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满洲移民”诸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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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日本“满洲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满洲移民”始于

日俄战争后 ,至日本投降计 40 年。探讨“满洲移民”之源起 ,其直接提出者为

儿玉源太郎 ;制定移民策 ,阐明移民 50 万必要性的是后藤新平 ;提出 20 年向

“满洲移民”百万人计划的则是小村寿太郎。移民分为两个时期 ,九一八事变

前为一个时期 ,称早期移民 ;九一八事变后为第二个时期 ,1932～1936 年为

第一阶段称武装移民 ,1937～1941 年为第二阶段 ,称国策移民 ,1941 年开始

第三阶段为移民崩溃阶段。“满洲移民”给中日两国人民特别是给中国东北

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不仅使中国农民失去土地 ,被迫给日本移民当雇工 ,受

尽其剥削 ,不仅肉体遭折磨 ,还受到精神上的摧残。日本的居民背井离乡 ,移

来中国 ,幻想建立“第二祖国”,其后果是灾难重重 ,自食恶果。

关键词 　日本侵华 　“满洲移民”　“满铁”　关东军

日本“满洲移民”乃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日俄战争后 ,日

本帝国主义将其势力伸向了中国东北地区 ,控制了旅大和“满铁”

附属地 ,旨在巩固和扩大日本在华势力 ,防御俄国的再进攻 ,如何

“经营满蒙”便成为日本朝野上下关注的焦点。日本帝国主义效仿

西方列强 ,以军事侵略为先导 ,侵占别国领土之后 ,便以移民入侵

来巩固它的军事占领。为此 ,日俄战争后到 1945 年日本投降的

40 年间 ,“满洲移民”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地区的突出特征。深

入探讨日本“满洲移民”政策的制定、实施状况和移民的后果等诸

问题。对进一步揭露和认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恶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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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 ,具有重大意义。

一 　关于“满洲移民”之源起

关于“满洲移民”问题的提出 ,有的说是儿玉源太郎 ,有的说是

后藤新平 ,还有的说是小村寿太郎 ,莫衷一是。究竟是谁 ,还是用

事实来回答。

日俄战争期间 ,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后藤新平认为侵

略中国 ,应效法英国统治印度 ,采取东印度公司的形式 ,即“借贸易

商业之名 ,实际上实行对印度大陆的征服 ,掠夺其无尽宝藏的金银

财宝 ,运回本国”。后藤将“这一创见进呈儿玉 ,儿玉以其慧眼 ,立

即采纳了这一重大建议 ,这就是满铁公司诞生的源泉”。①

曾先后任桂太郎内阁内务、陆军和文部大臣的儿玉源太郎为

了进一步阐明这一“创见”,在日俄《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前夕 ,拟定

了《经营满洲策略概要》,说 :“战略上经营满洲的惟一秘诀 ,就是表

面上装作经营铁路 ,暗地里则要充实各种设施 ⋯⋯经营铁路的机

构必须装作除铁路之外与政治、军事全然无关。”② 进而提出开采

矿山、奖励移民、设立警察等。

儿玉和后藤还立足于将来沙俄必然复仇的设想 ,一致认为 :

“满铁应是采取企业形式的政府别动队。它应带有显著的军事性

质。”③ 儿玉特别强调 :“战争不可能常胜不败 ,永久的胜利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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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的增减”,若将很多日本人移民到中国东北地区 ,那东北“自然

而然会成为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①

事实证明 ,日本政府是完全按后藤、儿玉的“创见”行动的。日

俄战争一结束 ,日本为推进大陆政策 ,在设立关东都督府的同时 ,

1906 年 1 月 ,日本政府设立了“满洲经营委员会”,任命儿玉源太

郎为委员长 ,专门负责策划侵略中国东北问题 ,并在 5 月 22 日的

阁议中 ,决定组织株式会社会负责经营满洲铁路的方针 ,6 月 7 日

发布第 142 号敕令 ,正式公布了“关于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案”。② 满铁由日本外务省领导 ,满铁总裁兼关东都督府的行政顾

