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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浙江实施细菌战的罪行综述
包晓峰

[ 摘要] 日本对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 始于 1939 年 6 月, 终于 1945 年 夏, 历 时 6 年多, 地域 遍及大
半个浙江省, 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人数达 30 万以上, 死亡超过 6 万, 受害群众的苦难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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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 年 6 月 17 日, 世界各国代表在日内瓦签订协议书, 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 日本也
是签字国, 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严重违反国际法准则和人道主义原则, 在我国
秘密建立 731 和 1644 细菌部队, 大规模残害中国军队和平民。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拒不
承担应有的国际法义务, 公然违反国际法, 丧心病狂地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浙江是遭受细菌武
器灾难最重的地区之一。
细菌战是指日军开发病原体作为武器, 在中国军民中进行传播, 以达到致人伤亡的目的。为
了大量制造感染力强而毒性大的病原体, 就必须进行活体实验和活体解剖。活体里植入细菌后
其毒性更趋强烈。日军 731 部队给活体植入细菌后, 在人死亡前解剖, 把带有菌灶的内脏器官取
出细菌, 再移植到另一活体上。反复这一过程采集毒性强烈的细菌, 把它作为菌株, 大量进行培
养。日军得到细菌武器后, 在交战区或非沦陷区从空中撒下, 或投入河中, 或投入井水中, 或在人
口集中的场所, 以期得到传播。
细菌武器不仅对前线的军事人员具有杀伤力, 它还能成为制造传染病的策源地, 对大量平民
造成极大的伤害。日本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 其目的是要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 同时也弥补
其国小兵源少, 军事物资供应匮乏的劣势。据现有的资料, 日军在浙江使用的细菌武器共分 6
种, 即鼠疫、
霍乱、
伤寒、
白喉、赤痢、
炭疽。日军在浙江有三次较大规模的细菌战, 第一次是 1939
年、
1940 年期间, 日军对萧山、宁波、
衢州、
义乌、
金华等地的攻击; 第二次是 1942 年浙赣战役期间
对金华、
衢州、
丽水、云和等地的攻击; 第三次是 1944 年在丽( 水) 温( 州) 战役期间对丽水、衢州、
温州等地的攻击。日军的细菌战地域遍及大半个浙江省, 致使这些地区许多无辜平民死于非命,
造成极大的灾难。

