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翻訳原稿（中国語）
・対談記録：西淀川公害损失和地区改造

致力于反公害运动之前
芝村：
森胁先生生于 1935 年，现年 66 岁（対談当时）。1961 年来到西淀川区，从 60 年代末期
到 70 年代,一直致力于反公害运动。首先向森胁先生请教一下开始从事反公害活动的经过。
森胁：
从岗山乘坐伯备线在备中高粱站下车，离高粱站大约 20 公里的山里最高峰有一个山村叫
做有汉町，我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出生在一个勉强能糊口的农家，是家里的老小。在上小学
3 年级的时候日本战败了。上 4 年级时的 10 月份我从柿子树上摔了下来，以至于 5，6 年级
时,完全不能去学校上学，只能呆在医院和家里。因为这个缘故，虽然上了中学，但是受的基
础教育比较差，自己比较拿手的只有画画和書法。从家里到学校大约有 6 公里， 我每天都是
走着去上学，所以只有身体比较结实，而且还经常打架。
中学毕业后，我升入了一家私立的商业高中。高中毕业后，最初就职的是名古屋的一家
公司。2 年后就去了东京。在那里呆了几年后又有了变动，从大阪到岗山，换了 10 几次的工
作。一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没有办法，就开始在一家出租汽车公司上班了。进入公
司后驾驶出租车，没有多久就被卷入了一场劳資糾紛中去。围绕着归还营业执照等问题，这
场劳資糾紛长期化了，当时作为中心指导的干部，对解决问题不抱希望就离开了工会，从而
留下了 136 名出租司机。他们对没有工作干劲的我说“给你每天 800 日元，从事解决劳資糾
紛的工作”。做好了长期化的心理准备，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在 65 年我被大会选为书记长，
2 年后根据大阪市的土地征用法，我们管理的工会在车库问题上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分到了
和解金。为了纪念这场斗争，还出版了“不屈的旗帜”。这样持续 1000 天的斗争就终于结束
了。
68 年我在位于西淀川的淀川勤劳者厚生协会就职。那里的理事长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
对我说“不管怎样，你去大和田给我建一个医院”。为什么要建一个医院，怎样才能建好一个
医院，带着这些疑问我去了“保护会大和田（后改为保护西淀川生活和健康会大和田支部）”
事务所。那个地方到处都是跳蚤，仔细观察会发现床下有死猫的尸体。这个组织开始只是空
有虚名。靠着只有几个职员将组织从一开始创建起来，在接受了许多人的支援和资金援助下，
千北医院不管怎么说算是成功的建立起来了。医院是建起来了，但是和医生协会却起了冲突，
患者也没有想象中来得多。于是我们决定实行大阪市 65 岁以上的老人可以免费进行诊断的措
施，大量的老人被吸引集中到这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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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69 年西淀川被指定为公害地区，
“公害特别措施法”也开始施行，并根据该法诊断公害
病。在那时“那个医院能很好的诊断出公害病”的说法广为流传，由院长带头，带领全员参
加了反对公害的斗争。与此同时，我们开始通过和医生会商谈，在千北医院的一角设立了公
害检查中心。因为这里是区医生会的附属公害中心，所以被认定为公害病的患者，每年为了
进行 4 次检查都要聚集到这里。在接待那些患者的同时也倾听了他们的痛苦心声。因此那时
投身于这项运动中去。

反公害运动高涨期的活动
森胁：
我是在 1968 年的时候知道哮喘病的。实际上虽然抱着建立一个医院的想法去的大和田，
但是在那里谁也不认识。我每天都在大和田公园里召集一群孩子，在那里打垒球。那时冰棍
儿卖 5 日元，我经常买了分给孩子们，可是总有一个一直坐在那里而不加入到其他孩子中间
去的小孩。
我说“让那个孩子和你们一起玩”，那些孩子们说“他有哮喘病，拿不住球棒”。于是我
让那个孩子拿住球棒打球，那个孩子虽然一个球也没有击中，但一直是兴高采烈，即使结束
后，也抓着我的袖子不肯撒手。
我去了离公园很近的那个孩子的家。令我吃惊的是那个孩子家里的榻榻米上，几乎所有
的地方都有点点的血迹。我想 “啊，是不是家里养着猫呢”
，但是猫为什么要那样抓榻榻米
呢？ 我问那孩子的母亲“这血是怎么弄上的”。原来那是孩子的病在夜间发作的时候，因为
痛苦不堪，而在榻榻米上用指甲抓的。孩子的指甲缝里扎入有榻榻米的渣儿后鲜血冒出，那
些点点血迹是他痛苦不堪，发作时留下的痕迹。
我见到的另一个人是南竹照代小姐。她也住在大和田。24 岁年纪轻轻的就离开了人世，
她当时的病情非常严重，以至于快离开人世时也不希望别人进入她的房间。她说“是因为如
果母亲进了房间就会呼吸房间的空气，空气被母亲吸走了，自己能呼吸的空气就少了”
。最终
她是因为肺萎缩而死去的。
还有一个叫纲城千佳子的女孩儿，比南竹大一岁，从学校毕业后就职于国际大酒店。可
是有一天在工作结束后回家的路上，在尼崎车站因哮喘病发作，窒息而死。
在大和田地区附近就有 3 个人，因为公害而遭受痛苦，看到这种状况，我就打算一輩子