问 ,关东都督府的民政长官兼理满铁副总裁。可是 ,7 月 24 日 ,力

主建立“满铁”和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儿玉却因脑出血突然暴卒 ,“经

营满洲”的“创见”重任自然落到后藤身上。同年 11 月 13 日 ,后藤

新平被任命为第一任满铁总裁 ,在其就职理由书中提出 :“日俄战

争不会因满洲一战而定局。无论第二次战争何时到来 ,若胜券在

握 ,则先发制人 ;若尚无把握 ,则持重以待。纵然再战不胜 ,我亦尚

有退身之地。总之 ,日本在满洲应始终处在以主制客、以逸待劳之

地位。而经营满蒙的诀窍就是 :第一 ,经营铁路 ;第二 ,开发煤矿 ;

第三 ,移民 ;第四 ,发展畜牧业。其中尤以移民为最。今日韩国的

宗主权屡成问题 ,但列强之所以不敢强制 ,就是因为日本对朝鲜的

移民走在列强之前 ,业已造成不争的事实。而宗主权的获得却不

能轻易地归于战争和外交的结果。通过对铁路的经营 ,不出十年 ,

将五十万日本移民移入满洲 ,届时 ,俄国虽强 ,亦不敢轻易挑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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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和战缓急之主动权 ,安然握于我之手中。”① 从而提出了移民

侵入的论点和主张。儿玉和后藤的移民主张深得日本一些政客的

支持和拥护 ,后来也得到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的赞同 ,而且小

村寿太郎还进一步提出 ,要“保护国防第一线的永久安全”,应尽快

“安排相当数量的大和民族定居于满洲”。后来 ,拓务大臣永田秀

次郎更夸大地说 :向东北移民是为了“确保东洋和平 ,世界人类之

康宁福祉而贡献崇高伟大的使命”。② 1910 年 3 月日本召开的议

会上 ,小村外务大臣明确提出“20 年向满洲移住大和民族百万人

的计划”。③ 总之 ,日本开始在满铁“附属地”和租借地内进行移民

侵略活动。

从上述可见 ,最早提出效法巩固统治印度之法的后藤新平 ,并

未明确提出移民问题 ,直接主张移民者最早尚属儿玉源太郎。紧

接着 ,后藤在就任满铁总裁时进一步阐明了移民“满洲”50 万日本

人的必要性 ,后来更有小村寿太郎的百万移民计划。

二 　关于“满洲移民”的政策与实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进行移民侵略长达 40 多年。这 40

多年间 ,日本的“满洲移民”可分为两个时期 ,四个阶段。九一八事

变前第一个时期为一个阶段 ,九一八事变后为第二个时期 ,可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时期九一八事变前 ,有的称早期移民。这个时期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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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爱川村”移民。关东州的“爱川村”是满洲农业移民的先驱。日