一、1939 年、
1940 年间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武器袭击
日军于 1939 年 6 月在浙江萧山首先使用细菌武器。当时, 浙江的局势是中日两军隔钱塘江
对峙, 地处钱塘江南岸的萧山与已沦陷的杭州隔江相望, 因此, 萧山成了日军首先实施细菌武器
攻击的目标。日军在萧山投放的细菌菌种比较多, 而且施放的范围广。受到细菌武器攻击后, 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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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部主要流行霍乱, 北部流行脑膜炎, 南部流行炭疽病、疟疾、疥疮等。1939 年 6 月 4 日, 日机
飞到萧山境内, 投下有毒食物, 如糖果、糕点等。据浙江省第二十九流动学校校长郑来兴称: / 本
月四日上午九时五十分, 有敌机七架过境, 当时本校学生疏散在田野间, 忽有一机掷下用绿色有
光纸包之酥糖一包, 学生杨志向拾得, 将酥糖喂一老狗, 狗食之, 顷刻毙命, 是以酥糖内含有重大
毒素。
0 ¹为防止群众, 特别是少年儿童误食, 县政府通过各种途径要求各地采取预防措施。萧山
许多地方还在香烟内发现有毒物品, 有种叫/ 大英牌0的香烟内, 日军派人布放了毒菌针, / 该项毒
针, 长仅四五分, 误食之, 即中毒致死。据报, 一难民在东仰黄栗村公兴祥店内, 购得-大英牌. 香
烟, 当燃着吸食, 遽微闻爆炸声, 三分钟后, 即头腹绞痛, 呼吸困难, 不能言语, 嗣后诊治, 呕吐麦色
浓沫, 次日仍昏迷不醒。
0 º6 月 7 日, 日机在萧山的头蓬、南阳、靖江等地投掷白色絮状毒物, 有
被触及眼珠者, 眼球红肿, 旋即头部肿胀, 神志不清, 直至死亡。如有人饮了遭污染的水, 即发生
上吐下泻, 四肢麻木、抽搐。6 月 8 日, 日机在龛山等地投下毒气弹, 13 日在义盛、靖江投下细菌
弹, 不少乡民感染后, 上吐下泻, 四肢麻木, 惨死在疫病中 »。同日, 日机在绍兴沥海所一带散放
大量白色粉末。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立即对这些白色粉末进行化验, / 施行细菌各种分类培养法至
二十四时后即起变化, 经四十八小时后, 第一号管内即呈明显混浊, 第二号管内则呈棉花样浮球,
第三、
四、五号不适培养, 不起变化。亦再将该项标本染色用显微镜检验, 果见玻璃片标本上有大
量之破伤风、
白喉等杆菌, 及形似肺炎点菌等病, ,,查破伤风、
白喉、
肺炎等均为传染最猛烈之
症, 除已饬属严密防范外, 理合备文报请鉴核等情。
0 ¼除了以上文献记载, 近年的实地调查仍能
充分证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给萧山、
绍兴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
据靖江镇伟南村余金木老人回忆, 当时村里流行一种/ 大头病0, 日本鬼子把病菌放到水中,
有人喝了这种水就染上这种病, 发病初期就不会说话, 全身发红, 上吐下泻, 四肢抽搐。一旦染上
此病人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死去, 余家一户就死了 5 人, 先是两个哥哥, 不久妹妹和小叔也死了, 后
来爹爹也死了 ½。同村的陈宝福也回忆说, 得病人先手脚麻木, 发寒热, 很快就断气了。村里很
多人死于这场病。张根一家遭此劫难, 无一幸免。由于当时非常流行这个病, 极易传染, 弄得人
心惶惶, 很多人家很早就关门了, 只能躲在家里发愁, 深恐病魔和死神突然降临到自己头上。如
果听到哪家有哭声, 就说明这户人家死人了 ¾。位于萧山西北部的宁围镇宁安村赵木根说, 当时
流行一种病, 称之为/ 脑膜炎0, 是日本鬼子从飞机上放细菌下来感染引起的。得了这种病以后很
快就死了, 一户人家死三四人是常有的事。邻居来发家死了爷爷和小叔叔, 两人中午胃口还很
好, 吃了两大碗饭, 身体很健康, 到晚上突然得病死去了。这种病极易传染, 死了很多人。萧山南
部的楼塔和云石是受日军细菌武器侵害较严重的乡镇, 云石乡沈村沈信康老人说那时村里生病
的人特别多, 有的烂腿, 有的是疥疮, 有的隔几天就要发高烧, 很多患者死了。石牛山村沈友良
说, 那时村里共有 300 多人, 有 200 多人均染上了一种叫/ 疥疮0的皮肤病, 病情相当严重。村民
因无药救治, 死的死, 逃的逃, 情形相当凄惨 ¿。临浦镇的吴云老人回忆说: 日寇使用细菌武器,
使得霍乱、
脑膜炎、
炭疽病、
疟疾流行, 我外婆感染霍乱死去, 死时年纪不过 50 刚出头。我家虽是
医生家庭, 也全家发疟疾。被日寇细菌武器害死的人, 比直接死于枪炮炸弹的人要多好几倍 À。
1940 年起, 日军加大了对浙江进行细菌战的规模。8 月 16 日, 日军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熊
男少佐赴杭对奈良部队传达关东军司令部命令, 并派飞机到宁波、
衢县、金华搜索细菌战的攻击
目标。9 月 10 日, 井本熊男根据航空照片确定宁波、衢州、金华三地的目标位置。1940 年 10 月 4
日, 一架日机从衢州东北方向的高空飞抵衢城上空, 在 200 至 300 米的低空沿城西的西安门、上
营街、
水亭街、
下营街、县西街、
美俗坊等居民区撒下大批麦粒、黄豆、粟米、麦麸、碎布、棉花、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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蚤、
小纸包( 每包约有 10 只跳蚤) 及宣传单。日机来回往返撒播两次。上述各街道、里弄的地面
上, 居民住宅的屋顶瓦片上, 以及废墟上, 到处可见日机撒下的疫苗。10 月 10 日后, 在衢城上营
街、
下营街等地陆续发现死鼠, 并相继有李明江、
陈从德、
王学恭、
徐天明、
伍振兴等多人突患急症
死亡。据死者家属反映: / 死者在患病期间均有高热、
畏寒、腋下淋巴结肿痛等症状0。县卫生院
医生初步诊断为疑似鼠疫。11 月 12 日, 柴家巷 3 号居民又有多人发病, 病人均有头痛、面部发
烧、
胸闷呕吐、
鼠蹊腺肿等症状。经衢县卫生院分别对患者穿刺取淋巴液染色镜检, 均发现革兰
氏阴性杆菌, 初步诊断为鼠疫。同日, 衢县卫生院向县政府报告: / 城区发现鼠疫疫情0。县政府
即日通过电话向第五区专员公署、省卫生处、省政府报告: / 衢县城区发现鼠疫疫情0。此后, 城区
内陆续有染疫者死亡, 11 月 22 日, 衢县警察局向县政府报告: / 衢城罗汉井、
水亭街、宁绍巷已有
8 人先后患鼠疫死亡, 要求县府请省民政厅派防疫队, 拨药莅衢防治0。同日, 5东南日报6 报道:
/ 衢发现鼠役, 死亡人数已达 10 余人0。12 月 2 日, 驻衢的省卫生处技术人员吴昌丰及福建省防
疫专员柯主光对患者作淋巴液检验, 检出革兰氏阴性杆菌; 同时将淋巴液作细菌培养, 嗣后亦见
有鼠疫杆菌发育; 在实验室中, 又经动物接种, 亦获阳性, 从而进一步确诊为腺鼠疫病人, 均发现
有鼠疫症状和杆菌。因此, 衢州鼠疫得到完全确诊。此次衢县鼠疫发生, 其流行期间自 10 月 10
日至 12 月 25 日, 衢城疫势已扩大到 8 条街巷, 确诊鼠疫病人 22 人, 死亡 21 人。居民中因害怕患
鼠疫而被全家隔离, 以至有的疫户有意隐匿不报疫情; 也有居民迷信, 求神拜佛, 这样未经治疗而
死亡的病人, 也为数不少。1941 年, 日机轰炸衢城, 居民被迫疏散农村, 许多鼠疫病人逃往农村,
造成疫情继续扩散。如天皇巷居民丰炳贤患鼠疫死亡, 其父携全家逃避到西郊古铜村郑炳华家,
使郑炳华染疫死亡; 丰又逃到姜家山村, 造成该村鼠疫流行, 先后有 8 人死亡。大西门居民蔡荣
章及家母患鼠疫死亡, 妻子携两个儿子逃到江山县城, 疫情扩散到江山县。至 1941 年 12 月底,
衢县鼠疫疫情已蔓延至全城 58 条街巷和花园、柯山等 13 个乡镇。这一年, 经衢城各医疗、防疫
单位就诊并确定为鼠疫患者就有 281 人, 死亡 274 人, 而染疫的其他 13 个乡、
22 个村的病死者还
不在其内。当年, 衢城因患鼠疫而全家死绝的有 17 户, 一家死 3 口以上的有 20 户, 一家死 2 口
的有 29 户, 惨遭鼠疫危害而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有 54 户。根据衢县各乡镇上报县临时防疫处
的疫情报告统计, 这一年全县城乡患鼠疫死亡人数达 2000 余人( 不包括逃避农村, 死亡后隐匿不
报或漏报者) Á。鼠疫流行期间, 衢县城乡人心惶惶, 社会一片混乱。
在宁波地区, 1940 年 10 月 27 日遭到日军细菌武器的空袭。这天早晨, 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
空。散下传单, 写有/ 重庆在闹饥荒, 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 有余粮来接济你们。
0下午 2 时许, 又
有一架日机侵入宁波上空, 撒下大批面粉、
麦粒, 开明街上空顿呈一片黄色云雾。日机过后, 当地
居民立即发觉跳蚤骤增。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病人的血液, 体内充满着亿万个
鼠疫杆菌的疫蚤。29 日, 就有人染疫发病, 30 日, 开明街口的滋泉豆浆店的赖福生夫妻首先暴
死, 接着, 隔壁的开明街王顺兴大饼店和中山东路的元泰酒店、
久和祥烟纸店、
宝昌祥内衣店等都
相继死了人。至 11 月 3 日, 患者 36 人中, 死亡 16 人。次日又死 7 人, 一天后再死 20 人。其中元
u 。时宁波私立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对患者作淋巴结穿刺液的涂片镜检, 都找
泰酒店共死 36 人 l

