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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依据大量档案和国内外文献资料,认真梳理了 1946年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的

基本史实,概述了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的安排、部署和实绩, 总结了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工作的四

点启示。

关键词 1946年 沈阳地区 日侨俘 遣返

1945年 8月日本战败投降后, 140余万日侨俘滞留在中国东北地区。沈阳市作为东北地区的

政治中心,不仅肩负着本市 24万多名日侨俘遣返的艰巨任务, 而且承担东北其他地区日侨俘向葫

芦岛周转的重要责任。本文拟以沈阳地区日侨俘待遣人数、遣返部署和遣返实绩为研究对象,努力

还原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 东北地区日侨俘遣返安排

东北日侨俘遣返问题,早在 1945年 9月 29日中美联合参谋会议致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的备忘

录中就曾提到。10月 2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 制订了 中国战区日本

官兵与日侨遣送归国计划 , 原则上规定:东北地区日侨俘的遣返, 当于关内地区日侨俘遣返后进

行。 1946年 1月 5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召开第二次遣送日侨俘会议, 美军总部日侨俘遣送组长魏

特曼上校提出: !关于满洲之组织, 至少须使用两港口, 其一预计为葫芦岛, 若获得允许, 另一港将

为大连。∀至此,东北日侨俘遣返工作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1946年 1月 10日, 军事三人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美国代表马歇尔商定,设

立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 负责东北日侨俘遣返的总体部署, 具体遣返工作由国民党东北行

营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军调部三人小组决定: 自 1946年 5月开始, 先遣返沈阳及其周边地

区的日侨俘,由国民党东北行营负责组织实施; 8月以后重点遣返中共控制区的日侨俘, 由东北民

主联军负责集中,在陶赖昭、拉法两地移交国民党当局,经沈阳向葫芦岛港口输送。

根据军调部三人小组的决定, 在国民党控制区,成立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 # ,该

处处长李修业和副处长刘佩韦、齐云阶、彭克负, 均为少将军衔。在中共控制区,成立东北民主联军

总司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处长为李敏然 (李立三 )。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东北民主联军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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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部遣送日人办事处在建立、健全各级组织后,还制定和签署了 东北各省市日侨管理通则 #、中

共管制区遣送日人之协定书  等文件,使遣返日侨俘工作有章可循。

1946年 3月 12日, 苏军撤离沈阳。其后,国民党军队逐步控制了北至铁岭, 南到大石桥, 东达

本溪,西到山海关之间地区。 4月 2日, 东北执行小组之中共代表饶漱石, 偕同美方代表白鲁德少

将等抵达沈阳,并于 4日飞抵东丰县,与中共中央东北局及东北民主联军代表彭真会晤,协商东北

停战和日侨俘遣返问题。7日, 军调部东北执行小组在沈阳成立,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赵家骧参谋

长, 暂代中心小组组长, 成员有美方代表德梯格上校, 中共代表饶漱石中将。

4月 6日,国民党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从锦州迁往沈阳。

4月 10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发出训令, 命令东北各地的日本侨民会,改组为

日侨善后联络处,在沈阳市成立沈阳日侨善后联络总处,并责成东北各地日侨善后联络处就日侨俘

数量、分布地区等, 派员调查, 着手准备日侨俘遣返。与此同时,还创办日文报纸 东北导报  , 刊登

!遣送便览 ∀、!遣送须知∀和与日侨俘遣返相关的规定、计划及进展情况。

4月 23日,东北行营下达了关于锦州地区日侨俘遣返命令。随后, 美军在葫芦岛港口设立遣

送组,负责美军与中国方面的联络、卫生、船舶、通信、给养、情报等工作。国民党东北行营在葫芦岛

设立港口运输司令部,何世礼中将担任司令。5月 4日,中美双方协商在锦州设立葫芦岛港口输送

司令部办事处。5月 7日 18时 30分, 锦西、葫芦岛日侨 2489人乘坐 2艘遣返船,驶离葫芦岛港。 5

月 9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会见沈阳日侨善后联络总处主任坪川与吉,

向其宣布东北日侨俘遣返的命令。

二 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部署与实施

(一 )日侨俘分布状况。

日本战败投降后,东北各地日侨俘蜂拥至各大中城市,等待遣返归国。沈阳地区日侨俘最多时

达 30余万人,因部分死亡和疏散分流,到遣返前, 仍有 24万多人, 分布于今和平区、沈河区、大东

区、铁西区、皇姑区、于洪区、东陵区、苏家屯区和新城子区。其中,以和平区为最,达 119586人。沈

阳市日侨俘的具体分布情况,详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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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东北各省市日侨管理通则  主要内容如下。一、侨居东北各省市地区之全部日本侨民 ,应参照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制

