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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 世纪末至太平洋战争前夕，24 万多日本人背井离乡，移居拉丁美洲，使得拉丁美洲成为当今

世界日本移民人数最多的地区。向海外移民是近代日本的国策。为了将众多移民快速、安全地输送到遥远

的拉丁美洲，日本政府积极鼓励发展航运业和造船业，不断升级改造移民船并精心组织移民输送。在高效、
快捷地输送移民的背后，显示出近代日本的国家管理水平和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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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拉丁美洲相距遥远，神户至桑托斯港的海上航程约 12 000 海里。从 19 世纪末至太平洋战

争前夕，大批日本移民通过日本政府、移民公司以及航运公司的遴选、组织和输送，移居拉丁美洲。
大阪商船会社与日本邮船会社是日本最重要的航运公司，在开辟拉美航线以及输送移民的历史进程中

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

明治时期，日本政府推行的经济现代化政策损害了农民利益，导致大批农民即便保留了土地所有

权，也要承受高额地税的重压，生活日益困窘。与此同时，人口出生率急剧上升，新兴的资本主义经

济无法消化、吸收“过剩人口”，农民和失业城市民众成为社会潜在的不稳定因素。为此，日本政府

出台政策鼓励民众向海外迁移，即所谓“海外雄飞”。
最初，日本人将夏威夷及美国本土作为主要移居地。但日本移民过多、过快地涌入美国本土，导

致美国移民政策的合法性危机，一些排外主义者大肆鼓噪 “黄祸论”“日本移民威胁论”，极力阻止

日本移民入境。1907 年 11 月至 1908 年 2 月，日美两国围绕移民问题进行谈判，并达成 “绅士协

定”。1924 年，美国又通过了“排日移民法”，彻底封锁了日本人移居美国的渠道。日本政府开始将

拉丁美洲尤其是巴西作为新的移民接纳地区。
根据相关资料，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在海外的移民人数约为 716 000 人 ( 不包括中国、朝鲜

以及南洋群岛等地的日裔人数) ，其中拉美日裔人数约为 244 000 人，占 34%。巴西、秘鲁、墨西哥、
阿根廷等是接纳日本移民数量较多的拉美国家。1920—1930 年代，移居拉丁美洲的日本移民数量急

剧增长。1928 年，巴西的日本移民数量为 49 400 人，1941 年为 188 986 人，增长了近 3 倍。1928 年，

秘鲁的日本移民为 10 969 人，1941 年为 33 070 人，增长了 2 倍。1928 年，阿根廷的日本移民为 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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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1941 年为 5398 人，增长了 1 倍多。①

如何把众多的移民快速、安全地输送到遥远的拉丁美洲，是日本政府必须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
早期移民乘坐外国航轮或政府购置的外国航轮前往拉丁美洲。“笠户丸”就是一艘非常著名的 “移民

船”，航行时间长、航程远，在拉美航线上输送了大量移民。1900 年，“笠户丸”由英国造船厂建造

下水，排水量为 6209 吨，被英国海运公司用于南美航线。后来出售给俄国，被编入俄国舰队。平时

作为商船，战时作为巡洋舰加入海战。日俄战争爆发后，它被改装为俄国海军的医疗船。旅顺要塞陷

落后，该船被日本海军捕获，改名为“笠户丸”，由东洋汽船会社用于向夏威夷、墨西哥、秘鲁、智

利等地输送移民。日美“绅士协定”达成后的 1908 年，巴西的第一批日本移民就是由 “笠户丸”输

送的，成为日本移民史上的标志性事件。“笠户丸”后被出售给大阪商船会社。1910 年，大阪商船会

社委托川崎造船所将 “笠户丸”改造为豪华客船，用于台湾航线，② 其乘坐舒适度远超一般航轮。
1911 年，梁启超偕同好友汤觉顿及长女梁令娴搭乘 “笠户丸”赴台湾，在船上诗兴大发: “我生去住

本悠悠，偏是逢春爱远游。历劫有心还惜别，樱花深处是并州……”③ 不久，大阪商船会社将 “笠户

丸”用于印度航线。进入大正时代，“笠户丸”一度成为巴西定期航路的第一船。
近代日本船舶航行的水域可划分为平水、沿海、近海和远洋 4 种。平水水域是指湖泊、河流以及

