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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时代的划分 

据说日本是有着大约 2000 年历史的国家。历史在不断的变化，而往往大的转变也就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新时

代的开始。 

时代划分 时代 年 事件 

古 代 旧石器时代 ～１万年前  

 绳文时代 1 万年前～公元前 4世纪  

 弥生时代 公元前 4世纪～3世纪后半  

 古坟时代 3 世纪后半～  

 飞鸟时代 6 世纪～  

 奈良时代 ７１０年 迁都到平城京（奈良）。 

 平安时代 ７９４年 迁都到平安京（京都）。 

中  世 镰仓时代 １１９２年 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 

 南北朝、室町时代 １３３３年 镰仓幕府灭亡。 

  １３３８年 足利尊氏成为征夷大将军。 

  １３９２年 南北朝统一。 

 安土桃山时代 １４６７年 应仁之乱爆发。 

 〃 １５７３年 室町幕府灭亡。 

近 世 江户时代 １６０３年 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 

近现代 明治时代 １８６８年 年号改为“明治”。 

 大正时代 １９１２年 年号改为“大正”。 

 昭和时代 １９２６年 年号改为“昭和”。 

 平成时代 １９８９年 年号改为“平成”。 

●按日本历史的时代划分，旧石器时代之后接着就是绳文时代，没有新石器时代。 

●古坟时代和飞鸟时代的划分没有明确的标志性事件。 

●从镰仓幕府灭亡的１３３３年到室町幕府灭亡的１５７３年期间，可以细分为许多时代，而每个时代的时间前后

有所重合。如下表所示：  

年 事件 详细的时代划分 本教材中的时代划分 

１３３３年 镰仓幕府灭亡 

（开始建武新政） 

建武新政  南北朝、室町时代 

１３３６年 足利尊氏拥立北朝天皇 南北朝时代 

１３３８年 足利尊氏成为征夷大将军 室町时代 

１３９２年 南北朝统一 

１４６７年 应仁之乱爆发 战国时代 

１５７３年 室町幕府灭亡 

（室町时代结束） 

室町幕府灭亡 

（安土桃山时代开始） 

安土桃山时代 安土桃山时代 

１６０３年 德川家康成为征夷大将军 
 



 

世纪是什么意思？ 

 

表示某个历史阶段时，会用“世纪”这个词。 

 

１．“世纪”是按公元分为每一百年的纪年单位，也叫“百年纪”。比如说，21世纪是从 2001年到 2100年的一百年。 

 

世纪的计算方法：首先把公元年的位数改写成四位数。 

   例：公元 57年→0057 年；公元 239年→0239年 

改写成四位数后，上两位数加一的数字就表示世纪。注意：如果下两位数是 00年，不能加一。 

 例 1：0057年→〔00＋1〕→1世纪；0239年→〔02＋1〕→3世纪 

     例 2：0700年→〔07＋0〕→7世纪；2000年→〔20＋0〕→20世纪 

 

２．公元前（ＢＣ）与公元（ＡＤ） 

  我们用的公元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年为纪元（意思是“起源”，就是公历元年）。关于基督诞生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用“公元前”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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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旧石器时代（－公元前１万年前） 

 

项目 生活的方法 文化 参考资料 

使用的工具 打制石器  打制石器 

   

 

日常生活 打猎、捕鱼、采集果实和贝类  

   

   

住居 简陋的棚子、山洞  

   

 

打制石器 

把石块打制成石器，其表面没有研磨。 

 

小结 

１．这个时代的人类以打猎、捕鱼、采集果实和贝类的方式生活。 

２．这个时代开始使用打制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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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２）绳文时代（公元前１万年～公元前４世纪） 

 

项目 生活的方法 文化 参考资料 

使用的工具 磨制石器 ＝绳文文化＝  

 绳文陶器   

 陶俑（土偶）   

    

日常生活 打猎、捕鱼、采集果实和贝类  贝冢 

    

住居 竖穴住居  三内丸山遗址（青

森县） 

    

 

磨制石器 

 

研磨石块的表面而形成的工具。 

 

绳文陶器 

 

表面上有像绳索纹饰一样的图案。 

 

陶俑（土偶） 

 

用于驱逐妖魔或者祈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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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冢 

 

古代人在海岸或者河岸捕食贝类后扔掉贝壳等的地方。 

 

竖穴住居（半地穴式住居） 

 

一种挖地为穴，上面盖房顶的住居形式。 

 

小结 

１．当时的人类使用了磨制石器和绳文陶器。 

２．出现了竖穴住居和贝冢、陶俑（土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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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弥生时代（公元前４世纪～３世纪后半） 

 

项目 生活的方法 文化 参考资料 

使用的工具 弥生陶器 ＝弥生文化＝  

 金属器   

 铜剑、铜矛、铜镜、铜铎   

    

日常生活 种植水稻   

 干栏式粮仓   

 石刀   

    

住居 竖穴住居，形成部落  吉野里遗址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公元前后 日本分为一百多个小国   

    

５７ “奴国”国王向中国遣使， 

接受皇帝赐予的金印 

 汉倭奴国王之金印 

    

２３９ 卑弥呼向魏派遣使者   

    

 

弥生陶器 

 

弥生陶器比绳文陶器薄且硬，其质量有了提高。名称是

以首次被发现的地方而命名的。 

 

金属器 

一种用青铜或者铁制造的器物，其制法是从大陆传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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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铎 

 

是一种像大钟形的青铜器。 

 

干栏式粮仓 

 

用于贮存收获的谷物。底层用栏杆架起，上面盖成房屋式样，即高出地面的房

屋。 

 

吉野里遗址 

 

是一所代表弥生时代的遗址，位于佐贺县。 

 

汉委奴国之金印 

一世纪中叶倭奴国国王向汉朝派遣使者，被授予一方金印。 

 

邪马台国和卑弥呼 

 

《三国志·魏志·东夷传》中有如下记载：公元三世纪时在日本列岛有邪马台国，

其女王卑弥呼以巫术而施政。卑弥呼向三国魏派遣使者，从魏帝处得到了不少礼

物。 

 

小结 

１．普及了水稻种植。 

  弥生陶器、石刀（收割稻穗的时候用）、出现了干栏式粮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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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传来了金属器的制法。 

  出现了祭祀时用的铜铎。 

３．开始形成部落，出现了统治者。 

４．日本列岛分为许多小国。 

汉朝向“奴国”国王赐予金印。 

５．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与三国魏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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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古坟时代（公元３世纪后半～６００年代）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约３５０年

前后 

位于大和地方的国家统一了日本（大

和政权） 

＝古坟文化＝  

  埴轮 

 

 

  大仙古坟 

 

 这个时期不少大陆移民（渡来人）渡

海来到日本 

  

３９１ 日本出兵朝鲜，讨伐百济、新罗，与

高句丽作战 

  前方后圆坟 

 

  

４７８ 倭王武向中国派遣使者  

   

５３８ 佛教通过百济传入日本  

   

   

    

 

大和政权 

当时在以奈良盆地为中心的地方出现了具有强大力量的联合政府：大和朝廷。该政府是以王为中心，由近畿地区的

有力豪族构成。大和政权的王叫做“大王”。 

 

前方后圆坟 

弥生时代末期，在日本各地为了埋葬当地的统治者而营建的大规模坟墓，叫做“古坟”。古坟有圆形的、方形的、

还有钥匙孔形的。钥匙孔形的叫做“前方后圆坟”。 

 

埴轮 

模仿人、马、房屋等形状制造的陶器，摆放在在古坟周围。 

 

渡来人 

由朝鲜半岛举家迁居到日本列岛的人们被叫做“渡来人”。他们传来了铁制农具、“须惠器”（一种硬质陶器）等大

陆文化和技术。汉字也在此时期传来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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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１．在日本各地为了埋葬当地的统治者而建造了大规模的坟墓（古坟）。 

◇在古坟周围摆放着一些陶器，形状为模仿人、马、房屋等，被称为“埴轮” 

◇大仙古坟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古坟。其形状为钥匙孔形，称之为“前方后圆坟”。 