发之中国境内日侨集中管理办法,分别予以集中管理,以凭限期分批遣送回国。二、省市政府为集中管理日侨得设省市日

侨管理处, 其组织规程由各省市政府拟呈东北行营核定之, 其日侨人数不多之省市,无须组织管理处者,在省政府由警务

处、市政府由警察局为主管机关。三、省市日侨集中区域以指定一地为原则,但在省市区域辽阔,日侨众多之地区, 得分区

集中管理之, 分区集中之日侨得于每一区域设一日侨集中管理所,如一地有数集中区域时,即以数字区别之。四、省市政府

对于日侨集中管理遣送期限 ,应视实际情形 ,采取分期集中分批遣送办法 ,其先后之程序规定如下:在乡军人、政府官吏、重

要会社职员、文化工作者、工商业经营者、学生、独身男子、眷属。五、省市政府应就当地实际情形拟订日侨集中办法呈请东

北行营核定之。六、在限期内不遵令集中之日侨得强迫执行,并不负保障其生命安全之责,但对于遵令集中,服从管理之日

侨,不得虐待或凌辱,并须注意警卫,监督其公共卫生。七、省市对于集中之日侨应令其成立自治委员会,依照指示协助办

理日侨集中时之指定事项。八、集中日侨之给养其主副食品与日俘待遇同 ,必要时均可发给代金,但均应由管理人员依照

规定手续取据造册以便汇呈政府并入日本赔偿案内清算。九、集中日侨携带之现金物品应以依照规定准许之种类数量为

限%%十、(略 )。十一、(略 )。十二、(略 )。十三、各省市集中管理之日侨遣送回国办法另定之。十四、本通则自公布之日

起实行。



沈阳市日侨俘分布状况统计表 ( 1946. 3)#

区别 分布地区 户数
人口

男 女 合计

平和区 东浪速通 1269 1421 1657 3078

加茂町 1441 1843 2104 3947

宇治町及淀町 1196 1268 1659 2927

十间房 1146 1265 1600 2865

西塔 227 212 267 479

三景町 365 334 257 591

宫桥町 1003 1301 1390 2691

北松岛町 1532 1916 2188 4104

南松岛町 497 636 674 1310

春日町 861 940 1075 2015

北春日町 948 950 1102 2052

江岛町 2028 888 1179 2067

大广场 2138 2460 2879 5339

住吉町 1074 977 1215 2192

富士町 1250 1309 1386 2695

神明町 1478 1659 2125 3784

东千代田通 680 743 795 1538

葵萩町 1660 1994 2102 4096

平安通 1285 1300 1317 2617

霞青町 1086 1072 1380 2452

青业町 1034 1151 1414 2565

稻叶町及藤浪町 1661 1764 2203 3967

南稻叶町及藤浪町 1456 1782 1923 3705

弥生町及霞町 1888 2074 2052 4126

北红梅町 1699 2112 1973 4085

中红梅町 1482 1800 1750 3550

南红梅町 2144 2639 2830 5469

南弥生町及霞町 2398 3040 3676 6716

南青业町 1415 1565 1883 3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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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 分布地区 户数
人口

男 女 合计

藤萩町 2798 3493 3708 7201

高千穗通 1693 2727 2721 5448

稻萩町 1088 1448 1408 2856

南藤浪町 764 1088 1248 2336

白菊町 2862 4183 4313 8496

砂山町 931 1284 1495 2779

南市区 南朝日街 1518 2443 2631 5074

北朝日街 2330 3360 3497 6857

杨武东街 158 173 203 376

杨武西街 1184 1347 1088 2435

义光东街 236 289 319 608

义光西街 1440 2007 1927 3934

东亚街 473 150 623 773

其他地区 北市区 937 1996 2153 4149

北陵东部 2702 3729 3847 7576

北陵西部 2243 3140 3009 6149

铁西 17409 18403 16182 34585

皇姑屯 2880 3828 2806 6634

于洪区 2258 2342 2029 4371

小西区 188 251 278 529

大东区 2808 3533 2744 6277

浑河区 2532 3303 2379 5682

文官屯 3925 4497 2760 7257

计 93698 111429 111423 222852

注:查分布在沈北及苏家屯日侨俘数约 2万多名,其详确数目正在调查中,故未列表内。

(二 )日侨俘遣返部署。

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日侨俘管理处根据军调部的总体部署, 对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做

出以下安排和部署:

一是人员编组和列车配置。沈阳地区日侨俘遣送编组: 1个大队 1500名,下设 5个中队, 每个

中队 300名, 1个中队 6个小队,每个小队 50名。各大队设指挥班,班内设总务、经理、涉外等相关

人员,配医师 1名、护士 1名、医学生 2名。运送的列车基本上是敞车, 1列车 30辆左右。

二是携带物品规定。禁止携带品: 1.军用品 (主要凶器类等 ) , 2. 布料类, 3. 外国货币, 4. 工业

化学药品, 5.贵重金属, 6.宝石类, 7. 美术、古董品, 8.照相机、望远镜, 9.书籍 (有关军事、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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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科学的书籍 ) , 10.测量仪, 11.地图, 12.地球仪 (理科用品 ), 13. 无线电收音机, 14.高贵药品,

15.凶器、西洋剃须刀等。剧药、毒药、麻醉药、高贵药、注射液体类, 个人禁止携带。白色粉末罐装

燃料,属化学药品不许携带。

允许携带品:被遣送人员准带钱数及物品,不分年龄、男女, 每人 1000元以内; 西服 (冬、夏各两

套以内 ), 袜子 ( 3双以内 )、食品 ( 3日份 )、调味品、炊具、面盆、卧具、笔墨、常备药、水靴、雨伞等随

身用品,总重量 30公斤以内。另外,医生必带的书籍、学生的教科书、参考书类等允许携带。

三是严格执行检疫,严密遣送手续。对日侨俘 (包括出生满 12个月的幼儿 )在遣送前要全部

接受霍乱、斑疹伤寒的预防注射和种痘。被遣送者最低需做 7天的健康隔离, 认为完全健康时,才

准上船和在日本本土登陆。另外, 被遣送的日侨俘必须携带身份证明书和预防接种证明书等相关

证件,以及佩戴胸章和袖章等标识,严格履行遣送手续。

(三 )日侨俘遣返实施。

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是按照先难民、次妇孺和日俘、再一般日侨的次序组织实施。大体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遣送难民。5月 15日, 沈阳市日侨难民第 1大队 1452人从沈阳总站出发。 新报  

