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政府收容日俘之写真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评介

曾景忠

! ! 孙金科同志长期从事中日战争中,日本人的反战运动和中国政府对日本战俘收容教育情况的

研究。孙金科除从国内图书馆查阅资料外,曾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国际

和平博物馆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搜集资料。他从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  一书 (共有 13卷,

4900页 )中获得了许多有用的材料。孙金科直接查阅采访过在日本的原日俘收容所日俘的记录。

最近,他与陈海宁、杨定法合作, 又出版了一部新著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 香港天马出

版社 2008年 11月出版。此书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属日俘收容所的设置、变迁和对日俘的管

理教育工作,与收容所内日俘的生活思想状况, 以及反战运动工作的开展等, 作了平实、真切的记

述。它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一项新成果, 填补了中国收容管理日本战俘研究领域的空白。

正如当年从事日俘管理教育工作的康大川先生所言: 在中国的日俘收容所中, 日俘 ∀得到了人
道主义的待遇#, ∀与侵华日军对关押在其集中营的中国军民,实行虐待、残杀, 用作掘煤劳工,当作

细菌战的试验品等暴虐行为,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 #。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一书, 围绕日俘收容

所内管教人员、日俘和日本反战运动人士鹿地亘与日俘的交流等几个方面人物活动的记载,揭示了

中国国民政府处置日本战俘工作的进展及其效果。

阅读孙金科的这本著作,我们对抗战时期日俘收容所的情况有了大体的了解。

日俘收容所的变迁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对日俘的教育转化工作,列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蒋介石曾下令,

强调要对日军俘虏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 (军令部 )设立了日俘收容所, 随着战局

的变化,前后经过了几次变迁。

1937年底, 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将俘虏的日本兵集中到武汉, 设立分属于军令部和航空委员会

的两个临时俘虏收容所。 1938年 7月,武汉撤退前,军政部分别在陕西西安和湖南常德设立第一、

第二俘虏收容所。

1939年秋, 随着西安行营西迁甘肃天水 (成为天水行营 ) ,设于西安灵感寺的第一日俘收容所

西迁宝鸡太寅寺。1941年初, 它从由天水行营管辖,改归天水行营西安办公厅管辖。

武汉失守后,常德第二日俘收容所,于 1938年 11月 8日迁往贵州镇远。 1939年 5月,桂林行

营在桂林设立临时日俘收容所。不久,军政部又在重庆设立了第二日俘收容所的重庆分所。 1941

年 9月 6日,重庆分所和桂林收容所的日俘,也转移到镇远。 1944年 12月初, 湘桂战场中国军队

败退, 日军攻入贵州。镇远第二日俘收容所北移,至 12月 18日到达重庆南之巴县鹿角乡。此后即

称鹿角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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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场爆发后,随着滇缅战场的开辟,国民政府在昆明也设立过临时日俘收容所。 1945

年湘西会战中,中国军队俘虏了许多日本士兵,在安江 (今黔阳 )临时设立过日俘收容所。后来, 这

部分日俘都转移到重庆巴县。

孙金科书中在全面介绍日俘收容所的过程中, 着重记述了第二日俘收容所在常德、镇远、重庆

三个阶段的情况。

日俘的不同思想表现

尽管在日俘收容所中,中国管教人员对被俘的日本士兵施以人道主义待遇,进行教育感化, 但

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毒质的薰染,日俘的思想转化非常艰难,经过教育后, 思想转变者和顽固不化

者有明显的分野。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一书中提供了许多实例,描述了这方面的情况。

在日俘中,台湾籍和朝鲜籍者变化较快。因为台湾本属中国领土, 甲午战争后才割让于日的。

台籍士兵被迫入伍参战,被俘后,日俘收容所经报行营同意, 不将他们当日本战俘看待。如有名林

一鹏的台籍俘虏,收容所迅速解除了他的日俘身份,并聘他担任音乐教员。他甚为感激,积极工作,

教所内人员唱抗战反战歌曲。 (第 5页 )

朝鲜被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人心怀亡国之痛,他们也是被迫征召入伍,开到中国来作战的。