２．奈良地方出现了大和政权。 

３．大和政权的王叫“大王”。他们的政府叫“大和朝廷”。 

４．与朝鲜的交流活跃起来，很多渡来人来到了日本。 

５．渡来人把大陆文化和技术传到了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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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飞鸟时代（公元６００年左右～７１０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５９３ 圣德太子出任“摄政” =飞鸟文化（佛教文化）=  

  法隆寺…世界最古老的木结构建

筑 

玉虫厨子 

 

６０３ 圣德太子制定“冠位十二阶”  

   玉虫厨子（法隆寺） 

６０４ 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 

            圣德太子 

 

 释迦三尊像（法隆寺） 

  弥勒菩萨像（广隆寺） 

    〃  同（中宫寺） 

  

 法隆寺…入选世界遗产 

 

弥勒菩萨（广隆寺） 

 

 

 

  

  

  

６０７ 派遣小野妹子去隋朝 

  释迦三尊像（法隆寺） 

 

弥勒菩萨（中宫寺） 

 

６３０ 首次派遣遣唐使 

  

６４５ 大化改新开始 

  

６７２ 壬申之乱爆发 

 

摄政 

当天皇为女性或因天皇年少而设置的职位，以代替天皇执政。 

 

冠位十二阶 

不问姓氏、门第，只给有能力和功绩的人授予官阶。 

 

十七条宪法 

为官吏制定的政治、道德规范，如：必须遵守天皇的命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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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隋使 

为了将中国的先进制度和文化传入日本，派小野妹子等人去了隋朝。 

 

遣唐使 

为了引进唐朝的制度和文化而派遣的使者。 

 

壬申之乱 

天智天皇去世后，发生了皇位之争；胜者即位，即天武天皇。 

 

大化改新 

中大兄皇子与中臣镰足（后改名为藤原镰足）等联手推翻了苏我氏后，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治改革。即将豪族拥有

的土地和属民改为公地、公民，由国家直接统治。 

 

飞鸟文化 

６世纪中期佛教通过百济传入日本后，圣德太子和苏我氏努力推广佛教。以京城的飞鸟地方为中心，佛教文化日益

兴盛。 

 

法隆寺 

位于奈良县，是一座与圣德太子有关的寺庙。是典型的飞鸟时代建筑，于１９９３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释迦三尊像（法隆寺） 

在法隆寺内，是一尊代表飞鸟时代的佛像，由朝鲜半岛迁居而来的渡来人子孙制成。 

 

小结 

１．圣德太子成为推古天皇的摄政，施行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圣德太子的功绩如下： 

 ◇制定了“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 

 ◇派遣遣隋使，引入隋朝文化。 

２．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推翻了苏我氏，实行了大化改新。实施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改革，如公地公民等。 

３．天智天皇去世后，发生了皇位之争（壬申之乱）。 

４．模仿唐朝律令，制定了大宝律令。 

５．日本最早的佛教文化即“飞鸟文化”在飞鸟地区兴盛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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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奈良时代（７１０年～７９４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７０１ 制定《大宝律令》 ＝天平文化＝  

正仓院 

 

  《古事记》《日本书纪》 

 实施班田收授法  （神话、民间传说和历史

记录） 

  《风土记》 

７１０ 在奈良建造了平城京 （自然、土产和传说） 

  《万叶集》 

    （和歌）  

７４１ 在各地建造国分寺、国分尼寺  东大寺 唐招提寺 

 

   唐招提寺 

   

７４３ 实施垦田永年私财法（私有地法）  

   

７５２ 东大寺大佛落成  

    

７５４ 唐僧鉴真来日本 

 

 

 

 

大宝律令 

仿效唐朝的法律，制定了统治全国的详细律令。根据律令实施政治的国家叫做“律令国家”。 

 

公地公民 

将全国的土地和平民变为国有，废除私有地和私有民。 

 

班田收授法 

规定把“口分田”（＝土地）分给已登记户口的六岁以上的所有人；人死后要把口分田还给国家。人们须缴纳“租”

（稻穗）、“调”（绢、丝、绵、特产）、“庸”（布）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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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田永年私财法（私有地法） 

由于口分田不足，朝廷允许把新开垦的土地永远归为私有。导致了贵族、寺院和郡司等雇佣农民开垦土地，扩大私

有地。 

 

天平文化 

受到佛教和唐朝的影响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圣武天皇时最盛行。 

朝廷希望用佛教来维护国家，在各地建造国分寺；在首都（奈良）建造了东大寺。 

（图：东大寺） 

 

 

正仓院（奈良，东大寺） 

 

存放着由遣唐使带回的物品。（图：正仓院宝物） 

 

鉴真 

从唐朝来到日本的高僧，修建唐招提寺，推广佛教。 

 

小结 

１．实行了基于法律（律令）的政治。 

 ◇仿效唐朝制定大宝律令。 

 ◇实施公地公民政策，按照班田收授法分给国民“口分田”。 

 ◇民众向国家缴税（租、调、庸）。 

成年男子还要服兵役，有的被作为“防人”派遣到九州北部。 

２．模仿唐长安建造平城京；铸造货币：“和同开珎”，在市场流通。 

３．公地公民制度瓦解。 

 ◇口分田渐渐不够，政府允许把新开垦的土地永远归为私有（垦田永年私财法）。 

 ◇私有地出现了。 

４．圣武天皇希望用佛教来维护国家，命各地建造国分寺和国分尼寺，促使佛教日益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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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平安时代（７９４年～１１９２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７９４ 迁都至平安京（京都） ＝国风文化＝  

  假名文字 源氏物语绘卷 

 

８９４ 停止派遣遣唐使 《源氏物语》〔紫式部〕 

  《枕草子》〔清少纳言〕 

９３５ 平将门之乱 《古今和歌集》〔纪贯之〕 

  寝殿造  

１０１６ 藤原道长成为摄政，藤原氏兴盛 平等院凤凰堂 平等院凤凰堂 

 

  中尊寺金色堂 

  

 

紫式部 

１０８６ 白河上皇开始“院政” 

   

１１５６ 保元之乱 中尊寺金色堂 

 

  

１１５９ 平治之乱 

   

１１６７ 平清盛成为太政大臣 平安时代的佛教  

   “天台宗” 〔最澄〕  

１１８５ 平氏灭亡 （比叡山延历寺）  

   “真言宗” 〔空海〕  

   （高野山金刚峰寺）  

  净土信仰  

    

 

停止派遣遣唐使 

唐朝政治出现混乱，加之航海途中危险颇多，因此停止派遣遣唐使。从此国风文化兴盛起来。 

 

武士阶层的出现 

武士是在地方豪族和中央官吏的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阶层。武士们镇压了平将门和藤原纯友之乱，因此受到了人

们的公认。其中势力最强的是源氏武士团和平氏武士团。 

 

摄关政治 

藤原氏将女儿嫁给天皇，并将她生的孩子立为下一代天皇。天皇幼年时由藤原任摄政，天皇成长后藤原任关白，从

而逐渐掌握了实权。他们还拥有许多大庄园（私有地）。摄关政治在藤原道长和他儿子赖道时期进入全盛时期。 

 

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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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天皇依靠源氏和平氏的力量开始的新政治。天皇退位后称上皇，仍然控制着摄关家，继续掌握政权。 

 

源氏与平氏之战 

为了争夺政治实权，源氏与平氏展开了争斗，平清盛战胜了源氏，扩大了平氏的势力。 

平清盛是第一个成为太政大臣的武士；他为了与宋朝往来贸易，修建了兵库（神户市）港口。 

 

宋朝和高丽 

在中国，１０世纪初唐朝灭亡，宋朝统一了中国。 

在朝鲜半岛，高丽兴起，灭了新罗。 

    中国  唐   ⇒  宋  

    朝鲜  新罗  ⇒  高丽  

 

净土信仰 

１０世纪中期起，社会逐渐进入混乱状态。人们读经念法唱诵阿弥陀佛，希望死后能进入极乐净土。全国各地建起

了阿弥陀堂，平等院凤凰堂（阿弥陀堂）就是其中之一。 

 