报道说: !本市日侨俘遣送工作甚形紧张,昨日 ( 15日 )约有 3000日人集中北市场车站 &昭和工厂 ∋

院内,下午 6点,有 1500人赴锦县转葫芦岛, 上车前均经最严密检查, 其余 1500人则定明日出发,

后日则有 3000人离沈,每人准带 30公斤衣物,及现钞 5000元, 贵重金属扣留。∀#关于难民遣送情

况, 东北导报  报道: ! 18日难民 A的余部和难民 B的遣送第一阵, 包括市内散住的日俘 116名,

被编成第 5、第 6两个大队, 共 3000余名,直到正午在沈阳总站前的收容所 (原昭和工厂 )集合,遣

返者接受检查官的恳切检查后,编成大队在收容所院内广场集合,日侨总处 (根本 )副主任发表热

诚的送别之辞,并&祝诸位健康地回国 ∋。第 5大队长发表了告别辞后, 各自在被编成的站台乘上

货车。午后 7点半在沈阳站出发, 迈出返回怀念的祖国的第一步。这天,日管李、刘正副处长,在繁

忙的公务中,前往车站视察督促指导遣送工作,特别指出,天气热, 饮用水困难,必须注意站台上的

饮用水,给予温情的关爱。∀(至 27日,沈阳市日侨中的难民遣送基本结束,共遣送 18个大队 27664

人。

第二阶段,遣送妇孺和部分日俘。 5月 28日, 沈阳市开始遣送日侨俘中的妇孺和日俘。对所

遣送的妇孺,将 20%的独身青年编入到每个大队中, 直到归国,承担一切照顾。选出的方法是尽可

能与妇孺有关的人员,或者从生活穷困者中选出。截至 6月 9日,共遣送妇孺 28个大队 43199人,

日俘 3个大队 7286人,合计为 50485人。

第三阶段,遣送一般日侨。6月 10日,开始遣返沈阳市日侨俘中一般日侨 (含部分难民和少数

日俘 )。截至 8月 10日,共遣送日侨 115个大队 119592人, 病人大队 6个 7697人, 合计 127289人。

在此期间,沈阳日侨俘遣返步入高潮,遣送速度明显加快, 由每日 3个大队 3000人, 增加到每日 6

个大队 6000人左右。 东北导报 称: ! ( 6月 ) 9日午后 6时集结, 10日午前出发:第 47大队 (北陵

东部第 2队 1061) ,第 48大队 (北陵东部第 5队 898) ,第 49大队 (北陵东部第 1队 1013)。10日午

前 10时集结,同日午后出发: 第 50大队 (北陵东部第 4队 993) ; 第 51大队 (北陵东部第 3队

1044) ;第 52大队 (北陵东部第 6队 706)。 10日午后 6时集结, 11日午前出发:第 53大队 (铁西第

5队 1065准难民 ), 第 54大队 (铁西第 4队 1107准难民 ), 第 55大队 (铁西第 1队 1317准难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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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午前 10时集结,同日午后出发:第 56大队 (铁西第 2队 1157准难民 ) , 第 57大队 (铁西第 3

队 1157准难民 ) ,第 58大队 (砂山 1307)。∀#不到三天就遣送了 12个大队 12825人。7月中旬,沈

阳市内发生霍乱,日侨俘遣送工作一度中止。在经过充分防疫、检疫和预防注射后, 31日遣送重新

开始。 东北导报 报道: !由于葫芦岛海上遣送再开,遣送再度活跃。 3日从沈阳市出发 5个大队,

5800多名。∀( 8月 4日, 沈阳市再遣送 5个大队 5400名。出发大队名字如下: 152、153大队 (南朝

日 ), 158大队 (混成 ), 4日午前 6时集结; 160、161大队 (中松梅 ) , 4日午前 8时集结。其后, 截至 5

日, 除留用者外,未遣送者仅有 16911名。

当时的新闻媒体曾报道了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实施工作,真实地记录了遣送情况。如,国民党

东北行营机关报 前进报  在 对日侨赠言 的社论中说:

近日沈市日侨,经大批遣送经由葫芦岛返国,据闻东北全部日侨俘,即可于今年底遣送完

毕。这些行将归国的日侨俘, 自然有无限的感慨,但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慨之深, 也正同样的潜

在每个人的心坎,今当临别之际,愿以片言相赠, 而又感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说起!

首先可以说,这次对日侨俘的遣送,实在把中国以德报怨的民族道德,发挥到家,把蒋主席

对日宽大的政策,发扬到顶点了。试想我们到东北来的接收人员, 尚有多少眷属留在后方,欲

归不得,更有多少东北同乡沦落内地,不得回家, 而中国却在这样交通困难的情况下,竟不顾一

切的先把你们送回国去,以赏故国的樱花,这真是历史上对战败国人民旷古未有的恩典! 日本

人民如仍未全被军阀毒化而失去良知, 则对中国政府的这一举措, 该如何感激涕零,而谋父以

教子、师以教弟,来报中国的大恩大德!

不过中国人民向讲施惠不望报,我们今日既不是施惠,更不望报。我们对你们的态度,完

全是本于人道的立场,出于纯朴的自然,决没有任何企图收获的目的。诸君大都久居中国,当

知中华民族的伟大处,正在这样一切举措出于无目的的纯朴自然上, 惟有这样的不歧视异民

族,才使我们过去能合汉满蒙回藏五大宗族为一家,而在将来能与全球各民族浑然共处臻世界

于大同。我想诸君回国去, 不必给你们亲友带什么礼物, 单把这种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带回

去,便够你们民族万世不移的享用了。

在八一五刚刚光复后,民族仇恨的烈焰尚未熄灭,日本人确有许多在当时遭受中国人侮辱

嘲弄,甚至被打伤杀害。当时在北平的日本人,确有一些被中国人儿童望 )往∗身上扬沙子,在

南京的日本人,确有被中国民众望 )往∗身上倒冷水的。这当然在你们记忆中留下多少不快之

感。但你们或许不知道,或许忘记了,单只南京一城, 在你们军阀的兽蹄踏入的时候,就把中国

人民杀了二十万,杀人竞赛表演了五日夜不绝。近的地方如抚顺的平顶山, 在九一八事变后,

竟因出了几个义勇军,而被你们的警察特务,把全村几千男女老幼悉用机关枪扫射毙命, 无一

幸存。类此种种,屈指难数。请记取,这便是你们军阀所欠我们的血债,你或许不是这一刽子

手,但你也正站在刽子手的一群内,没有发一点慈悲劝阻你们的刽子手住手, 而或许还替你们

的刽子手呐喊助威。就请你们清夜扪心自问,对这样的血债, 竟以沙子和冷水来索还, 是否是

旷古未有的而亘世无双的报复? 那你们被沙子迷了眼,被冷水浇湿了外衣, 还要叨念不休吗?

