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音导览（二楼
编号

A区）

项目

1 欢迎您来到大阪国际和
(M) 平中心

内容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旨在不断传递战争的悲惨和和平的珍贵，是在大阪
府、大阪市的援助下，由公益财团法人大阪国际和平中心进行运营。于
1991年在大阪城公园南侧开馆，而在战后70年的2015年，作为讲述大阪空
袭的和平博物馆，又以新的面目出现了。在这里可以追溯至第二次世界大
战、太平洋战争的经过，并展示大阪空袭的实际情况，同时还展示战时大
阪人的生活、战后重建时期的人们生活以及与大阪的发展、和平有关的内
外活动。
请按着从入口连接的2楼展览室、1楼展览室、3楼展览室的顺序慢慢参观。

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的1945年，由于美军的无差别轰炸，日本的主要城市几
乎都变成了烧焦的废墟。大阪遭受到了50多次的空袭，有1万多人失去了生
展区解说“1945,大阪被
命。
2
(A1) 付之一炬
这个展区可以看到，作为日本商业和工业中心蓬勃发展而被称为“东洋的
曼彻斯特”“大大阪”等的城区被烧成废墟的景象。还一并展示了现在的
景象，所以请比较观察一下。

3
水壶的故事
(A2)

这个水壶，是在6月15日第四次大空袭时被炸的，物主在避难的掩体内发现
水壶中弹了。当时已经怀孕，多亏了这个水壶，腹中的孩子得救，而2个月
后安全地生下了孩子。
家人在2006年，作为空袭的记忆和母亲的记忆把它捐赠给了本馆。

4
10m受灾照片
(A3)

3月13日深夜至翌日14日凌晨，大阪遭受到从马里亚纳基地起飞的B29 274
战略轰炸机的大空袭。向大阪投下了1733吨的燃烧弹，除了北区方向的市
内中心部，大约21平方公里的范围化为焦土。
这个照片是其后不久拍摄的代表了大阪繁华街区难波的情景。右后方可以
远看到大阪城天守阁，但从现在的街区已经无法想象出来了。
Ｂ29 100机以上的轰炸机进行的大空袭，从这一天开始至终战前日的8月14
日，多达8次。

5
导入赠言
(A4)

这是本馆对来馆参观者的赠言。
那一天 那一刻－大阪空袭－
闪耀于21世纪的大阪。人们来来往往，脸上充满了笑容。
可是・・・您知道吗？在先前大战末期的1945年，大阪的城区一眼望去都
变成了烧焦的废墟。遭受到激烈的空袭，一瞬间夺走了家人和朋友的宝贵
生命。
为什么是大阪？为什么是日本？我们不断地追问，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
演，我们决心向肩负未来的孩子们不断地传达下去。将那一天、那一刻发
生的事情・・・为了永远留住这个和平之城大阪，希望它能够为世界的和
平做出贡献・・・。

语音导览（二楼
编号

B区）

项目

内容

展区解说
6
“全世界陷人战争的时
(B1)
代”

这个展区，作为发生大阪空袭的背景，日本为什么与美国开战？为了了解
其经过，结合当时的国际形势追溯自日清战争至太平洋战争的过程。
另外，还可以参观到随着明治、大正、昭和的时代变迁，战争的情况以及
所使用的兵器越来越先进，造成了重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7
年表概要
(B2)

这里是将刚才视频“从日清、日俄战争到太平洋战争”的内容变成插图，
连同大阪发生的事件一起作以介绍。
从上至下，将欧美、亚洲、日本、大阪的事件按年代顺序排列。中间的地
图和有关图示，是就对于日本来说成为转机的战争、纷争以及当时的国际
形势所进行的概论。

8
武器相关图的辅助解说
(B3)