小结 

１．桓武天皇迁都到京都，多次东征讨伐东北地区的虾夷，扩大势力。 

２．出现了新佛教，如天台宗（最澄）、真言宗（空海）等。 

３．藤原氏成为为摄政、关白，掌握了实权。在藤原道长和他儿子赖道时期摄关政治进入全盛时期。当时流行净土

信仰，还建立了平等院凤凰堂。而在地方政治方面，只考虑自己收入的“国司”逐渐多了起来，出现了混乱。 

４．实行“院政”新政政治，即天皇让位后仍然继续掌握政权。 

５．平氏镇压了保元、平治之乱后，大大加强了政治势力，其结果是平清盛成为太政大臣。后来平氏又被源氏所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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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镰仓时代（１１９２年－１３３３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１９２ 源赖朝成为征夷大将军，开创镰仓

幕府 

  

  新佛教  

 源赖朝 

 

 “净土宗”〔法然〕  

   “净土真宗”〔亲鸾〕   

   “时宗”〔一遍〕  

   “日莲宗”〔日莲〕  

 禅宗（从中国传来）  

    “临济宗”〔荣西〕  

    “曹洞宗”〔道元〕  

   

 １２１９ 源氏将军灭亡，北条氏掌握实权  

  ＝镰仓文化＝ 

   《平家物语》 

１２２１ 承久之乱爆发 《新古今和歌集》 

  《方丈记》〔鸭长明〕 

１２３２ 北条泰时制定《御成败式目》 《徒然草》〔吉田兼好〕  

  东大寺“金刚力士像”〔运庆、

快庆〕 

金刚力士像（东大寺） 

 

   

１２７４ 元朝出兵日本（文永之役）  

   

１２８１ 元朝再次出兵日本（弘安之役） 

 

忽必烈 

 

  

  

  蒙古袭来绘词 

 

  

  

  

  

１２９７ 实施德政令  

    

１３３３ 镰仓幕府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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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 

源赖朝设在各国的一个职位，负责各国的军事、警察等方面的工作。 

 

地头 

源赖朝设在庄园、公领的职位，负责征收年贡（地租）。 

 

执权政治 

第三代将军源实朝死后，政治实权转归北条氏。北条氏是源赖朝妻子的娘家，执权掌握政治。 

 

承久之乱 

1221年，后鸟羽上皇为了恢复朝廷势力发动反乱，被幕府军队镇压。此后，幕府在京都设六波罗探题，监视朝廷动

向。 

 

御成败式目 

1232年，执政的北条泰时为御家人（将军家臣）制定的审判标准，其标准被长期作为武士的法律范本。 

 

元寇 

忽必烈两次入侵（１２７４年 文永之役、１２８１年 弘安之役）日本，企图制服日本，均以失败告终。 

 

御恩和奉公 

将军和御家人（将军家臣）的关系是主仆关系。将军保护御家人的领地（御恩）；御家人为将军舍命而战（奉公）。

这种社会制度叫做封建制度。 

                  将  军 

         舍命而战＝奉公        给予领土＝御恩 

                    

                  御家人    

 

德政令 

元寇失败后，镰仓幕府为了拯救生计窘迫的御家人们，公布德政令勾销借款。 

 

小结 

１．平氏灭亡后，源赖朝掌握了政治实权。源赖朝设置守护、地头，开创镰仓幕府，成为征夷大将军。将军和家臣

之间结成“御恩”和“奉公”的关系。 

２．源赖朝死后，为了辅助将军，形成了北条氏的执权制度。 

 ◇后鸟羽上皇为了从北条氏处夺回政治实权，发动了承久之乱。 

◇制定了《御成败式目》，即武士应该遵守的规则。 

３．与元朝两次作战（元寇）。 

◇因为耗费了庞大的资金，战后幕府资金短缺。 

◇武士们也生计窘迫，对幕府的不满日益高涨，因而幕府颁布了德政令。 

４．新佛教流行，产生了镰仓文化（贵族文化和武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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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室町时代（１３３５年－１５７３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３３４ 建武新政开始 ＝室町文化= 金阁 

 

  北山文化 

１３３６ 后醍醐天皇迁至吉野，开创南朝，与北

朝对峙 

金阁〔足利义满〕 

  东山文化 

   银阁〔足利义政〕 银阁 

 

１３３８ 足利尊氏开创室町幕府 禅宗的影响 

   书院造 

１３９２ 南北朝统一  龙安寺庭院 

  水墨画〔雪舟〕 

 

 

１３９７ 足利义满修建金阁 书院造 

 

  

１４０４ 勘合贸易开始 

  

１４６７ 应仁之乱爆发  能乐〔观阿弥、世阿弥〕  

  《太平记》 龙安寺庭院 

 

１４８９ 足利义政修建银阁 《御伽草子》 

   “连歌” 

１５４３ 铁炮（火绳枪）传入 

 

 “茶汤”（茶道） 

  “狂言”  

 

 

《御伽草子》里的一寸法师 

 

  

   

１５４９ 基督教（天主教）传入  

   

１５７３ 室町幕府灭亡  

 

建武新政 

镰仓幕府灭亡的第二年，后醍醐天皇把年号改为建武，开始以贵族为中心的政治。因此，武士们对政治的不满日 

益高涨，终于足利尊氏等人举兵反叛，新政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以失败而告终。 

 

南北朝内乱 

室町时代初期，皇室分为南朝（后醍醐天皇方面）和北朝（足利尊氏方面），互相对立。内乱持续了大约６０年， 

足利义满成为幕府将军之后内战才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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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合贸易（日明贸易） 

 

由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开始的与明朝的贸易。用“勘合”（明朝发给的勘合符）的方式来 

区别官方贸易船和倭寇（在中国沿岸活跃的海盗）船，故称“勘合贸易”。 

 

 

应仁之乱 

1467年，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执政时，由于将军接班问题细川氏和山名氏的关系紧张起来，后来很多守护大名 

也卷进了这场争斗。以京都为中心的战乱持续了约１１年，并逐渐波及全国各地。这一时期也叫做战国时代，室 

町幕府的势力逐渐减弱。 

 

中继贸易 

15 世纪初，琉球王国（现在的冲绳县）建立了。琉球王国积极进行与东亚各国的贸易，尤其在中国与朝鲜、日 

本、东亚之间的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这种贸易方式叫做中继贸易。 

 

铁炮（火绳枪）传入 

葡萄牙人把铁炮（火绳枪）带到了日本，当时日本正是战国时代，不久便普及全国。其结果改变了战法，加速了 

全国统一步伐。 

 

基督教（天主教）传入 

方济各・沙勿略将基督教（天主教）传入日本。沙勿略为了恢复天主教的势力，以到亚洲传播基督教（天主教） 

为目的而来到日本。 

 

南蛮贸易 

在这一时期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间进行的贸易叫南蛮贸易。以出口银、铜，进口生丝、铁炮（火绳枪）、火药 

及香料为主。 

 

小结 

１．镰仓幕府灭亡后，开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建武新政）。 

◇武士们对重视公家（贵族）的新政感到不满，因而建武新政几年后便归于失败，开始进入南北朝的动乱时期。 

◇第八代将军足利义政时，统一了南北朝。 

２．足利尊氏成为征夷大将军，开创了室町幕府。 

３．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时期开始了勘合贸易（日明贸易），刺激日本各地产业繁荣发展。 

４．大名之间的对立和将军家的后继之争引起了应仁之乱，战乱波及全国。 

５．应仁之乱以后，“下克上”的风潮流行，战国大名在各地登场。“下克上”意为下级可挑战上级。 

６．欧洲人把铁炮、基督教（天主教）等传入日本。与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之间进行贸易（南蛮贸易）往来， 

南蛮文化传入日本。 

→“南蛮文化”参见安土桃山时代。 

７．代表室町时代的文化有两种：其一是公家文化与武士文化混合在一起的北山文化（金阁寺、能乐）；其二是 

朴素文雅的东山文化（银阁寺、水墨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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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安土桃山时代（１５７３年－１６０３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５７７ 织田信长在安土发布“乐市乐座令” ＝南蛮文化＝  

