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十年来国内外日本细菌
战史研究述评赘

陈致远朱清如

一伯力审判揭开日本细菌战史黑幕

(一)伯力审判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忙于内战，无暇顾及调查、追究日本在华细菌战罪行。美国在战后

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获取了日本大量细菌战情报资料。为了独占这些资料以有助于美国的细菌

武器研究，也为了阻止苏联获得日本的细菌战资料，美国操纵远东军事审判法庭，以牺牲中国人民

清算日本细菌战罪责的权益为代价，掩盖了日本二战中的细菌战犯罪。

为了制衡美国这一行为，在东京审判结束后的次年(1949 年) 12 月下旬，苏联在其远东滨海军

区伯力城(晗巴罗夫斯克城)设立军事法庭，对苏军出兵我国东北期间俘获的日军 12 名细菌战罪犯

进行了审判，即著名的"伯力审判气事后，苏联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以俄、中、日、英等文字出

版了该审判的审判记录②，第一次向世界公开揭露了日本侵华期间准备和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二)伯力审判对日本细菌战黑幕的揭露

该审判记录一书全名为《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以下简

称《伯力审判材料衍， 1950 年初出版。全书约 35 万字，分为六部分:1.预审文件， 2. 被告和证人

在法庭上的供词， 3. 检验委员会结论， 4. 国家公诉人的演词， 5. 各辩护人的演词， 6. 军事法庭判

决书。

其实美国并未达到独占日本细菌战情报资料的目的，苏联通过对其俘获的七三一部队的日军
细菌战相关人员，如关东军总司令山回乙三大将、关东军医务部长樨爆隆二中将、关东军兽医部长

高桥隆笃中将、七三一部队第四部部长川岛清少将、七三一部队第四部分部长柄泽十三夫少佐、-

00部队科学工作员平樱全作中尉等人的审讯，已知悉日本细菌战部队的建立过程、组织体系、命

令系统、经费来源和七三一平房基地、-00部队孟家屯基地细菌武器研究的基本状况，包括人体

试验、特殊输送、细菌的生产、细菌弹的研制，以及七兰一部队在诺门罕，七兰一和一六四四部队在

浙江、湖南、浙赣等地使用细菌武器实施细菌战的基本情况。

苏联对日本细菌战技术和情报同样感兴趣。在美国解密的二战国家档案中，有→份 1948 年

祷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研究》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号 :07延安阳7 。

② 该审判记录最初由苏联莫斯科国立政治书籍出版局以俄文出版，随后由外国文书籍出版局译成各国文字出版(见该书中

文版菲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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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9 日美国情报部门作成的《俄罗斯细菌战研究》的情报，其中说"大约有 30 名原七三一部队及

其他部队成员成了俘虏，在莫斯科近郊的细菌研究设施中工作。"①

伯力审判实质是美苏冷战的产物，伯力审判本身也更多的是追究日本细菌战针对苏联的企图

和行为，并非全力为中国人民伸张正义。但是，它第一次全方位地向世人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的黑

幕。正如英国学者所评价"俄国人捕获的日本细菌战人员很少，但有代表性和综合性，对于七三一

的过去及其何所欲为，已足够作成一个清楚完整的图画。"②

同时，伯力审判记录下来的日本细菌战各种事实，迄今已不断为各种新史料和新成果所证实，

具有极强的可信性。对此，英国学者评价道‘"‘伯力审判已 3臼5 年了，它为西方当作(苏俄的)宣传伎

俩而被忽视，{但E是我们现在知道在那里所记下的证据是最为详尽而正确的。"咱，咆③日本学者也认为:

"时至今日，伯力审判记录无疑仍然是有关七三一部队和细菌战的极其重要的史料。"

的确，如果没有 6ωO 年前因苏联与美国的抗衡而产生的伯力审判的揭露，今天人们可能对日本

二战时细菌战内幕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今天的大量的相关研究，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说只是伯力

审判揭露的补充和证实。

(三)伯力审判的"不足"

毫无疑问，((伯力审判材料》是日本细菌战史研究最重要、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它也不乏令人

遗憾之处:

1.苏联检察官和法官主要注重对苏细菌战的企图和活动的追诉，相对漠视日军在华细菌战犯

罪行为。如对俘获的曾担任过南京一六四四部队长和广州八六O四部队长的被告佐藤俊二军医少

将，竟没有通过对他的审讯去了解一六四四和八六O四这两大中国内地细菌部队的基本情况;又如

对中国内地另一支驻北京的代号为一八五五部队的细菌部队，审判者竟无所知之。

2. ((伯力审判材料》一书只是公开了整个审判材料的一部分，还有大量材料未予公布，因为从该

书的《起诉书》看，所有审判材料的供词至少有 18 卷，每卷数百页。另外，苏联缴获的日军细菌战档

案文件也有相当部分未予公开。⑤ 20 世纪 80 、 90 年代英国学者和美国学者曾向前苏联政府申请查

阅伯力审判档案，但均未获允许。⑥

二 1950 年代初的调查高潮和此后冷战时期的零星揭露

(一)1950 年代初的调查高潮

伯力审判后一个月， 1950 年 2 月 1 日，苏联驻美大使正式照会美国，要求美苏中等国合作成立

①美国解密档案，第 441 反谍部队A俄罗斯细菌战研究机 1948 年 4 月 19 日，藏马里兰州美国陆军情报安全部。转引自

[美]谢尔顿 .H. 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 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46~347 页。

② 〔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著，吴天威译 :<<731 部队一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机台北卢国史馆"1992