港湾内等水域，航行的多为小型船只。沿海水域包括日本本岛、以库页岛和朝鲜半岛为起点的 20 海

里内的水域，含平水水域，沿海航路主要包括濑户内海航路、阪神至九州航路、青函联络航路、连接

下关至釜山的关釜联络航路等。近海区域是指东经 175 度至南纬 11 度和东经 94 度至北纬 63 度间的

水域，含平水和沿海水域，包括从北方堪察加半岛到南方的新加坡、荷属印度尼西亚等广大海域，近

海航路有日本本岛至上海、至大连、至冲绳、至中国台湾等多条航路。远洋航路包括平水、沿海、近

海等覆盖全世界的航路，主要有旧金山航路、欧洲航路、澳洲航路以及南美航路等。平水航路和沿海

航路合称为内航，近海航路和远洋航路合称为外航。④

随着日本海运业和造船业的发展，日本船舶航行的水域逐渐从平水、沿海水域向近海和远洋水域

拓展，开始使用本国制造的船舶输送移民。海运业和造船业是近代日本的基础产业。德川幕府时期，

由于日本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造船业的发展。1870 年，美国的 PM 公司开辟了经横滨、神户、
长崎至上海的定期航线，完全垄断了日本的海上客货运输。为此，明治政府于同年设立了半官半民的

迴漕会社，培育本国海运业。1875 年，大久保利通提出了 《海运三策》，开始实施海运奖励政策。
1875 年，三菱商会根据政府的命令，开辟了最初的海外航线，即横滨至上海的每周 1 次的定期航线，

投入船只 4 艘，展开了同美国 PM 公司的激烈竞争，并改名三菱汽船会社。与此同时，积极引进西方

造船技术。1870 年，日本建造船舶 2 艘，计 57 吨。1875 年，建造汽船 14 艘，计 462 吨。1877 年，

法国造船技术代表团来日进行技术指导。1882 年，建造汽船 27 艘，计 1884 吨。1896 年，明治政府

颁布造船奖励法。⑤ 日本最初的铁甲船是 1871 年建造的 “新潟丸”，总吨位为 64 吨 ( GT) ，被三菱

汽船会社用于横滨至上海航线。1898 年，长崎造船所建造了总吨位为 6172 吨 ( GT) 的 “常陆丸”，

被航运公司用于欧洲航线。⑥

1884 年成立的大阪商船株式会社，以大阪为起点，开辟了濑户内海、山阳、山阴、九州东西沿

岸以及包括纪伊半岛与四国等在内的 22 条航线。1885 年，三菱汽船会社与 1882 年成立的 “共同运

输会社”合并为“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 简称日本邮船) ，资本总额达 1100 万元，日本政府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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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给予该会社许多特权和优惠待遇，包括保证投资者在 15 年内获得年率 8%的股息。① 日本邮船

会社成立之初，运行从横滨到北海道、小笠原方面的航路。大阪商船会社与日本邮船会社是日本最重

要的航运公司，在移民事业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大阪商船会社，它是除战争期间以外，

持续不断地提供海外客船服务的唯一的日本企业。②

随着造船技术的提高以及海外贸易、人员流动的增加，大阪商船会社与日本邮船会社不断增辟新

的航线。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刺激了日本海运业的发展， “日本输送大军至支那大陆，其数共二十

万。虽举国中船舶，尚觉其不足于用”。“日本船舶由战役需要而加增者，迨平和恢复之后将如何利

用之，是为一大问题，于是日本邮船会社奋起而开海外航路。二十九年 ( 1896 年———引者注) 三月

用其最大汽船土佐丸以充于欧洲航路开线第一之航海。嗣后每月一次、一船发航。”③ 1896 年，日本

一举开辟了欧洲、北美和澳洲 3 条远洋航线，震惊了国际航运界。④ 大阪商船会社分别于 1885 年、
1890 年、1896 年、1898 年开辟了琉球航线、朝鲜航线、中国台湾航线和中国航线。1909 年，大阪商