  ・面包 ・蛋糕 蛋糕 

 

  ・香烟 ・纽扣 

１５８２ 本能寺之变，织田信长去世 ・纸牌 ・医学 

 织田信长 

 

・天文学・航海技术 

  

 ＝安土桃山文化＝ 纸牌 

 

 以城郭建筑为代表 

  安土城〔信长居住的城堡〕 

  大阪城〔秀吉居住的城堡〕 

  姬路城（世界文化遗产） 

１５８２ 丰臣秀吉开始实行“检地”   

  聚乐第〔秀吉的住宅〕 姬路城 

 

１５８８ 丰臣秀吉实行“刀狩”（没收武器） 屏风画、拉门画 

  〔狩野永德、狩野山乐〕 

１５９０ 丰臣秀吉统一全国 茶汤（茶道）完成〔千利休〕 

  净琉璃（三味线） 

１５９２ 丰臣秀吉出兵朝鲜 歌舞伎 

 （文禄、庆长之役） 〔出云阿国〕 茶汤（茶道） 

 

   

１５９８ 丰臣秀吉去世 歌舞伎 

 

 丰臣秀吉 

 

 

 

 

  

  

   

１６００ 关原之战爆发   

  〔德川家康 对阵 石田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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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市乐座 

织田信长实施的政策，由于免除了市场税及废除了各地关所（关卡）等，推动了工商业的繁荣。为了保证交通自由，

废除了关卡。 

 

太阁检地 

丰臣秀吉实施的政策，目的是为了落实征收年贡（地租）。统一度量衡，调查全国各地的田地面积，将推算出的产

米量以石为单位进行表示。1 石等于 150公斤。 

由于实行“太阁检地”，公家、寺庙神社及有势力的农民所拥有的地权都被取消了，而直接从事耕作的农民获得了

地权。 

 

刀狩（没收武器） 

丰臣秀吉为了控制在各地发生的“一揆”（民众暴动）而实行的政策，没收农民所持有的武器，划清了武士和农民

之间的界线。 

 

兵农分离 

实施“太阁检地”和“刀狩”政策后，划分了武士和农民之间的界线。 

 

出兵朝鲜 

丰臣秀吉为了打通征服明朝的道路，两次出兵攻打朝鲜，结果受到了猛烈的抵抗。秀吉病死后，日本从朝鲜撤兵。 

 

关原之战 

丰臣秀吉死后，各地的大名分裂为德川家康的支持派和反对派，双方集结了 16 万士兵，在岐阜县的“关原”这个

地方展开了大战。这是一场决定天下统一方向的关键之战，德川家康方面取得了胜利。 

 

小结 

１．织田信长灭了室町幕府。织田信长在安土城的“城下町”实施了乐市乐座政策。 

２．织田信长死后，丰臣秀吉统一了全国。 

◇丰臣秀吉实施了“太阁检地”和“刀狩”政策，打破了旧社会的结构。→兵农分离。 

 ◇丰臣秀吉企图征服明朝，两次出兵朝鲜，终于以失败而告终。 

３．这一时代有不少出身低微者变成了身份高贵的大名以及大商人，为了表现他们的风尚而形成并繁荣起来的的文

化叫作“桃山文化”，其特征呈现出华丽、雄伟的特色。此外，在这一时代，由于南蛮贸易而带来的欧洲文化

（南蛮文化）的影响也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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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江户时代（１６０３年－１８６８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６０３ 德川家康开创江户幕府   

 德川家康 

 

 

 

 

 

 

 

１６１５ 丰臣氏灭亡 

 制定《武家诸法度》  

  人形净琉璃 

 

１６３５ 制定“参勤交代制度” 

  

１６３７ 岛原、天草一揆（岛原天草之乱）爆

发 

  

１６３９ 禁止葡萄牙船只进入日本（锁国完

成） 

＝元禄文化＝ 

  以上方（大阪、京都）为中心

的町人（居住都市的工人、商

人）文化 

 

   绘画：奥州小道 

 

１６４９ 公布《庆安御触书》 〔近松门左卫门〕 

  …人形净琉璃 

１６８７ 公布《怜生令》 〔井原西鹤〕 

  …浮世草子 

１７０９ 新井白石实施“正德之治”  〔松尾芭蕉〕…俳谐 

  《奥州小道》  

１７１６ 德川吉宗的“享保改革”  歌舞伎流行 绘画：天明大饥荒 

 

   

１７７２ 田诏意次成为“老中”  

  兰学、国学兴起 

１７８２ 天明大饥荒  〔杉田玄白〕… 

  《解体新书》（1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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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７ 松平定信的“宽政改革”  〔本居宣长〕…  

  《古事记传》（1789） 绘画：葛饰北斋的作品 

 

１９世紀

初 

“化政文化”兴盛  

 

＝化政文化＝ 

以江户为中心的町人文化 

浮世绘 

１８２５ 发布“外国船打击令” 〔喜多川歌磨〕美人画 绘画：安藤广重的作品 

 

  〔葛饰北斋〕 

１８３３ 天保大饥荒 〔安藤广重〕风景画 

  文学 

１８３７ 大盐平八郎之乱 〔十返舍一九〕… 

 ⇒ 《东海道中膝栗毛》 

１８４１ 水野忠邦的“天保改革” 〔泷泽马琴〕…  

  《南总里见八犬传》 东海道中膝栗毛铜像 

 

１８５３ 培里率舰队抵达浦贺 〔小林一茶〕…（俳句） 

 

〔与谢芜村〕…（俳句） 

 

小林一茶 

 

 

１８５４ 签订《日美和亲条约》 南总里见八犬传 

 

  

１８５８ 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１８５９ 安政大狱 

  

１８６３ “萨英战争”爆发 

  

１８６６ 结成“萨长同盟” 

  

１８６７ 德川庆喜将政权奉还朝廷（大政奉

还），江户幕府灭亡 

  

 

武家诸法度 

江户幕府为了控制“大名”（藩主）而公布的规定，大名没有幕府的允许不能结婚、不能新建城堡等。 

 

 

参勤交代 

第三代将军德川家光制定的规定。“参勤”意味着“大名”（藩主）前往江户侍奉将军；“交代”的意思是大名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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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藩（领地）执政。由于“参勤交代”需要许多钱财，各藩的财政逐渐困难。德川幕府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各藩的

财政负担，削弱各藩的力量。 

 

岛原、天草一揆（岛原天草之乱） 

以今长崎县的农民为中心，为了反对江户幕府禁止基督教而爆发的叛乱。少年天草四郎时贞为其领袖。 

 

锁国 

江户幕府的禁海政策，主要包括禁止日本人出国、只能与荷兰和中国有外交、贸易关系等内容。并且，除了“出岛”

以外，其他的地方不允许跟外国进行贸易往来。 

 

庆安御触书 

江户幕府向农民颁布的法律，禁止奢侈的生活，劝说农民从事农业。 

 

怜生令 

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发布的，禁止杀生的政令。 

 

正德之治 

新井白石为了纠正德川纲吉因财政困境增加货币发行量的错误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新铸货币以代替以前的劣质

货币、缩小幕府的财政开支等。 

 

享保改革 

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了挽救衰弱的幕府而施行的一系列改革。 

 

宽政改革 

松平定信效仿德川吉宗的政策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企图挽救衰弱的幕府，以失败告终。 

 

外国船打击令 

实行锁国政策的幕府颁发的针对外国船只的命令，用炮击的方式驱赶试图靠岸的外国船只。 

 

天保大饥荒 

1833年至 1839年发生的大饥荒。由于幕府的措施不力，致使许多人饿死，因而各地发生了暴动。 

 

大盐平八郎之乱 

当时农民因台风的侵袭和稻谷的欠收而陷入困境，大盐平八郎为了救济农民发动了叛乱。身为幕府官吏发动叛乱，

使得幕府颇为震惊。 

 