即使你们的亲友有于光复后被打伤杀害的, 那比之于你们军阀的惨绝人寰的暴行, 也只是等于

被沙子迷了眼和被水浇湿了外衣而已, 难道你还不知足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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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之怨可解而不可结, 过去的让它过去罢! 提到中日两民族此后的相与之道,则真说来

话长。所有你们过去所说的&中日亲善、共存共荣 ∋的话, 都是对的, 只可惜你们实际上不照这

样话来做。你们过去硬要把中国人践踏在脚底下而 &亲善 ∋ , 必要骑在中国人的脖子上而说

!共存共荣 ∀。天理不泯, 你们这样的作风注定了失败。我们当不能踏你们的覆辙。此后中国

既做老大哥,日本该做小兄弟,则中华民族, 以其海量的气度, 必要尽到老大哥的义务, 来教导

扶养小弟弟成人,我们不说亲善而自亲善,不说共存而自共存。和平共处,是今后中日两国的

正常关系。

但在达到这一正常关系上,尚有一前题,即诸君必须痛下昨是今非的觉悟, 彻底根绝一脑

瓜子毒化观念,排除亘古不拔的侵略思想,立志做一个新世界中的新国民。不容 )庸∗讳言,诸

君尚有许多位口服而心未服, 若照你们统治东北的办法,你们之中要有多少应列为 !思想犯 ∀

而死硬不化,应投入狼狗圈喂狗的。我们自然不能以牙还牙,而依同法蹈你们失败的覆辙。但

我们宽大为怀下的最低要求, 则是完全为你们好而让你们洗刷一番头脑。须知你们打败仗的,

不是因为你们没有原子弹,乃是因为你们失仁忘义, 你们今后如想立国于世界, 非整个民族走

上仁义道路上不可。往原子弹上下工夫,仍是自掘坟墓的%%

行矣,诸君! 白山黑水,不是你们的久恋之乡, 富士内海, 才是你们的最后归宿。金石赠

言,尚请记取, 子子孙孙,永矢弗忘。#

前进报 记者启厚在 遣送日侨的另一镜头  中,记载了沈阳患病日侨的遣返情况:

一大批患着病的日本侨俘,满载着忏悔被遣送回国,愿他们平安抵达,早复健康,真诚的为

中日亲善世界和平而努力 + + +
在交通工具困难之环境下,遣送大批日侨俘返国,确是相当艰巨的工作,然而街头的日人,

确形日趋稀少,少得几乎令人感到寂寞起来,这足证被遣送的数目已相当的大起来了。

记者于前天早晨,又遇到一队被遣送的日侨俘, 由一列大车和马车,载着他们缓缓的进向

北站,车中的大人, 孩子和什物,偎在一起,任车身的簸颠, 很少动一动原来位置,每人的面上,

没有一点快意,也没有任何的表情, 他们的内心, 也许转平静下去, 因为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之

下,也无法整理其思潮了。

不过这一队确与以前所见者不同, 看车上所插的旗子, 上有红十字, 而且写着 !病∀第 , ,
队,于是我们知道这一队尽属病人,再看他们的臂章, 也是如此。

中国人到底具有天赋的慈悲的心肠,许多人都用着同情的眼光, 目送他一程。记者更不自

主的尾随下去,其实我们并不主张他们长期留在中国, 可是在临去之际,又总不免有些依依之

意。这是人情,也有自然所赋予人类的恻隐之心,人类要求永久和平, 也不必以此种心情为基

础。

记者一直把他们送到车站。当他们下马车的时候, 一幕一幕的景色, 却看得清清楚楚,原

来他们都是病号,患着种类不同、轻重不同的各种疾病,有的围着被,有的架着拐,有的由人扶

着,有的由人抬着, 有的由人背着, 其轻一点的自己蹒跚走去,也很显得步履为艰,其幼童所提、

携、捧、抱,使人看着也觉不大松快,再加上随携的什物、包裹、水壶之类,累累赘赘, 活画出一副

灾民流亡图。我感念到人类切当和平相处, 不可蒙侵略之心, 一种暴戾的侵略行为,终要自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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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果的。

他们依次的到了检查场, 各寻规定的位置, 或躺或卧, 作暂时的憩息。瘦弱到不堪支持的

人,在群蝇起落之下,不断发出呻吟之声, 好 )像 ∗幽灵在咀唁着军阀的失败,好像魂魄在萦绕

着云海的故乡,使人看来,潸然欲泪,日本不肖的军阀们,纵死在九泉, 也无以对这些无辜的良

民,居心侵略者当何以痛加警惕呢?

他们静静地聚在一起,没有一点声响,围观的人也都默默地看着。一向人声嘈杂的车站,

反呈寂静之象,不久日侨俘管理处刘 )副 ∗处长,带翻译到场巡视,并集合训话, 先阐明中日两

民族,应相互诚意亲善之旨,继对沿途保重之法, 多所指示,言短意长, 词态诚恳, 侨俘悉心承

聆,频频点头, 一时融洽之空气,令人反觉酸心欲泪, 人类本有相亲之天性,为什么日本军阀一

时蒙昧,造此惨绝人寰的浩劫呢?