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2次历史上没有过的世界规模的战争。这是历经时间
长、倾国力之所有，不但士兵，就连普通民众都参战的被称为“全面战
争”的战争。另外，还不断开发出飞机、坦克、潜艇、毒气等现代新兵
器，由于被大量用于战争而造成巨大的灾害。
日清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举出4个战争进
行了比较，随着时代的推进，死亡数量增加到令人吃惊的地步。到了第二
次世界大战，不是死在直接的战场，而在“后方”的普通民众死亡数量就
达到了军人的倍数。

语音导览（二楼
编号

C区）

项目

内容

连接展
9
“大大阪与‘军都’大
(C1)
阪”解说

这里介绍的是自大正时期至昭和初期，被称为“大大阪”的大阪的情景，
以及做为陆军直辖的兵器制造工厂、具有东洋第一规模的大阪炮兵工厂的
变迁的情况。大阪市位于日本和亚洲的要塞，以其经济实力作为背景，人
们从各地汇聚到这里，在1925年，成为日本国内第一位、世界第六位的拥
有人口211万人的大城市。
另一方面，大阪炮兵工厂，开设于1870年，此后因每次战争而扩大，在
1937年日中战争开始后不久，达到了顶峰。这个插图描绘的是当时大阪炮
兵工厂的情形，在中央后面可以看见大阪城天守阁。

10 展区解说“战争时的大
(C2) 阪生活”

这个展区展示的是以战时大阪人的生活为主题。充满活力的大阪，战争的
气势不断高涨。战争的长期化，给国民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由于物质短
缺等，人们被迫过着艰苦的生活。另一方面，战局恶化，在日本各个城市
加紧了地区和家庭对将会遭受的空袭的防备。请看看虽然受到战火的威
胁，却拼命生存着的人们的情况吧。
从这个斜坡墙面的展示，可以看到从繁荣时代进入战争时代的转变中，战
争的威胁慢慢影响人们生活的样子。

11
请站在这里比较看看吧
(C3)

这个墙面所描绘的是，战后不久的1948年的大阪府小学6年级男子和女子，
各自平均身高和平均体重。由于受战时粮食短缺的影响，孩子们身高变
矮、体重变轻。
请大家站到这里比较一下看吧。

12
孩子们战时的生活
(C4)

这里介绍孩子们在战时是如何生活的。设有“从普通小学到国民学校”、
“与饥饿作斗争的学生集体疏散”、“我们少男少女”、“战时教育令的
公布”、“成为战争牺牲品的动物们”5大主题。
这里摆放的书桌，是模仿当时国民学校教室里的书桌而制作的。各个书桌
按主题展示资料。另外，触摸面板的画面，可以按主题看到有关当时孩子
们生活的信息。
请触摸面板，去探寻当时孩子们的生活吧！

13
国防妇女会的活动
(C5)

这里展示的是国防妇女会的活动。国防妇女会，起源于1932年居住在大阪
市港区周边的家庭主妇们，向从大阪港出征的士兵招待茶水。此后，扩大
到了全国，被更名为“大日本国防妇女会”。通过参与防空演习或废品回
收、开展节约运动等，支撑着后方。
据说由于会员服装是烹饪围裙和白斜肩布条，女性很容易参与活动。

语音导览（二楼
编号

C区）

项目

内容

从“一亿总动员必胜”
14
到
(C6)
“管控下的生活”

由于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战线不断的扩大，在国内为战争服务作为最
优先的事情，在1938年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而在1939年制定了国民征用
令，国民被严格地管控了。
而政府在1940年，将街坊邻居小组进行制度化，至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对
国民进行指导。
各种资源和物质都必须用于战争，当生活物质开始呈现短缺时，将包括大
米在内的主要粮食和许多生活必需品纳入配给制度的范围。衣服也被管
控，制定了“国民服”。陈列柜中展示的是有关配给制度的传阅板报等。
另外，在右侧，展示的是穿着国民服的男女人体模型。可以窥见当时管控
下的生活一角。

15
女学生日记
(C7)