船会社开辟了桦太航线，并于 1913 年、1916 年分别开辟了印度航线和南洋及澳大利亚航线，与此同

时，陆续开通了北美航线、南美航线、欧洲航线和非洲航线。根据 1918 年大阪商船会社公布的航线

图，该公司构建了日本列岛周边航线、东南亚航线、南亚航线以及延伸至非洲、欧洲和包括南北美洲

大陆在内的航线网。在公司成立 30 周年之际，大阪商船会社已形成了覆盖全球的航线网络。日本邮

船会社同样构建了遍及全球的航线网络。⑤

运送移民的移民船与一般客轮不同。1896 年，日本政府颁布了 《移民保护法》。日俄战争以后，

《移民保护法》增加了一章，即《移民运送船》，指出 “本法所称移民运送船是指根据命令将搭载五

十人以上移民前往指定地方的船舶”。根据《移民保护法》，政府对移民的输送，与移民公司和船运

公司一样负有法律责任。因此，政府督促船运公司升级改造移民船，改善服务质量，将移民安全、快

捷地输送到移居国。
大阪商船会社创立之初，拥有 97 艘船只，多数为木制汽船，平均吨位为 173 吨，显然无法用于

远洋航行。进入 20 世纪后，大阪商船会社废弃和出售小型船舶，购置大型船舶。1900 年，大阪商船

会社所属船舶平均吨位达到了 789 吨。1910 年拥有船只 107 艘，平均吨位为 1240 吨。1920 年有 133
艘，平均吨位上升为 3013 吨。1930 年有 134 艘，平均吨位上升为 3922 吨。1940 年有 108 艘，平均

吨位达到 5082 吨。⑥

随着移民人数的逐年增长，经营移民业务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生意，涌现出许多移民公司。但移民

公司良莠不齐，与航运公司相互勾结，谎称客舱已满，向急于出国的移民收取额外费用，降低伙食和卫

生标准等。1872 年 7 月，停泊在横滨港的秘鲁籍移民船玛利亚·路斯号发生了中国劳工跳海逃亡事件，

揭开了中国劳工移民在旅途中遭遇残酷虐待的黑幕，震惊了日本朝野，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对移民输送的

重视。经过不断探索，最终日本政府全盘接管了移民事业，包括移民的遴选、培训、输送、安置和保护

等，并成立了国策性质的移民公司———海外兴业株式会社。1925—1941 年成为近代日本移民史上由政府

主导的国策移民阶段。在这一阶段，日本政府对移居巴西者提供全额旅费和手续费补助。
“桑托斯丸”是在国策移民阶段第一艘以家庭移民为单位设计建造的移民船，安装了性能优越、

更为经济的柴油发动机。“桑托斯丸”总吨位为 7266 吨，航行时速为 12. 75 节。“桑托斯丸”这一级

别的移民船有“桑托斯丸”“拉普拉塔丸”和 “蒙得维的亚丸”3 艘，均为三菱长崎造船所于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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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至翌年 8 月间建造，被大阪商船会社投放于拉美航线，旧有的航轮则退出该航线。1927 年 2
月，大阪商船会社将“夏威夷丸”和“马尼拉丸”加入拉美航线，由上述 5 艘船只定期开行拉美航

班，将移民输送至拉丁美洲各国。① 尽管 “桑托斯丸”存在一些缺陷，但仍不失为一艘优良的移民

船。战后日本重启拉美移民事业时，决定对“桑托斯丸”进行升级改造。升级改造后的 “桑托斯丸”
全长 144. 293 米，总吨位 8515. 95 吨，淡水储存仓为 1358. 8 吨，新设隔离病房和吸烟室，载客 620
人，船员 96 人，航海时速 14. 65 节。② 1939 年，由三菱长崎造船所建造的 “阿根廷丸”，是太平洋战

争前拉美航线上最快也是最为豪华的移民船。另有一艘“巴西丸”与“阿根廷丸”为相同级别。“阿

根廷丸”总吨位为 12 755 吨，航海时速为 17. 2 节。
拉美航线上的日本移民船沿东海、南海航行，经印度洋绕过非洲、越大西洋抵达南美。大阪商船

会社的移民船从神户起航，经长崎、香港 ( 第 6 天抵达) 、新加坡 ( 第 11 天抵达) 、科伦坡 ( 第 17
天抵达) 、德班 ( 第 29 天抵达) 、开普敦 ( 第 32 天抵达) 、里约热内卢 ( 第 43 天抵达) 、桑托斯

( 第 44 天抵达) 、布宜诺斯艾利斯 ( 第 53 天抵达) 等地。
由于大阪商船会社采用新型柴油发动机客货轮运送移民，逐渐在拉美航线移民运输中占据了主导

地位。从 1931 年 5 月起，日本邮船会社退出拉美航线。日本邮船会社移民船在拉美航线上航行了 19
年，共航行 85 次，输送约 4 万人。1932 年至 1934 年，大阪商船共向巴西输送了 60 644 名移民，达