刘副处长训话毕,由第二大队队长萩田恭一以华语致答词, 并告记者称: !日本绝彻底改

悔其过去行为 ∀,其实是否能改悔, 我们尚不敢尽信,不过目前的情景,足资为将来殷鉴的。

此次疾病侨俘返国,乃分两部,一部为疾病者本身,一部为其家属,相伴而行,沿途照应,颇

属合理,且随行医务人员甚多,据云:所携药品, 亦足敷用。我们希望他们平安抵达,且希望他

们早复健康,洗心革面, 诚意的为东亚和平, 为世界和平而尽其最大之努力。#

(四 )日侨俘遣返实绩

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从 5月 15日至 8月 10日,共遣送日侨 161个大队,日俘 3个大队, 病侨

6个大队,计 205438人。 8月 20日至 10月下旬, 再度遣送 20个日侨大队 (第 162至 181大队 )、6

个病侨大队 (病 7至 12大队 )、18个留用解除大队 (留解 1至 18大队 ) ,约 3. 5万人。至此,沈阳地

区日侨俘遣返工作基本结束。

沈阳市遣送日侨俘实绩表 ( 1946. 5. 15+ 8. 10) (

日期 日俘 难民 妇孺 一般 人数

5. 15 北陵第二、满毛、弥生 1452

16 五条、万国、大林、浪速、厚生 1634

17 于洪外、北陵第三外 2898

18
第一救护所、南市、浪速外、白

菊、大东、浑河外
2951

19 东浪速、十间房外 3308

23
大广场、住吉、平安外、东浪速、

三景、加茂、宫桥
3207

24
神明、稻藤、文官屯、高千穗、弥生

霞、南松梅、南浑河
2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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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俘 难民 妇孺 一般 人数

25
南青叶、西塔、皇姑屯、杨武西、

北市、小西、东亚外
2798

26 朝日、砂山、皇姑屯、于洪、铁西 3463

27 北陵西、苏家屯、铁西 3043

28 北陵东、铁西 3138

29 日俘 2237

30
皇姑屯、江#岛、文官屯、藤萩、

南青叶
3261

31 东浪速、东千代田、南弥生霞 6109

6. 1 日俘 5049

2 北陵、白菊、高千穗、铁西 6237

3 义光、南朝日、南稻藤 6079

4 弥生、万国、第一救护所 于洪、杨武、稻藤 6092

7 砂山、藤浪、苏家屯 3051

8 五条、国际 大广场、江#岛外 2979

9 于洪、浑河 钟纺、白菊外 6253

10 北陵东 5630

11 铁西、砂山 6108

12 北陵西 3359

13 金光收容所北陵、西塔外 3351

14 宫桥、藤萩 2727

15 于洪 3163

17 皇姑屯 3131

20 工作队、南浑河 2338

21 第一收容所 南朝日、北朝日 3730

22 苏家屯、工作队 2225

23 北朝日、苏家屯 3292

24 第一收容所 苏家屯、铁西 5565

25 苏家屯、南朝日、铁西 2865

26 文官屯、铁西 6342

27 文官屯、铁西、大东 6492

28 第一国际、金光收容所 大东、东亚 5793

29 杨武、义光、北市 6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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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日俘 难民 妇孺 一般 人数

30 浑河 6059

7. 1 混成 混成、稻藤 3492

2 藤萩、南松岛 5421

3 平安、北春日、南藤浪 3183

4 第一收容所 南藤浪、稻藤 2822

7 第一收容所、五条 南稻藤、神明 3436

10 南松梅、富士 3079

13 病# 、东浪速 1661

17 五条、铁岭 葵萩、北松岛 2996

18 五条、海龙 东千代田、北松岛 3321

19 青叶、混成 2845

23 病( 1385

8. 1 高千穗、北松岛、东千代田 646

3 五条 南青叶、北松梅 5254

4 益东 南朝日、混成、中松梅 4870

7 病− 、. 1718

8 病/ 1563

10 病0 1370

合计 205438

注:表中病 # ( − ./ 0指日本病侨 6个大队。

三 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的几点启示

启示之一:以德报怨,体现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

1931年 9月 18日, 日本军国主义炮轰沈阳北大营, 悍然发动侵华战争。此后 14年间,中华民

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数千万民众惨遭涂炭,数千亿元财产蒙受损失。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

族, 她的伟大, 不仅体现在以直抱怨,坚决与强敌抗争并最后战胜强敌上,而且体现在以德报怨,用

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宽容昔日的敌人。战后, 中国政府不顾经济困难, 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遣

返日侨俘的善举,凸显了这种博大的胸怀。

第一,中国政府宽大为怀, 安全遣返日侨俘。早在 1945年 11月, 刚刚成立的辽宁省政府 (中

共 )就对沈阳市日本难民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据报载: !被日本军阀所遗弃的日本侨民, 缺衣无食

者, 已经辽宁省政府收容, 12日省府朱尔副主席,外事厅李厅长等,特前往慰问救济,先后经过 5个

收容所,每到一处, 朱副主席李厅长都寄以极大同情,并恳切地告诉他们:过去我们和日本打仗,为

的是打倒日本军阀,而不是要打倒日本无辜的人民。我们知道,日本人民和下级士兵,和我们一样

的受制于他们 + + + 军阀们的残酷压迫。因此,对于你们, 中国人民和人民政府不但不仇视, 而且表

示无限同情。应当记住,你们一切灾难,都是日本军阀所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你们的。中日人民要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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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手来,彻底消灭日本法西斯残余。我们的政府特设外事厅,你们的困难我们当尽量设法解决,现

已经决定拨出 50万石救济粮。除讲话介绍外,并当场散发 10万元救蠲金及被服等应用物品。日

本侨民对这种伟大的同情和友谊, 感动得痛哭流涕,他们今天才知道谁是真朋友谁是真敌人。当朱

副主席李厅长等告别时,听到一阵谢谢的掌声,无数的眼睛欢送他们。∀#

在东北日侨俘遣返期间,国民党东北行辕和东北民主联军均设立了相关遣侨机构, 负责遣送事

务的人员多达 3000余人。其中,既有高级军官,也有普通士兵,既有政府官员,还有青年学生, 他们

在各自岗位上,努力工作,恪尽职守。当年担任葫芦岛港口统一检查所检查官的王黎回忆道: 他父

亲王荫南 (一叶 )是东北著名爱国人士, 曾做过张学良将军的秘书, 具有坚定的爱国抗日思想。

1944年初,父子俩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北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 关押在日军监狱。他父亲遭严