都从事这项运动，这就是平时做事馬虎的我，开始从事公害运动的最大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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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所谓及公害运动，就是看到污烟排出时要做些什么対付安，还有大家一起向地区行政机
关，污染企业进行起诉的行动。我感到就像小的时候经常打架那样，同样处理即可。有一个
检查技师田中千先生，是一个非常努力勤奋的人，他从最基本的知识开始详细地教给我们。
从他那里我们学到了有关流行病，法律，组织等方面的知识。因此我们对从事及公害运动也
越来越有自信了。

反公害运动的展开和企业，行政的对应
芝村：
我认为 60 年代末期到 70 年代前半期，是日本公害问题和反公害运动的高涨期。从 60
年代中期的运动到 70 年代的”西淀川消除公害市民会”的成立，并且在 1971 年又成立了”
大阪消除公害会”。
森胁先生作为中心人物活跃在其中，在当时各种各样的公害运动中森胁先生是怎样展开
工作的？
森胁：
在国道 43 号线的出来岛公团住宅附近有一个永大石油公司，这家公司利用废油制作沥
青。工厂的排出物含有高浓度的亚硫酸，产生悪臭，并对人的眼睛有很强的刺激。排出的烟
雾曾经使种植在公团的牵牛花一夜之间全部枯萎，引起过很大的骚动。通过这个事件以后，
以出来岛地区的街道会，新妇女会，学生家長会为主发起了这次反公害运动。由于千北医院
在反对永大石油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运动更加发展壮大了。永大石油最终被大
阪市收购，告一段落后，
”消除永大石油公害会”改名为”消除西淀川公害市民会”
。
当时的状况是烟雾排出时，白天开车也要开车灯，即使这样也看不清 3 米外的东西。在
小学里也发生过因为烟雾太严重而使运动会取消，然后又重新召开的事情。
在那时，除了自民党，其他所有政党都发起了运动，召开了 1500 人的集会。掀起了”反
对公害企业进入外岛”的大斗争。针对这场由左翼倡导发展的运动，右翼也提出”必须干”
的口号，日赤服务团也成立了追放委员会。这样就形成了全部区民行动起来的局面。1970 年，
大阪市也把西淀川区作为特别对策地区，设立公害机动队积极开展活动，如填埋大野川，制
定治理神崎川污染的对策等。并且在 1969 年，公害受害者根据特别措施法得到了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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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在全国的大气污染诉讼中，四日市的市民胜诉，対我们的运动给予了很大的鼓舞。它告
诉我们，受害者要亲自参加运动的这个道理。
1972 年通过区医生会的协助，成立了西淀川公害患者会，我们着重于消除公害运动，西
淀川的患者会运动要比其他地区晚了约 1 年，从全国看西淀川组织的诞生排行第三。
当时成立患者会，主要是以明確企业的責任和赔偿受害者的运动为中心。当时因为医疗
费非常贵，患者连生活费和孩子们的学费也很难支付。在 73 年，通过患者到大阪市议会民生
委员会的静坐示威运动，创立了西淀川企业出資赔偿的救济制度。
接下来的运动是扩大公害指定地区和设立西淀川区以外的患者会组织。我们在此花区，
城东区，住之江区，堺市等很多地区建立了组织。同时，为了让污染企业承担责任，连续对
关西电力，大阪制钢等企业进行“公害企业要负责任，要进行受害赔偿”的抗议活动。川崎
和西淀川共同向国家提出了“建立制度”的要求书。以上这些运动是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制
定前，72 年 73 年时的运动。在国家的制度设立之前，我们在所有的地方都进行了不顾一切
的集中攻击，也就是所谓的全局性的运动。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公害指
定地区不仅从西淀川扩大到大阪市全区，还扩展到堺市，东大阪市，丰中市，吹田市，守口
市等地区。在 73 年到 74 年间，这些地区也成立了患者会的组织。那时全国性的扩大公害指
定地区的运动也有了很大的进展。
另外，小学校的教学对西淀川这场运动的支持也是非常巨大的，小学老帰也起了很大的
作用。据报告，各小学校的公害教育是属于运动的前期阶段。

围绕着簒改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改坏的斗争
芝村：
随着居民运动的衰退，在公害·环保行政倒退的形势中，西淀川开始致力于公害诉讼。
在 78 年公害诉讼正式开始。就有关当时的事情想请教一下森胁先生，为什么从那时起开始致
力于诉讼，在其中究竟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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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是 73 年通过的。这个制度的负责人是桥本道夫先生。那之后的 “全
国公害患者会联合会”也是通过他的帮助才成立的。在制定补偿法时，召集了四日市，川崎，
西淀川，尼崎，仓敷等地方的患者，针对制定什么样的法律，详细地征求了他们的意见。那
时他是一个非常亲切，温和的医生，对法律的内容进行审议时，他还将患者代表列入中央公