年版，第 325~326 页。

③ [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著，吴天威译 :<<731 部队一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台北国史馆"1992

年版，第 314 页。

④ [日]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的回顾))，载《战争与恶疫 731 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62

页。

⑤ 伯力法庭搜集的相关日军细菌战的档案文件其编号高达"869 号"(<<伯力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年

版，第 163 页) ，但书中仅公布了 10 份。

⑥ [美]谢尔顿 .H. 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 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51

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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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国际法庭，审判日本细菌战犯七三一和一00部队头目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等人，

以及裕仁天皇。①美国政府对苏联的这一照会不予答复。

但是，苏联的立场得到了刚成立的新中国的积极支持， 1950 年 2 月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国

中央到地方的报刊，纷纷刊登伯力审判揭露的有关七三一部队和-00部队等在中国进行细菌实

验和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的调查报道。②

1950 年 3 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指示东北人民政府卫生部对七兰一部队和-00部队在哈

尔滨和长春以及东北各地的活动和罪行进行调查。③其调查结果被整理为《关于调查 731 和 100

细菌部队罪恶活动的报告》、《关于平房细菌工厂记实》、《关于安达鞠家窑细菌工厂记实》等调查

报告。④

当时形成了一个调查和声讨日本细菌战的高潮。这种调查主要是在伯力审判已经揭露的罪恶

事实基础上的一种"增加证据"式的调查，而且这种调查很大成分是服务于政治上的"声讨"但还是

给后来的研究留下了一批宝贵资料。如北京的调查发现了伯力审判未知的一八五五部队。⑤

1951 年 3 月，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了储华编著的《日寇的滔天罪行一一一惨无人道的细菌战争》一

书，该书以《伯力审判材料》公布的日本细菌战罪行为主要内容，结合当时各地报道的相关调查揭

露，陈述和声讨"日寇"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该书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陆对日本侵华细

菌战史的整体认知状况。

1952 年中国向世界舆论控告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国际社会组成"国际科学委员

会"进行调查，发现美军使用的细菌武器及其方法，有一些"显然是日军二战中在华使用细菌武器及

其方法的延续和发展"。⑥在这一国际调查活动中，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国内日军细菌战罪行的调

查与揭露。

1953 年至 1956 年，中国司法部门陆续对羁押于中国的一批日本战犯进行审讯和审判，发掘出

一批颇具价值的日军细菌战资料。有百余名日本战犯供述了他们所知的日军细菌战内情，许多资

料补充了《伯力审判材料》的不足，还有一些资料则是新的发现，如一00部队早期情况、七三一部

队的各支队具体情况、一八五五部队及其支队情况、山东霍乱细菌战情况等。这些供词于 1989 年

被收人中央档案馆等单位编成的《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一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

局)一书。

(二)冷战时期研究的冷落

进人 1950 年代中叶以后的冷战时期，中国国内调查研究出现了但旗息鼓状态，只在各细菌战受

害地，由当地政协文史部门等在《政协文史资料》等刊物上不时登载一两篇相关的回忆或调研的文章。

① 《解放日报))1950 年 2 月 3 日。[美]谢尔顿. H. 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一一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49 页，注@o [英]彼得·威廉斯、大卫·瓦雷斯著，吴天威译，<<731 部队一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

细菌战以台北国史馆勺992 年版，第 324 页。

② 《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5 日、2 月 9 日，<<新华日报以南京)1950 年 2 月 5 日，<<文汇报>>I950 年 2 月 11 日，((新湖南报》

1950 年 2 月 11 日、 2 月 12 日，((长春新报))1950 年 2 月 14 日，<<东北日报>>1950 年 2 月 16 日等。

③ 辽宁省档案馆编，((罪恶的"七三一""一。0"一二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2

页。

④ 辽宁省档案馆编，((罪恶的"七三一。0"一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队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9

88 、 100-114 、 115-119 页。

⑤ 见《原日军细菌部队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人民日报>>1950 年 2 月 21 日。

⑥参阅《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报告书>>.<<科学通报 反细菌战特刊))，中国科学院 1952 年版，

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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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的日本，在 1956 年，原七三一部队队员秋山浩(化名)冲破社会的重重压力，出版了揭

露日军细菌战黑幕的《特种部队七三一》一书(11 万字，日本京都市三一书房出版沪，引起社会关

注。此后断断续续有零星的相关揭露著作，如 1967 年出版的岛村乔著《三千人的活体实验一一关

东军之谜的细菌秘密兵器研究所))(日本原书房)， 1973 年出版的高杉晋吾著《日本医疗的原罪一一

人体实验与战争责任))(日本亚纪书房)， 1980 年出版的芸山良昭著《追踪细菌部队的医生))(日本讲

谈社)等。②但是，这些揭露并未显现出十分重大的研究意义。

三 1980 年代研究高潮的再兴起

1980 年代，世界冷战体系渐趋解体。在日本，兴起市民运动;在美国，已解密一批二战档案;在

中国，正走向改革开放。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促成了国内外再次研究日本细菌战史的新高潮。

(一)日、美学者重启研究日本细菌战之门

1981 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以采访 30 余名原七三一部队队员所获得的资料著成《恶魔的饱

食》一书③，用大量骇人听闻的史实公开揭露了七三一部队的罪恶面貌;同时，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

常石敬一以《伯力审判材料》中的资料，结合日本国内相关资料著成《消失的细菌战部队》一书④，从

文献资料的角度揭开了七三一部队的神秘面纱。 1983 年，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了"太平洋战