到战俘营后,一些日本战俘仍以其 ∀优秀民族#自居, 卑视朝鲜人。他们甚至认为, 把他们与朝鲜人

关在一起, ∀简直是把人和猪狗等同起来#。 (第 22页 )而朝鲜籍俘虏开始公开控诉日本人继续压

迫、欺凌他们的种种劣迹。 (第 15页 )朝鲜籍俘虏表示: ∀我们反对日本侵略中国。#他们在俘虏营

高唱 ∀朝鲜民族独立#歌。 (第 125页 )日俘营中还有一些被日军征作慰安妇的朝鲜籍妇女, 她们的

命运极为悲惨。

日本籍战俘的情况相当复杂,总体而言,日本是优秀民族,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有理等思想根深

蒂固。一个日本战俘当面对反战运动人士鹿地亘说: ∀讲平等,就没有办法维持秩序。战争就是为

了秩序。有战争才有日本的延伸。只有战争才能消除日本的腐败,消除其他民族的腐败, 从而维持

秩序, 维持日本优等民族的本性。# (第 22页 )

有些日俘经过教育,思想有重大转变。川本邦男原来以为到中国打仗是正义战争,为了东亚和

平。后来认识到:以侵略暂时得到和平,那决不是真正的和平。应尽快从中国领土撤兵, 停止中日

两国间的战争。我们过去完全错了。现在是促使国民觉醒的时候了。 ( 60 61页 )长谷川敏三受

到教育后,成为镇远日俘班的领导人。 1946年日俘被遣送回国时办理遣返手续, 受遣送的日俘队

伍,被称为 ∀长谷川独立部队#。 ( 88 89页 )

顽固的日本战俘,对听从管理的日俘施压,背地里挑拨战俘与战俘收容所管理者之间的关系。

( 61页 )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到战俘所视察时,他们煽动其他战俘对鹿地跟踪监视,骂鹿地为 ∀卖国
贼 #。收容所的中国管理者,不得不派人暗中保护鹿地。顽固分子大哭大喊, 烧收容所内的病室。

( 78页 )他们还反对收容所内演反战剧。日本战俘中最坏的还秘密成立组织 ∀修养会#,表示他们

忠于日本军国主义,准备回国后领取勋章,甚至嚣张到要在俘虏收容所内挂日本国旗, 并以绝食相

威胁。 ( 86页 )他们还煽动战俘们逃跑,组织暴动。当告知美军轰炸东京、在冲绳登陆以及日本投

降等消息后,顽固派战俘竟然不相信,表示坚信日本是不可战胜的。 ( 117、125页 )

日本士兵忠于天皇的意识极为浓烈。在武汉, 已经投降后的日本军官接待被遣送回国的日俘

时,还批评他们说:日本军人是宁死不屈的,你们当了战俘,替中国人说话,你们是不是对得起天皇?

( 119页 )

日本士兵中也有主动反战者,日本法西斯对他们拼命镇压。有三个日本战俘,竟是被日军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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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头者 (第 24页 ) ,显然是害怕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收容所中有日军的逃兵,主动投降中国军队

的。汐见洋 (坂本秀夫 )出于反战、人道主义思想主动从日军中逃跑, 受到中国军队的接待。他在

第三战区撰写过抗日宣传材料,决心与反战力量汇合,与中国人民一起,消灭共同的敌人。 ( 59页 )

日俘收容所的人道主义管理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一书,对日俘收容所中的管理人员也作了叙述和介绍, 对他们从事日

俘管理教育工作中,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作了具体描绘。

日俘管教人员汪大捷、孙必亨、姚开白、刘裕胜、刘长裕、邹任之、廖体仁、刘舜生、康天顺、莫锦

龙等, 他们中有许多人留学过日本,对日本人的性格风俗有较多的了解。他们对日本战俘,在生活

保障、卫生、医疗、劳动、学习、管理教育方面都尽心尽力做好。特别是针对日本人的强烈民族感情,

尽量进行感化。

为减轻日俘的敌对情绪,开始时,常德第二日俘收容所称为 ∀和平村 #, 称俘虏为村民,起用日

俘为俘虏干部,协助所的管理工作。桂林日俘收容所取名 ∀苏生学园 # (取苏醒新生之意 )。就这

样,有的顽固日俘还反对 ∀苏生乐园#的名称,说: ∀我们是俘虏,没有犯罪, 不需要苏生。# ( 54页 )汪

大捷教授提出,要把日俘收容所办成教育日俘的学校。他按照孔子的大同思想, 取名第一日俘收容

所为 ∀大同学园#。他教育所内管理人员, 要以 ∀以德报怨 #的态度对待日俘。他们教日俘中国话,

教育他们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中日和平友好。 (第 4页 )收容所组织战俘们开展体育、文化活动。