害審議会之中，在内容里加入了对儿童补偿及尊重主治医生的意见等内容。
西淀川公害诉讼是 78 年提起的。在 6 个月前的 77 年 11 月，来到大阪府的桥本先生作了
“恪守二氧化氮的环境标准 0.02ppm”的说明。可是在西淀川诉讼开始 3 个月后，环境标准
放宽了 2 到 3 倍。在西淀川的审判开始时，据说财界全体对其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当时正
好要建濑户大桥，有学者说，在 0.02ppm 的标准下无法建桥，所以要将标准放宽到 0.04 到
0.06ppm。西淀川的诉讼就是要”恪守这个标准”
，诉讼刚开始时标准就放宽了 2 到 3 倍，这
对后来的判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森胁：
“二氧化氮标准的放宽就是公害对策的放宽，这会造成受害者的增加”，对此我们和环境
厅进行了面对面的抗议交锋。78 年 6 月份在众议院公害特别委员会上参考人进行了“反对二
氧化氮环境标准放宽”的意见陈述。7 月份连续和桥本大气保全局长进行交涉，这场交涉一
直持续到 10 日深夜，还在交涉过程中，电视里郤播放了放宽环境标准的消息，这太过分子。
东京都，大阪府等多数的地区行政机关都反对环境标准的放宽。但国会和委员会在乱哄哄的
情况下强行地使它通过。
一方面，造成公害的团体在财界的指导下，对我们进行了更加猛烈的反扑。经团联在 1976
年提出了“有关公害健康受害补偿制度的请愿书”，1978 年又出了有关”取消公害指定地区，
摧毀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的内部秘密文件。经团联还发行了大量的印制精美的彩色宣传小
册子来进行宣传，上面写着”在如此清洁的空气环境中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患者”。81 年 12 月
对临调（临时行政调查会）提出了”有关环境行政合理化的要求”。83 年 3 月临调的最终答
复是“应该明确指定地区及解除条件”。
另一方面，是关于受害者团体的活动，73 年 11 月全国各地的患者会在名古屋结成了”
全国公害患者会的准备会”
（7 地区）
。76 年 6 月“全国公害患者会籌备会”，全国的公害辩护
律师，痛痛病对策协议会，丰中机场诉讼，新泻水俣病诉讼等汇集在一起，将全国的公害受
害者统一起来,举行了“公害受害者总行动日”活动。这个交涉是在环保周期间，各地区的公
害受害者各自向环境省，经团联，被告企业等提出要求，朝着解决的方向一个一个的斗争到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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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慢慢地这场斗争发展为全国性的斗争。81 年 5 月在大阪结成了
“全国公害患者会联合会”。
补偿法簒改前的 5 年间，全国受大气污染的患者，在东京一直坚持着，进行激烈的斗争。这
期间的中央行动大约有 23 次，参加的人数达到 5691 人。光是 109 属国会就发了 86000 张传
单，患者会常驻者也达到了 243 人。
在同临调的斗争中，83 年 1 月 10 日临调前有 600 人静坐。他们连正月都不休息，将直
诉文一个个发到代表者手上，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在那期间取得了 4 次修改答复的成果， 83
年 11 月环境厅在审議时就有关“修正地区指定的条件，解除指定”一事向中公審进行了咨询。
另一方面政府也向地区行政机关征求了有关解除指定地区的意见。
联合会采取了紧急的中央行动，于是利用召开中公审期間的请愿行动就开始了。患者会
提出了和中央一起行动，全力进行地方运动的方针。地区行政机关也為了通过反对解除指定
地区，连日进行了交涉。通过和自治劳干部的商谈，共同斗争的形式得到了确认。
86 年 10 月中公审召开了临时总会，对“全面解除 41 个指定地区，不再认定新加入地区”
一事进行了答复。患者会为了准备同国会斗争，建立了第二回合的体制。事务局 7 人作為専
耺干部和从全国来参加的患者一起，不仅走访国会议员，政党，劳组等各种团体，还每天上
街散布传单。
可结果是，87 年 9 月在第 109 次临时国会中补偿法被纂改，因此新的患者也得不到救济
了。当时的通过的決議是专门委员会的报告的结论部分，下面三行被强行改写。那天从全国
来的患者包括支持者共 550 人参加，大家献计献策，竭尽全力。在霞关的第 5 大厦合同厅的
1 层大厅到正门前，从内到外都连成一体，整然静坐进行抗议活动。
针对补偿法的纂改，患者会召开了中央集会，进行了”强化诉讼斗争”的呼吁。并且在
尼崎，名古屋进行了新的诉讼，点起了反击的烽火。还发誓一定要在一直持续着的千叶，西
淀川，川崎，仓敷等地的诉讼中取得胜利。
芝村：
1978 年以后一直致力于诉讼工作，我听说这些诉讼原本无望胜诉的，经过各种努力，多
方迂回辗转最终取得了胜诉，没有胜算的诉讼为什么会打赢？决定胜负的重要原因又是什么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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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诉后也没有终结的公害
森胁：