刑拷打,坚贞不屈, 后被秘密杀害。他自己直到 1945年日本投降后才虎口脱生。他说: ! 1946年 7

月, 我奉命调入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港口统一检查所工作。到锦州总所集中后, 我被分配到锦西

分所任检察员,并代理分所长的工作。那个时候,抗战胜利不久,我们这块被日本侵略者践踏过的

土地,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国民经济非常困难,物质极度匮乏,百姓生活十分艰难。但为了日本侨

俘的遣返,中国人民不计前嫌,节衣缩食,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准备了大批粮食、燃料、药品等物

资, 以供遣返之需。记得我所在的检查分所设在距锦西县城 8华里的农村,离日侨俘待遣营不远。

我亲眼看到,待遣营里的日本侨俘生活井然有序,不但有吃有喝有住的地方,还有临时的医院和接

生的妇产科医生以及学校、商店等生活设施。因此,日侨俘在待遣期间,生活和安全有充分的保障,

他们还不时地在住地举行文娱演唱活动,与中国官员、百姓联欢。看到这一切,联想到日军对中国

人民犯下的暴行,联想到我那被日军惨杀的父亲,心中生出无限的感慨,内心充满了矛盾。但是在

工作中,我仍然秉承中华民族宽容仁慈的传统美德, 把国仇家恨埋在心底, 按照遣侨公务人员的职

责和纪律,非常理智地对待日侨俘,对他们不打不骂,以礼相待,还尽可能地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让

他们安全顺利地返回自己的国家。很多日侨俘对我们的宽大仁厚非常感激,不少人临别之际激动

得痛哭流涕,依依不舍, 那情景至今还令人难忘。在那段时间里,我终日奔忙于锦西和葫芦岛港之

间, 目送一批批数以万计的日本侨俘登上轮船返回家园,我为自己以一个战胜国公务人员的身份参

与这次遣返善举并为遣返日侨服务而感到自豪。∀(

1946年 10月 10日, 第一期计划遣侨行将结束。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撰文说:

!东北百余万日侨俘的遣送是一桩历史性的大事。本处承担这桩历史性的重任,秉承最高领袖蒋

主席及我政府宽大为怀的政策,对待日本侨俘不采取任何报复手段。我们执行这种政策%%是希

望用我们民族的精神文明及三民主义的 &仁德 ∋、&和平 ∋、&博爱 ∋来感化、教育他们, 根治他们侵略

的心理,使他们认识我最高领袖的伟大,中华民族的伟大,并彻底纠正他们过去对我国家民族的错

误看法,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带回他们的国度里改造他们自己的国家。∀−

第二,中国政府多方筹措,确保日侨俘供给。沈阳地区日侨俘人数多,滞留时间长, 其待遣期间

的粮食和燃料供给、开支数额相当庞大。据 东北导报  报道: !战争结束当时,从内地向沈阳避难

的难民,约有 10万。据说向大连南下暂停在沈阳的还有 7万左右。去年 11月以来,承担这些难民

和来自共军地区遣送者的收容救济,是一个庞大的数字。粮食和燃料费实际突破 1. 6亿元,被救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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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从两三天的滞留时间到长约半年,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概算超过 20万人。由此可见,沈阳

市日本人的救济是多么重大的事情。∀# 7月下旬,锦州、沈阳、长春等地发生霍乱,遣返一时中止,沈

阳集中营聚集了数万名日侨。据沈阳日侨总处救济科补给班统计,铁西 !收容所开设以来, 直到 ( 8

月 ) 6日, 10天间补给的必需品类有: 白米 (病人用 ) 9350斤, 高粱 85829斤,酱 7591斤, 酱油 3074

斤, 盐 7705斤,食用油 8780斤,蔬菜 188205斤, 咸菜 15426斤, 柴薪 224136斤。长春以外的遣送大

队仅平均携带一周的食品和三日份的燃料, 救济科正制定这些大队从出发到乘船期间途中食品配

给计划。∀(为解决沈阳集中营粮食、煤炭供应不足问题,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除支付 3500万元

从粮商处购得 200万斤粮食外,并迅即从抚顺采购优质煤炭 500吨。

第三,中国政府垫付巨资,保障日侨俘遣返。东北日侨俘遣返期间的运输费和给养费, 大部分

从中国政府借支,并预作战争赔款于日后偿还。据报载: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为贯彻对待日侨之

宽大政策,业经批准由美军联络组转达日本政府之请求,借拨东北日侨给养费一万万元,并发给管

理费四百万元。实由东北行营日侨俘管理处,按各地情形集中遣送日侨人数核实发给。并规定: 1.

给养费一万万元专户存入沈阳中央银行,随时按照实需数目,由各地日侨连络处代表具领, 出具领

据, 并会同各地日侨管理处派员逐一点发。 2.每人每日给养费三十五元,由集中遣送上开始发给,

至到达日本境内为止。 3.业已遣送完毕之日侨给养费不再补发。 4. 日侨代表之身份,经地方政府

及党团负责证明。 5.各地日侨管理所造具名册呈报行营核备。闻该项借拨之款项, 由盟军统帅部

批准,责令日本政府以黄金白银外币及艺术品偿还云。∀−关于 1946年遣送日侨俘经费支出情况,

沈阳日侨善后连络总处称: !东北总处经费支出实际达到 998734261元, 具体包括食品、衣服、燃料、

设施、搬运、药品和其他直接遣送救济费用 536983140元, 人员开支 92981725元,学校费用、涉外费

用、购物费用和其他费用 144803327元,委托购物金和其他 223966069元。∀.