天保改革 

水野忠邦为了使幕府走出困境而实行的一系列改革。但是与宽政改革一样也是以失败告终。享保改革、宽政改革、

天保改革总称为“江户三大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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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里舰队访日（黑船来航） 

1853年，美国的培里率舰队到达浦贺。当时许多美国捕鲸船和贸易船在太平洋航行，需要停靠港口，因此美国要求

日本开国。 

 

日美和亲条约 

培里舰队访日的第二年，江户幕府和美国签订的条约。幕府因此而开放了下田和函馆两座港口，并答应向美国船只

提供燃料和食品。持续了 200 年以上的锁国体制至此告终。 

 

日美修好通商条约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和美国的哈里斯签订的条约。日本为了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开展贸易而签订了这个条约。

可是，条约规定对外国人罪犯不能依据日本的法律进行审判、日本不能对进口商品随意加关税等，因而是一个不平

等条约。 

 

安政大狱 

开国引起了社会混乱，因而反对井伊直弼的人们认为签订条约是失败的，尊王攘夷（将国制改成以天皇为中心，排

斥外国）运动成为一大潮流。井伊直弼为了控制这个潮流，拘捕了许多人士。这种高压政策引起了尊王攘夷派的义

愤，因而他们发动了“樱田门外之变”。 

 

萨英战争 

在横滨的生麦村，萨摩藩（今鹿儿岛县）武士砍杀了一个英国人。英国要求萨摩藩道歉赔偿，但萨摩藩拒绝，并攻

击了英国的船只，英国也报复攻击了萨摩藩。由于萨摩藩的军事力量远远不如英国，萨摩藩战败。 

 

萨长同盟 

与外国战败的两大强藩－萨摩藩和长州藩（今山口县）结成的同盟。他们认为既然不能排斥外国，就同心协力打到

幕府，开创新政府。 

 

大政奉还 

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朝廷。至此，从镰仓幕府开创大约持续了 700 年的以武士为中心的政治告终。 

 

小结 

★江户幕府的成立和锁国政策 

１．德川家康在关原之战胜利后，成为征夷大将军，开创江户幕府。 

２．制定《武家诸法度》，实行“参勤交代”从而控制大名。 

３．以岛原、天草一揆（岛原天草之乱）为契机，禁止葡萄牙船只靠岸而完成了锁国体制。只有荷兰和清朝（中国）

的船只被允许在长崎的出岛进行贸易。 

 

★江户幕府的政治改革→享保改革、宽政改革、天保改革总称江户三大改革。 

１．正德之治…新井白石实行的改革。 

２．享保改革…德川吉宗实行的改革。 

３・田诏意次的政治…田诏意次实行的改革。 

４．宽政改革…松平定信实行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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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天保改革…水野忠邦实行的改革。 

 

★开国和江户幕府的灭亡 

１．美国培里舰队访日，第二年签订了日美和亲条约，开放下田、函馆两座港口。 

２．井伊直弼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如承认领事审判权、没有关税自主权等。 

３．结成萨长同盟，联合反对幕府势力。幕府实行大政奉还，江户幕府灭亡。 

 

★文化的发展 

１．元禄文化是以上方（京都、大阪）为中心的町人文化。 

化政文化是以江户为中心的成熟的町人文化。 

２．学问方面，朱子学、国学〔本居宣长〕、兰学〔杉田玄白〕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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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明治时代（１８６８年－１９１２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８６８ ■“戊辰战争”爆发 创建庆应义塾（1868年） 

 

 

 ■发布“五条誓文” 

■江户改称为东京 

 

１８６９ ■施行“版籍奉还” 

  

１８７１ ■施行“废藩置县” 

■岩仓具视等考察欧美  

 文明开化开始 

  

１８７２ ■制定新学制 新桥到横滨之间铁路开通（1872年） 

 

  

１８７３ ■施行征兵令 

■施行地租改革 

 

１８７４ ■板垣退助等提出设立民选议院的

“建白书（建议书）” 

１８７７ ■西南战争开始 福泽谕吉《劝学》（1872 年） 

 西乡隆盛 

 

１８８１ ■政府承诺开设国会 建造鹿鸣馆（1883 年）  

 

 

 

１８８５ ■制定内阁制度，伊藤博文成为首任

内阁总理大臣 

  伊藤博文 

  

东海道本线铁路全线通车 

（188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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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治时代的文化＝ 

１８８９ ■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 文学 森鸥外 

  

    〔坪内逍遥〕…《小说神髓》 

１８９０ ■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  樋口一叶 

 

    〔二叶亭四迷〕…《浮云》 

１８９４ ■成功修改了与英国签订的条约 〔森鸥外〕…《舞姬》 

   〔樋口一叶〕…《青梅竹马》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爆发  

 

〔夏目漱石〕…《我是猫》 

 夏目漱石 

 

 〔与谢野晶子〕…诗人 

自然科学 

 〔北里柴三郎〕… 

１８９５ ■签订《马关条约》    破伤风的研究 

■（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  〔志贺洁〕… 

    发现痢疾杆菌 

１９０１ ■八幡制铁所（八幡钢铁厂）开始生

产 

 〔野口英世〕… 野口英世 

 

    黄热病的研究 

１９０２ ■缔结日英同盟 美术 

 〔冈仓天心〕 

１９０４ ■日俄战争爆发  〔横山大观〕 

 音乐 

 

 〔泷廉太郎〕 

１９１０ ■吞并韩国 

１９１１ ■截至本年为止，小村寿太郎等与各

国进行交涉，修改之前与各国签订的

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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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辰战争 

大政奉还后，旧幕府军和新政府军之间爆发的战争。装备新式枪炮的新政府军取得胜利。 

 

五条誓文 

明治政府制定的纲领，说明创建新国家的基本方针。 

 

版籍奉还 

为了创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政府让大名将其拥有的所有土地及属民都交还给国家。 

 

废藩置县 

实施版籍奉还后，大名的土地和属民均归国家，但大名依旧统治着原来的土地。政府企图改变这个状况，遂向各

地派遣了县令（知事），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及于全国各地。 

 

学校制度 

规定六周岁以上的男女都必须上小学。 

 

征兵令 

为了建立近代化军队，规定２０周岁以上的男子有义务服兵役。 

 

地租改革 

无论稻米收获量的多少，为了保证政府财政收入的稳定，规定地主须以地价的百分之三作为税款纳税。 

 

设立民选议院的“建白书（建议书）” 

板垣退助要求政府施行民众选举，设立国会。不久，他的主张推广到全国，发展成为全体国民参与的自由民权运

动。 

 

西南战争 

西乡隆盛受到对政府政策不满的民众之推举，在他的故乡鹿儿岛发动的战争。 

 

大日本帝国宪法 

效仿德国宪法而制定；德国宪法规定国王（在日本则是天皇）拥有强大的权力。该宪法由天皇亲自下诏书告知国

民。 

帝国议会 

由贵族院（以皇族、华族构成）和众议院（由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构成）组成的两院制议院。 

享有众议院被选举权的人，仅限于已缴纳高额税款的２５周岁以上的男子。所以能参加选举的人非常少。贵族院

的议员是由天皇任命的，不实行选举。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日本和清朝之间为争夺朝鲜的控制权而爆发的战争。为了反对日本的侵略，加之对朝鲜

官吏的不满，以及农作物欠收等原因，朝鲜农民发动了叛乱（甲午农民战争），以此为契机引起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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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条约 

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和清朝之间缔结条约。清朝向日本承诺了以下三项： 

① 承认朝鲜独立。 

② 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给日本。 

③ 赔偿２亿两白银（折合当时的日元为３亿１千万圆）。 

 

（俄德法）三国干涉 

俄罗斯、德国、法国三国联合起来共同劝告日本，要求日本把因日清战争（甲午战争）获胜而取得的辽东半岛还

给清朝。 

 

八幡制铁所（八幡钢铁厂） 

用日清战争（甲午战争）的一部分赔款建设起来的钢铁厂，为日本的近代工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日英同盟 