到了典型的鼠疫杆菌, 丁还把鼠疫疑似患者的血液和淋巴结穿刺液, 注入豚鼠体内作动物实验, 2
只豚鼠均于 24 小时内死亡。取其腹股沟淋巴结液作细菌培养和涂片镜检, 又找到了鼠疫杆菌。
标本送到浙江省卫生试验所, 确诊为鼠疫杆菌。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

得到报告后, 还派省卫生

处陈万里等人到宁波调查处理, 确认鼠疫系由日机投放疫菌所致。陈万里还向国民政府行政院
卫生署和浙江省政府专门作了报告。当时美国记者鲍威尔证实: / 凑巧我这时去宁波, 也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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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日军在当地进行了细菌战, 中国农民就像毫无用处的小虫子, 被杀死不少, 这事激起了
v 。日军 731 部队制造部课长柄泽十三夫也于 1949 年 12 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
我无比的愤怒0 l

认, 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 由远征队带走。这次在宁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 5 公
w。这次鼠疫给宁波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自 10 月 29
斤、
伤寒杆菌 70 公斤和霍乱弧菌 50 公斤 l

日至 12 月 6 日, 在隔离病院诊治的 61 人中仅 2 人幸免于难。另有未隔离前就外逃的 38 人均先
x。
后死去, 内有 9 户全家死绝, 据后来的调查证实, 此次因染疫而死的平民共有 117 人 l

日军在宁波使用细菌武器, 在肇事者的供认中也得到印证。日军 731 部队生产部柄泽供认:
1940 年, 我的上司铃木吩咐我制造 70 公斤伤寒菌和 50 公斤霍乱菌, 我知道还带去 5 公斤鼠疫
蚤, 由石井率领的远征队运到华中宁波一带去, 在那里实际使用过, 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为搜
集这次细菌攻击效果, 特留下野崎带领的小分队, 结果弄到了几份记载有关宁波一带瘟疫流行的
报纸。731 部队总务部长川岛、
教育部长西俊英都供认日军细菌部队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事实。
1940 年 11 月 27、
28 日, 数架日机在金华城区上空盘旋低飞, 机尾上喷散类似烟雾的东西, 在
金华的通济桥、马门头、
乡间五里牌、
秋都乡一带最多, 经当地医院作菌液染色镜检, 发现有颜色、
y。此后, 在金华城法
形状都与鼠疫杆菌一样的细菌。经浙江省卫生处检验, 证明确系鼠疫杆菌 l