争史研究会"七三一细菌部队成为该会重要研究对象，1984 年该会会员在东京神田旧书摊发现七

三一部队在中国所做人体试验的两份《试验报告庐，这一发现对日本乃至中国和美国的日军细菌

战研究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后，日本出现大量有关七三一部队的著述，日本学者统计，整个

1980 年代这类著述数量达 90 种。⑥日本学者评价他们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主要着眼于查明

七三一部队本身的真相，没太注意实际在中国撒布细菌和受害的情况。叼的确，当时日本正出现

"篡改历史教科书"问题，所以日本研究者首先要证实七三一部队的存在。

1981 年 10 月，美国学者约翰·鲍威尔利用美国解密国家档案资料撰成《历史上被隐瞒的一

章趴在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上发表，首次向世界揭露了美国为本国的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

战犯罪的黑幕，引起了西方学者对七三一部队问题的兴趣。 1988 年，两位英国记者彼得·威廉斯

和大卫·瓦雷斯以数年调查之功著成<<731 部队一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细菌战》一书，随即

在英国和美国出版。③该书运用前苏联《伯力审判材料))，和他们从日本调查所得资料，以及美国的

解密档案资料等，对七三一部队罪恶史和美国与日本的细菌战犯的肮脏交易，以及朝鲜战争中美军

的细菌战等避行了揭露，在西方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美学者们的这些研究，重新开启了已冷落近 30 年的日本细菌战的研究之门。

(二)中国研究的跟进

1982 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到哈尔滨平房等地访问调查，以继续写作《恶魔的饱食》续集，森村

① 秋山活《特种部队七三一》一书， 1961 年由北京编译社以《七三一细菌部队》为书名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群众出版社)。

② 参阅[日]近藤昭二d 日本"七三一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 年"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③ [日]森村诚-:<<恶魔的饱食>>，东京 g光文社 1981 年版.此后森村又于 1982 年、 1983 年出版了该书续集和第三集。

③ C日]常石敬-:<<消失的细菌战部队>>，东京 E海鸣社 1981 年版。

⑤ 1984 年 8 月 16 日，<<人民日报》对这一发现进行了报道，当时美国媒体也给予了报道。

⑥ 参阅[日]近藤昭二:<<日本"七三一部队"相关图书一览>>，2002 年"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⑦ 松村高夫:<<关于细菌战调查研究工作的回顾>>，见解学诗、[日]松村高夫等:<<战争与恶疫 731 部队罪行考))，人民出版

社 1998 年版，第 368 页。

③ 该书 1989 年在英国和美国先后出版， 1992 年由美籍华裔学者吴天威翻译成中文，在台湾由台北"国史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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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之行大大推动了中国国内对日在华细菌战罪恶历史的研究。首先，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平房

组建起"侵华日军第 731 部队罪证陈列馆"第一任馆长韩晓等东北学者开始着力对七三一部队进

行研究。①继而，全国有湖南、福建、吉林、黑龙江、北京等数家出版社先后翻译出版森村的《恶魔的

饱食》一书，引起了各地对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的热潮。

1985 年，再晓等东北学者在《黑龙江文史资料》发表《日军 731 部队法西斯暴行辑录》、《关东军

平房细菌工厂纪实》、《背荫河"中马城"细菌工厂》等调研文章。 1987 年佟振宇、邹世魁等在《吉林

文史资料》发表了《日本关东军第 100 部队》、《关东军第 100 部队遗址调查》等文章。

1984 年《宁波文史》发表了王祖同的《抗日战争时期宁波鼠疫纪实》一文， 1985 年《常德市文史

资料》发表了邓一题的《日寇在常德进行细菌战经过》一文。当时南京大学高兴祖和浙江大学徐绍

全还分别写成《荣宇 1644 细菌部队》、《试论日本侵略者在浙江的细菌战》的单行本。

著名台湾学者洪桂元 1985 年出版《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一书，其中论及七三一部队甚详，台湾

大学许介麟也发表了多篇日军细菌战研究论文。②

1988 年香港电影导演牟敦市拍成《黑太阳七三一》的影片，向世界揭露七三→部队活体试验等

灭绝人性的罪恶。

当时在中国最重要的研究是，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联合于

1989 年选编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一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中华书局)。该

书以大量日俘的口供档案、日伪档案和中方抗战时期档案，揭露日军在华细菌战罪行，对于推动日

后国内外日军细菌战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看，这 10 年中，日本学者和美国研究者重启了二战时期日军细菌战史研究之门;同时，

日本学者与市民运动相结合，努力查证原日军细菌部队的真相，并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

绩。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这时期也随之兴起研究热潮。

四 1990 年代研究状况

(一)日本的研究

1990 年代，是中、日、美各国学者在日本细菌战史研究领域取得重大进展的 10 年。

1991 年，江田宪治等学者翻译中国中央档案馆等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书中相关日军细菌

战的档案资料，并在日本出版;庆应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学者田中明和松村高夫搜集七三→

部队遗留的美于人体细菌试验、冻伤试验等多种试验报告记录等，编成(( 731 部队作成资料》一书
(不二社)。日本学者以中国资料和日本资料相结合来研究日军细菌战问题。此外，日本静冈中学

教师森正孝还于是年组成调查团到浙江考察日军细菌战史实，开启了此后众多日本学者来华调研

细菌战史实之先河。

1992 年 4 月，日本 NHK 电视台播映((731 细菌部队》电视片 ;1993 年 7 月，日本市民运动团体

在日本各地开始巡回进行"731 部队罪恶展"活动。

1993 年，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与其助于伊香俊哉，在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