在大气污染的诉讼中，1972 年首次在四日市的诉讼中，居民得到了胜诉判决。同一年，
为了直接听取居民斗争的情况和受害者的声音，我访问了四日市认定患者会的冢田事务局长，
他给我做了许多介绍。
四日市的街道中烟筒非常多，从工厂排出的烟将太阳的光线都遮住了。市内空空荡荡，
企业住宅里没有人居住。从工厂流出来的水看起来是干净的，但是没有鱼在水里游，这给人
留下很深的印象。
那时虽然制定了公害健康受害者补偿法，但是法律中没有明确，谁是造成污染的犯人。
我认为不管怎样，
“这个公害企业是犯人”，
“造成损害就是不对”，要让他们给受害者低头认
罪。所以到现在为止，都一直在追究污染企业的责任，虽然各企业都承认部分责任，但又在
钻法律空子。我怎么也想不通，于是想“即使败诉也要将污染企业告上法庭”。
根据“特别措施法”西淀川被定为公害指定地区的 1969 年，大阪律师会公害对策委员会进
行了“被称作大阪哮喘的西淀川一带的大气污染以及堺地区的调查”。在律师会月报上刊登了
“西淀川地区的实际情况调查经过报告”，报告中这样写道“因为因果关系的证明非常困难，
污染源特定及司法救济也因为中小企业较多，比起四日市要困难得多。但是对推进受害救济
工作的后援有必要进行呼吁”。当时连患者会也没有成立，受害者兴运动也不起潮。就连这个
话题也是在诉讼结束后从井上(善雄)律师那儿听到的。
我想在西淀川提起诉讼，为此，73 年 5 月我个人走访了青年法律家协会的伊多波事务局
长，就有关“西淀川的问题能否提起诉讼”进行了咨询。并且参加了在丰中召开的“青法协
第 5 次全国公害研究集会”。在 7 月 27 日的全体会议上，关于“从全国范围看大气污染严重，
患者数也很多的西淀川能否提起诉讼”的问题发出呼吁，收到了在青法协大阪支部，成立大
气污染问题研究会的成果。另外，74 年 3 月 28 日患者会向大阪律师会递交了书面申请，大
阪律师会在 4 月 11 日为西淀川的大气污染诉讼采取对策而设置了西淀川问题小委员会。75
年 7 月大阪律师会就“西淀川的公害实际情况调查报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随着形势的发展，大气污染研究会进入到西淀川的受害者当中开始了正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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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号是学习，团结，行动还有胜利
森胁：
大气污染研究会从开始活动到提起诉讼的 2 年 9 个月期间，一直进行着不间断地，艰苦
的，困难的讨论。
这当中，学者，律师，受害者聚集起来就有关申请停止侵害的问题进行了讨论，集中讨
论中也没有得出结论，另外我们还学习了大气污染和气象的知识，对污染物质是如何到达西
淀川的，还有就共同侵权行为等问题也进行了持续的讨论。再有“让哪个企业成为被告！”，
“西淀川是外来公害，西淀川的企业排出量很小”等也议论纷纷，浪费了不少时间。
76 年 11 月，对起诉大家意见达成一致，从 12 月开始各个班连日进行了讨论方针的学习
会。77 年 2 月，学者，律师进行了集体集中讨论。整理了有关起诉的要点，最后总算勉强成
型了。
这期间就律师团的构成大家也进行了讨论，想找一个大人物做团长候选人，但一直没有
找到令人满意的。77 年 12 月，想起日本律师协会公害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关田正雄先生，
向他提出请求后，他很爽快地应允下来了。
医生，教职员，律师和市民齐心协力，在 76 年 9 月发行了“消灭西淀川公害”的宣传册。
宣传册中对公害引起的受害情况和空气的污染，公害的对策以及污染源等作了浅显易懂的说
明。这样一来，多数的市民广泛的参加了消除公害运动，我们同时也去了当地的振兴街会，
学校以及府下的团体并进行了介绍，認真进行了討这。
患者会召开了干部大会，支部会议，班级会议，要求参加的全体人员以“一学习，二团
结，三行动，四胜利”作为口号。
77 年 1 月在“新春初次会面”的干部，班长联合会议上，大家提议，提起诉讼，发誓团
结一心共同诉讼。决定了“要把是否赞成起诉和起诉内容向全会员通知”的方针。当时的患
者会是一个拥有 9 个支部 71 个班 1,730 户，2,600 人以上的组织。
患者会针对下面的有关议题，跟临时总会进行了商讨：1，为什么准备起诉。2，以什么
内容来进行诉讼。3，为了胜诉必须进行怎样的活动。
9 个支部 71 个班用了 3 个月的时间召开了全班会议。会议内容是，讨论把诉讼定位于患
者会活动的一部分，是否赞成起诉，哪些企业要负责任等。我们带着讨论案和”消除公害”
的宣传册加入班里的讨论，向每个人听取了意见。共有 83%的人参加了班级的讨论，根据讨
论结果得出的结论是“要提出诉讼”
。大家团结一致进行诉讼的意见占到了 98.5%。
在讨论中“诉讼要花多少年”， “有胜算吗”，
“诉讼费用能支付吗”等提问比较多。
那时我的回答是：首先对“诉讼要花多少年”，我的回答是“可能要 3 年以上”
。其次对
“有胜算吗”
，我说“为了每一个孩子，要胜诉大家就要团结起来，坚韧不拔。对这样严重的
受害都没有人负责，我们能保持沉默吗？”。在当时，律师中好像没有人认为能胜诉，但即使
这样，我们也决定坚持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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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被告时也要考虑到受害者的感情