俄战争后 ,日本接管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旅大租借地 ,通过“关东

州都督府”,对旅大地区进行殖民统治。1913 年 11 月 ,当时的关

东都督福岛安正制定了“经营满洲”、“扩张国权”、“满韩移民集中

主义”的移民侵略政策。

1912 年春 ,被当时日本军、政各界誉为“劝业都督”的福岛安

正为在租借地内推行移民政策 ,亲自到各地考察安置移民的地点。

当福岛安正在视察中发现现今的大连市金州大魏家屯西海岸地带

土质肥沃 ,适宜农耕 ,便立即决定在这里实施“日本人移民模范村

计划”。① 福岛之所以在此设立移民模范村 ,还因为任大魏家屯警

察派出所巡查的日本人桥本市藏曾在此地开垦荒地 ,试种水稻 ,获

得成功。翌年 ,日本农商务省技师恩田铁弥对此地又进行了详细

考察 ,确认该地适宜种植水稻。考察结论公诸于众后 ,一些日本人

申请到该地垦荒 ,不久即先后有木神原政雄等 6 户得到关东都督

府的批准 ,到大魏家屯造田 ,他们共开垦了 275 町步 (1 町步约合

9912 公亩 ,约 9918 平方米) 荒地。为掌握移民情况 ,进一步实施

移民计划 ,福岛安正责成都督府农业试验场场长木下道一和土木

建筑师仓冢良夫主持制定移民具体计划 ,并拨款 2115 万元为移民

村盖房、修路、建堤塘等。② 日本“打算对这块作为战胜者所得到

的新开垦地区 ,大量地移居国民 ,建设一个第二祖国”。③

1914 年 12 月 ,福岛安正派遣有关官员返回日本国内招募和

选定移民。1915 年 3 月 ,“有 19 户 (山口县 18 户 46 人 ,新氵舄县 1

户 2 人)农家应募而入植 ,并分给了房屋、贷付了农具 ,从事水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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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扩大耕地面积 800 町步。因为 18 户来自山口县玖珂郡的爱

宕村和川下村 ,所以迁居后的新村各取第一个字为“爱川村”。①

爱川村移民的特点 :一是以成批形式移入 :二是由政府招募 ;

三是政府拨款 ,并负责输送、食宿、落户等 ;四是政府决定由金州民

政署农业技术指导员川上仁四郎担任农业技术指导工作。

不过 ,爱川村移民的头一年 ,适逢干旱 ,导致虫灾 ,颗粒无收 ,

资金殆尽 ,生活窘困 ,移民失去信心 ,其后果是大部分移民回国 ,少

部分转为他业。翌年 ,只剩 2 户移民苦守在爱川村。1916 年福岛

又从其家乡长野县募集 12 户移民 ,移住爱川村。② 可是 20 年后

的 1936 年 ,爱川村 14 户移民已负债 315 万元。到 1937 年 ,爱川

村移民仅剩 7 户 ,65 人。至此 ,爱川村移民“事业”宣告失败。究

其原因 ,一是日俄战争后日本财政拮据 ,无力投入移民事业 ;二是

战后日本政府只热衷于在中国东北修路、驻军以控制中国 ,无暇顾

及移民之事 ;三是战后日本扩工厂、建矿山、修铁路 ,需要投入巨额

资金和劳动力 ,再招募日本人到寒冷、干燥的中国东北垦荒 ,已毫

无吸引力 ;四是中国人民和东北当局反对和抵制日本移民侵略 ;五

是爱川村移民困苦不堪 ,日本人再不愿重蹈覆辙。后来任奉天省

长的张作霖“在其实力所及之范围内致力于一步步收回一切利

权”,“推行着从根本上阻碍邦人安居 ,逐渐加以压迫以至驱逐邦人

之策”。③ 因此 ,日本的移民只能向狭窄的满铁附属地或“关东州”

地区迁移。而这些地区一是地价高于北满 30 倍以上 ;二是人口稠

密难以容纳大量移民 ;三是东北各地义军四起 ,誓死抗日 ,致使日

本移民垦殖计划之推行受到阻遏。由于以上种种因素 ,日本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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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事变前向中国东北早期移民计划的预期目的未能实现。

第二个时期 ,第一阶段九一八事变后 ,1932 —1936 年间 ,日本

向中国东北移民主要以退伍军人为主体 ,有的称这时期为“武装移

民”。日本吸取了爱川村移民的经验教训 ,将以前的“普通移民”改

为“特别农业移民”。“特别农业移民是退伍军人为主体 ,在警备上

相当于屯田兵制组织 ,具有充分的自卫能力”。① 很明显 ,是要把

农业移民武装起来 ,起到维持治安 ,协助关东军镇压东北人民抗日

斗争的作用。于是 ,在关东军的策划下 ,发起向中国东北地区进行

“武装移民”。

1932 年 1 月 ,关东军为了制定满洲开发政策 ,邀请各界专家

聚集奉天 (今沈阳)召开所谓“满蒙法制及经济政策咨询会议”。主

要讨论“满洲建国根本课题的满洲农业移民”问题。2 月 ,关东军

司令部根据与会专家的论点和主张制定了《移民方策案》、《日本移

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据《满洲农业移民方案》规

定 ,15 年内移入中国东北“普通移民”10 万户 ,10 年内移入“屯田

制移民”1 万户 ,对于移民用地 ,提出“无偿提供地”面积为 1031500

町步 ,“收买地”面积为 636500 町步。②

1932 年 6 月 ,被称为“满洲开拓之父”,当时正任伪吉林省依

兰地区警备顾问的东宫铁男 ,向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提出有

关向北满武装移民的“以在乡军人编成吉林屯垦军基干部队 ,永久

驻在吉林省东北地区的意见书”③,认为实行“军事的长期镇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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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移来武装移民团体永久地定居更为彻底”。① 石原对“意见书”