① 韩晓:((关于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机《揭开黑幕-一一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版，第 18-19 页。

② [美]吴天威:((日本关东军 731 部队简介与研究概况)).[美]日本侵华研究会编:<<日本侵华研究》第 21-22 期合刊， 1995

年 8 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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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日本陆军参谋本部曾负责联络实施细菌战的作战课参谋井本雄男大佐的工作日记《井本日志》。

该日志记录了参谋本部指令七三一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和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联合于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在浙江、湖南和浙赣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情况。吉见与伊香将该日志有关内容摘抄

下来(防卫图书馆禁止复制和复印)，并撰成论文《日本军的细菌战》在学术刊物《战争责任研究季

刊》第 2 号(1993 年 12 月)上发表，后撰成((731 部队和天皇·陆军中央》一书由岩波书店(1995 年)

出版。①《井本日志》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细菌战史的研究，它证实了日本细菌战部队与陆军

中央的关系，提供了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铁证。

1994 年，松村高夫编成《论争 731 部队》一书(晚声社);常石敬一著《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一一

关东军第 731 部队))(朝日新闻社〉。

1995 年夏季，一些日本学者参加了在中国哈尔滨举行的，研讨侵华日军细菌战和毒气战罪行

的国际学术会议，会上提交了一批有份量的细菌战研究论文②，会后这些论文被编成《日军的细菌

战·毒气战》一书在日本出版。③

1996 年，日本学者将 20 世纪 90 年代站出来揭露日军细菌战事实的一批原日军细菌战部队队

员的证言辑集为《细菌战部队》一书在日本出版<I>，这些证言除涉及平房七三一部队外，还涉及诺门

罕事件、农安鼠疫、-00部队、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八六O四部队和新加坡九四二0部

队，具有较高史料价值。

1997 年，中国浙江和湖南的细菌战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对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在这一

诉讼过程中，一批日本律师和学者对浙江和湖南的细菌战受害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取证，有力地推

动了日军细菌战史研究的深入。

1997 年，日本学者邀请中国学者参加的日中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成果:((战争与疾病一一731

部队所带来的严一书在日本出版。

1999 年，日本学者近藤昭二翻译的美国学者谢尔顿. H. 哈里斯著《死亡工厂一一被隐蔽的

731 部队》一书，在日本由柏书房出版。

据日本学者统计，1990 年代日本国内出版的有关日本细菌战研究的著述共计 127 种。⑥

综观这 10 年日本的细菌战研究有以下特点:1.发掘出《井本日志》和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报告

等新的重要史料;2. 日本学者主动与中国学者联合进行日本细菌战探索，由 1980 年代注重证实七

三一部队的存在转变到研究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实施细菌战史实的新层次;3. 日本学者的研究与

日本市民运动相结合，促成了"细菌战索赔诉讼"在日本的展开，从而又推动了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

究和揭露。

(二)美国的研究

1990 年代初一些美籍华人及其团体联合组成"日本侵华研究会"，并创办华文刊物《日本侵华

研究机由美国南伊利诺大学教授、华裔学者吴天威等担任编辑，时常发表关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

① 参阅[日]吉见义明《从日本方面的文书记录看 731 部队的细菌战>>， 2000 年 12 月 8 日吉见义明在"731 部队细菌战国家赔

偿诉讼"法庭上的证词，载[日 J731 细菌战裁判宣传委员会、ABC企划委员会编:<<细菌战裁判资料集》第 3 集。《井本日志》被披露

后，防卫厅图书馆以"私人日记"为由不再对外公开.

② 杨玉林、辛培林主编的《细菌战》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翻译收录了这些日本学者论文。

③ 《日军的细菌战·毒气战))，东京 z明石书店 1996 年版。

④ [日]七三一研究会编:<<细菌战部队队东京 2晚声社 1996 年版。

⑤ C 日]松衬高夫、[中]解学诗等:<<战争与疾病一一731 部队所带来的))，东京 z书友社 1997 年版。

⑥ [日]近藤昭二:<<日本"七三一部队"相关图书一览))， 2002 年"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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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论文。 1995 年该刊出版《侵华日军 731 细菌部队专辑))(第 21一22 期合刊归，在旅美和港台华人

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4 年 12 月，世界各地 20 多个华人团体在美国加州集会，成立"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

会"该组织以揭露和追究日本侵华战争罪责(包括细菌战罪责)为宗旨②，在美国和港台及中国大

陆展开积极的活动。

美籍爱国华人学者和团体，从 1991 年至 2000 年，联络港台、大陆和日本学者，曾举办 6 届"近

百年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些学术会议上产生了一些关于日军细菌战问题的研究

论文。③

1994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谢尔顿. H .哈里斯著成《死亡工厂一-1932 至

1945 年日本细菌战及美国之掩盖》一书，由美国纽约路特莱基公司出版，此后于 1995 年、 1997 年、

1998 年、 1999 年连续再版。

1995 年尼克拉·克利斯脱夫在《纽约时报))(3 月 17 日)发表长篇文章《日本面对残酷的战争暴

行一-揭露恐怖))，首次披露 1944 年至 1945 年日本曾计划对美实施细菌战。④

综观 1990 年代美国的研究，当以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为最高成就，其学术上的重要贡献

在于它运用大量的美国国家解密档案等资料来证实日本的细菌战罪恶历史，以及美日如何狼狈为

奸掩盖这段历史的历史。正如有的评价所说:"(该书)是英文著作中有关二战期间日军细菌战的最

全面的历史研究著作。"⑤

(三)中国的研究

1991 年，韩晓、辛培林撰成 26 万字的《日军 731 部队罪恶史》一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该书