森胁：
我想这个诉讼一定会长期化。水俣病，痛痛病，四日市诉讼等，从一审胜利，到得到解
决花了 2 年时间。
西淀川诉讼，因为是复合污染，所以给诉讼带来很大难度，不知道谁是加害者，还要以
关西的大企业作为被告，正因如此，我的回答是“大约要花 3 年左右”
。
“那么，怎样做，选
择哪个企业作为被告呢”
。我们将 72 年大量使用重油的企业作为对象。按硫酸化合物，氮酸
化合物，煤尘排出量的多少作了排列。于是将西淀川的企业和邻近的尼崎，此花的关西电力
等作了比较，结果西淀川企业的排量少的多，即使排量最多的大阪制钢也还达不到关电的 9%。
排出的量非常之少，而西淀川的被告企業之外的中小企业排出的量，所占的比例很大。由于
海湾沿岸排出的一部分烟，也造成了西淀川的污染，可想而知，西淀川诉讼的困难性。
从西淀川的企业中选择被告是一件很艰辛的工作。区民要求一定要将古河矿业，日本化
学，大阪制钢，中山制钢等企业列入被告。在很长时间里其健康饱受污烟霧，粉尘之害的受
害者开始自己选择加害者，要求“决不原谅那些公害企业”，因此无法仅按排出量的顺序，来
选择被告。大家商谈的结果是，将受害者怨恨较多的日本化学从被告名单中刪除，中山制钢
则列为被告。对将国家和公团列为被告的問題，律师团进行了相当长的讨论，有“墜入五里
雾中”的感觉。在大阪市有大和田垃圾処理厂，因其排出量多，曾经考虑过将其列入被告，
但是想在诉讼中，它对我们可能会有帮助，为了让它从中立的立场上给我们提供资料，就没
有将其列为被告。
最终定下来的被告企业，是以关西电力为首的 10 家企业（19 个事业所）。由于大企业，
国家，西淀川的中小企业等被列为被告，我们做好了诉讼斗争长期化，有可能败诉的精神准
备。

经受得起诉讼长期化的原告
森胁：
患者会在 76 年 10 月第 5 次全体大会上，提出了到起诉为止，和律师团团结为一体，选
择原告的方针。按照地区，年龄，等级，共选择了包括 5 名儿童在内的 98 名原告。另外加上
死亡者，遗属共 118 人被选为原告代表。选择这些人的目的是做好了 10 年，15 年能斗争下
去的准备。各个支部的积极分子也被选出，儿童代表是根据医生的意见选出的。
77 年 8 月在大和田小学召开了临时全体大会，提起公害诉讼的問題，以全员一致荻得通
过，从而被正式决定下来。

82

森胁：
78 年 4 月 20 日，在大阪地方法院进行了第一次起诉。这一天在中之岛中央公会堂召开
了“大阪公害患者会联合会第二次全体大会”，有 1500 人参加，下午 1 点开大会，2 点开始
参加了支援起诉的活动。
第一次公审定于 7 月 26 日，前一天晚上与“消除大阪公害会”共同举办集会，在“西淀
川诉讼，胜利奋起集会”上有 1,150 人聚集到了大和田小学。会场因人员爆满，只好将运动
场作为第二会场。在会场热烈的气氛中浜田（耕助）会长，关田律师团长发出了号召。
进入诉讼过程，果如所料，艰难困苦持续不断.对方的大企业掌握着所有的资料，而我们
这边却对烟筒的长度，大小一一地进行计算，调查风向，一个一个证实“大约的排出量”等。
对所有这些繁琐的事情都要摸索着从头做起。事务局（村上）根据气象台的资料每天都调查
风向，并作了记录。
在千辛万苦的过程中，诉讼也一点一点的进展着。现在看来，当时能胜诉真是不可思议，
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芝村：
今天，有很多以前作为原告的患者也来到了这个会场。原本在西淀川进行诉讼是很困难
的一件事。面对着大企业和国家，如果自身没有很坚强的决心是做不到的，如刚才谈到的，
和四日市这样的联合企业的案子，或者是水俣病等加害企业比较明确的案子不一样，西淀川
的案子既有大企业，又有很多中小企业。并且在相邻的尼崎，此花等地污染源多种多样，还
要将这些与受害联系起来，我想一定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吧。

是什么将我们引向了胜利
芝村：
1978 年起诉，到 1991 年大阪地方法院做出第一次判决，已经花了 13 年的时间。第二次，
第三次判决是在 1995 年，和国家，道路公团达成最终和解是在 1998 年。诉讼用了 20 年的时
间。
我也按照小山（仁示）先生说的，针对西淀川公害的历史，访问过许许多多的患者。现
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我很年轻，律师早川（光俊）先生，津留崎先生比起我来还要年轻些，
当时大家都是年轻人。诉讼结束后，才发现我们都成老人了，没有变化的只有森胁先生和小
山先生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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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村：
真是一段长长的历史啊。我也经常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患者们也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吧！
1991 年第一次诉讼的胜利，还有 1998 年的最终和解，虽然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最终还是取
得了胜利。下面虽然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还是请您对当时的情况，特别是对取得胜利的决
