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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西细菌战屠杀无辜平民数十万

日日军军挖挖开开河河堤堤
投投放放霍霍乱乱菌菌

“细菌战”，这个出现在抗战影视作品中的战争场景，惨绝人寰
的地狱般的描述，在咱们聊城的土地上也曾发生过。临清市曾经荣
获过“书香之家”称号的井扬曾对此有过深入研究，并有大量素材。
他多年的采风、整理资料，还原了那场炼狱般的灾难，受害30万以
上的平民数据更是触目惊心。

本报记者 凌文秀

霍乱流行

多地成“无人区”

1943年冠县霍乱流行，尸横
遍野，最严重的辛集、定远寨、贾
镇、桑阿镇一带，自然灾害加霍
乱、副霍乱，使得该地成为“无
人区”。“霍乱盛行”、“死亡枕
藉”、“哀鸿遍野”、“无人区”、

“活人相食”等等词汇是当时
文献和地方志描述鲁西、冀南
地区情形的高频率词汇，可见
鲁西、冀南地区霍乱流行之严
重，情形之悲惨。

井扬是临清市财政局干
部，199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毕
业 后 ，先 后 在 临 清市委 宣 传
部、临清市委政策研究室、临
清镇街以及临清财政部门工
作。

在井扬搜集的资料中，还
有历史亲历者的回忆，更具有
震撼力。根据崔维志的实际调
查，冠县城区张腾桥老人说汕
坊 村 3 0 0多 人 因 闹 霍 乱 加 饥
饿，死去108人。聊城市东昌府
斗虎屯后哨营村老人梁宪柱、
张春太、张春衡、李丙伟等几
位老人回忆说，1943年得霍乱
病的人浑身抽搐，发高烧，说
胡话，上吐下泻，死亡人数很
多 。除 了 造 成 大 量 平 民 死 亡
外，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还
给鲁西、冀南人民带来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由于卫河在鲁西
的特点，日军决溃河堤后，造
成了鲁西、冀南大水灾，大片
良 田 变 成 一 片 汪 洋 ，粮食绝
收，饥荒横行，鲁西成为人间
地狱，农民纷纷逃离家园，流
落他乡。此外，由于霍乱病菌
有长达几十年的潜伏期，所以
日军播撒的霍乱菌仍然有潜
在的威胁，20世纪八九十年代
临清又爆发了霍乱就是例子。

不是自然灾害

而是细菌作战

这场霍乱大流行，到底是天
灾还是人祸？井扬表示，历史已
经过去了70年，由于日军细菌战
的秘密性、中国当时医疗水平的
限制、同步调查取证的等等原
因，日军播撒霍乱菌和鲁西、冀
南霍乱大流行直接的因果关系，
我们的确难以找到，但是，间接
的证据形成了链条，从而同样可
以侧面证明1943年鲁西、冀南霍
乱大流行就是日军播撒霍乱菌
所致。

“一方面，从鲁西、冀南的地
方志中，我们找不出此前该地曾
经发生霍乱的记载，也就是说，
霍乱在该地此前不存在，不是地
方病，没有外在因素引起，不可
能出现霍乱。”井扬分析，另一方
面，日本战俘亲口供述了日军实
施霍乱战的计划、行动、因霍乱
死亡的人数等等。所以，种种事
实表明1943年鲁西、冀南霍乱大
流行不是偶然的自然灾害，而是
日军对中国无辜百姓进行的一
次规模空前、惨绝人寰的细菌
战。

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给
鲁西、冀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
难，犯下了滔天罪行，其中最大
的危害就是细菌战造成了大量
和平百姓的无辜死亡。谢忠厚先
生在《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二
期发表《日军鲁西霍乱作战研
究》一文，他根据当年冀南受灾
调查及之后日军供述资料表明，
日军鲁西霍乱作战，造成冀南全
区因霍乱流行、水灾、饥饿，致人
口减少约50万，死亡20万；造成鲁
西地区居民死亡至少数万人。可
以认定：日军鲁西霍乱作战造成
冀、鲁、豫三省边区中国居民因
霍乱、水灾、饥饿而死亡近30万

人。实际上，日军“十八秋鲁西作
战”到底造成多少平民百姓死
亡，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了。但
是，死亡数字的多少不能改变日
军细菌战的罪行，其性质都是一
样的。日军细菌战给鲁西、冀南
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和痛苦，是
干瘪的数字反映不出来的，这里
摘录两条史料，可能更能使人身
临其境。

利用飞机播撒

挖开河堤投放

1943年秋，日军鲁西作战采
取什么手段来播撒霍乱菌呢？井
扬和众多研究过细菌战的专家
们研究后得出结论，日军通过两
种手段，一是用飞机将霍乱病菌
播撒在鲁西大地上，但这只是一
个不重要的辅助方式。二是将霍
乱菌撒在卫河里，然后决溃河
堤，让奔腾的河水将霍乱菌带到
所向之处。播撒霍乱菌后，日军
又对疫区进行“讨伐”，迫使感染
的老百姓四处逃亡，从而达到传
播霍乱病菌的目的。

日本新闻工作者本多胜一、
长沼节夫采访了许多当年参加
侵华细菌部队的老兵，写成了实
录性报告文学《天皇的军队—

“衣”师团侵华罪行录》，据该书
记载，"1943年的一天，山东以范
县、朝城县、阳谷县为中心的鲁
西平原一带的解放区范围内，突
然降下了一些由飞机扔下的罐
头炸弹。罐头里装的就是霍乱
菌”。尽管1950年代日军战俘没有
类似的交代，但是从战前部队动
员情况可以看出，日军采取了用
飞机播撒霍乱菌的手段。