在中国首次较全面地阐述了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 1992 年，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郭成周

等在《军事史林》第 6 期上发表《侵华日军的细菌战》一文，该文给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句勒了一

个简要的轮廓。 1993 年，云南保山地区史志办学者陈祖梁在《云南文史丛刊》上发表《侵华日军滇

西细菌战实录》一文，以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首次揭露了日军在云南疯狂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1994 年，浙江学者黄可泰、吴元章以多年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著成((1940 年宁波鼠疫史实))(东南大

学出版社)一书，用丰富的史料证实日军宁波细菌战的罪行，1998 年该书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

1995 年，韩晓、金成民合著《日军 731 部队罪行见证机上、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进一

步揭露了七兰一部队的罪恶历史。同年，湖南常德党史办的邢祁、陈大雅编著《辛巳劫难-一-1941

年常德细菌暗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一书，该书首次对日军常德细菌战做了档案资料的搜

集、口述历史的调查和初步的研究。是年，辽宁省档案馆编成《罪恶的"731 '''' 1 00"一-侵华日军细

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一书(辽宁民族出版社)，进行了有关档案史料的整理汇编工作。

1996 年，广东社科院研究员沙东迅在《抗日战争研究机1996 年第 2 期〉上发表《侵华日军在粤

进行细菌战之研究》一文，以日本老兵的悔罪回忆和作者在广东各地的调查资料为依据，首次揭开

① 【美]日本侵华研究学会:((日本侵华研究>>(季刊)第 21-22 期 .1995 年 8 月.

② 陶瑜:((记"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的诞生>>.[美]日本侵华研究会:<<日本侵华研究》第 21-22 期 .1995 年 8 月，第

141-142 页。

③ 参阅[美]谢尔顿 .H. 哈里斯著，王选等译:<<死亡工厂一一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该书多次提到和引用这些论文。

④ [美1吴天威:((浅评美国对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的研究机《中共党史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⑤ [美]谢尔顿 .H. 哈里斯著，玉选等译:((死亡工厂一一一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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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日军在华南的细菌部队"波字 8604 部队"的神秘面纱。

1997 年 6 月，郭成周、廖应昌编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一书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该书

45 万字，收集了大量中外有关日军细菌战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推动了当时国内对于日本侵华细菌

战史的研究。同年 11 月，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藤井志津枝著成《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一一731

部队》一书，由台北文英堂出版社出版，该书的特色是较多地运用了海外的相关史料。

1998 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日学者解学诗、松村高夫等合著的《战争与恶疫一一731 部队罪行

考》一书，该书着重探讨了七三一部队在中国实施的几次主要的细菌战等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1999 年，浙江学者邱明轩编著《罪证一一侵华日军衙州细菌战史实))(中国兰峡出版社)一书，

以扎实的史料证实了日军 1940 年、 1942 年在衙州实施细菌战的罪行。

综观 1990 年代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较 10 年前有了很大的进展。东北学者对七三一部队

的研究在不断深入，云南学者首次对滇西细菌战进行了调查揭露，浙江学者对宁波和衙州的细菌战

作了详尽的证实，湖南学者对常德的细菌战进行了努力的调研，广东学者揭开了八六O四部队之

谜;韩晓、郭成周和台湾的藤井志津枝则对于日军在中国整个细菌战的概貌作了各自的研究和

著述。

五 2000-2009 年的研究状况

(一)日本研究状况

2000 年 11 月至 2001 年 2 月，在东京地方法院进行的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谢罪

和赔偿的诉讼的法庭审理中，先后有 6 名日本学者以其研究成果为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日本立教

大学教授上田信及其证词《浙江义乌崇山村的细菌战被害严;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及其证

词《从日本方面的文书记录看 731 部队的细菌战一一以〈井本日志〉为中心》②;日本东京医科大学

客座教授中村明子及其证词《中国发生的鼠疫与日军细菌战的因果关系一一以 1941 年常德细菌战

为例》③5 日本东京女子大学教授聂莉莉及其证词《湖南常德日军细菌战的被害状况一一以文化人

类学的观点加以审视))(lJ;日本庆应大学教授松村高夫及其证词《从日、美、中历史资料证实 731 部

队的细菌战))@;日本资深电视新闻记者近藤昭二及其证词《日本国家意志对细菌战的掩盖》。⑥这

些学者递交法庭的证词，实际上也是十分严谨的日军细菌战罪行的研究论文。

2001 年近藤昭二、松材高夫著《关东军"特殊输送"解说》一文，反映了日本学者对七三一部队

" 

① [日 J731 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 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

料集》第 2 集， 2001 年 1 月，第 69-221 页.