定因素做一下总结。

森胁：
西淀川的诉讼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是因为作为对手的被告太强大，而且我们手里没有掌
握详细的资料。但更重要的是，因为患者自身的行动说是主动诉讼，不如说是被卷入到与国
家，经团联等的斗争中去的。那是因为经团联使手段，解除了公害指定地区，还纂改补偿法，
国家也同意经团联的做法。和这些做斗争时，首先要使出全力来干，在西淀川诉讼进行的同
时，西淀川的律师团，原告团，以及患者们一直在东京坚持着。刚才我说过我在那 5 年中一
直在东京。对方包括在解除指定地区等临调中，攻击也非常激烈。相比起来我方进行的是彻
底的防守战，这也是在诉讼中使不上力气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那期间，西淀川患者会进行了诉讼指导工作。第二批原告 417 人在 84 年 7 月以“要求生
存权利”为口号，进行了“七夕起诉”，目的是为了强化原告团和确保资金来源。因此还召开
了包括 1 次到 3 次重新组成原告团的总会，浜田会长作为原告被推荐为团长。85 年 5 月第三
批原告 143 人追加起诉，加上在东京的我也作为原告，建立起了一个从重视患者会运动到重
视诉讼斗争的体制。
虽然患者们拚了命的做艰苦激烈的长期大斗争，但是按照经团联的要求，在 89 年 9 月的
第 19 次临时国会上补偿法“纂改”案正式通过。公害指定地区被全面解除，从那以后新追加
的患者也得不到救济了。

我们要在胜诉后进行反击
森胁：
在指定地区被解除时，我们拽着环境厅保健部长，来到日比谷公园前，乘上卡车，要求他
向大家作说明。患者会今后的斗争是，让现在正在各地（千叶，西淀川，川崎，水岛）进行
的诉讼取得早期的胜利。进一步在名古屋和尼崎起诉，要求把解除指定地区的错误改正过来。
同时我们从东京回到地方，决心和公害企业进行彻底的斗争。这个决议使得正在进行中的各
自治体斗争和各个诉讼斗争更加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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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86 年 6 月在大阪，和金见油受害者联合一道，在钟化本社进行了 100 天的静坐活动。因
为田边和武田制药的本社位于大阪，我们也积极参加到了支援斯蒙病诉讼受害者的斗争中。
86 年 12 月“就有关解除指定地区，听取了自治体的意见”，87 年 1 月与大阪市环境部长
进行交涉，采取了众人錬条式包围市政府的行动，2 月与大阪府知事进行交涉，以及受害者
在寒冷的知事办公室前进行静坐等行动。在患者自身的活动和全国朋友支援的影响下，大约
90%的自治体向政府递交了“反对解除公害指定地区”的意见书。
回到大阪的我们，竭尽全力进行了诉讼斗争。提出了要尽早结束诉讼，但这与律师团对
以下事项的意见有了分歧，比如共同侵权行为是否成立，受害证明，从被告企业工厂的烟筒
里排出的烟雾是如何到达西淀川的，还有没能充分证明的事项等。有时听到律师团激烈而认
真的讨论，略微感到有胜算了。

舆论和运动推动诉讼
森胁：
公害指定地区被取消，今后新的患者不被承认。这场斗争的趋势聚集到了诉讼之中。一
直停滞不前的诉讼斗争，突然变得激烈起来。回来后立即要求，律师团着手早日结审的工作。
为通过运动扩大诉讼的胜利，大阪的工人，全国的朋友共 2000 人，汇集在中之岛公会堂，召
开了结审集会。西淀川的诉讼，也进行了第 2 次结审。患者要结审，法院要结审，这样律师
也说“必须赶在那之前完成”，结果把全部资料在结审前收集全了。
是啊，虽然迎来了结审，但实际上，律师们还在议论胜诉还是败诉，谁也不知道能否胜
诉。不管怎样，为了扩大舆论，举行了“大量收集簽名，通过簽名运动，来进行胜负的较量”
，
在全国进行了 100 万人的簽名运动。最初有 40 多万，包括第二次有 74 万，最终收集了共 125
万多人的簽名。这些簽名汇集起来，连续不断地拿到法院，拿去时，患者对法院说“要早日
进行公正的判决”。法院最初将簽名材料放在法官更衣橱的上面，后来架子上面也塞得满满的，
最后都没有放置的地方了。据说为了确保簽名材料的放置场所，法院还进行过商讨。
“西淀川
诉讼处于怎样的状况”等，在法院中成为了话题。大量的簽名在法院内部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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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还有市民消费合作社的众人，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些簽名的积累，使运动得到了
很大的发展。患者会尽全力汇集簽名。堺市的患者们一个人收集了 1 万人的簽名。从这一点
上可以看出大家是在进行着忘我的激烈斗争。在西淀川地区振兴会，在商店街进行呼吁，收
集了占人口 70%的簽名，这是最初的一个例子。现在各个地区的运动结成一体，举行了“共
感广场”活动，使那里的运动蓬勃开展，互相共同收集簽名的共有 13 个地方，他们去了关西
的很多地方，就这样，区运动和共同斗争活动终于开展起来了。
上了年纪的患者不论下雨，下雪，和酷暑，每天佩戴着绶带，在法院前，淀屋桥，天满
桥和被告企业前散发传单，向行人鞠躬，拿着记录着受害経过的稿子用扩音器和律师们一起