第二日俘收容所重庆分所 1939年建立时, 取名为 ∀博爱村 #。村口写有标语: ∀欢迎日本兄

弟! #∀日本人民是我们的朋友! #邹任之组织博爱村自治会。 ( 67页 )

邹任之任第二日俘收容所所长时,组织对日俘进行精神教育, 关心他们的生活和医疗等。甚至

有的日俘病亡后,邹还令为死者刻墓碑。 ( 30页 )莫锦龙、康天顺改善收容所的卫生条件,组织日俘

开展生产劳动,改善伙食, 组织合作社,制作家具和工艺品,还对日俘进行宗教教育,进行基督教洗

礼。 ( 84 85页 )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的生活极其艰难,但对日俘的生活和医疗尽可能予以保障。人们难以想

象,在中国紧张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在日军野蛮残酷地屠杀中国军民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给予

日本战俘这样人道主义待遇。

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的耐心教育

在对日俘进行管理教育的工作中,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鹿地亘到日俘

收容所视察,了解日俘的思想, 对他们进行教育。日本战俘民族观念极强,他们对中国人不信任,但

对日本本国的人能讲心里话。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一书中对鹿地亘到日俘收容所的活动有较
多的介绍。

鹿地亘本是日本作家,曾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中日战争爆发后,他滞留在中国。他是有名

的反战运动人士,参加中国的抗战阵营。他被聘为军委会政治部少将设计委员。 1938年 5月 19

日,中国空军将士徐焕升、佟彦博等曾驾机远征, 20日凌晨,飞临日本上空,对日本实施过一次 ∀纸
弹轰炸 #。对日宣传的传单,就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与鹿地亘商议后撰写的。

鹿地亘多次深入日俘收容所, 向日俘作报告, 与日俘个别谈心。日本战俘出于本能的民族心

理,对中国管理人员心存戒心, 但对本国同胞敞开思想, 提出看法和问题。

不过,日俘们开始对鹿地亘也有排斥情绪。据一个名叫伊藤和夫的战俘说: 这里的日本战俘都

不愿意见到反战运动人士鹿地亘,认为鹿地亘 ∀贪生怕死 #,是 ∀靠敌国 (指中国 ) 中国帮忙搞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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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 (第 25页 )经过耐心地交谈,日俘们的思想态度才有所转变。

鹿地亘从日本国内政治的角度, 分析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祸因。他指出, 战争的责

任完全不在日本国民,军国主义分子对国民做了欺骗宣传,对反对战争者进行暴力镇压。国民被阴

谋家自由操纵,任由他们宰割。野心家独揽政治大权, 拖着国民的鼻子团团转。 ( 28 29页 )鹿地

心平气和的讲述,逐步改变了日俘们的态度,提高了他们的认识和觉悟。

鹿地亘还在日俘中从事反战同盟、民族解放同盟的组织工作。

反战运动的开展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一书对在日俘收容所中开展反战运动的情况也有不少记载。

日俘收容所在进行反战教育的基础上, 发动觉悟了的日俘开展反战运动。1939年 7月 7日,

第一日俘收容所,即大同学园, 成立反侵略战争同盟会和反战剧团。这个反战剧团还到西安的剧场

演出, 受到中国观众的欢迎。同盟会创办了 大同报  ,学员们写的文章起到自我教育的作用。

鹿地亘在桂林、镇远、重庆等地都积极主张, 组织日俘开展反战活动。 1939年 4月,鹿地亘拟

订的建立日人反战同盟计划,通过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转呈蒋介石。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桂