到了移民船输送的极限。③

二

日本与拉丁美洲相距遥远，旅途艰辛，充满不确定性。移民登船出海时，喜悦与别离的悲伤往往

交织在一起，使得每一艘移民船的起航气氛异样凝重。对于远赴拉美的移民而言，那是另一个完全陌

生的世界。“从未想过和见过的外国”，“引起很大的不安。于是，又一次想起了家乡的山水，想起家

乡衰败的房屋，积雪覆盖下生长着整齐麦苗的几亩麦田以及长期奋斗的艰苦岁月。但是房屋已卖了，

地也卖了，所有的家产都给了别人”。在自家的坟墓前献上微薄的供品，向已故的亲人告别。一旦汽

笛声响，“这一刻即同祖国的生离死别”。“神户港有雨，是细绵绵的春雨。大海灰蒙蒙的，市街从清

晨起如同傍晚一样昏暗。”④ 这是日本作家石川达三 《苍氓》三部曲第一部的开头。石川达三曾入早

稻田大学学习，后供职于东京的国民时论社，受杂志社委派考察移民生活。1930 年 3 月以输送监察

助理的身份搭乘“拉普拉塔丸”远赴南美，6 月末随“布宜诺斯艾利斯丸”回国。1935 年在《星座》
杂志上发表了这部纪实性作品，描述了移民们“人在旅途”的世相百态。⑤

在神户港搭船出海的移民们一般会在海岸附近的 “移民旅社”滞留 7 天左右，办理出国手续和

卫生检疫，并准备好相应的航海物品。这些 “移民旅社”一般是由各县海外移民协会指定的旅馆，

为 2—3 层的木制建筑。移民在海港滞留期间，需要办理护照、购买船票、体检及接种天花、伤寒症

疫苗，还要进行行李的消毒检查等，因此整日往返于县厅、领事馆、水上署等相关部门。对于大多出

身农家的移民来说，这些都是从未遇到的难题，使他们的身心备受煎熬。此外，滞留期间的花费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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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龙之介奖，1937 年被拍成电影。



他们难以承受的。据《南美航海指南》记载，每名移民的航海费用为: 至桑托斯的船票票价 200 日

元，航海手续费 35 日元，港口滞留费 ( 按 10 日计算) 15 日元，护照工本费 5 日元，检疫消毒以及

接种费 2 日元 70 分，驳船费和行李搬运费 6 分，合计 258 日元零 3 分。大正时期，银行职员的工资

为每月 50 日元，10 公斤大米的价格为 3 日元。① 所以，如果没有国家和其他方面的补助，移民是难

以承担高额的旅行费用的。为吸引日本移民，巴西圣保罗州政府曾向每位日本移民发放 10 英镑的交

通补助费 ( 约合 100 日元，其中 4 英镑为贷款) ，贷款利息由农场主向州政府偿还。
明治时期，拉美的日本移民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通过外出务工赚钱来摆脱家庭困境。但大正时

期尤其是“关东大地震”后，赴拉美的日本移民却是全家一起出走。尽管日本政府高喊 “海外雄

飞”，鼓励民众迁移海外，却掩盖不了经济恶化、农村凋敝的实际状况，移民实际上是 “弃民”。
1922 年，巴西圣保罗州政府停止对日本移民的交通补助，日本政府为此承担了移民在滞留港口期间

的费用和所有的交通费及手续费，向每位成人补助 200 日元，7 岁至 12 岁的少年补助 100 日元，3 岁

以上的儿童补助 50 日元。并于 1928 年在神户设立了“国立移民收容所”，帮助移民办理各种手续。
神户移民收容所为 5 层西式建筑，外墙呈浅黄色，于 1927 年 9 月 19 日开工，翌年 3 月 2 日竣