进行呼吁。
在这场高涨的运动中，关西电力好像对簽名一一进行了的检查，他们在检查西淀川的簽
名时发现了自己公司社员的簽名。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由受害者带头控诉，形成西淀川诉讼胜利的髙潮，这髙潮也传到了法院。

侭受腹泻不止，决心战斗改底
森胁：
在判决的那天，我想到可能会输吧。虽然在患者会，会输的话一句也没有说，但是我却
一个劲地考虑如果输了怎么办。所以在判决时我没有进入法庭。
丰田律师和我坐在法院前的一辆宣传车里。
“丰田先生，请原谅我随便说一句”
，
“说什
么？”之后，两个人都陷入了沉默。
实际上那时围在法院的 6000 人中以原告团为中心的患者有 2000 人之多。本打算让这
2000 人进到法院，到法庭上静坐。
为响应“大家来静坐”的号令，法院门口聚有 2000 人的患者。这好像不近情理，但我已下
定决心这样做。直至今日我一直都告诉他们能打赢的，我们要坚持到最后。这场官司万一输
了，我就好像欺骗了他们。所以我一定要负这个责任，我拼命的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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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在判决时我带着去死的思想准备。腹泻一直持续了 1 周怎么也止不住。法院的胜诉判决下
来时，我想“这样我暂时还能活下来了”，真是太好了，真是高兴极了。看到胜诉后眼泪都涌
了出来，我往上看强忍着泪水。那是勉勉强强取得的胜利，但即使这样，我们也是全面战胜
了作为被告的关西的大企业。遗憾的是输给了国家。只要能在下一次诉讼中补上就好了。总
算胜诉了。最初还不敢相信，所以在被判决胜诉时我想是不是弄错了，我有点惊慌失措。法
院是不是弄错了很多数据而作了判决等等。最终我确信这些都是受害者运动和簽名的力量所
取得的成果。
芝村：
我深刻的领悟到，这场运动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各种力量汇聚成一股潮流所引导的。
像森胁先生这样能演讲的活动家真是很少。我认为就是因为有这样的讲述，使得各种各样的
潮流汇聚到一起，从而成为引导胜利的力量。西淀川的胜利，对日本的公害，环境行政或者
说日本的民主主义来说，是不是都有很深的意义呢！所谓四大公害的诉讼已经结束，以后别
的诉讼才开始，像川崎，仓敷，尼崎那样，为大气污染而烦恼的地区，一个个的进行了诉讼，
这些都以西淀川的胜利为突破口，基本上都是沿着胜利之路在近期展开的。可以说给国家，
道路公团，道路行政也带来了很大的转变，其原动力可以说是从西淀川的诉讼中得到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最后一个环节，这场诉讼的重大意义是，把在这场诉讼中因公害问题而
千疮百孔的西淀川地区重新建设起来的问题。1996 年 9 月，财团法人公害地区再建中心结成
立。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各种各样形式的组织，但我想公害地区再建中心，不但在日本
而且从国际的观点来看，也可以说是很先进的组织。森胁先生站在反公害运动的最前头，就
任了以诉讼的和解金为基金设立的公害地区再建中心的理事长。现在围绕重建地区的有关课
题和各种活动正在继续开展着。根据反公害运动的经验和成果，请您谈一下今后重建的公害
地区意义与其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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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传达日本的公害情况和受害者的祝愿
森胁：
“公害的寒冬时代”说的是，在西淀川的诉讼中不知道输赢的严冬时代。为打开这个严
冬局面，我们认识到“光在日本不行”，只在日本进行反击是很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考虑要
登上世界的舞台。最初法国的密特朗总统以 NGO 招待我们去了巴黎，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了申
述，其次在巴西召开了“有关环境和开发国际会议”
，我们又去了巴西，在会议中进行了申述。
在这次会议中，财界和政府进行了世界范围的“日本克服了公害”的大宣传。我们既然特意
来到了这里，决心一定要在会议中明确地指出日本的公害还没有结束，有 20 人进入会场，举
手喊道“让我说，让我说”，但总是没有被选中，最后强行登场，在竹下登先生演说前，说道
日本的公害还没有结束，患者们正在拼命的进行斗争。我最后总结说，不能说日本的公害已
经结束，我们觉得能在那样的场合发言很了不起。

从艰苦奋斗的历史到新的重建之道
森胁：
从西方首脑会议的时代开始，对待环境问题的方法一下子就改变了。从那时起不但日本
政府改变了，我想世人的看法也改变了。所以西淀川的诉讼取得了胜利。当其他地方的诉讼
迎来判决时，寒冬的时代多少已经过去了。因为与西淀川诉讼时代不同。另外当地也彻底巩
固了已有的基础，这是和西淀川不同的地方。在西淀川的第一次判决下来时，关西电厂立即
进行了上诉。因此到和解为止经历了漫长的日子。阪神大地震时又有了变化。经历过那场大
地震后，包括关西电厂，大阪煤气等企业和我们都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不过那是一争高低的