院街捕杀沟鼠检验, 发现沟鼠身上有鼠疫杆菌。12 月 5 日, 黄绍

急密电重庆蒋介石: 上月 28 日

z 。据载该
敌机在金华散布之白色颗粒, 经省卫生处陈万里等 5 员严密检验, 辨明确系鼠疫杆菌 l
{ 。另据5 东南日报61940 年 9 月 30 日报道: 从 6 月下旬起, 日军细菌部
县有 167 人染鼠疫病死 l

队还在诸暨、
东阳、
义乌、兰溪、
永康等县实施细菌战, 引起霍乱等疫病的流行, 民众罹难病死为近
十年来所罕见。仅据当时东阳、
义乌、
兰溪 3 县的初步合计, 被传染的有 438 人, 死亡 361 人。

二、浙赣战役期间日军细菌武器的攻击
浙赣战役期间, 日军再次对浙赣铁路沿线的广大地区实施更大规模的细菌武器袭击, 给浙江
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在浙赣战役全面爆发前的 1941 年 10 月, 义乌等地已经再次受到细菌武器的袭击。10 月 2
日, 义乌县城北门发现死鼠, 8 日就发生 2 个居民暴死。经卫生院检验/ 有鼠疫嫌疑0。继而疫病
蔓延到寺前乡、苏溪镇一带。据 1942 年 12 月 12 日5浙江日报6的专文揭露: 义乌城北上年发生
的鼠疫, 至 1942 年浙赣战役事变起止, 共计染疫 173 人, 死亡 138 人, 苏溪镇等疫区有 20 多间房
| 。整个县城成了恐怖世
全部焚毁。后又有目击者证实: 义乌这次染鼠疫病者 308 人, 死 257 人 l

界, 浙赣铁路客车也不在义乌车站停靠, 许多人把自己的家属埋葬后接着自己也病了, 很快地死
去。许多人家死了人, 没有人料理丧葬, 邻居害怕传染, 早已远避。到后来, 疫区里的亲戚朋友都
不敢来往, 只好活生生地在家等死。东阳的鼠疫有两个传播途径, 一是从义乌传入的, 东阳的东
白乡人蒋顺高, 途经义乌回东阳, 染上鼠疫, 妻子弟弟弟媳相继死亡, 并迅速向四周蔓延, 同村人
受到感染, 接二连三地罹疾而死。巍山镇一中医应邀去东白乡治病, 病没治好, 他自己却染上鼠
疫, 牵连到一家四口全部死亡。红旗乡一个在义乌做泥工的染疫身亡, 家人在处理丧事中也受感
染, 一家 6 口全部死亡。第二个传染源是日机在东阳县歌山乡歌山村空投鼠疫, 引起鼠疫流行,
并向周围村庄传播。从 1941 年 11 月 25 日至翌年 5 月, 染疫者 95 人, 死 92 人, 有一家 9 个亲人
} 。有全家惨死的, 有自掘坟墓, 坐以待毙的, 甚至未死先埋, 棺材内还传来病者呻吟与惨
被毒杀 l

叫, 真是触目惊心, 骇人听闻。从 1941 年 8 月至 10 月, 兰溪发生真性霍乱, 染鼠疫者 36 人,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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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人。
为了在浙赣战役期间使用细菌武器, 日军 731 部队作了精心的准备。1942 年 4 月, 日军细菌
~ 。据 1949 年苏联伯力审判
部队生产鼠疫、炭疽菌 24 公斤, 6 月至 7 月又生产炭疽菌 140 公斤 l

材料, 731 部队生产细菌的第四部部长岛清和分部长柄泽十三夫的供词: 1942 年, 731 部队派出约
100 人的远征队到浙赣地区, 生产部派 8 人, 制备了约 130 公斤副伤寒菌和炭疽菌 供远征队之
u 。据参加过此次细菌战的古都良雄供认, 他参加过把盛有细菌的瓶子投到水井、
用 m
沼泽和居民