工，设置了 50 间收容室，每室定员 12 人。最初收容所能容纳 600 余人。该人数与当时大阪商船和日

本邮船会社属下的拉美移民船所载三等船客的数量基本一致，其装潢设计以移民船的三等船舱为模

版，以便使移民尽快适应船上生活。随着移民数量的增长，1930 年 3 月又增建了两幢四层建筑，三

幢建筑相连相通，可接纳移民 1300 人。移民收容所兼具卫生保健功能，配备了不亚于正规医院的各

种设备和专业医生，设置了诊疗室、医务室、治疗室、药房、检验室、消毒室等。
移民进入移民收容所前要进行简单的体检，防止移民收容所爆发流行性疾病。② 移民收容所再次

对移民进行身体检查，以便确认是否具备移民接纳国的入境资格，并负责相关疾病的治疗及预防。不

过，移民收容所的体检并不严格，因为出国的绝大多数为贫穷的农民，家乡已无田地和房屋，一旦被

禁止出国，对移民家庭和政府都会造成极大的困扰。《苍氓》中描写了一名叫黑川的移民，初次体检

为不合格，复查时又被判定为合格。“本来无论如何也不合格的，但他只有 20 元钱了，无法让他回

九州。既然如此，就打发他们一家十二口人去地球的另一端吧。一旦当了移民，不出旅费，也不出饭

钱直接被送到巴西农场，多好的事啊。如果诊断为不合格就麻烦了。幸亏医生给盖了个没有沙眼的合

格的印章。”名叫本仓的移民则被判定为不合格， “他的沙眼太严重了，而且是户主。如果是孩子，

因此而使得一家人都不合格了，那么可以考虑给个合格”。本仓不得不携家人返回老家，“回去还能

有什么呢? 本来打算这一生再也不回去了，把所有的一切都料理干净了，房子卖了，地也还给地主

了。回去什么也没有了。家乡进行预备检查的医生不是说不要紧吗? 那家伙完全是骗人! 只是现在说

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即便回去也是一无所有”。③ 不严格的体检会导致移民船上发生流行性疾病。如

神户移民收容所送出的第一批移民在移民船上发生了霍乱，造成 17 人死亡。为此，政府加强了对移

民所的监督，移民所也进一步规范移民体检程序。卫生防疫成为移民收容所最重要的工作。
食堂位于收容所 1 楼，里面排列着 8 人座的饭桌，为移民提供简单饭食。从移民收容所留存下来

的菜单来看，伙食还不错。④ 移民收容所还设有商店、浴室、图书室、儿童游戏室、娱乐室、理发

室、教室、洗涤室等。收容所具有相应的教育机能，开设了包括巴西概况、巴西宗教、社交礼仪、葡

萄牙语、移居地介绍、卫生常识、西服穿着等课程。此外，还开设儿童学校，带孩子们参观动物园。
大阪商船会社专门编印了 《南美航路指南》，告知移民们在航海旅途中必须携带的物品，包括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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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用品以及易于携带的农具和木工工具。
神户移民收容所主要面向前往巴西的移民，也接受前往其他国家的移民。1933 年、1934 年连续

两年的入住移民数量突破了 2 万。截至 1971 年，神户港开启最后一艘移民船，移民收容所共接纳了

近 20 万移民。
登船前，移民们要将全部行李送到移民所的院子里让办事员检查。“需要纳税的棉布、丝绸、酱

油等，每一件都受到了办事员的注意。”心存逃税念头的移民将所带丝绸缠在腰上。“在捆扎好的行

李上系上姓名卡片”，寄存到船上的仓库，“只有船到赤道附近时，才可以取出单衣替换。为此，大

家一直忙乱到傍晚时分”。① 启程前，移民们集中前往邻近的生田神社参拜，祈祷航海安全和在异国

他乡取得成功。出海日的清晨，移民用完早餐后，在礼堂集合。移民收容所发放航轮床位号码牌，并

向大家介绍随船同行的移民公司的输送监察及其助手。最后，移民收容所所长走上讲台，勉励移民们

要有开发海外的“宏图大志”，高呼: “渡航海外的移住者诸君，万岁!”在所长的带领下，移民们三

呼万岁。至此，移民收容所的工作宣告完结，移民们盛装列队从收容所出发，沿坡道向下，步行前往

港口。
移民们登船后，凭借收容所发放的号码牌找到自己的舱位。船舱内的房间主要按移民出生地进行

分配。本来绝大多数移民都是走投无路、失意落魄的农民，内心充满了冷漠和怨恨，但是真到了远别

祖国的那一天，移民们心里仍不免五味杂陈。码头上，乐队奏起激昂的进行曲，为移民们送行。石川

达三在《苍氓》中描述了有三四百名小学生前来送行。他们在乐队的伴奏下，一边挥动着太阳旗一

边和着乐队的节拍演唱 《移民欢送之歌》: “前进! 同胞们，跨越海洋，向着南国，向着巴西……向

着那未曾开拓的富饶土地，成为英雄的开拓者……”②

三

移民登船后，要将护照、现金及贵重物品交事务长保管，且会收到移民公司发放的旅行手册，详

细记录了航海旅途中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如卫生防疫、体育锻炼、登岸观光注意事项、船上幼儿园