当时的俄罗斯非常强大。日本欲对抗俄罗斯，英国也想钳制俄罗斯，因此日本和英国结成了同盟，以共同对付俄

罗斯。 

 

日俄战争 

俄罗斯与日本围绕争夺中国东北（满洲）的控制权而爆发的战争。战争旷日持久，日本和俄罗斯都很难继续打下

去，最后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 

 

朴茨茅斯条约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签订的条约。 

俄罗斯向日本承诺了以下内容： 

① 承认日本对韩国有优先控制权。 

② 把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大连）的租借权让给日本。 

③ 把南满洲铁路的权利让给日本 

④ 割让北纬５０度以南的桦太岛给日本。 

⑤ 承认日本在鄂霍茨克海和白令海的捕鱼权。 

 

吞并韩国 

吞并韩国为日本的殖民地，设置了朝鲜总督府。 

 

小结 

★明治维新和大日本帝国宪法 

１．新政府通过发布“五条誓文”以及实施“版籍奉还”确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之后又实行了“废藩置县”，派遣

知事控制地方政治，不许大名参与政治。 

２．为了实现富国强兵实施了“征兵令”；为了实行殖产兴业政策在各地建立了官营模范工厂。 

３．对政府政策感到不满的不少士族发动了叛乱。其中西南战争是规模最大的叛乱。 

４． 1874年板垣退助等人要求召开国会，提出了设立民选议院的“建白书（建议书）”，推进了自由民权运动。自

由民权运动促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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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为了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效仿德国宪法制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并由天皇向国民颁布。 

６．召开了帝国议会（国会）。由贵族院（以皇族、华族构成）和众议院（由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构成）组成了

两院制议会。 

 

★国际关系和产业、文化的发展 

１．修正江户幕府末期缔结的不平等条约（①废除领事审判权、②恢复关税自主权），并于 1911 年完成了这项工

作。 

２．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以甲午农民战争为起因，日本与清朝之间爆发的战争。日本战胜后，双方缔结了《马

关条约》。但是遭到了俄罗斯、德国、和法国的干涉。 

３．日俄战争是日俄两国围绕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和韩国的利害冲突而爆发的战争。战争以日本胜利而告终。

战后双方在美国的朴茨茅斯缔结了和约。 

４． 1910 年日本吞并韩国，使其成为日本的殖民地。1911 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1912 年成立了中华民国。 

５．产业方面，逐渐由轻工业转向重工业，1901 年八幡制铁所（八幡钢铁厂）建成。 

６．文化方面，推广文明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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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大正时代（1912 年－1926 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９１４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日本参战 ＝大正时代的文化＝ 

 

  文学 

 

 

 白桦派和无产阶级文学流行 

   

  〔武者小路实笃〕… 

   《他的妹妹》《友情》 

 

  〔志贺直哉〕… 

   《暗夜行路》 

   〔芥川龙之介〕… 

１９１５ ■对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   《罗生门》《鼻子》 

   〔川端康成〕… 

 

１９１８ ■“米骚动”（大米暴动事件）  《伊豆的舞女》《雪国》 

 ■原敬组成政党内阁  〔小林多喜二〕… 

    《蟹工船》 

  

 广播电台首播  

 （1925年） 

 

 

  

１９１９ ■签订《凡尔赛和约》 

   

１９２０ ■国际联盟成立 

  

１９２３ ■发生关东大地震  

 

 

普及了报纸、周刊杂志、综合

性杂志、有声电影、留声机 

   

 

报纸  

 

  

  

  

   

１９２５ ■制定普通选举制度  

 ■制定《治安维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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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某些国家以用军事实力获得殖民地为目的而发生的战争。许多国家分别加入以德国、奥地利、意

大利为中心的集团（同盟国）和以英国、法国、俄罗斯为中心的集团（协约国），协同作战。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借

口参战，占领了山东半岛的青岛（本来是德国的租借地）。 

 

二十一条要求 

日本要求中国把德国拥有的对山东半岛的权益、以及南满洲铁路的权利等转让给日本，中国被迫承认了其中的大部

分内容。 

 

“米骚动”（大米暴动事件） 

日本出兵西伯利亚（去西伯利亚去作战）之际，国内米店囤积大米，使得米价飞涨，因而在富山县首先发生了要求

“降价售米”的暴动，其后蔓延至全国。 

 

政党内阁 

在议会当中以党员最多的政党为中心组成的内阁。“米骚动”（大米暴动事件）之后，名为“立宪政友会”的政党党

员原敬成为总理大臣，组成了首届政党内阁。 

 

凡尔赛和约 

在法国巴黎缔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约。“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宣告战争结束，决定领土范围和赔偿金等条件，恢

复和平。根据这个和约，英国和法国获得了德国的高额赔款，同时德国的军队也受到限制。 

 

国际联盟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教训，为了保持世界和平，以全球国家合作为目的，在全球首次组成的国际和平组织。 

 

关东大地震 

1923 年 9 月 1 日，以神奈川县相模湾为震源发生的地震。倒塌房屋 25 万户，被烧毁的房屋 45 万户，死亡和失踪

人数达 14 万人，是日本灾害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灾害。 

 

治安维持法 

为了取缔反对天皇制和反对私有财产制的人们而制定的法律。 

根据这一法律，对共产主义的取缔逐渐加强。 

 

普通选举法 

取消只承认一部分人有选举权的条件，承认一般人均可以参加选举。但是，可以参加选举的人须是 25 岁以上的男

性，女性依旧不能参加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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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本 

１．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背景是两个国家集团的对立。萨拉热窝事件是战争开始的导火线。 

２．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借口参战。战后，对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日本国内则由于战争而增加了出口，经

济繁荣起来。 

３．在凡尔赛缔结了和约。战败国德国被强制限制缩小军备，并被要求赔偿高额赔款。 

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提倡下成立了国际联盟。然而，美国却没有加入该联盟，此外也还存

在着一些诸如只有战胜国的权益增加等问题。 

★大正民主主义运动 

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是大正时代流行的，要求实现民主主义的运动。 

１．吉野作造倡导民本主义。民本主义的基本主张如下：政治不是属于一部分人的，而是依据国民的意志来实施的。 

２．受到国民支持的原敬成为首相，政党内阁正式诞生。 

３．在制定普通选举法的同时，为了镇压社会主义者也制定了治安维持法。 

★大正文化 

１．城市化…由于自来水、电和煤气的普及，城市里流行起欧美式的生活方式。 

２．大众化…出现了发行量超过 100 万部的报纸、周刊杂志、综合性杂志。有声电影、留声机（唱片)开始普及。

1925 年广播电台开始播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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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昭和时代（1926 年－1989 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９２９ ■发生世界恐慌（世界经济大萧

条） 

●汤川秀树获得日本第一个诺

贝尔奖  

汤川秀树胸像 

   （1949年）  

１９３１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开始播送电视节目 

１９３２ ■五一五事件        （1953年） 

  

 

１９３３ ■退出国际联盟 东京奥运会 

 ■罗斯福新政开始 

 

  

１９３６ ■二・二六事件 

  ＝举办奥运会＝ 

１９３７ ■日中战争（抗日战争）爆发 ●东京奥运会 （1964年） 

  ●札幌冬季奥运会（1972年） 

１９３８ ■制定“国家总动员法”   

   

１９３９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举办世界博览会＝ 

  ●日本世界博览会 

１９４０ ■缔结日德意三国军事同盟 大阪（1970年） 

  ●国际海洋博览会 

１９４１ ■缔结日苏中立条约      冲绳（1975年） 札幌奥运会 

 ■太平洋战争爆发 ●国际科学技术博览会 

 

  筑波（1985年） 

１９４５ ■美军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  

   

 ■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投降  

  ＝举办峰会＝ 

 ■联合国成立 ●1979 年东京 大阪世博 

 

  ●1986 年东京 

１９４６ ■颁布日本国宪法  

  ＝交通网的开通＝ 

１９５０ ■朝鲜战争爆发 ●东海道新干线（1964年） 

  ●山阳新干线（1975年) 

１９５１ ■签订旧金山和约 ●东北、上越新干线（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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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濑户大桥 

