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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隊」臭名昭著

2018年 4月，原日軍「731

部隊」的實名簿首次公開，檔案

共記載該隊隊員 3607人。此次

公開的「留守名簿」製於 1945

（昭和二十年）年 1月 1日，裡

面記載了 52名軍醫、49名技師、

38名女護士、1117名衛生兵等

實名、級別和聯繫方式。

1931年 9月 18日，日本軍方 

侵略中國東北地區，爆發「九一 

八事變」，日本隨後在東北建立

偽滿州國，731部隊被認為在此

之後，把基地建在中國東北哈爾

濱平房區。

該部隊全稱是日本帝國陸軍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本部，正式編

號是關東軍滿洲第 691部隊（關

東軍防疫給水部）下之滿洲第

731部隊（防疫給水部本部）。

731部隊由石井四郎所領導，因

此也稱之為「石井部隊」，主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於日本

本土以外從事生物戰、細菌戰和

人體試驗相關研究的所有秘密軍

事醫療。

「731部隊」的研究內容對

後的審判錄音資料，同時用真人

錄音和親歷者採訪，還原了「731

部隊」核心成員開發細菌武器的

真實情況。NHK調查發現，「731

部隊」進行人體實驗是日本軍方

與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研究機

構合作的結果。

這部紀錄片披露，「731部

隊」於二戰時期，在中國秘密開

發細菌武器並且用於實戰。 1940

年 7月 3日，「731部隊」攜帶

傷寒菌、霍亂菌和有鼠疫菌的跳

蚤，進行細菌戰，造成寧波一帶

鼠疫流行，金華、龍游、衢縣、

玉山、浦江等被汙染地區傳染病

流行，大批中國民眾死亡。日軍

還將注射有傷寒菌和副傷寒菌的

大餅發給南京戰俘營的 3000名

戰俘食用，然後將這些戰俘釋

放，藉以傳播疾病。

1941年 11月 4日，日軍在

湖南常德投擲鼠疫菌蚤，以及帶

有鼠疫細菌的穀子、麥和棉花、

碎布等雜物。投下鼠疫的數週

內，鼠疫在常德猛烈流行，這場

疫情持續了數年之久。 2002年

8月 27日，東京地方法院認定，

至少有 7643名常德人在這場細

菌戰中喪生。

1943年夏秋時節，日軍駐濟

南細菌戰部隊在魯西北扒開衛河

大堤，播撒霍亂病菌，致使魯西

北、河北南部及河南北部一帶霍

亂流行。時至今日，受害者的人

數尚無法準確統計，據估應不少

於 20至 30萬。

紀錄片還顯示，戰後，「731

部隊」將證據徹底銷毀，原部隊

成員守口如瓶，真相被隱藏。

動機可疑： 
中共遲遲不公開「731」罪證

2017年 8月，哈爾濱市平房

區新疆大街 47號「侵華日軍第

731部隊罪證陳列館」，公開了

一批 731部隊從事人體實驗、細

菌研製生產的最新證據，其中包

括 731部隊研製鼠疫菌用的電流

孵卵器、細菌戰犯的筆供、輸送

「馬路大」（細菌部隊對那些被迫

中共哈爾濱P4實驗室

外宣傳主要以研究防治疾病與飲

水淨化為主，但其實該部隊使用

活體中國人、蘇聯人和朝鮮人進

行生物武器與化學武器的效果 

實驗。

哈爾濱平房區的 731基地占

地 6平方公里，由 150多幢建築

組成，基地有約 4500個培養跳

蚤的容器，6個巨大的製造各種

化學製品的鍋爐，以及約 1800

容器用於生產生物戰劑。幾天

內就可以生產出大約 30克腺 

鼠疫。

這支部隊的 3000多名細菌

專家和研究人員，分工負責實驗

和生產細菌武器，對各國抗日志

士和中國平民用鼠疫、傷寒、霍

亂、炭疽等細菌和毒氣進行活人

實驗。一些研究者認為超過 3000

名中國人、朝鮮人和聯軍戰俘在

「731部隊」的試驗中死亡。

日本NHK揭露
731部隊罪行

日本 NHK電視臺於 2017年

播放紀錄片《731部隊的真相——

精英醫者與人體試驗》。在紀錄

片中，NHK通過發掘二戰結束

陳獨秀女兒綁油桶10小時偷渡香港
快被「紅衛兵」小將揪了出來，

罪名是「中國最大的右傾機會主

義分子的孝子賢孫」。之後被關

進牛棚、遊街批鬥，遭受了種種

