予了

日本的爵位 1* 名侯爵 #C 伯爵 #))

名子爵和 @N 名男爵 %!明治天皇

紀"第十二卷#第 @(( 页&, 同年 %)

月#前韩国皇帝被封为日本陆军大

将0 韩国皇太子被封为步兵中尉0

放荡不羁的哥哥李堈和其他贵族

被封为中将, 也许皇太子是这些军

官中唯一一个真正履行军事职责

的人, 至于其他人#均根据级别获

得了良好待遇并配置了武官 %第

NCN 页&++退位后!纯宗和太上皇

高宗继续住在汉城的德寿宫 +

!"$# 年!在日本接受优质教育

的韩国皇太子李垠与梨本宫亲

王的长女方子结婚+ 在他担任

日本军官的卓越的职业生涯

中! 李垠最终晋升到第一航空

军司令+

寺内给李完用看的备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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