称赞不已。10 月 1 日关东军制定了《关于向满洲移民要纲案》,规

定 :“日本移民以在满洲国内扶植日本的现实势力 ,充实日满两国

国防 ,维持满洲治安 ,并建立以日本民族为指导以谋求远东文化之

成就为重点。”②

此时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移民扩张的御用文人、狂热的殖民主

义者加藤完治等人联合制订了《满蒙六千人移民案》,其中 ,详细阐

述了“移民之招募”、“移民教育”、“移民土地之获得”、“警备”、“事

业资金”等内容 ,并鼓动说现时是“满蒙移民今逢千载难逢之良机 ,

宁速勿迟 ,宁多勿少向该地移民”,他们计划 50 年内至少要往东北

移民 500 万人。③ 可见加藤完治的移民扩张野心有多么猖狂。

接着 ,日本拓务省依据加藤等人的《满蒙六千人移民案》,制订

了“满洲移民”的大纲和方案。1932 年 8 月 16 日 ,拓务省向内阁

会议提交了以“四大主义”④ 为经营方针的《一千户移民案》。但

日本内阁只同意向议会提交 500 人的移民计划案。8 月 30 日 ,日

本第 63 次临时议会通过了第一次试验移民经费 ,500 人预算为

207850 元。9 月 1 日 ,日本向中国东北第一次“武装移民”侵略计

划正式发布实施。

关于移民的招收和选定 ,根据 1932 年 8 月 22 日拓务省移民

募集会议的决定 ,在茨城、枥木、群马、长野、新氵舄、福岛、宫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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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山形、秋田、青森等 11 个县 ,招收有农业经验 ,受过教育 ,身体

强壮 ,思想坚实 ,能吃苦耐劳 ,家庭累赘少 ,30 岁以下之“在乡军

人”。①

移民募集的组织机构 ,十分严密。规定在拓务省和陆军省的

监督下 ,由在乡军人会本部为移民募集的主要组织者和骨干力量。

这样 ,“有关地方的军区司令部根据中央部的指令担任其指导工

作 ,同时以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为中心 ,有关府县的在乡军人会支

部以及街、村的军人会分会也都联合起来展开活动”。②

第一次“武装移民”为 492 人③,编为佳木斯屯第一大队④,设

大队长、警备指导员、农业指导员和预备役军医。⑤ 这些移民于 10

月 8 日到达奉天 ,配置武器装备 ,进行短期操练和实弹演习。⑥ 在

“满洲国”高级军事顾问多田骏少将护送下 ,于 10 月 14 日到达佳

木斯。由于受到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袭击 ,未敢上岸。翌日 ,在依

兰日军的掩护下进入佳木斯。后经过选地调查 ,1933 年 2 月 11

日 ,“屯垦大队”选定吉林桦川县永丰区的永丰镇 ,组成“弥荣村”开

拓团。⑦

然而 ,移民开拓团有不断遭受抗日武装力量袭击的危险 ,加上

移民地的条件和待遇极坏 ,因此 ,移民开拓团中有不少人开始动摇

和失望 ,陆续出现退团人 ,最后退团者竟达 19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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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武装移民”为 500 人。这些人是从 1 府 18 县中招募