及小学的开设、船上运动会及文娱演出活动等。③

移民公司派出的输送监察与助手随同船员一起承担移民输送的管理工作。有些输送监察及其助手

会在起航前几天就入住移民收容所，了解移民情况，安抚移民情绪，“从移民中选拔工作人员，设立

船内新闻部、风纪卫生部、体育运动部、联络部、伙食协作部，选定青年会长、妇女会长等，根据职

位不同向他们分发颜色不同的臂章，开始整顿船内生活”。他们要了解移民船的舱室以及 “船上运动

会、文化艺术会、相扑大会、发行报纸等所需用品和奖品的情况”。输送监察还要撰写“监察日志”。
石川达三所搭乘的“拉普拉塔丸”于启程当天晚上召开户主会议，不过一些户主因晕船和感冒

无法参加会议，209 个家庭仅派出了 53 名代表。在首次户主会议上，船长等向乘客表示欢迎。事务

员告知船上生活注意事项，如预防接种、节约淡水、入浴顺序、卫生间的使用以及洗涤的场所和时间

等。输送监察对 A、B、C、D 四个舱室分别指定了 1 名室长和 2 名副室长。④

辻小太郎毕业于神户商业高等学校。在校期间就立志投身于拉美移民事业，刻苦学习葡萄牙语，

得到了学校南美同志会的鼓励和帮助。毕业后受聘日巴 ( 西) 协会，为 《巴西》杂志撰稿。辻小太

郎先后数十次护送移民到巴西，他在回忆录中对移民船上的生活进行了详细描述。登船以后，他立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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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移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名为 “备后村”的移民自治组织。将客舱划分为 8 个区，每区推选一名

区长兼村会议员，年满 20 岁的男子有选举权和被选举……辻小太郎任村长并组成村会，对讨论的事

项按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定。由 15 岁以上 30 岁以下的男子组成青年团，下设总务部、运动部、辩论

部、语言部、风纪卫生部、编辑部、文娱部等。在客舱内划出一块区域作为村办公场所，任命 2 名青

年为秘书，受理临时事务。① 在漫长的海上航程中，船上自治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辻小太郎指出，

“存在了两个月的‘后备村’是完全的自治组织，于是在这两个月中未发生一起纷争事件，也绝无风

纪问题，三百余名 ( 移民) 完全亲如一家，令人难忘”。②

由于航程远，航行时间长，航轮往往发行船内报刊供旅客阅读消遣。如大阪商船发行的 《每日

拉普拉塔》，内容丰富，格式漂亮。“拉普拉塔丸”于 1928 年 4 月 3 日发行的 《每日拉普拉塔》，在

“拉普拉塔丸船内新闻”栏目中刊载了诸如“铃木内相辞职”“英国议会全场一致通过给予女性选举

权的法案”“预定到达科伦坡”“拉普拉塔丸运动会”等新闻。③“备后丸”报刊编辑部则出版了《备

后时报》。
神户到桑托斯的拉美航路，可划分为 3 段航程: 第一段为神户至香港，主要是熟悉船上的设施，

适应海上生活，克服晕船及别离的悲伤。第二段为香港至德班，虽有酷暑与疾病的威胁，但逐渐适应

了航海生活的移民们开始享受旅行的快乐，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展示自己的才艺，结下深厚的

友谊。第三段为德班至桑托斯 ( 或其他拉美城市的港口) ，移民们为下船做准备，船上弥漫着紧张不

安的气氛。④ 以《每日拉普拉塔》为参考，可以基本还原当时船上一天的生活场景: “上午六时起床，

演说。上午七时国民体操。上午八时早餐。上午九时小学开课。正午午餐。下午一时葡萄牙语讲座。下

午二时柔道、剑道、相扑训练。下午五时晚餐。餐后，进行舞蹈练习，之后观看电影。晚上十时，就

寝。”⑤

“备后丸”的各项活动有固定的区域，即一等甲板上开村会，对面则召开青年团总务会，前甲板

供幼儿园使用，后甲板则是小学的教学场所。辻小太郎在回忆录中指出，30 岁以下的妇女成立妇女

会，进行裁缝和卫生知识讲座。幼儿园附属于妇女会，选出 7 人担任保姆，负责幼儿的运动和游戏。
由 3 名具备教学经验的移民担任 “备后丸”的小学教师，另任命一位学务委员负责教辅工作。他不

无得意地说: “一起开始活动时的壮观景象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备后丸”上各种组织的负责人一般