由于战局不断恶化，女性也被作为战力的一员得到更多的期待。这是高中
女校2年级女学生所写的日记。是从1943年1月1日开始写的。这一天这样写
道：“迎来了大东亚战争的第二个历史性的元旦。我决心今年一定一定重
振精神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另外在同年11月29日，“哥哥要出发了。我想我也会认真做事，不会让哥
哥感到羞愧”，这写的是哥哥出征时的情况。
从这些日记所记录的每一句话中，可以感受到当时女学生的心情吧。

16
与家人告别，奔赴战地
(C8)

由于战争不断扩大、长期化，动员士兵的规模不断增大。被动员的士兵，
必须与家人离别奔赴战场。而由于战况不断恶化，安全返回也变得更加困
难了。
这里介绍的是出征的士兵写给家人的书信以及从战地邮寄给家人的书信、
通知士兵战死的书信。
从这些书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人们的想法。

17
军队记事本
(C9)

军队向士兵发放“军队记事本”。记事本中除记载作为军人的基本守则以
外，还记载了持有者士兵本人的活动。请看展示柜。有三位士兵的军队记
事本。可以分别了解到他们都去了哪个战地。从大阪出发，去中国，再向
南，通过不同的路线奔赴战地。每一位士兵都发生了各自不同的战争。
一本军队记事本，是在讲述一位士兵在战地生存的证据。

18
战时的民房
(C10)

这是重现战时的民房。展示的是防备即将来临的空袭，生活着的情形。
每个家庭，都备有防火水槽、灭火拖把、水桶、防空头巾等，为了防止爆
炸产生的碎片飞散，在窗户等玻璃上粘贴纸胶带，在地板下等处挖了防空
洞。晚上为了不使电灯的光线从窗户射到外边，将电灯罩用黑布罩住。

19 证言和体验画（斜坡
(C11) 墙）的解说

通到1楼展览室的这个斜坡墙上所展示的，是经历过大阪空袭的人们证言和
绘画。是回忆当时的景象，经历者所讲的话、经历者所画的画。有整个画
面被画成火焰的、在防火水池看到的无数尸体、模拟原子弹轰炸的巨大孔
洞和坍塌散架的民房等。每一句话、每一张画，都传达出空袭的激烈和空
袭的惨状。
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对团体出租体验画展示面板。详情请与事务所联系以
获得更多信息。

语音导览（一楼
编号

D区）

项目

内容

展区解说“许多人丧
20
命，
(D1)
被野火焚烧的大阪”

大阪的市区在太平洋战争末期，由于50多次的空袭，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
击。燃尽大阪市区、造成众多伤亡的大阪空袭，究竟是怎样一种状况呢？
为了了解空袭的悲惨状况，站在受到空袭的人们的视角，观察其实际的状
态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展区，包括当时拍摄的照片在内，以实物资料和经历者的证言等形式
为主，介绍因空袭造成灾害的大阪的市区和人们的情况。

21
大阪大空袭和受灾照片
(D2)

在50多次的大阪空袭中，被称为“超空要塞”的B29轰炸机100架以上的轰
炸作为大空袭。在终战的1945年，自3月13日至终战前日的8月14日，大空
袭达到了8次。
入口正面的照片，是3月13日深夜至翌日14日进行轰炸的第一次大空袭的情
景。拍摄下了燃烧弹如火雨一般落下的情景。
显示器的视频，介绍大空袭的情景。

22
证言的房间
(D3)

这里将经历大阪空袭的9人证言，连同经历画和当时的情景等一起进行介
绍。经历空袭的人们的证言，是将战争的记忆传递给下一代、为了推进和
平进程的珍贵留言。战争究竟是什么？和平是什么？请一边思考一边倾听
一下空袭经历者的证言吧。