的。经一个月受训后于 1933 年 7 月初进入中国 ,经佳木斯抵达依

兰县土龙山区五保 (七虎力) 。① 由于武装移民者依靠暴力掠夺农

民土地 ,激起当地农民反抗斗争 ,打死打伤日满军警 45 名。② 第

二次“武装移民”被迫移到湖南营子 ,组成“千振村”开拓团。

第三次“武装移民”先行选拔 300 人为先遣队。这些成员从

16 个县中募集。1934 年 10 月 16 日由敦贺港乘船出发 ,于 21 日

到达移民地北大沟。此次移民团以“第三次特别农业移民团绥棱

开拓组合”名义进入移民地③,组成了“瑞穗村”。

日本向中国东北三次武装移民同样面临着失败的命运。为

此 ,日本关东军指使特务部于 1934 年 11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一次

移民会议”。在会议上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兼关东军特务部长西尾

寿造强调了移民侵略具有“国策性意义”:“第一 ,成为满洲国构成

的要素 ———五族 (指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人和朝鲜人 ———引

者)协和的关键 ;第二 ,确保大和民族对东亚应有的正规发展 ;第

三 ,有助于解决日本国内社会问题 ;第四 ,保证国防的安全和巩

固。”④ 这次会议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策案》,其宗旨明确

指出 ,日本“对满洲移民政策的执行”,不仅对“满洲国”的产业开

发 ,文化向上 ,国防充实等方面有益 ,而且从国防意义上讲 ,是“绝

对重要而且十分紧迫的使命”。该案还对日本移民的地点、移民形

式、移民的补助 ,以及“满洲国”政府对日本移民所担负的职责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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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具体的规定。1935 年 2 月成立了“满洲拓殖委员会”和“满洲拓

殖株式会社”,负责指导和安排日本向中国东北地区移民事宜。

1936 年 3 月日本第四次“武装移民”500 户 ,从日本敦贺出发 ,经佳

木斯到达居住地。移入密山县城子河 310 户 ,移入哈达河 190 户。

同年进行春耕生产 ,仅一年时间 ,两地就扩大了近 700 町步的耕

地。①

综上 ,日本四次“武装移民”约 1800 户 ,侵占耕地 123326 反 (1

反为 99117 平方米) ②,约合 12230 公顷地。

第二阶段 ,是 1937 年开始的大规模的移民。有的称这时期为

“百万户移民”或“国策移民”。1936 年 4 月 ,关东军召开了有陆军

省、拓务省、“满洲国”政府、满洲拓殖株式会社、满铁等机构的代表

参加的“第二次移民会议”。会上从当时日本人口过剩、土地狭窄

以及军事和经济状况的需要 ,论证了“国策移民之必要性”。制定

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计划在 20 年内 (1937 年至

1956 年)将 100 万户 (500 万日本人)移居中国东北 ,以便在中国东

北建立起“日满不可分的”,以大和民族为核心的人口结构 ,实现

“日本肇国以来的八 一宇的伟大理想”。③ 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南

次郎表示坚决实行日本移民政策 ,并亲自指令关东军制订了《二十

年百万户移民计划》,1936 年 8 月 25 日 ,该计划被日本广田弘毅

内阁正式通过 ,并列为日本“七大国策”之一。随之 ,日本要求“满

洲国”政府将其列入“满洲国”的“三大国策”之一。至此 ,日本帝国

主义移民的“国策化”,标志着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政策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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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其侵略目的十分明确。日本拓务省的官员曾露骨地讲 :“现