林行营政治部负责筹建。 ( 52 53页 )林则徐之孙林长镛担任了反战同盟的顾问。桂林的 救亡日

报  对鹿地亘领导的反战同盟组织进行了报道。反战同盟的工作偏重于宣传, 使中国人民了解日

本人民和他们的革命,使日本人民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的抗战。 ( 62页 )反战同盟创作了 ∀反战同
盟歌#。鹿地亘还为反战同盟工作队创作了队歌。这就是 ∀日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的创建。遵照

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的指示,反战同盟西南支部于 1941年 9月 6日迁往镇远。

重庆日俘收容分所组织朝鲜籍俘虏组织朝鲜义勇队,发展日俘参加反战同盟。 ( 63 65页 )

1939年 8月 5日,在这里举行了朝鲜人 ∀解放#仪式,组成 ∀朝鲜义勇军#。 ( 71 72页 )

日俘重庆分所组织反战同盟准备会,于 1939年编印了 和平战士  刊物, 对外宣传。 ( 71页 )

1940年 3月 30日,日本人反战同盟重庆总部成立,编印 为真理斗争  刊物。7月 20日反战同盟西

南支部加入重庆总部。9月,反战同盟总部派出 12人组成工作队去宜昌前线进行反战宣传。 9月

24日 1941年 1月 30日,他们在前线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宣传活动。 ( 75 76页 )军委会政治部文

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阳翰笙和冯乃超对日人反战同盟工作都做过指点。

日俘收容所还开展日本情况的研究, 从日俘中调查日本国内的各种情况并撰写材料, 或开座谈

会,整理成材料, 供军委会编的 敌情研究  和鹿地研究室编的 鹿地研究报  选刊。1942年 1944

年两年半时间中,从镇远送到重庆的日俘所写的各种宣传资料共有 150多种。 ( 89 90页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国驻华大使馆曾与国民政府联系,拟组织日人反战同盟赴新加坡参加前

线反战宣传工作,后因新加坡失陷而未成。 ( 80 81页 )军委会政治部曾聘鹿地亘为中国远征军驻

重庆顾问。美国也聘鹿地为日文版 日本新闻  的顾问。 ( 94页 )美国情报机构还拟请鹿地亘协助

做宣传工作,后未有结果。 ( 113页 )

1944年 3月,鹿地研究室拟订了 日本民族解放同盟纲领草案  ,旨在团结在中国大后方和世

界各地,包括日本国内的日本人, 为争取日本早日停止侵略战争,建立和平民主的新日本而奋斗。

( 98 99页 )这一纲领交给日俘们学习讨论,后来出版了 和平先锋  (后改为 东亚先锋  )。

白描特写式的叙述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写到,日本战俘收容所存续到抗日战争胜利后的第二年, 于 1946年 3

月 18日结束,鹿角乡收容所的日俘离开重庆,经上海回国。日俘归国后,怀念在中国收容所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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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些日俘后来来到中国探视收容所的遗迹, 挖掘死亡的日俘遗骸运回日本。他们怀念在中

国生活过的地方,长谷川敏三称那里是他的 ∀第二故乡#。
该书除叙述战时日俘收容所的情况外,还附带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抚顺日本战犯管

理所管理日本战犯的情况。

人们对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俘虏的日本士兵情况了解甚少。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作者想

方设法搜集资料,勾勒了中国日俘收容所的概貌,读者从中得知许多闻所未闻的情况。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一书,运用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包括许多日本战俘的日记, 鹿地亘的

著作, 以及一些当事者的回忆和报刊资料,对日俘收容所的情况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记载。叙述方

式,是白描式的, 尽量保留原始资料叙述的原貌,原汁原味,给人真切感。

该书对日俘收容所中的管理人员和日本战俘, 进行真人真事的描述, 每一章中多数节目,都是

一节叙述一个人物的故事,如同特写镜头的写真,更显得生动具体。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 中国日俘收容所揭秘  一书的写作也有缺点, 主要是书中所据资料的

出处未能加注注出。书中各章节间有些内容是相互关联的, 在叙述中衔接交待不够清晰。如果将

来修改,希望作者能进一步丰富内容,并融会提高, 提升学术水平。

(作者曾景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审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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