区去的工作。其他的日本战犯也都有供认: 日军 731 部队上田弥太郎称, 他们一个班在 1942 年 4
月前后, 用了两个月就生产了抗热性干燥鼠疫菌 40 公斤, 当时就装入细菌弹, 由 731 部队运到南
京, 投到浙江的玉山地区( 原文如此) 。另据 731 部队的川岛供认, 1942 年 6 月间, 石井根据大本
营的命令, 两次召开全部队指挥员会议, 宣布要带远征队到华中去, 研究地面传染方法。7 月, 石
井率远征队从哈尔滨出发到浙赣线上的衢州等地再次用鼠疫、
伤寒、霍乱和炭疽等细菌武器残杀
中国军民。7 月初, 远征队约 120 多人乘飞机和火车抵达南京后即赴衢州一带实施细菌战。当
时在金华设有中国战俘营两处, 被囚人数共约 3000 人, 日军预备了 3000 个特制烧饼, 做好之后
经过相当时间, 再用药针把细菌注射到烧饼里去, 将其送到集中营去, 分发给中国战俘食用, 然后
v 。日军还特制成三、
把他们从集中营中放走, 目的是要引起伤寒和副伤寒流行 m
四百块细菌饼

干, 交给日军士兵掷到中国居民院墙下面、
树木下面及行人休息地点, 仿佛是日军士兵忘掉的, 使
中国人吃了后染上细菌病。
1942 年, 日本关东军 731 部队在南京/ 荣0字 1644 部队掩护下, 两次用飞机将鼠疫、霍乱、炭
疽、
伤寒等菌苗投撒在汤溪等地。经调查取证统计, 当年 700 人左右的汤溪镇下伊村, 遭细菌战
死亡的就有 254 人, 其中因鼠疫死亡 132 人, 因伤寒死亡 99 人, 因炭疽死亡 15 人。炭疽疫菌是当
时日军在浙赣沿线使用的重要细菌武器, 主要症状是全身皮肤溃烂, 尤其以腿部的症状最为严
重, 俗称/ 烂脚病0。它会通过坏死的皮肤和肌肉组织渗入血液循环系统, 患者会出现浑身乏力、
出虚汗、发烧、
打冷颤、面色苍白、头痛、
虚脱等症状, 如果不及时治疗, 皮肤性炭疽会导致死亡。
金华汤溪镇是受炭疽菌伤害较重的地方, 该镇陈彩富的两个弟弟都是因炭疽菌感染烂脚而死的,
他的父亲也是烂脚, 终身未愈。该镇的伊文秀回忆说, 从 1942 年 12 月到 1943 年七八月, 他的父
w。当时汤
母和弟妹都因感染鼠疫、
炭疽而亡, 至今他的背部还留着 10 个铜钱大小的炭疽疤痕 m

溪还流行脑膜炎, 洪宝善的叔伯、
邻居都死于脑膜炎, 他回忆说, 当时汤溪是烂脚多、死人多、
狼也
多, 狼衔着死人的腐肉嚎嚎叫着满野乱窜。此外, 金华城内、白龙桥、
乾西乡、东孝乡、
雅畈镇等,
炭疽感染受害情况都十分严重, 如乾西乡上天师村 300 多人, 近三分之二感染皮肤炭疽; 雅宅村
600 多人, 感染者有 200 多人, 上百人死亡。据 1999 年 10 月的汇总材料, 仅金华县和婺城区因皮
x 。幸存者则多烂手烂脚, 痛苦一生。江山县的大陈、
肤炭疽死亡者 653 人 m
淤头、
广渡、上余等许
y。江山县峡口镇王村乡溪上村郑发明,
多乡镇, 都有/ 烂脚病0, 其中大陈乡全乡发病 2130 人 m

1943 年 5 月受到炭疽感染, 当时骨头都烂出来, 如此烂了 5 年, 后来会走路了, 但双脚成了黑脚,
黑脚年年发痒, 到 1977 年时又烂了, 四处求医, 没有治愈, 痛苦不堪。富阳县常绿镇双溪村杨关
海, 1942 年 7 月受感染, 右腿溃烂, 1976 年因烂脚发展到骨髓癌而截肢。类似这样的事例不胜枚
举。
日军不但实施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而且在这期间还对其实施细菌战的部分地区进行了更
为残酷的活体解剖, 以验证其细菌战的效果。义乌县的崇山村就是遭此劫难的一个地方。1942
年 9 月, 日机先在崇山村上空投下了鼠疫菌, 一个星期后, 当地居民染病后陆续死亡, 先是有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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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叫/ 老虎0的壮汉, 突然发高烧, 抬到中医王道生家求治, 但毫无结果, 并于当日暴死。次日, 发
现王医生夫妇也口吐白沫咯血死亡。接着发病致死者与日俱增, 崇山顿成人间地狱。此次鼠疫
流行达两个月之久, 全村发病 391 人, 死亡 386 人, 有 19 户人家灭绝。1942 年 11 月 18 日, 身穿防
护服的日军侵入崇山村, 用枪刺刀把村民用绳索拴在一起, 检查身体、
吃药、
喷药水, 然后把村民
拉到山林寺, 对平民百姓开膛挖心进行活体解剖。幸存者吴老太说她亲眼看到鬼子把王关夫的
未过门媳妇吴小奶缚在木椅上, 剥光衣服, 鬼子用刺刀剖开吴的胸膛, 取出她的心肺, 而吴小奶临
死前的双脚还不住地乱蹬。事后日军又在崇山纵火焚烧,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崇山村成了一片火
海, 400 余间房屋被焚。
丽水因为是浙江抗战的后方基地, 又有一个军用机场, 因此也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点地 区。
1942 年 8 月下旬, 日军准备撤离丽水之前, 有组织地在丽水各地散播细菌武器。日军在丽水主
要是通过空投、在饮用水和食物中散播疫菌的。为了彻底破坏机场, 日军在机场附近进行大规模
疫菌撒播, 使其成为传染病流行区。曾任日本参谋本部作战课员、
支那派遣军参谋的井本雄男在
其5井本日记6中记载, 8 月 28 日, 日军通过地面撒播的办法, 在紧靠机场的天宁寺后、官屋基、和
尚岗、
上岗背、
关后、望城岭、
长坑以及城南和碧湖镇一带撒播鼠疫跳蚤, 一个月后, 这些地方几乎
同时出现老鼠大量死亡和逃亡的奇怪现象, 继而在人群中发生高热、
畏寒、
头痛, 鼠蹊、股、腋、颈
淋巴结肿痛, 死亡率极高。并向周围地区扩散, 碧湖镇的鼠疫传染到 36 个村, 有姓名可查的死亡
z 。日军还在流经丽水的重要河流好溪以及丽水城内的饮用井水中投放疫菌。
人数就达 870 人 m