在满洲国的人口约 3000 万人 ,二十年后将近 5000 万人 ,那时将占

一成的 500 万日本人移入满洲 ,成为民族协和的核心 ,则我对满洲

目的 ,自然就达到了。”①

为确保实施百万户移民计划 ,日本和“满洲国”都强化了有关

移民机构。1937 年 3 月日本设立开拓总局。8 月 2 日 ,在“满洲

国”新成立一个有日“满”双重国籍法人的满洲拓殖公社 (简称满

拓) ,由日本政府、“满洲国”和“满铁”等出资。1940 年 5 月起“满

洲国”先后公布《开拓团法》、《开拓协同组合法》、《开拓农场法》等

三法 ,对移民组织的性质、组成、管理、财务和土地等以法律形式加

以明确。

日本政府为确保大规模移民的顺利进行 ,采取了一些新的移

民方式 ,其中最主要的是“分村分乡”移民。即把日本国内的一个

村作为“母村”,从“母村”中分解出一部分或半数的农户 ,移入中国

东北地区组成“移民团”。到 1941 年“开拓团”移民所占比例高达

95 %。②。这种移民形式 ,成为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基本组织形

式。

此外 ,还有由 16 - 19 岁青少年组成的“满蒙青少年义勇军”移

民 ,“以资巩固日、满不可分的关系”③;要将他们培养成“能够完成

开拓协和之圣业的开拓民的中坚骨干”。④ 后来“满蒙青少年义勇

军”已达 279 个团⑤,训练生为 86530 人 ,约占日本移民总数 3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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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 30 %。① 他们受训后编入开拓团 ,既是一般移民的补充力量 ,

又是关东军的后备兵源。他们是以“充实国防 ,确保治安”为使

命。② 当 1945 年 8 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时 ,“满蒙青少年义勇军”

全部加入战斗部队 ,成为日本侵略的炮灰。

第三个阶段始自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时日本的青

少年劳动力不断被应征入伍 ,加上日本国内军事工业急需劳动力 ,

所以 ,这时期日本“满洲移民”的户数锐减。1943 年一般“开拓团”

计划户数为 19680 户 ,实际迁入户数为 2895 户。迁入率锐减至二

成以下的 1417 %。③ 到第二期“百万户移民”五年计划期间 ,一般

开拓团实际到中国东北人数 ,只为预定计划的 1019 %。即使已到

中国东北的开拓民 ,也因被征入伍 ,调往南方前线 ,使移民团人数

锐减。以 300 户为单位的移民团 ,在日本战败前 ,除妇孺老者外 ,

只剩病弱者 20 - 26 名。④ 日本的“满洲移民”已经崩溃。

三 　关于“满洲移民”之后果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 ,给中国和日本两国人

民都带来了深重灾难 ,特别是给中国带来的后果更为严重。过去

研究移民后果 ,只重视东北农民失去土地 ,被压迫剥削的肉体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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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忽略了精神上受到的摧残。

日本移民侵略大量掠夺了中国东北的土地 ,使广大中国民众

失去田园 ,背井离乡。根据日本《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的规定 ,

向中国东北移民 100 万户 ,500 万人 ,需要移民用地 1000 万町步 ,

放牧、采草地 500 万町步。而到 1941 年 ,日本通过“满洲国”政府

和满洲拓殖公社为日本移民掠夺用地达 200216 万公顷 ,是原定

1000 万町步目标的一倍多 ,是“日本内地耕地面积约 600 万町步

的 317 倍”①,使东北的数十万农民的土地被日本移民强行“收购”

或掠夺。东北的广大农民失去土地 ,被迫离开家园 ,流离失所 ,不

得不当雇工或做杂工为生。当时《中华时报》曾报道 :“吉东磐石

县 ,‘九·一八’前人口 21 万 ,出产物谷物 1850 车 ,至去年 (1934

年) ,人口减少到 13 万 ,谷物之出产减少至 250 车。离县农民多束

装返关内”②,像这种状况在东北地区到处可见。原来拥有土地的

农民 ,反而沦为日本移民的佃户 ,饱受着日本移民的剥削 ,这些佃

农整日“劳动强度大 ,时间长 ,但工价低得可怜 ,男壮劳动力一天只

能赚 5 角 ,女工只能赚 3 角钱”。③ 还有一些失去土地的农民被强

行编入“内国开拓民”“到不毛之地服苦役”④,这些农民受尽日本

侵略者的欺辱 ,多数有去无回。1939 年至 1944 年间 ,东北有

51482 户被迫编入“内国开拓民”。其中“1942 年初 ,日伪当局强迫

东宁县头坑子 8 个屯近 2000 户中国农民去爱珲、呼玛两县‘开

拓’,在近 3 年半的时间里 ,仅芦家一个屯就死亡 287 人 ,占该屯人

数的 8111 %”。⑤ 日本侵略者为掠夺中国资源 ,还逼迫一部分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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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的农民到鹤岗煤矿井下做苦工。这些矿工遭受奴隶般的非人