② [日 J731 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 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

料集》第 3 集， 2001 年 2 月，第 9-47 页。

③ [日 J731 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 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 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

料集》第 3 集， 2001 年 2 月，第 49-130 页。

④ [日 J731 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 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

料集》第 4 集， 2001 年 2 月，第 11-201 页。

⑤ [日 J731 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 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

料集》第 6 集， 2001 年 3 月，第 11-124 页。

⑥ [日 J731 细菌战被害国家赔偿请求诉讼律师团、731 细菌战审判宣传委员会、ABC企画委员会出版发行:((细菌战审判资

料集》第 6 集， 2001 年 3 月，第 125-22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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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输送"问题的深入研究。①

2006 年，西里扶南子发表了《关东军宪兵队的"特别输送"严，近藤昭二发表了《各国关于 731

部队的调查与研究现状》。③聂莉莉出版了《中国民众的战争记忆一-由日军细菌战带来的伤迹》

一书。④ 2009 年，上田信出版了《鼠疫之村 731 部队细菌战和受害者的经历》一书。⑤

2003 年，关注日军细菌战问题 20 余年的日本记者近藤昭二，将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大量关

于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以及多种英文的相关资料，制成电子版的((CD----ROM 版. 731 部队·细菌战

资料集成))(]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unit731 :official Declassified records) ，由日本柏书房

出版发行，使日本研究细菌战的史料储积上升到一个新层次，也给中国学者提供了方便。

〈二)美国研究状况

美籍华裔作家尹集钧以 4 年的调研之功撰著的《细菌战大屠杀 ))(The Rape Of Biological 

Warfare)一书，于 2001 年 7 月由美国旧金山北极光出版公司出版。该书侧重于从宏观上分析和

揭露日军细菌战的战略规模、对中国和平居民造成的重大伤害和对美国战俘的人体试验以及对美

国的细菌战企图等。⑥

2007 年 1 月 12 日，美国国家档案管理局(NARA)解密 10 万页日本细菌战等二战战争罪行方

面的档案⑦，存放于马里兰州美国国家档案馆 E 馆向公众开放。这些解密档案和以往解密的细菌

战档案，都经整理制成索引目录以便研究者查找利用。③但这次解密档案也只是经过一定选择后

的"解密档案"，并非毫无保留的解密。⑨

(三〉中国研究状况

这 10 年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东北学者对七三一部队"特殊输送"的研究

取得重大成果:2001 年黑龙江省档案馆出版了((731 部队罪行铁证←一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

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年吉林省档案馆出版了(("731 部队"罪行铁证-一特别移送·防疫

档案选编))(吉林人民出版社h同年吉林省档案馆张志强、赵玉洁著成(("特别移送"研究》一书(吉林

人民出版社);2004 年杨玉林、辛培林、刁乃莉出版合著《日本关东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东北学者还取得了对七三一部队研究的其他成果:金成民的《跨国取证"731" ))(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杨玉林、辛培林的《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年h赵玉霞的《侵

华日军在呼伦贝尔进行的细菌毒气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h金成民的((日本军细菌战))(黑

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杨彦君的((731 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一一以哈尔滨鼠疫流行为例))(黑龙

江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中国学暑对日军华北一八五五细菌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2002 年河北社科
院研究员谢忠厚、北大历史系教授徐勇在当年《抗日战争研究》第 1 期上，分别发表《华北(甲)一八

① [日]近藤昭二、松村高夫:((关东军"特殊输送"解说>>，载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731"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

送"档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21-452 页。

② 2006 年"第二次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文理学院主办，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协办)参会论文。

③ 2006 年"第二次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湖南文理学院主办，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协办)参会论文。

④ [日]明石书店 2006 年版。

⑤ [日]风响社 2009 年版。

⑥ 杨万柱、陈致远:(((细菌战大屠杀〉一书评价比《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3 期。

⑦ 《侵华日军菌战解密文件显示 :731 部队研究成果移交美国队《参考消息>>2007 年 1 月 19 日，第 3 版。

③ 这次解密档案的索引目录可从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网站 http://www. avrchives. gov/iwg/japanese-war- crimes/免费下

载。

⑨ 孙伶伶:((美国解密日本二战档案考察机《日本学刊>>200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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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细菌部队之研究》和《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两文从不同角度开展了

中国学者对一八五五部队历史面目的整体审视。 2003 年山东临沂文史工作者崔维志等人撰写的

《鲁西细菌战大屠杀揭秘》一书(人民日报出版社) ，以"鲁西十八秋霍乱细菌战"为重点揭露了日军

在山东各地的细菌战罪行。 2005 年内蒙古作家冉炜君著《魔鬼的战车一一内蒙古侵华日军细菌战

受害调查》一书(昆仑出版社) ，揭露了一八五五部队在内蒙的细菌战。此前，山西学者对一八五五

部队在山西的细菌战活动也进行了考察。① 2005 年，河北省社科院组织编篡了《日本侵略华北罪行

档案·第 5 卷·细菌战》一书(河北人民出版社)，汇集了日军华北细菌战史料 200 余条。

中国学者对日军华中细菌战和一六四四部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代表性的论文主

要有 z高兴祖、朱成山的《侵华日军一六四四细菌部队活人试验受害茬遗骸的考证户，张连红的《侵

华日军南京 1644 部队与 731 部队之关系研究严，徐浩一的《侵华日军浙赣细菌战中的炭瘟攻

击))@，经盛鸿的《侵华日军在南京的秘密武器试验与战争实施严，丁晓强、何必会的《侵华日军浙赣

细菌战中的炭瘟攻击))@，张启祥的《二战期间侵华日军炭瘟战初探仰，包晓峰的《日军对浙江实施

细菌战的罪行综述问，谢刚的《南京"荣"字 1644 部队研究 1939一一-1945户，谢志民的《侵华日军江

西细菌战调查研究帅，谢建军的《抗战时期江西上饶地区细菌战研究仰，陈先初的(( 1941 年日军对

常德的细菌战攻击帅，陈致远的《日军常德细菌战致死城区居民人数的研究内，陈致远、朱清如的

《历史档案记录的常德石公桥和镇德桥的鼠疫之研究帅，罗运胜的《日军细菌战对常德地区社会经

济影响状况初探仰等等。出版的专著则主要有z 湖南文理学院细菌战罪行研究所编《揭开黑

幕一一2002 年中国常德·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 ，刘雅

玲、龚积刚著《细菌战受害大诉讼))(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陈先初著《人道的颠覆一一日军侵湘