 

 

 ■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青函隧道、濑户大桥 

  （1988年） 

１９５６ ■与苏联恢复邦交 新干线 

 

 ■加入联合国 

  

１９６４ ■东京举办奥运会 

  诺贝尔的遗嘱 

 

  

１９６５ ■签订日韩基本条约 

   

１９７０ ■大阪举办世界博览会 ＝诺贝尔奖＝ 

  物理学：汤川秀树(1949) 

  物理学：朝永振一郎(1965)  

１９７２ ■美国将冲绳归还给日本 文学：川端康成(1968) 三神器（三大件）

 

 ■日中恢复邦交 物理学：江崎玲于奈(1973) 

     （日中共同声明) 和平：佐藤荣作(1974) 

  化学：福井谦一(1981) 

１９７３ ■爆发石油危机 生理学、医学：利根川进 

  (1987) 

１９７８ ■签订日中和平友好条约   

  三神器（三大件）（60 年代）  

１９７９ ■在东京举行发达国家峰会 黑白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  

  ３Ｃ（70 年代）  

    彩色电视（colorTV）、汽车

（car）、冷气（cooler） 

 

１９８５ ■签订广场协议/日元继续升值   

    

 

世界恐慌（世界经济大萧条） 

1929 年，美国股票市场股价暴跌，导致许多银行和工厂破产，食品价格也狂跌；不久便影响到世界上的其他资本

主义国家，使经济处在混乱状态。这种状态被称做“世界恐慌（世界经济大萧条）”。 

 

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 

日本为了确保在满州（中国东北地区）的权益，企图把满州从中国分裂出来，在柳条湖炸毁了满州铁路的一段路轨，

称是中国军人破坏了铁路，并以这个事件为借口，派遣军队侵略中国。 

 

五一五事件 

1932 年，对政党政治感到不满的青年海军军官暗杀了犬养毅首相。从此政党政治结束，开始了由军部统治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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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国际联盟 

1933年，国际联盟决定不承认“满洲国”的成立，要求日本从满州撤兵。日本为了抗议这个决定，退出了国际联盟。 

 

罗斯福新政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缓解经济大萧条而实施的政策，如举办公共工程（国家为了国民的利益而实施的工程，如建设

水库等）、减少失业者、恢复美国人的购买力等。美国的经济渐渐得到了恢复。 

 

二二六事件 

1936 年，陆军中的青年军官袭击了几个有名的政治家，并占领了东京的一部分地区。此事件后，政治家开始惧怕

“自己也会被杀掉”；从而日本军队逐渐控制了对政治的发言权。 

 

日中战争（抗日战争） 

日本军队派遣到中国后，和中国军队相持不下，呈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1937 年，在北京附近的卢沟桥，中日两

军发生冲突，从而导致日中战争爆发。 

 

国家总动员法 

为了使全体日本国民同心协力支援战争而制定的法律。根据该法律，日本政府可以以战争为目的征用国民和物资。 

 

第二次世界大战 

希特勒企图统治欧洲，1939 年，派遣纳粹德国军队攻击波兰，因此而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二战）。二战

是联合国（英国、法国、美国、中国、苏联等）和轴心国（德国、意大利、日本等）之间的战争。 

 

日德意三国同盟 

美国和英国反对日本的南进政策；为了对抗美英两国，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了同盟。 

 

日苏中立条约 

为了防备来自北方的攻击，日本与苏联缔结条约，约定互相保持中立。 

 

太平洋战争 

为了解决日中战争问题，日本和美国进行了谈判，在谈判破裂后，日本袭击了夏威夷的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太平洋战争的区别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 年到 1945 年，日德意三个国家和美英等同盟国在世界各地的战争。 

太平洋战争…二战期间，以太平洋地区为中心的日本和美英等同盟国之间的战争。是美国等同盟国使用的称呼，在

日本叫做“大东亚战争”。 

 

波茨坦公告 

1945 年，由美国、中国、英国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不附带任何保留条件而承认战败）的公告。同年 8 月 15

日，天皇通过广播亲自宣布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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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 

1945 年，同盟国的 50 个国家在旧金山集会，成立了以保卫世界和平为目的的国际机构，即“联合国”。日本在恢

复了与苏联的外交关系（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后，也被允许加入。 

 

日本国宪法 

根据麦克阿瑟的草案，经过日方的商讨和修改而成；作为《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修正版公诸于国民。其三大原则是：

尊重基本人权、国民主权、和平主义。 

 

朝鲜战争 

日本的殖民统治结束后，朝鲜半岛以北纬 38 度线为边界，北部在苏联的支援下建立了北朝鲜，南部在美国的支援

下建立了韩国。1950 年，北朝鲜侵入韩国而导致朝鲜战争爆发。1953 年虽然签订了停战协定，然而到现在还是持

续停战状态，两国也没恢复外交关系。与越南战争一样，朝鲜战争也被认为是“替代美苏战争而进行的战争”。 

 

旧金山和约 

1951年，相关国家在美国旧金山正式宣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据此次年日本恢复独立。但冲绳和小笠原诸岛仍处

于美国的管制之下。小笠原诸岛于 1968年归还给日本，冲绳于 1972年归还给日本。 

 

日美安全保障条约 

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日美双方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在日本受到外国侵略

时，美国有保卫日本的责任；与之相对的条件是日本要为美军提供基地、接受美军的驻防、同时还须负担驻防美军

的一部分费用。 

 

与苏联、韩国、中国的“恢复邦交” 

 “恢复邦交”指恢复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对方 年 事件 其他项目 

苏联 1956年 日苏共同宣言 由于北方领土问题还未解决，因此日苏之间未签订和平条约 

大韩民国 

（韩国） 

1965年 日韩基本条约 直至现在，日本仍然没有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北朝

鲜）建立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 

共和国 

（中国） 

1972年 日中共同声明 日本之前与中华民国（台湾）有外交关系，同年向台湾通告

断交。现在与台湾保持着友好交流关系。 

1978年 日中友好和平条约  

 

东京奥运会（1964年）和大阪世界博览会（1970年） 

二战结束后，日本经济从萧条的谷底走向了复兴。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后的 1964 年，在东京举办了奥运会，这

是奥运会首次在亚洲举办。同年东海道新干线也全线开通。1970年在大阪举行了世界博览会。由于这些标志着一个

国家进入了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因此，现在人们也常常联想到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和 2010年的上海世博会。 

 

石油危机 

1973年爆发第四次中东战争时，OPEC（石油输出国组织）针对支援以色列的国家提高石油价格，因而发生了经济混

乱，即“石油危机”；在日本也引起了种种混乱，如：原油涨价三倍，“卫生纸要停止生产”的谣言传开后，人们开

始排队抢购、囤积卫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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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会 

 “峰会（summit)”的原意为“山峰”，是指 7 个发达国家首脑召开的关于经济和贸易问题的商谈会议。第 5 届峰

会 1975 年在日本召开，此后在日本还召开过四次。 

 

小结 

★第二次世界战争和日本的关系 

日本政党政治逐渐失效，军部的影响日益增强；通过向中国派遣军队、九一八事变、日中战争等，日本参与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 

１．由于美国股票市场股价暴跌而引起了世界经济危机，全世界的经济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美国实施罗斯福新

政。 

２．日本军部发动“九一八事变”，建立“满洲国”。由众多国家谴责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日本因此而退出了

国际联盟。 

３．通过五一五事件、二二六事件，军部逐渐加强了对政治的控制力。 

４．日中战争爆发。日本制定《国家总动员法》，使国民进入战争准备状态。 

５．德国进攻波兰，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与德国、意大利缔结同盟并参战。 

６．日本袭击珍珠港，引发太平洋战争。广岛和长崎被投下原子弹，日本接受波茨但公告，承认战败。 

 