待遇 ,多数被埋葬在矿井之中。

日本“武装移民”除了给东北广大农民造成流离失所或当雇

工 ,或下矿井 ,遭受肉体折磨之外 ,对中国人民的精神损伤更为严

重。给中国农民带来精神损失之原因不外以下几点 :一是中国农

民在自己的家乡 ,靠在土地上的辛勤劳作维系一家老少的生活 ,可

是日本移民强占或廉价收买水土好、耕种多年的土地 ,如依兰、桦

川一带当时熟地每垧平均 88 元 ,而强行收购 ,每垧地只给 1 元钱 ,

形同强掠。二是侵夺土地后 ,有相当多的移民并不自己耕种 ,而是

将土地反租给中国农民 ,坐食地租 ,宝清县王福岗村的日本移民就

将所占土地全部租给中国农民。① 三是雇佣中国农民 ,木兰县雇

人每日劳作 12 - 14 小时 ,每日 3 - 4 角钱 ,有时干一天买不到一斤

粮。四是对稍有不满的农民轻者辱骂 ,重者送至警察局毒打。②

据依兰县德裕镇舒乐村农民邵本海亲眼所见 ,同村的张玉 ,因买衣

服被日本人骗出村杀害。③ 中国农民被掠夺土地 ,已使农民精神

受到刺激 ,后来又被逼迫向日本移民租用自己的土地 ,向日本交纳

地租 ,甚至被雇佣、遭毒打 ,就更使得中国农民心理失去平衡 ,每天

为一家老小的生存而苦恼 ,精神上遭到无形摧残。这种后果过去

未被人所重视 ,其实刺痛中国农民的心 ,伤害中国人精神所带来的

损失是最为重要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推行“满洲移民”侵略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

深重灾难。而且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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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移民侵略 ,对日本人民进行欺骗性宣传 ,强制性招募移民。如对

“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移民的募集 ,按规定是招募 16 岁到 19

岁的日本青少年 ,但实际上募集来的还有 14 岁到 15 岁的青少年。

其中大多数是因生活贫困所迫 ,父母不得不忍心将孩子送到远离

国土的异国。可见 ,绝大多数日本移民来自日本下层社会① 日本

移民到中国东北后 ,因水土不服 ,气候不适 ,特别是随着日军不断

败北 ,日本政府对移民的物资、医药等供应越来越差 ,日本移民的

处境也越来越恶化。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之后 ,

日军不仅面临中国、太平洋两线作战 ,而且还要加强中苏边境的军

事防御 ,因此日本国内兵力不足 ,便将移民中有战斗力的男子全部

征入军队。到 1943 年 ,“一般移民团三、四十户的部落里 ,只剩下

四、五名老弱病残的男人”。“义勇军开拓团”中绝大多数应征入

伍 ,以 300 户为单位的移民团 ,实际剩下从事移民地建设的人 ,只

有病弱青年 16 - 20 名。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对剩下的老人、妇

女和儿童弃之而不顾 ,“他们饥寒交迫 ,哭号于荒野 ,沦入了极其艰

难的困境 ,有的因走投无路而自杀 ,也有的在途中因病而亡”。③

当日本宣布投降后 ,日本当局残忍地杀害许多移民及其家属。

在东北桦川 ,开拓团长和日军将 1600 余名的男女老幼集中于东板

房开拓团本部 (今集贤县丰乐乡东风村)的 20 多间大房子中 ,用汽

油点着 ,外面用机枪扫射、手榴弹炸 ,只有少数人幸免于难。④ 方

正县永建乡赵炮屯 (今育林村) 80 多移民 ,除一姑娘幸存外 ,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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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被枪杀或自杀。① 日本移民在集体逃难途中死亡不少。仅日

本长野县 33179 人的移民中 ,死亡即达 16447 人②,近乎 50 %。这

就是日本疯狂向中国东北移民侵略 ,企图在中国建立“第二祖国”

给日本民众带来的灾难后果。

(作者关伟 ,1966 年生 ,日本大阪府立大学博士生 ;

关捷 ,1936 年生 ,大连民族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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