暴行研究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年帅，李晓芳著《泣血控诉 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瘟鼻瘟受

害幸存者实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吴永明著《太阳旗下的罪恶一一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揭

秘))(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陈史英著《侵华日军在丽水实施细菌战罪行纪实))(浙江丽水市莲都

区政协文史委 2005 年内部出版)。

中国学者对日军八六O四部队在华南和九四二0部队在滇西的细菌战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

2005 年，沙东迅著成《揭开"8604"之迷 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中国文史出版

社)一书，谭元享编著《日军细菌战 z黑色"波字 8604"-一来自东方奥斯威辛的追诉))(南方日报出

① 章书:<<日军在山西也进行过细菌战实验>>，<<兰台世界>>1998 年第 3 期 z章树纯:<<石井四郎在山西进行的细菌战实验))，((山

西档案>>1998 年事 1 期.

② 《南京社会科学>>2000 年第 2 期.

③ 《民国档案>>2002 年第 4 期。

④ 《中共党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

⑤ 《江海学刊>>2003 年第 1 期。

⑥ 《湖南文理学院报)2004 年第 1 期。

⑦ 《军事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⑧ 《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 年第 4 期.

③ 论文见"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 年)。

⑩ 论文见"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合文数据库"(2006 年)。

⑩ 论文见"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6 年)。

@ 论文见《揭开黑幕一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3 年版。

⑩ 《民国档案))2006 年第 1 期。

⑩ 《抗日战争研究))2009 年第 1 期。

il5I <<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5 年第 2 期。

⑩ 该书第三章《常德细菌战》对 1941 年日军常德细菌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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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 2005 年)一书，都是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在福建，杨家茂发表了((20 世纪 40 年代闽北鼠疫

流行史料》一文。① 2004 年，云南民族大学谢本书发表了《日军在滇西的细菌战》一文。② 2005 年，

陈祖梁出版了《血雾迷茫 滇缅抗日及日军罪恶揭秘))(云南美术出版社)一书，该书对日军在云

南保山和滇西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给予了揭露。同年，云南省档案馆整理馆藏档案编篡《日军侵华罪

行实录(云南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一书，该书搜集了不少日军占领时期滇西鼠疫等疾疫流行的

档案资料。 2009 年张华发表了《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一文。③

这 10 年还有如下研究动态 :2000 年，由王选等翻译的美国学者谢尔顿 H. 哈里斯所著的

《死亡工厂》一书在国内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0 2001 年 4 月哈尔滨市社科院成立"731 研究所"

同年 9 月湖南文理学院组建"细菌战罪行研究所"北南两研究所近 10 年来分别组织了几次学术研

讨会，对于推动国内各地日军细菌战研究起到了积极作用。 2007 年 6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军

国主义史研究"课题组人员专程赴美国考察解密的日本二战战争罪行档案，取得了大量"有关日军

七三一部队进行活体实验、生物战研究和实战"的档案文献，并准备"节选重要部分译成中文后，作

为《日本军国主义重要文献集》的组成部分出版"。④

六各国研究状况简评

(一)日本

综观各国的研究，日本暂处领先地位。称其领先，是因为:1.在 1980 年代研究高潮再兴过程

中，日本学者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一书其影响大大超越了日本本土。

2. 1990 年代，日本学者发掘出七三一部队人体试验报告和日本陆军高层人员留下的细菌战作战记

录《井本日志》等重要史料⑤，使 60 年前《伯力审判材料》中揭露的日本细菌战罪恶史事得到铁石般

的"二重证据"的证实。 3. 日本学者还发掘出大量日本细菌部队老兵的口述历史资料，并积极调研、

运用中国受害方的资料和获取、利用美国方面的解密档案资料等，使其研究置于广泛的资料基础之

上。 4. 日本学者的细菌战研究颇具水平和质量，其研究成果如前所述，有的可以作为"细菌战诉讼"

的证词(鉴定书)而向法庭提交。 5.20 世纪 80 、 90 年代，日本学者的研究明显地影响和带动了中国

学者的研究。

日本学术界正义力量在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和右翼学术势力的对抗与压制下，涉足日本军国主

义时代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和揭露，并取得丰硕成果，令人钦佩。但由于日本正义学术力量的有

限，以及近年新至显现的后继乏人问题，亦掣肘着日本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内的进一步发展。
(二)美国

如果说日本人是以"加害者"的身份对旧日本军的细菌战史进行研究，那么美国人则是以"相关

者"的身份(美国二战时也受到日本细菌战威胁，同时又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加人这一研究，而中

国人却是以最沉重的"受害者"身份参与其中。

① 杨家茂 :((20 世纪 40 年代闽北鼠疫流行史料>>，((中华医史杂志>>2005 年第 4 期。

② 谢本书:((日军在滇两的细菌战>>.<<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4 年第 1 期.

③ 张华:((侵华日军云南腾冲鼠疫细菌战研究>>，((湖南文理学院学报>>2009 年第 3 期。

④ 孙伶伶:((美国解密日本二战档案考察队《日本学刊>>2008 年第 1 期.