好时机。对方开始示弱，和解也进展得很顺利。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和解金达到 39 亿 9000
万日元，是一审判决的 1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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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胁：
说一点内幕消息，2 次-3 次判决定在 3 月 29 日做出，有一万多人汇集在大阪的酒店和宿
舍。我们交涉团决心要拿下这个判决，为此承担了谈判工作。我们认为被告没有考虑到判决，
看到情势倾向于我们，我们就采取了行动。在这之前的 1 次判决时被告被 6000 人包围在公司
里，我们想尽可能的避免交涉到深夜。
说起蓝天财团的由来，我在前面说到，去四日市参观，虽然“诉讼胜利了”，但是那个街
道没有了自然。仔细想想看，胜诉了西淀川真的就变得干净起来吗。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了。
周围没有蜻蜓在飞，也没有能让蜻蜓飞的水边，没有能让小鸟当饲料的有果实的树。没有了
绿色和自然。这个大都会也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一定要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我们要把到
现在为止，在巴西国际会议上学到的，去英国，法国等得到的经验应用起来。因此我们有了
新的构思，特别是伞木君的“西淀川街道建设”的构思。为了建设好，包括一直反对的人在
内的“行政，企业，居民”协力合作起来进行街道的建设。我们拜托桥本道夫先生为发起人。
另外还拜托了很多人，大家都说没有问题，OK。为了让环境厅更容易理解，我们把日本团体
的高层领导全部写进了理事会名单里，环境厅也认可了由受害者组织的团体。就这样，蓝天
财团建起来了。
但是，全国（患者会）的运动绝对不能停止。我何发誓如果有了问题，将跟国家和企业
斗争到底。为了能挺起胸膛说财团是为国民和公害受害者进行重建公害地区的团体，是被环
境厅认可的财团，我们要努力将工作做好。这实际上是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现在开始的活
动包括公害地区的重建，公害资料的保存，公害道路的对策和政策等所有的事情，现在能做
的都要去做。因为时间的关系有关街道建设的课题下次再讲。实际上，西淀川律师团有比我
们更加丰富的经验和奋斗史。但今天我们仅以运动为中心作了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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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经验，受害情况长久地宣传下去
芝村：
非常感谢大家。
有关蓝天财团的介绍，我身边有份宣传小册子想发给大家，让大家看一下。打开之后，
可以看到蓝天财团以 “推进环境重建的街道建设”
“介绍公害的经验”
“快乐的学习”
“公害
病患者的健康和生活意义”为 4 大支柱开展活动。在阿富汗召开的复兴会议上 NGO 的待遇问
题被提及，对于我国来说，不管是 NGO 还是 NPO，在种种意义上受到了极力赞扬，但是在日
本的实际情况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我想这次的事件，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非常容易理解的
一个例子。恐怕，蓝天财团也有很多困难，会遇到很多必须克服的障碍，森胁先生带头展开
新的运动，在这里一定要请大家给与理解，支援，协助。关于西淀川的反公害运动的成果，
要充分活用，有必要坚持到 21 世纪。
这次，在大阪人权博物馆的大力协助下，举行了传达西淀川公害经验的大会。我想大家
可能已经看到了西淀川的资料展覧。我昨天也仔细地看了这个展览，通过那些展览，再一次
感受到西淀川的反公害运动是一个很伟大的斗争，是很多人努力奋斗的历史。让人们了解那
段奋斗史，展示的资料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在我刚才提到的，特别是南竹照代小姐在医院
住院期间在药袋上写下的日记，还有因为她中学时代几乎不能去上学，她的学生手册上的缺
席通知等，看着这些真实的资料，人心震撼。在看她用非常娟秀的字体写的日记，精心的笔
划中流露出她的渴望。通过这些日记，不仅了解了她的性格，还有，她“想去上学”的愿望
清晰的传达给了我们。如果没有这些资料的话，展览会就什么意义都没有了。今天谈到的种
种经验，还有受害的情况等，是为了我们今后一定要把它永久的宣传下去，以宣传活动为原
动力去构思一个新的社会应有的面貌。
今天，森胁先生给我们做了很精彩的讲话。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森胁先生还有很
多想跟大家说的话没能说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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