★日本的投降和同盟军的改革 

日本战败后，在联合国的援助下实行了一系列改革，逐渐变成了现在的日本。 

１．推进占领政策的是 GHQ（驻日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的总司令麦克阿瑟。 

２．实行财阀解体政策，把支配日本经济的集团分拆为许多较小公司，使日本无法拥有发动战争的实力。 

３．实行农地改革；国家把地主的土地打折买进，再降价卖给没有土地的农民。 

４．修改选举法，２０岁以上的所有男女都享有选举权。 

５．制定日本国宪法，其三大基本原则是：①尊重基本人权、②国民主权、③和平主义。 
 

★美国与苏联的对立・日本的独立・新中国的建立 

１．以战胜国为中心，组建了联合国。 

２．以美国为中心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阵营虽然没有直接处于战争状态，然而却在经济和军

事方面对抗。因为不使用热兵器对抗，所以叫做“冷战”。例如：朝鲜战争、东西德国、越南战争时的对抗。 

３．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领导人是毛泽东。 

４． 1951 年，日本签订旧金山和约，恢复独立。同时，日本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1956 年恢复了与

苏联的邦交（日苏共同宣言），日本加入联合国。 
 

★此后日本和世界的动态 

１．经济 

  ◇从 50 年代后半到 70 年代初是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国民生活逐渐富裕，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还举办了全球

性的活动，如 1964 年的东京奥运会，1970 年的大阪世博会等。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同年，还开通了东海道新干线。 

◇1973 年爆发的中东战争引发了石油危机，日本经济进入萧条时期。 

２．外交 

 ◇与苏联（1956 年，日苏共同宣言）、韩国（1965 年，日韩基本条约）、中国（1972 年，日中共同声明；1978

年，日中友好和平条约）相继恢复邦交。 

◇1972 年，美国将冲绳归还给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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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平成时代（１９８９年－） 

凡例…黑色粗体字为重要年代：红色粗体字为特别重要的年代 

年/世纪 政治、经济 文化、生活 参考资料 

１９８９ ■设置消费税（３％） ＝举办奥运会＝  

  ●长野冬季奥运会（1998 年） 

80 年代末 ■泡沫经济膨胀 ＝举办世界杯足球赛＝ 

  ●与韩国合办（2002 年） 

  ＝举办世博= 

１９９１ ■泡沫经济破灭 ●世界园艺博览会 

 ■苏联瓦解 大阪（1990 年） 

  ●2005 年日本世界博览会 

１９９２ ■制定 PKO 法案 爱知（2005 年） 

   

１９９３ ■欧盟（EU）成立 ＝峰会＝ 

  ●1993 年东京 

１９９５ ■阪神淡路大地震 ●2000 年九州、冲绳 

 

 

●2008 年北海道 

 ＝交通网的发达＝ 

 ●明石海峡大桥（1998 年） 

 

 

 

 

  

２００１ ■美国 911 恐怖袭击事件 

  

  ＝诺贝尔奖＝ 

２００２ ■举办日朝首脑会谈 文学：大江健三郎（1994） 

  化学：白川英树（2000） 

２００３ ■伊拉克战争爆发 化学：野依良治（2001） 

  物理学：小柴昌俊（2002) 

２００４ ■向伊拉克派遣陆上自卫队 化学：田中耕一（2002） 

  物理学：小林诚（2008） 

  物理学：益川敏英（2008） 

２００７ ■世界金融危机 化学：下村修（2008） 

  化学：铃木章（2010） 

  化学：根岸英一（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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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３％消费税 

1989 年（即从昭和改为平成的那年）设置了消费税。为了补充税收的不足，向各种商品及服务征收税金。刚设置

时税率为３％，1997 年调整至５％。 

 

泡沫经济 

由于美国的贸易逆差，日元大幅升值。原来购买美元投资的人们变成购买日元，在日本国内出现了资金剩余现象。

因而，人们用剩余资金购买土地、股票。当时人们相信土地不会贬值的“土地神话”，银行用顾客的土地作担保借

出资金；顾客用这笔钱再买土地和股票。这种无限循环，使土地和股票的价格日益升值。之所以称之为泡沫经济就

是因为没有实体的经济如同肥皂泡一样会膨胀。然而，一旦遇到某种契机，上述的循环就会开始反转，泡沫就会破

裂。日本的经济也果然如此，到了 90 年代初泡沫经济就破裂了。 

 

制定 PKO 法案 

PKO 意为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有了这条法律，日本政府就可以向国外派遣自卫队了。当然也有反对意见，认为

自卫队是为了自卫而存在的，不应该向国外派遣；而政府解释说自卫队所拥有的是自卫力量，不是军事力量。同年

（1992 年），自卫队被派往柬埔寨，这是首次对外派遣活动。此后，自卫队还被派往伊拉克，支援伊拉克的复兴事

业等。 

 

欧盟成立 

为了对抗日本和美国，西欧１５个国家结成的经济共同体。现在已有 27 个国家加盟。 

 

阪神淡路大地震 

1995 年 1 月 17 日 5 点 46 分，以淡路岛北部为震源发生了地震，震级为 7.3 级，地震波及大阪、神户等城市，因

而称之为“阪神淡路大地震”。这次地震造成了 6434 人死亡、3 人失踪、43792 受伤，还有 10 万 5000 间房屋全

部毁坏，14 万 4000 间房屋受损等，是二战后最严重的灾害。 

 

美国 911 恐怖袭击事件 

2001 年 9 月 11 日，在美国四架飞机被劫持，其中两架冲撞了纽约曼哈顿的世界贸易中心大厦，一架冲撞了美国国

防部五角大楼，一架失控坠落。因为这一事件发生在 9 月 11 日，因此也称做“911”。在这次事件中，有很多人丧

生。 

 

日朝首脑会谈 

日本和北朝鲜的首脑（小泉纯一郎与金正日）的会谈，一共两次。2002 年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两国首脑签署了“日

朝平壤宣言”。依照会谈内容，被北朝鲜绑架的 5 名日本人回到了日本。2004 年举行了第二次会谈。 

 

伊拉克战争 

2003 年，美国总统布什主认为伊拉克隐藏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而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然而，战后并未找到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捕，并被处以死刑。 

 

世界金融危机 

2007 年，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经济破灭引发了世界金融危机，直至现在仍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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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 

★从 1989 年（平成元年）1 月到苏联瓦解（1991 年 12 月） 

１．日本的土地泡沫经济达到高潮。 

２．全球方面，自 1945 年起持续的冷战，以苏联的瓦解而告终。 

 ◇1989 年…柏林墙倒塌。 

美苏首脑在马耳他会谈，宣告冷战结束。 

东欧各国爆发革命，共产党政权接连倒台。 

 ◇1990 年…海湾战争爆发。 

 ◇1991 年…苏联瓦解。 

 

★从苏联瓦解（1991 年 12 月)到美国 911 恐怖袭击事件（2001 年 9 月） 

１．在日本，这个时期是大萧条时期，也称为“失去的 10 年”。过去被认为不可能破产的银行业出现了破产，学生

们进入了“就业冰河期”，经济方面通货紧缩。另外，在国内政治方面，从 1955 年以来一直持续的由自民党与社

会党构成的政治结构，转变成为了由自民党与政党联合构成的政治结构。 

２．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苏联的瓦解，全球各地开始美国化，市场原教旨主义逐渐支配各国经济。加之，为了牟取

短线利益，投机性资金在全球蔓延，影响到各国经济。 

 

★从美国 911 恐怖袭击事件（2001 年 9 月）到世界金融危机（2007 年 9 月） 

１．当时日本的首相是小泉纯一郎，他积极推进“没有圣域的结构改革”。另外，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取代美国成

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 

２．在世界上，伊斯兰恐怖组织发动了 911 恐怖袭击事件，此后自杀式恐怖事件在世界各地陆续发生。另外，拥有

自然资源的国家，如俄罗斯、巴西、阿联酋等，逐渐加强了在国际社会上的发言力。 

 

★世界金融危机（2007 年 9 月）之后 

１．日本再次进入“就业冰河期”，许多非正式员工被解雇。 

２． 2008 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世界经济同时走向大萧条。加之雷曼事件、迪拜危机、通用汽车公司破

产等事件的发生，使许多银行压缩贷款，造成了市场流动资金短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