空袭让众多的人们遭受灾难、失去了生命。
这个被子弹射碎的国民服，是在大阪市内经营旅馆的人的东西，6月1日，
告诉我们攻击是多么恐 在第二次大空袭之际，受到P51野马战斗机的机枪扫射而死去时的东西。听
说这个人的儿子，只看到从盖在遗体上的席子露出的一点头发和腿，就认
23 怖的物品
(D4) (被子弹击中的国民服、 出了是父亲。
缝纫机)
左侧是缝纫机头。由于空袭住房全部烧毁，但在避难时由于事先把这些东
西沉在水槽中，而保留了下来。
这些东西，作为无声的证言，传达着对战争的记忆。

戎桥附近的烧焦废墟立
24
体模型
(D5)
和光雕投影

在眼前的这个巨大立体模型，重现的是3月13日第一次大空袭后的大阪难波
戎桥筋附近的烧焦废墟的情况。
上边的道路，是南北穿过大阪都心的御堂筋。右侧是东西流向的道顿堀
河。虽然剩下了几个建筑物，但都变成了燃烧后的废墟状态。
以这个立体模型为屏幕，进行光雕投影。最初的视频是在空袭前的1942
年、从上空看到的同一地点的情景。请大家观看。

25
防空洞解说
(D6)

这里介绍的是防空洞的种类以及挖防空洞的方法等有关防空洞的信息，同
时将经历过防空洞的人们的证言和绘画一同进行介绍。
防空洞一般认为可保护自己免受空袭，而实际挖的许多防空洞，因资材短
缺，并不能承受空袭。防空洞本身由于燃烧弹、炸弹而被破坏，在防空洞
里面被烘烤而死亡的人则不在少数。
让我们体验一下在防空洞中生活的焦虑究竟是什么滋味吧。

美军的战略和大阪空袭
26
(燃烧弹、1吨重炸弹、
(D7)
模拟原子弹)

这里是“美军战略和大阪空袭”这一主题，美军为什么对人口密集的大阪
进行多次反复空袭？展示的是美军的战略特点。
正面展示的是燃烧弹复制品。扎入地面像细筒子一样的东西是M69燃烧弹，
是为了攻击多为木制房屋的日本而开发的。
右侧的两个大炸弹，是重达1吨的炸弹，是以破坏大阪炮兵工厂等大型军需
工厂和坚固设施为目标而被投下的。
另外，为了成功向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进行训练而将模拟原子弹投向日
本的各个城市，这个展厅也介绍了向大阪投下的情况，请一并观看一下
吧。

语音导览（三楼
编号

E区）

项目

内容

这里展示的是，从战后占领下的生活经过高度的经济增长，再次实现向大
都市复兴的大阪情况。变成一片废墟而迎来终战的大阪，当时人们过着忍
受贫困、物质短缺等痛苦的生活。另外，在终战后一个多月，大阪就被从
27 展区解说 “坚毅存活的 和歌山县登陆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所占领。
(E1) 大阪”
城市区域由于衣食住全部短缺，在站前等地方出现了黑市，许多人在这里
获取物质。而被战争伤害的人们的生活，逐渐得到重新恢复。1952年，解
除占领统治后，大阪进入高度经济增长期，各种产业也发展起来。加速复
兴的大阪取得了巨大变化。

战争结束后的证言
28
(墙面的证言解说)
(E2)

墙面介绍了7人的经历。显示器的视频，是2014年在大阪国际和平中心进行
证言的4人。
奥村诚一先生在终战时12岁。他谈到了学童疏散的经历以及从疏散地回到
大阪的记忆。
高田康子女士终战时13岁。她谈到了生活中由于物质短缺，去黑市的经
历。
秋山美代子女士终战时12岁。她谈到了在艰苦的生活中与家人度过的日日
夜夜。
川人义明先生终战时17岁。他是以志愿兵加入海军，眼睛和胸部受伤，两
眼失明。他谈了在战后作为伤残军人的生活情况。
墙面还有其他3人的经历，请大家观看吧。