卫河发源于河南中部，流经
河南、山东、河北，最后在天津并
人大运河。卫河在鲁西段的特点
是河床高于西边的陆地，而且与
运河等水系交汇，所以河水一旦

在此决堤，卫河以西地区将会迅
速被淹。1943年8月，鲁西在长时
间持续性干早后，普降大雨十余
天(一说7天7夜)，卫河、运河、漳
河、溢阳河河水暴涨，于是日军
决定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将霍乱
菌撒进卫河，并将8处河堤决溃，
致使鲁西霍乱大范围泛滥。

日军决溃卫河5处河堤的具
体地点是:临清大桥附近的卫河
西堤、临清小焦家庄附近的河
堤、临清尖家镇附近的卫河北
堤、南馆陶东北5 .5公里拐弯处。
据矢崎贤三供述，1943年9月中旬
日军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
团第四十四大队大队长广獭利
善率驻扎在临清城的第五中队、
机关枪中队各一小队共60人，来
到卫河临清大桥附近，由第五中
队中队长中村隆次、机关枪中队
中队长久保川助作、重机枪小队
队长小岛隆男及4名士兵共7个
人将卫河北岸堤防掘开50公分
宽、50公分高，长5米的口子，决
堤后日军又将150米长的一段堤
防决溃，并将霍乱菌撒进卫河水
里。

多次讨伐“疫区”

霍乱迅速蔓延

据大石熊二郎供述，1943年
某一天日军第四十四大队第三
中队的第一、二小队30余名士
兵，在南馆陶至馆陶的卫河拐弯
处，用铁锹和镐头将河堤挖开4
米长的口子，把霍乱菌撒进河
水，洪水北漫，淹没了南馆陶方
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又
据难波博口供述，南馆陶东北5.5
公里拐弯处的卫河北堤决堤处
是经他堪定并获旅团长田坂八
十八同意的，决堤的时间在月
末。

据小岛隆男供述，1943年9月
中旬，第五十九师团第五十三旅

团第四十四大队大队长广獭利
善亲自指挥50名士兵，在小队长
小岛隆男和中队长中村隆次、久
保川助指挥下，4名士兵在临清
小焦家庄附近卫河水流最急的
弯曲处，将河堤决溃，撒入霍乱
菌，结果大水冲开决口长达150
米。

据矢崎贤三供述，第五十九
师团第五十三旅团第四十四大
队第二中队中队长蓬尾又一率
部于1943年8月下旬将临清尖家
镇附近的卫河北堤决溃，并在河
水重撒人霍乱菌。除了上述四处
地点外，日军还在临清小焦家庄
附近的花园村决溃了卫河河堤
口。

日军播散霍乱菌后，很快造
成了霍乱大流行。但为了进一步
加大霍乱扩散，仅仅是属于十二
军的五十九师团日军就对疫区
进行了3次大“讨伐”。 1943年9
月上旬，临清、馆陶和堂邑等县
的日军独立步兵第四十四大队
在大队长广獭利善的指挥下。进
行了为时一周的首次“讨伐”，进
攻该地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
迫使感染霍乱菌的病人逃难，混
入和平农民中，从而使霍乱进一
步蔓延。1943年9月下旬至10月上
旬，参加“十八秋鲁西作战”的日
军对疫区进行了为时约20天的
第二次“讨伐”，参加部队主要有
四十四大队(继续在聊城、堂邑、
馆陶、临清、冠县等地活动)、五十
四旅团坂本甲支队(攻击在莘县、
范县、濮县、观城、大名等县的八
路军)。据矢崎贤三供述，他率领
30名日军，每天行军16至20公里，
驱使霍乱患者四处逃亡，使霍乱
病菌在中国老百姓中进一步蔓
延。1943年10月上旬至中旬，五十
九师团在鲁西地区又发动了第
三次“讨伐”，方法仍与从前相
同，霍乱迅速蔓延，但日军自己
也受到了感染，所以10月下旬，
冈村宁次和石井四郎下令停止
了“十八秋鲁西作战”。

2015年8月20日，正
值“七夕”佳节，由聊城新
华保险工会组织的“七夕
有情，新华有约”高端相
亲会在兴华大酒店举行。
为答谢广大新老客户一
直以来对新华保险的支
持，聊城新华保险保费部
承接公司资源策划了此
次高端相亲活动，佳节前
夕，公司发动多方资源邀
请大量优秀单身人士，众
多高端客户的积极推荐，
经全面考察、多方筛选出
三十名条件卓越的男女
嘉宾。现场设置“绑的就

是你”，“爱情对对碰”，
“大声告白”等多项环节，
让男女嘉宾在娱乐中的
相互沟通和了解，在多轮
游戏的配合下，经过男女
嘉宾慎重考虑，现场共有
四对男女嘉宾擦出爱情
火花。此次活动为水城的
优秀单身男女成功搭建
姻缘桥梁。

聊城新华保险作为
聊城寿险业的一家重要
保险主体，十年来有力的
推动了聊城保险业和经
济社会发展，承担了一家
保险公司应担当的责任，

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公司
业务发展稳健，售后服务
优良，截至目前2015年总
保费已达4亿元，总给付
金额超过1400万元，为20
万人提供了166亿元的保
险保障，聊城新华保险已
成为水城人民投保寿险
的首要之选。2015年聊城
新华保险将继续秉承“以
客户为中心”经营理念，
坚持服务创新，以最优质
的产品及服务回馈水城
人民，实现保险让我们的
生活更美好！'

(李凤)

七七夕夕有有情情 新新华华有有约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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