启示之二:缜密组织,彰显中国政府的人道主义。

根据 波茨坦公告 和中美联合会议精神,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遣

送日人办事处发布通告、规则、通令、纲要、办法等各种法令法规, 制订日侨俘集中管理、交通运输、

难民救济、卫生防疫等各项文件。这些法规和文件设身处地的为遣返日侨俘着想, 从准备食物到遣

送编队,从设立途中开水站到配置警备人员,从调集列车到集中遣送,从设置医院到卫生防疫等等,

避免了混乱无序状况及个人随意行为, 从而使日侨俘生命和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为检讨日侨俘遣返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及时提出处理意见, 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每周一召开

全体人员例会,前后共计 22次。如,在 9月 9日 (星期一 )下午 3时召开的第 17次会议上,对运输

组相关事项作出以下决议: 1. 锦州日侨集中营发现霍乱, 各地日侨向锦停遣,而各地续行遣出之日

侨应即分别在长春沈阳两地降车收容, 于各该地集中营内, 对每一降车人数应分清地区,详细登簿

呈核; 2.关于病院车不论来自某地,病侨须由沈阳即速直开葫芦岛,中途不耽延; 3.关于中苏联谊社

铁路宾馆及其它各商店之日籍侍女,并日籍妓女即随同病院车尽数遣出, 并应要请拨配半数以上棚

车; 4.运输组应于每周末将其本周内人事异动服务状况照册呈阅,以便考核; 5.应转饬各押运员对

于押运日侨须取得到达地接收日侨之主管官长盖章以资证明,而便核发旅费; 6.对于押运人员应彻

底考核其素质,不良或有贪污行为者应即报请法办,以肃风纪,而整官箴; 7.遣侨列车每有夜间到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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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运输组官佐对于有时间性、紧急公事,应不分昼夜彻夜做完,俾免遣侨列车之停滞; 8.特务团士

兵可移作押运事宜。# 此外, !日管 ∀还组织巡察队, 对各铁道沿线各主要车站的归国日侨加以保

护, 防止不良分子的不正行为。

为解决日侨收容所防寒越冬问题, 是年 9月, 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救济科开始考虑冬季收容

所的种种对策,并决定具体方针。在防寒期,没有取暖的北窗应关闭,对窗户进行修理, 用莎草编成

的苇席或草席铺床,粮食、豆油、必要的取暖燃料的配给,要预作准备,并了解防寒的方法。一旦进

入越冬期,厨房移到室内,计算出每个人用炉子、壁炉取暖的用煤, 大量购买被褥等, 衣服类由长春

富裕的被遣送日本人免费供给。(

原港口统一检查所检查官陶甄老人回忆说: !我是当年东北地区百万日侨大遣返的亲身经历

者。当时我在东北日侨俘管理处港口检查所工作。那时中国人怎样善待日本侨俘,庇护安全,救济

危难,妥善安排,使他们如期顺利回国的事至今历历在目。 1946年 6月下旬,国民党东北行辕为加

快遣返日侨俘的进度,从沈阳的党、政、军等单位临时抽调一批青年工作人员到遣返日本侨俘港口

统一检查所工作。我当时在辽宁省政府任职,与其他十几名青年职员被抽调到港口统一检查所,于

1946年 6月末抵锦州待命。东北行辕日侨俘管理处港口统一检查所设在锦州火车站前二三百米

的一座日式二层小楼里。所长由彭克负副处长兼任,所内领导成员以督察处的校、尉两级军官为

主, 配备 207师 (青年军 )学生兵,省政府职员和三青团团员, 共四五十人。检查所下设两个分所,

一个在锦州市东郊的北大营南侧约 200米的一处简陋的机场破营房, 成员 30多人, 我就在其中。

另一个在锦西张蒋屯临时搭建的简易木板房内, 成员 10多人。当时两处检查所工作条件极其艰

苦, 因此也有人托词请假离开锦州返回沈阳%%实行港口统一检查的决定,是中国政府纠正沿途重

复检查而采取的简化为一的做法。输送日侨俘都是从出发地登专列直达锦州、锦西两大集中营地,

极大地缩短了全程运行时间,从而使日侨俘在旅途中感到轻松, 减轻疲劳。中国检查官在对离港回

国的日侨俘检查时态度平和,从不搜身。检查过程由联络总处负责集合日侨, 以大队为单位到指定

检查地一字排开,携带物品自行打开接受检查,氛围十分宽松。对收缴的违章物如数登记造册,统

一上缴检查所。这是中国人善待日侨俘的人道主义品德的真实写照。待遣的日本侨俘在待命期间

的生活是很安静平和的。锦州北大营内,日侨以户为单元, 许多户共同生活在一间长筒营房, 有统

一的作息时间,户与户间隔仅有 30厘米,虽拥挤但不杂乱, 物品摆放有序, 环境清洁,无喧闹, 相互

团结自律,生活安然。待遣集中营地还有各种生活设施,如临时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

基本能满足日侨俘就医需求。主副食供应商店也都迎合日侨的生活习惯。待遣侨民购物、餐饮、学

生上学读书、阅报、托管幼儿等服务项目齐全,日侨俘还组织不定期的文体活动以活跃生活,熙来熙

往不受约束。为庇护待遣侨民的安全, 规定北大营内不准外人随意进入, 由当地驻军站岗守卫。北

大营待遣侨民的进出流动性很大, 有登船回国的,又有大批进入营地的。中国当局非常重视卫生防

疫,每当遣侨列车进入北大营的专用线时,卫生防疫人员就持喷洒 DDT粉器具灭虱,以杜绝由虱子

传染的疾病,经灭虱之后侨民方可进入指定营区。∀−

启示之三:爱心救助,诠释中国人民的善良真情。

日本战败投降后,许许多多中国老百姓向境遇困苦的日侨伸出援救之手, 尽力给予帮助, 传颂

出一段段体现人间真情的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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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感恩哭泣的遣返母子。佐藤夫人从永安开拓团来沈避难, 被收容在富士青年学校。她失去