座落机场东边的青林村, 世代饮用好溪的水, 据陈朝昌老人回忆, 1942 年 8 月 23 日下午 3 时许,
一队穿白衣的日军在青林村北 2 里处, 向好溪扔了一个球形的东西, 此后, 伤寒便在该村传染开
来, 有 52 人死亡。位于好溪下游的芦埠村民, 因饮用被污染的水, 有 25 人患毒血症死去。丽水
城边的水东村, 村民由于饮用了有疫菌的水, 导致霍乱流行, 共有 61 人死亡。这样的传染病还在
其它许多村庄发生, 并出现大量人员死亡, 郎奇村死亡 58 人, 魏村死亡 39 人, 苏埠村死亡 43 人。
日军还置放带疫菌的食物诱人食用, 据5丽水县政治志6( 未刊) 记载, 日军在撤离丽水时, 在九里
至天宁寺一带丢弃许多大饼, 居在城郊黄泥山的翁康宝, 把拾到的饼给妻子和儿子吃, 结果妻子
和两个儿子患霍乱死亡。类似的事例在其它村也经常出现。机场附近的村民因吃了日军遗下的
酱油精, 患上烂足或周身溃烂的病, 有的死亡, 有的终身不治。
云和县是当时浙江省国 民政府的流亡 地, 日军在地 面上使用陆军 对云和攻击 失败后, 于
1942 年 8 月 26、
27 日在云和空投细菌弹, 引起云和县鼠疫的流行。首先出现鼠疫病症的是离县
城 3 里地妙严寺里的浙江省儿童保育院, 那些被日军杀死父母亲, 从沦陷区逃出来的儿童, 接二
连三地发病死亡, 并迅速蔓延。浙江省政府临时组成防疫委员会, 立即实行封锁疫区, 保育院难
童全体消毒, 然后, 一把火将数千平方米的唐代古寺烧成灰烬。然而疫菌并没有被消除, 9 月, 云
和城乡除普遍发生烂脚、烂疮外, 还出现痢疾、
脑膜炎等传染病。沙溪乡高胥村痢疾流行最为严
重, 上村林家大院就死了 30 多人, 林大旺一家就死了 10 多人。中正街街头裁缝铺一个叫陈云香
的妇女, 早上起来刷牙, 看到天井里有只死老鼠, 忽然觉得小腿有跳蚤爬动, 忙卷起裤管一看, 发
现有颗小红点, 当时并不在意, 中饭后, 发现大腿叉( 鼠蹊部) 有一肿块, 继而畏寒发热起来, 忙请
医生诊治, 才知已患上鼠疫。县城西街赵庆邦的父母同时染上鼠疫, 外嫁在乡下贵溪睦路村的女
儿回来探望, 也被感染, 且把疫情带到夫家, 甚至引起丈夫一家全部死亡。更为严重的是睦路村
许多人也感染上了鼠疫。这里发生的/ 腺鼠疫0, 死亡率高达 81% 以上, 这时全城震动, 合县惊
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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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打通了浙赣铁路后不久, 就从衢州撤退, 停留在金华。1942 年 8 月 25 日, 日军细菌部队
司令石井四郎亲自到衢州秘密布置。自 26 日至 31 日, 石井一方面派飞机在中国军队阵地及防
区空投带鼠疫菌的跳蚤, 另一方面, 派细菌战部队随同地面部队撒播细菌, 从玉山经开化华埠至
常山, 经球川、
白石至常山; 从广丰经新塘边、清湖至江山; 从常山经衢州至龙游; 从江山经后溪至
衢县, 在沿途各城乡居民区的井水、
水塘、食品中投放霍乱、伤寒、
炭疽菌、鼠疫等病菌。8 月 31
日, 日军全部撤离衢州, 此后, 衢州沿浙赣线的各县城乡居民区相继发生了鼠疫、
痢疾、
伤寒、
副伤
寒、
霍乱、炭疽等传染病。江山县的清湖镇七里桥村农妇薛泉妹的 3 个子女最大的不到 10 岁, 均
因吃了日军放在竹棚下的带霍乱菌麦饼, 上吐下泻先后死亡。据不完全统计, 在清湖镇附近 6 个
自然村中被日军细菌武器杀害的就有 100 余人。江山、常山两县沿浙赣线有 120 多个自然村, 被
日军细菌武器杀害的就有 4500 余人。据5常山县志6 记载: 1942 年仅宣风、声教两个乡就有 2000
余人患疫死亡。又据 1942 年衢县防疫委员会调查, 9 至 12 月, 全县患疫总人数达 2 万余人, 死亡
3000 余人。1943 年 5 月, 衢州各县鼠疫、霍乱等疫病继续大流行。常山县所属的浙赣沿线各乡
镇就发病 10241 人, 死亡 1506 人。江山县的溪上村有 300 余人, 感染炭疽病致残致死者就有 100
人以上。据5开化县志6记载: 1943 年该县仅梅岭、
西山、下坞、
东坞、姜坞 5 个村统计, 死于霍乱、
伤寒、痢疾、
炭疽等传染病的就有 300 多人。据衢州市区马站底居民邱大星回忆: 1943 年他曾担
任衢县防疫委员会宣传股干事, 那时衢县确实因受细菌战死了许多人, 他的亲妹妹年仅 12 岁, 染
上日军撒下的炭疽菌, 颈、
背、肩部溃疡, 患了炭疽痈活活痛死, 临死前还哭着说, 爸爸妈妈想想办
法救救我啊, 给我求求上帝啊, 这样烂下去, 我会烂死的啊。据衢州各县防疫委员会调查统计,
1943 年, 衢州各县患霍乱、
伤寒、
炭疽等传染病者共 45000 余人, 死亡 7600 余人。