⑤ 除《井本日志》外，还有陆军省医务局医事课长金原节三大佐的《金原摘录机金原的继任大爆文郎大佐的《大爆备忘录))，

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真田穰一郎少将的《真回日记))，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中将的《阵中记录))，原日本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的《远

藤日 ìc))，以及《北支那防疫给水部业务详报(1944 月 1 日 9 月 30 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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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的日本细菌战的"相关者"身份，和美国人的西方人权主义观念以及美国人对当代生化

恐怖主义的惕怵，使得美国学者对日本细菌战罪恶史的研究，侧重于谴责此种战争的反人道性，侧

重于探索和揭露七三一部队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对美国的细菌武器攻击及对美军战俘的人体细菌试

验，并涉及美国战后为了本国利益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责的肮脏交易黑幕。尽管美国学者带着特

别的"身份"和"观念"加入这一研究，但从学术的角度观之，他们的研究发掘出了大量的新史料，如

中国和日本阙如的史料(指解密档案)，以及许多其他的新史实。所以，哈里斯的《死亡工厂》一书迄

今为中、日学者广泛参考引用，而其国家解密的细菌战档案更受中、日学者的瞩目。

(三)中国

中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研究，在 20 世纪曾显现相对滞后，但进人 21 世纪以来取得

重大进展。

据统计，中国国内 1980 年以来出版的细菌战相关著述(史料性、调研性、研究性、记述性等著

作，以及译著)约 80 余种，相关论文、文章等 400 余篇，这一数量已不逊色于同时期的日本;且近 10

年数量几乎相当此前 20 年的总和。

目前，中国学者的细菌战研究有如下优点:1.从国家和各地档案馆发掘出大批细菌战档案资

料，如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日本战俘口供档案、中国政府的防疫档案，各地细菌战受害相关档

案等，这些文献史料是日美资料所不及(指缺乏〉的。 2. 国内各地研究人员长期以来辛勤调研，获得

大量细菌战受害者口述历史资料、田野调查资料，这也是日美学者所不及的。 3. 中国"受害者"的身

份，使中国的"细菌战受害研究"取得了最为充分的成果，这亦为日美学者所不及。 4. 中国研究者队

伍正日益扩大，一些大学的研究生开始以日军细菌战研究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是日美研究者队

伍"后继乏人"状况所不可比的，也是我们今后的希望之所在。

但是，中国的研究也有如下不足 z

1.各地研究者各自为阵，侧重研究本地区细菌战受害史。如东北侧重研究七三一部队，华北侧

重研究一八五五部队，华中侧重一六四四部队……这些研究缺乏交流和综合性探索，如果宏观研究

不够将会影响到个案研究的把握和质量。

2. 目前中国参与这一研究的队伍人员众多，有地方文史工作者、历史爱好者、文学作者、新闻记

者、受害者遗属等等，但专业的历史学者参与的并不多(这一状况正在改变，但还不够) ，只有专业的

史学工作者(并具备一定细菌学、传染病学基本知识)广泛参与，这样的研究队伍及其研究成果才可

与日美学者相匹敌。

3. 现在申国有关日军细菌战研究的著作和论文等数量不少，但高质量的成果并不多，相当数目

的著作和论文严格地说不能视为史学著作和论文;我们的研究许多是"受害研究"，而这一研究不能

是仇怨的渲染，应是一种严谨的考据，一种令加害国学者和人民都能认同或难予置疑的研究结论。

4. 关于日军细菌战史研究资料的建设也存在几个问题:一是对于日本、美国的资料翻译介绍到

国内的工作相当滞后，日本发掘的许多文献史料和老兵悔罪史料元人无机构系统地搜集整理译介

到国内;美国大量解密档案，迄今也未见在国内面世。二是国内的相关历史档案史料的发掘和整

理，仍有进一步的发掘空间，尤其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卫生署、军政部军医署、中国红十字总会、各

省卫生防疫部门和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以及战时各战区、各集团军军医处的诸种卫生防疫档案、全

国和各省疾疫档案等，都还有进一步发掘和整理的必要;抗战时期中国军队的细菌战受害至今未见

有所揭露，这些资料应到军方的档案中去查寻。兰是历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应专业、规范，保持历史

资料的原貌:如国内对前苏联 1950 年出版的中文版《前日本陆军军人困准备和使细菌武器被控案

审判材料》一书，鉴于其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和原版的稀缺性，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先后有几家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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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重版了该书①，但它们均对原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编，甚至连书名也给予了变更，且书内文字

校对多处有误，这样的历史资料是不便于研究利用的。四是口述受害历史调查工作的展开因当事

人、知情人日益减少，且年事已高，应加紧进行，并注意调查方法和过程的科学性，保证调查结果的

客观性和真实性。

5. 战后美国牺牲中国人民的利益，掩盖日本细菌战罪行，获取了日本细菌战技术，转而又在

1950 年至 1952 年的朝鲜战场上使用，对于这段历史，中国学者也应加以关注和研究。

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是旧日本军国主义一段卑劣无耻的历史，是中国人民赢弱时代一段悲

惨和血泪的历史，也是人类在世界帝国主义时代产生的反人类的邪恶势力制造的一段反人类的丑

恶历史。研究和追诉这段历史，对于中国人民、日本人民和世界人民正视这段历史，鞭挝历史邪恶，

警惕历史悲剧重演，维护世界和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陈致远，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教授;未清如，湖南文理学院文史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 

① 拂洋编:<<伯力审判 :12 名前日本细菌战犯自供>>，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年际姜力编: <<1 949 伯力大审判一-侵华日军使

用细菌武器案庭审实录机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 年版 s王国栋编译:<<日本细菌战犯伯力审判实录机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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