了丈夫和 3个孩子,内心十分痛苦,对以后的生活也不知如何是好。但为了自己唯一的 6岁儿子,

无论如何也得活下去。后来,她成为中国人杨先生家的住宿佣工。几个月之后,有了日侨遣返的消

息,日侨们知道这是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当杨先生从挨家拜访的班长那听到 !佐藤先生回去吧 ∀

的话,开始大吃一惊,进而又为佐藤母子能够很快回国高兴。随后杨先生从粮食到现金,进行多方

准备,还为他们母子去拜访认识的日侨家庭、商量事情。最后吃的、穿的及随身携带物品都齐全了,

总算为佐藤母子做好了遣送准备, 他们自己也望眼欲穿地等待出发的日子。佐藤母子出发的日子

定在 5月 24日,通知午前 4时 30分在分处门前集合。那天杨先生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浅黄色衣

服, 推着手推车,车上装着佐藤母子的行李, 将她们送到目的地,并说: !佐藤夫人请多保重 ∀。送行

的分处主任和在场的所有日人都深受感动。佐藤夫人边哭边说: !谢谢! 谢谢! 一旦回到日本,将

把中国人民的友好广泛传播。∀#

2.在铁西见到的 !惜别之泪∀。关于铁西难民 A的遣送, 总处命令来自各收容所的难民暂时集

结于铁西国民学校。在校门前,竟然看到与中国人依依惜别、泪水涟涟的一幕。提起此话, 须从去

年 12月说起。疏散到铁西并受雇于中国人家的这对日侨难民夫妇, 因诚实劳动而倍受雇主爱护。

到遣送日为止,雇主与雇工的友情仍继续着。遣送的日子终于来到了,那天前来送行的中国人在送

给巨额临别金后,流着泪水惜别。这里,中日友好的花蕾一目了然。(

3.王先生背着粮食去葫芦岛。 8月 5日下午, 在葫芦岛车站附近, 有个中国人在寻找什么人,

见到过往的日本人,就拿出纸片让人看。当时,办事处职员恰巧路过, 一问才知道那个中国人是沈

阳市青叶町 42号的杂谷商王振策。他听说不久以前被遣送的日本朋友在锦州收容所滞留时间过

长, 所带现金全部用光, 从而出现生活困难, 便特意从沈阳携带钱和粮食, 来锦州寻找那位朋友。办

事处职员了解情况后,竟然也齐心协力地帮助寻找起来,并判明王先生要找的人是第 137大队的杉

本。此时杉本已经登船,在办事处职员引导下,二人在码头见面。王先生将带来的钱和粮食全部赠

给了杉本,杉本对这样的厚意,茫然地低下头: !接受王先生的温情做梦都想不到, 这样的厚意铭刻

在心,永远不能忘记! ∀并流下了激动的眼泪。王先生依依不舍地与杉本惜别。船上的日侨, 见到

这种超越国界的高尚的友爱情景, 一同向王先生表示深深的感谢。−

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宽容,感动了许多日本人。这一点,连日本人编撰的 满洲国史  也不得不

承认: !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劳工,强制缴农产品, 中国人对满洲国, 进而对日本人

的反感情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束,对日本人进行民族

报复的事情。倒是各地的中国人、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 庇护以安全, 或者主

动给以生活上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启示之四:以史为鉴,发展中日友好关系。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古代中华文明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和进步,近代中国也从日本

学习了许多科学发展成果。只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既破坏了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又

给两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当年的日侨俘遣返,不仅为日本侵华战争画上了句号,而且为中日世

代友好提供了良好的镜鉴作用。

∃145∃

1946年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始末

#

(

−

.

东北导报  (沈阳版 ) 1946年 5月 26日,第 2版。

东北导报  (沈阳版 ) 1946年 5月 26日,第 2版。

东北导报  (沈阳版 ) 1946年 8月 11日,第 2版。

)日∗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 满洲国史∃ 总论  , 1990年刊印,第 817页。



在沈阳地区日侨俘遣返期间, 中方以报纸宣传、图片展览、领导讲话等多种形式对日侨俘进行

感化教育,以清除其军国主义色彩和极端国家主义倾向,树立爱好和平的思想,发展中日友善关系。

李修业谈道: !除了积极的遣送以外, 我们更根据了以下的几点来施行感化的教育: 第一我们以三

民主义伟大精深的哲理去教育他们,用我们伟大善良的民族性及我们领袖宽大为怀仁爱的精神去

感化他们,使他们一改过去的错觉,使中日之间不致再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为世界未来的和平奠

定下一座基石。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相当成功,不过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 我们对于日侨俘

中的战犯,绝不放松,战犯们也难逃我们的法网, 我们把战犯集中在沈阳, 已经由最高当局组织了军

事法庭在侦察中,不久即可正式审判,给予他们应得的惩罚。第二我们要使他们深深地体认到,他

们过去在东北过分优厚的生活享受,是侥幸的,也是不义的; 今天的败亡生活自是他们穷兵黩武的

军阀所赐,也是他们盲目拥护军阀的结果。使他们深知他们国家的侵略行为,不仅残害了中国人

民, 而且残害了他们自己,并扰乱了世界的和平, 人类安宁。这个历史的教训, 是值得他们珍视的;

如果他们不痛悔前非,仍然包藏祸心,蕴存侵略他国的观念,德意是他们难兄难弟的前车之鉴,终必

走向毁灭之一途。第三我们要使他们切实认清楚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也

是未来东亚和平的维护者,以中国民族性的伟大善良,对于任何弱小国家或民族都是一股强大的安

定力,因为中国的强大, 永久只是在自己的国土内建设和发展,决不妨碍任何国家的独立自由,所以

日本要有前途,唯有依赖中国的扶助,始能在他们的三岛上改造他们自己理想的国家,否则,侵略之

念再萌,未来的世界史上恐难找日本的名词了! ∀#

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中国人民的仁慈善良、中国有关方面的正面教育,使绝大多数日侨俘对

过去的侵略行为有所反省,并愿意痛改前非,与中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作者张志坤,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亚新,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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