三、1944 年龙( 游) 衢( 州) 、丽( 水) 温( 州) 战役期间的细菌战
1944 年 6 月 26 日, 日军第二次侵占衢县, 于同月 29 日撤离, 此后衢县又发生鼠疫、伤寒、痢
疾、
疟疾、疥疮等传染病大流行, 仅疟、
痢为例, 衢州所属的衢县、龙游、
江山、
常山、
开化 5 县, 年发
病人数均在 10 万人以上。据5龙游县志6记载: 1944 年龙游县 18 个乡镇统计, 年发病 25000 人,
死亡 2948 人。衢县 32 个乡镇统计, 当年发病 10608 人, 死亡 1254 人。同年, 江山县城区发生鼠
疫流行, 发病 49 人, 死亡 44 人。常山县声教、
宣风两乡又发生霍乱、伤寒、
副伤寒、疟疾、
痢疾等
传染病, 发病 4065 人, 死亡 958 人。仅 1945 年常山县 21 个乡镇统计, 累计发病 50000 余人, 死亡
10000 余人。1946 年 5 月, 衢州各县仍继续发生鼠疫、
霍乱、
伤寒等疫情, 衢县东南部的 9 个乡镇,
就发病 12916 人, 死亡 584 人。常山县 12 个乡镇, 发病 47000 人, 死亡 4000 余人。9 月 7 日, 衢州
5大明报6报道: / 常山县入夏以来, 恶性疟疾流行猖獗, 无奈医药两缺, 又无适当降疫措施, 疫势有
如无羁之马, 如今二十一乡镇已无一片净土, 死亡累累, 厥状甚惨, 兹据非正式统计, 全县死亡数
已达四千余人, 禾弃于田乏人收割, 全家灭口者亦时有所闻0。10 月 17 日衢州5大明报6题为/ 田
野无人迹, 午夜多哭声, 沿途只见抬棺材, 开化境内恶性疟疾依然猖獗0的报道, 称/ 开化县一个月
患疫死亡一千余人, 疫势蔓延无止境, 自灰埠至开化, 病者十分之五, 儒廉、士贤、集宁乡尤为严
重, 每乡死一千数百人不等, 身历其境, 男女老少面带病容。
0由于日军的细菌战, 致使衢州地区从
{ 。1947、
此以后几乎每年都有疫情复发, 到 1948 年, 累计发病 30 余万人, 死亡人数 5 万余人 m

1948 年国民政府卫生署为帮助衢县的鼠疫预防活动, 几次派遣医疗防疫队赴衢县。中央和地方
各行政机关合力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 再加联合国救济总署、
国际红十字会等的保健、
救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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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援助在内, 300 余名医疗防疫工作者的长期努力, 到 1948 年, 衢县的细菌病源终于得到控制。
在丽水地区, 日军于 1944 年 8 月 25 日侵占到 9 月 16 日撤离。在此前后, 日军通过飞机或实
地播撒, 在丽水许多地方实施细菌武器攻击。1944 年 6 月 17 日, 9 架日机空袭丽水, 投下 30 余枚
炸弹, 其中 1 枚落在城里李常春家门口, 李因此感染鼠疫, 于 20 日死亡。随后, 李的妹妹、幼子、
侄儿、
邻居共 7 人先后死去, 7 月 2 日的5东南日报6作了报道, 称经镜检确诊为鼠疫。日军占领
丽水城后, 继续在乡村播散疫菌。据 1944 年 9 月 3 日丽水县长朱毅生致浙江省主席黄绍