1945年从和歌山县登陆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军进入大阪，翌年4月在大阪府
下配置了1万4千人的驻军。市内的主要建筑物都被联合军接收，人们的生
被占领下的生活
活、出版、广播等言论活动也被管控了。
“败战与大阪”“大阪
在这里的餐具是为了从占领下的日本向海外出口而生产的。内面有不常看
29
与进驻军”
(E3)
到的“Made in occupied Japan”（占领下的日本制造）的标识。从民间
(实物展示“占领下的日
贸易重启的1947年夏天，至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的1952年，这5年时间，受
本制造餐具”)
到GHQ（联合军总司令部）命令标识“占领下的日本制造”这一意思的
“Made in occupied Japan”。

艰苦的生活
30 “住房难与粮食难”
(E4) “配给制度与黑市”
(集中购物背包仿制品)

因战祸而失去住所的人们，必须在防空洞和桥下等处生活。还建起了其他
应急性的简易住宅来生活。另外，在1945年秋天，由于作物歉收的影响，
连配给物质都不足了。
于是，在变成废墟的站前等处，食物以及日用品的销售开始了。以违法的
渠道和价格进行交易，并逐渐集团化而被称做黑市。人们为了在物质短缺
中求生存，去黑市购物、去农村集中购物。
出去集中购物，背着装有农作物的背包长达几个小时，乘坐满员的列车再
回来。这里重现了其背包的重量。据经历者说，身前身后背的重量约有19
公斤。让我们拿一下背包看看吧！

语音导览（三楼
编号

E区）

项目

内容

战后不久，清理了废墟上的砖石瓦砾，重新开始上课了。首先是室外的蓝
天学校，接下来对燃烧剩下的校舍和体育馆进行隔断作为教室进行使用。
孩子们的生活
后来接受粮食的援助而开始了配餐，由于教育基本法的制定，学校制度获
“战后的学校教育与孩 得了巨大变化。
这是重现当时餐单的配餐。纺锤形面包加蔬菜汤、脱脂奶粉。这考虑到了
31 子们的生活”
(E5) (学校配餐复制品、涂抹 孩子们的营养均衡。
修改教科书复制品、连 旁边有被涂抹修改的教科书。在GHQ的占领下，禁止军事色彩浓厚的教育，
环画、拍洋画)
利用涂墨修改的教科书或撕下书页的教科书进行学习。
而旁边有连环画和拍洋画。由于制造的现成玩具很少，孩子们在空地等处
自己想着法玩耍。

发展的大阪
32 “发展的大阪与人们的
(E6) 生活”
(当时的电视机)

1952年解除了GHQ的占领统治，大阪市区不断取得惊人的发展。
高度经济增长期的大阪，进行了主要道路的修建、大楼和站前的开发、海
湾地区的修建、地铁的延长施工等。
生活方式也急剧不断变化。建设了带有水洗厕所、洗面池、DK式厨房、阳
台的新城，每个家庭都普及了电气化产品。
1952年完成了国产电视第一号，开始了电视的量产销售。这里的电视画
面，是以照片形式介绍自电气化产品开始普及的1955年至1970年来自全球
大约6500万人参观的大阪世博会的高度经济增长期的情况。

1960（昭和35）年的物
价
33
“从数据看大阪的生
(E7)
活”
(墙面物价的说明)

介绍的是现在仍然存在于东大阪市的商店街的1960年的物价。进入高度经
济增长期，商店街铺设了道路、建设了拱廊，人们熙熙攘攘。这里显示的
是支撑当时生活的日用品和食物的价格。
提起大阪会想到章鱼烧。这个当时12个装为30日元。大阪烧（什锦烧）1张
80日元。中国式面条1碗55日元、汽水1瓶35日元。看食物的价格，会觉得
非常便宜，但当时的收入只不过是现在的大约十五分之一左右。
物质不同则物价变动的幅度不同。大量生产困难的衣服等，比现在的价格
还贵。那么，请考虑一下换算成现在的物价，应该是多少钱呢？