不允许兼任。⑥

为增强移民的体质和丰富海上生活，船上会举办一些体育活动，主要有国民体操、柔道、剑道和

相扑训练等。“备后丸”的国民体操由青年团运动部负责。每天清晨，无论男女老幼，均齐集于前甲

板做早操。规模最大的体育活动是运动会和相扑大会。辻小太郎考虑到 2 周后的 9 月 7 日是巴西独立

日，届时在巴西独立纪念庆典上演唱巴西国歌，一定会博得巴西人的好感。⑦ 从运动会的第二天起，

“备后丸”上的移民在清晨与黄昏开始练习合唱巴西国歌。
航运公司将改善饮食、开展娱乐活动以及港口观光作为移民输送的重要事项，并通过节水和扩大

蓄水池容量以确保淡水的供应。移民船的开饭时间一般为早餐 8 时，午餐 12 时，晚餐 17 时。开饭时

以铜锣为号，用餐方式类似于自助餐。进入昭和时代，移民船的伙食有了巨大改进。基本上每餐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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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一汤外加咸菜。出于防治脚气病的考虑，主食为混有两成小麦的米饭，还搭配了面食。① 日本政府

对移民船的食物及饮水储备非常重视，昭和初期颁布的 《船舶设备规程》规定了每位乘客每日所需

食物及饮水的最低配给量。
日本移民船不仅输送移民，也兼营一般客运服务，移民船的一、二等船舱往往有社会名流乘坐，

设有高级餐厅、豪华休息室、读书室、画廊、吸烟室、游泳馆、健身房和儿童游戏室等，高级餐厅有

外国厨师提供西餐等。输送监察等人便住在面向船尾、便于远眺的一等船舱，“这类房间很少感受到

船的晃动，床也不是铁制的，而是使用木料。” “有洋服衣柜和带镜子的梳妆台，屋子洁白，一按铃

就会有当值的男侍者进来服务。”根据石川达三的描写，“拉普拉塔丸”三等舱室有 4 个房间，每个

房间可入住 180 至 200 人。每个大房间里，满满地排放着两层式的床铺，俗称为 “蚕棚”。每家每户

外围用布帘隔开，由此而形成一个个不同的家庭生活区域。②

移民船上还配备了医疗卫生设备和医护人员。医护人员除了进行治疗、预防接种、检疫之外，还

要负责船内消毒和大扫除等卫生管理的指导工作，工作量相当大。为此，医护人员常向输送监察抱

怨。石川达三搭乘的“拉普拉塔丸”起航后第二天就进行霍乱疫苗注射的工作。1 名医生、2 名护士

按 A、B、C、D、E、F 舱室的顺序，从上午 9 时开始对 949 名乘客进行疫苗注射，持续到下午 2 时

方才结束。③“桑托斯丸”的病房区分为普通病房 ( 男女分间) 和传染病患者的隔离病房，共 24 张

病床。④ 日本移民船承袭了战前医疗卫生设备的布局方式。1957 年 2 月，改造竣工的 “桑托斯丸”
设置了诊疗室、病房、产房、理发室、男女浴室，并特设妇女专用的化妆室。此外，还设有洗衣房、
干燥室、床垫消毒室、隔离病房和隔离病人专用的厕所和浴室等。⑤

根据资料，能够被航运公司录用的 “船医”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医疗经验。著名军医关余作就曾

受雇于大阪商船会社。关余作出生于兰医世家。其父关宽斋是有名的医生，曾作为军医投身于戊辰战

争，1869 年 9 月被任命为德岛医院院长。受父亲影响，关余作从小立志从医，1904 年毕业于冈山医

学专门学校，进入札幌医院工作。1906 年末赴中国东北行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关余作应聘

担任俄国野战医院军医，是俄罗斯军队中唯一的日本军医。由于医术精湛、认真负责，关余作深受俄

国人的信任和好评。1920 年 10 月，担任日本陆军所属的 “一番川医疗所”军医。1928 年，54 岁的

关余作被大阪商船会社录用，担任移民船的“船医”。他在 “桑托斯丸”“阿根廷丸”等多艘移民船

上担任“船医”，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⑥

根据 1926 年 10 月至 1929 年 1 月拉美航线上的移民船输送统计，每次航海平均输送 476 人，患

病 647 人次，2 人患病死亡，并有 3 个新生儿降生。从香港到南非德班的航程为热带海域，加上移民

船为两层床铺式的舱室，无法进行内外换气，舱室内十分炎热，约有近五分之一的乘客罹患皮肤病，

即因炎热而患汗疹或者湿疹。⑦ 船医会将船上乘客的身体状况及患病人数随时向输送监察报告，并与

船长、事务长、输送监察等人在船尾为病亡者举行隆重的水葬仪式。在热带或亚热带海域航行，每个

人都热得汗流浃背，因此洗澡成了移民们最大的愿望。但因蓄水池容量有限，乘坐 “拉普拉塔丸”
移民船的乘客，一般每周洗澡两次，时间从上午 9 时到下午 5 时，根据所在舱室轮流洗澡。由于新航