密电

称: / 未陷( 8 月 30 日) 敌机一架在石牛水阁一带掷下形似炸弹并未爆炸不明何物0。目击者林文
贤、
王学文、
王松祥回忆, 他们到现场去看, 只见三颗象酒坛大小的弹壳, 对半剖开倒在地上, 旁边
有只半死半活的老鼠, 林文贤用火钳把它夹起来看, 身上有数不清的跳蚤, 他连忙把它丢掉逃回
家去, 3 天后住在附近的王大仁首先感染鼠疫, 然后蔓延全村。根据初步调查统计该村死于此次
鼠疫的共计 43 人。日军还在撤离丽水的途中播散疫菌。远离丽水城区的山区小村黄村, 有个日
军小分队途经该村, 既不骚扰, 又不淫掠, 只在村里小店稍事休息便离开, 就在这时他们便偷偷投
放了疫菌, 没过几天, 这小店附近发生鼠疫, 有 11 人死亡。日军在撤离后, 还对丽水实施空投疫
菌。下张村出现的鼠疫造成 15 人死亡, 就是日军空投鼠疫造成的。日军在丽水还使用了炭疽疫
菌, 丽水的青林村、
郎奇、双溪等村许多人被感染炭疽菌, 感染者下肢细胞坏死, 奇臭冲天令人痛
不欲生, 至于因炭疽病菌死亡多少人, 因没有具体的调查, 很难统计。松阳县也受到该病菌的攻
击, 已知的西屏镇一村患炭疽病死亡的就有 100 多人。
云和再次遭受日军鼠疫攻击是在 1945 年夏, 日机在云和空投带鼠疫细菌的棉花、糖果、饼
干、
玩具等物, 波及重河、贵溪、
局村、
石浦等数十个村。尤其可怕的是这时的疫菌为肺鼠疫, 由跳
蚤传染变成空气传染, 死亡率高达 95124% 。城区县前街有一大老板廖根昌, 第一个患肺鼠疫,
不到两天就死亡, 很快波及全家, 当月死去 9 人; 为廖看病的中医师徐烈宗受传染, 第三天去世;
为病人求神去病的道士梅宗仁, 也不治身亡。总之, 凡与病人接触, 为死者奔丧者, 无不立刻传染
丧命。还有不少人死于肺鼠疫, 云和镇勤俭村就死亡 30 多人; 贵溪村死亡 22 人; 东坑是个很小
的村庄, 死亡 15 人。云和城内有位林三培的老人, 他一人经手埋葬因疫病死亡的就达 100 多人。
据当年浙江省防疫站统计: 1940 ) 1945 年, 云和县发生鼠疫的疫点 183 处, 患传染病者 2740 人,
| 。日军不见刀光血影, 却残害了这么多无辜的浙江平民百姓。
死亡 1045 人 m

日军还在温州乐清进行了鼠疫病菌的试验。1944 年 10 月 21 日, 日军封锁乐清九房村, 对村
民试验鼠疫疫菌, 强行给村民打/ 预防针0。不久, 封锁区内注射过/ 预防针0的人, 有的果然患了
鼠疫, 染疫者腋下、
腿上都生起如丸子一样的肿块, 且在多处屋外发现有灰黑色死鼠, 故村民都称
之为/ 鼠丸病0或/ 老鼠丸0。日军一旦得知谁患了淋巴结肿大, 就强令到设在村里的/ 试验所0检
查。封锁区内的疫病蔓延很快, 近百人遭感染。日军军医对感染者进行开刀, 把肿块切除带走化
验, 有的患者, 开刀切片反复数次, 最后均死在/ 试验所0里。这样被当作试验死亡的有 5 人, 遭感
染死亡的还有 15 人。尽管日军在温州的细菌战受害面不广, 人数不多, 但他们犯下的将活体当
鼠疫疫菌试验品的凶残行径, 以及导致试验结果在广大的地区为害中国人民的罪行, 是侵华日军
永远的耻辱。
日军对浙江的细菌武器攻击, 始于 1939 年 6 月, 终于 1945 年夏, 历时 6 年多, 地域涉及杭州、
宁波、
绍兴、
金华、
衢州、
温州、丽水 7 个市, 十几个县。时间之久, 地域之广, 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也
是十分罕见的。据现有的资料, 浙江人民受疫菌感染的人数在 30 万人以上, 死亡超过 6 万, 由于
没有作全面的统计, 这一数字是不完整的。日军的细菌武器给浙江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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