语音导览（三楼
编号

F区

・

项目

一楼

时间之庭）
内容

展区解说
34
“为了创造我们的未
(F1)
来”

这个展区由4个展厅构成。现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战争和纷争不断，面对现
实，针对其背景和各自带来的问题进行思考，介绍战后日本通过国际合作
获得信赖所走过的道路，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活跃的大阪年轻人的姿态等。
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对和平展开想象力，使之成为对思考、
学习、行动的启发。

35
日本回归国际社会
(F2)

这里介绍战后的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悲惨的经历中学习，建立了通过国
际合作获得信赖的国际关系而不是依靠军事力量所走过的道路。
通过回顾以前的大战，这是走向和平的第一步。战后，日本根据以前大战
的教训，通过制定主张和平主义的日本国宪法，开始走向了和平的道路。
日本通过加入联合国回归国际社会、与近邻各国建立新型的关系、扩大国
际交流和国际贡献等，让我们回顾一下日本所走过的和平道路吧。

36 现在，就在此刻和平依
(F3) 然受到威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后，世界各地仍然发生各种战争和纷争，面对现实，
这里对其背景和其带来的问题进行介绍。
将目光投向由于民族和宗教的不同、贫困等引发战争的原因，同时投向难
民、饥饿、地雷、儿童兵问题等战争所带来的严峻现实。
请看相邻面板上的世界地图。显示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所发生的战争
和纷争。虽然没有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大型战争规模，但内战和将
周边国家卷入的纷争，现在仍然发生在某一些地方。

37 从大阪的振兴看和平的
(F4) 宣传

这里以大阪在战前、战中、战后得到的教训为基础，思考应该发挥的作用
到底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现在能做的是什么？作为其头绪，介绍以联合
国为首的国际机构的活动，以及被称为NGO的民间团体等进行的人道援助、
和平贡献活动等，同时还介绍在世界舞台活跃的大阪年轻人的情况。

对于和平
38 ～我们能做的是什么
(F5) 呢？

在这里，将展开对和平的想象力，为了不断考虑思考、学习、行动的重要
性，介绍世界各地纷争地区生活的孩子们的情况，同时提出以下问题：为
了世界和平，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到底是什么？到底需要什么？
比如，捐出1000日元，就等于“捐赠了预防麻疹疫苗30次”。除捐赠外，
在购物时自带袋子、回收PET瓶盖、参加志愿者活动等，为了和平有很多身
边可做的事情。您也从可以做到的事情开始吧。

战前的大阪有很多军事设施，而大阪遭受了50多次的空袭。因此，军事设
施遗迹以及因空袭而受害的遗迹，目前在大阪府内还留下很多。为了不淡
为了和平 ～向后世讲
忘对战争的记忆，传达于后世，请访问这些设施和地点，重新燃起对和平
39 述战争的记忆
的愿望吧。
(F6) (大阪的战争遗迹介绍）
在出口近前的展厅，作为结束语，介绍为纪念大阪国际和平中心开馆10周
～结束语
年而创作的“Every day, Happy day”这一歌曲的歌词。这个歌词充满了
“和平”。对您来说，“和平”究竟是什么呢？请思考一下看吧。

大阪空袭死难者名簿／
40
时间之庭
(T)
(一楼)

这个里院里有“时间之庭”。该设施是为了追悼在大阪空袭中死亡的人
们，作为祈祷永久和平的场所，接受包括大阪府民、市民在内的各界人士
以及死者家属和团体等众多人们的捐赠，于战后60年的2005年8月完成。
死亡的每个人的名字都作为“时间”的证人而被刻在了纪念碑上。包含着
祈祷和平的心将超越“时间”永远不会间断这样的愿望，所以被命名为
“时间之庭”。
另外，刻在纪念碑上的名字，也是接受大阪府的委托由本财团在2002年至
2004年进行的调查和其后判明的内容，财团将继续受理有关大阪空袭的资
料和信息的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