轮的投入、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传染病的发生率趋于下降。从关余作留存下来的信件和在移民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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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的照片来看，感觉他对移民船的医疗卫生设施还是比较满意的。
移民船从开普敦出港后，再航行 10 日左右，便抵达拉美的第一个停靠港口———里约热内卢。移

民公司开始督促移民为入境做准备，举行入境说明会。船医会提醒移民注意休息，充分保证睡眠时

间，以免因睡眠不足导致眼部充血被误诊为沙眼。要求移民衣着整洁，妇女特别是老年妇女要适当化

妆，男士应理发剃须，在检疫医官面前脸露微笑、精神饱满，给人以健康的印象。① 因此，经历了漫

长旅途，从航轮上下来的日本移民往往身着正装、干净卫生、彬彬有礼，与其他国家或地区衣衫褴

褛、蓬头垢面的移民形成了鲜明对比，被誉为来自东方的绅士。抵达里约热内卢港前夕，“拉普拉塔

丸”船医对仍未痊愈的沙眼患者进行 “野蛮治疗”，在不使用麻药的情况下，翻转眼睑，“用银色的

手术刀将滤泡挑破，从眼睑里挤出了一杯血，十分疼痛，像撕裂了一样，敷上强效药”。② 最终，船

上所有移民都通过了入境检疫。
幼儿园与小学的毕业典礼于登岸前两三天举行，校长为孩子们颁发结业证书。一些移民船会为

55 岁以上的老人召开敬老慰问会，并为辛勤工作的各舱室室长、青年会和妇女会成员等举行答谢西

餐晚宴。输送监察向移民发送《乘船感想表》，征求移民对旅行的感想，以便改进服务。
办完相关手续后，移民在码头搭乘专用列车，驶往移民住宿所。移民在移民住宿所逗留数日之

后，便各奔东西。在移民船入港直至移民们前往各自目的地的日子里，一切事务由海外兴业株式会社

在当地的分社员工负责照料。而移居地及耕地的分配结果，早在船上甚至在移民收容所就向移民们公

布了。输送监察严格按照《移民输送监察须知》行事。该须知规定，输送监察 “不得私自允许分配

移民到其要去的地方”。所以，当移民对移居地及耕地分配提出异议时，总是遭到断然拒绝或呵斥。
尽管日本移民在旅途中遭遇了诸多困难特别是疾病的折磨，但仍比缺乏国家保护的中国移民在旅

途中的遭遇要好得多。迁移秘鲁的中国劳工上船后，“被封闭在极其拥挤的船舶内，没有任何通风设

备，甚至连最基本的食品都无从提供，在整个航程中，他们都被置于野蛮的管辖之下”。1860—1863
年期间，秘鲁航程上华工每年的死亡率高达 22%—41%，死亡原因包括坏血病、痢疾、脱水以及自

杀。由于拉美移民船上的恶劣条件以及对于目的地生存环境的恐惧，导致华工多次奋起反抗。前往秘

鲁和古巴的航程最令人不堪忍受，1850—1872 年期间发生的总计 24 次船上暴动中，有 19 次发生在

开往卡亚俄或哈瓦那的航船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英国船和美国船上。由于英国船的运行情况太糟

糕，英国议会不得不在 1855 年通过了关于 《装运中国乘客航船的管理法案》，就英国船只载运中国

移民出洋做出明文规定，包括船上每位乘客平均应当享有的最起码的活动空间和基本生活条件。③

近代日本决策者将移民拉美作为国策，将大量日本人迁移至巴西及其他拉美各国。尽管在移民输

送过程中也发生了传染病并导致人员死亡的悲惨事件，但整个移民过程快捷、高效，反映了近代日本

的国家管理水平和经济实力，也给移民接纳国留下了良好印象。

本文写作得到了神户市立海外移住与文化交流中心、横滨海外移住资料馆及高晓芳同志的帮助，

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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