非人的磨難。

沒有屈服，知道自己在劫難

逃，命繫一線在，決心冒死出

走。在 1970年的一個黑沉沉深

夜，她用了一生的積蓄和首飾買

通一個漁民，請把她綁在 5個油

桶上扔進茫茫大海。她藉著洶湧

的海浪泅游，整整漂泊了 10個

小時，最後終於成功的偷渡到了

香港。

她來不及見弟弟陳鶴年，怕 

中共引渡她回到大陸，接著風塵

僕僕地隻身去了加拿大，居住在

華人區。後在華人開的一家醫院

當產科醫生，積累了些錢後自己

開辦了一家私人婦科醫院。她的

醫道高明，很受華人的歡迎，可

誰也不知道她就是陳獨秀的女

兒。自此陳子美生死不明，在上

海蒸發消失。

而留在大陸的丈夫李煥照，

因妻子和岳父的原因，以莫須有

的罪名被投入大牢，幾個侄兒、

侄女均遭到肅整打擊。

大侄女兒陳禎祥，在反右

中被劃為「右派」，當然首當其

衝，認罪交待沒完沒了；二侄

女兒陳紅在向領導匯報思想時，

說了句對「陳獨秀也要一分為

二」，便被定罪「為右傾機會主

義分子陳獨秀翻案」，遭到鬥爭

批判；三侄女兒禎慶到商店買毛

像章，說了句「六角錢一個，太

貴了」，成了「現行反革命」，

險些判刑；小侄兒子禎祺年幼獲

得所謂的「寬大處理」，竟被下

放到內蒙古插隊落戶「接受再教

育」，一去就是 13年。

埋名獨身在美加

陳子美獨身一人在加拿大打

拼，累是累苦是苦，但活得自

由快樂。在她掙到一些錢後，於

1975年離開加拿大到美國定居，

1982年在紐約皇后區的雷哥公園

買下了一個合作公寓單元，直至

1989年才成為美國公民。

1991年陳子美因病住院，回

家後發現全部積蓄與財產放在家

中被人偷走，從此只好靠政府補

助金過活，後因積欠房租 14000

美元被公寓管理公司起訴至法

院，八旬老人面臨流落街頭的 

境地。

她不得不坦露真相，很快當

地報紙報導了她是中共創始人陳

獨秀的女兒，一時引起轟動。紐

約市政當局資助了部分，後得到

中華海外聯誼會的幫助，才擺脫

了困境。此後，她不得不在美國

紐約露面。

堅持不回中國大陸

消息不脛而走，留在大陸的

兩個女兒得知母親還健在，通過

各種人脈關係與久別的母親取得

了聯繫。陳子美也曾想回到闊別

幾十年的中國大陸，與親生女兒

團圓，享受天倫之樂的生活。但

當她一想起往事就恐懼、就害

怕，那留在大腦裡的紅色陰影，

接受人體實驗的受害者的汙辱性

稱呼）的檔案以及一批 731部隊

當時的照片。

然而讓人產生疑問的是：

「731部隊」基地早已被中共接

收，那為甚麼中共要時隔 70多

年後，而且是在日本 NHK電

視臺播放調查真相後，才展出

這些「731部隊」的「最新」罪 

證呢？

最近有網文爆料稱，生化武

器方面中共廣泛研究過化學武

器、細菌武器、病毒武器、基因

武器。其中數支團隊長年攻堅病

毒，其中就包括此次在武漢肺炎

中走到風口浪尖的中國科學院武

漢病毒研究所，以及位於哈爾濱

平房區的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

獸醫研究所。哈爾濱獸醫研究

所有一個 P4實驗室——國家動

物疫病防控高級別生物安全實 

驗室。

中共科技部 2018年 8月報

導稱，該年 7月，「中國農業科

學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國家動物

疫病防控高級別生物安全實驗室

通過中國合格評定國家認可委員

會（CNAS）認可，標誌著我國

唯一的大動物生物安全四級實驗

室符合國家標準要求，開始投入

運行。」

731部隊與中共哈
爾濱P4實驗室

看到這兒，大家已經發現，

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和日本 731細

菌部隊的基地，都在哈爾濱平房

區，相距不過二、三公里。爆料

稱，中共繼承了日軍細菌部隊部

分設備，建立了自己的細菌研究

所，現在則主要是病毒研究。

另外還有數間軍隊直屬研究

所，包括軍方總醫院的傳染病研

究所，但專門的武器性質病毒研

究所，一般由一個團隊，掛靠上

述大型機構，實驗室往往設在深

山老林，人煙稀少地方。

歷史真相有待進一步發掘，

不知與 731部隊的罪行相比，中

共是否有過之而無不及呢？

陳子美生於 1912年，為中

共創始人陳獨秀與妻子高君曼所

生之女，是個十分漂亮的美人胎

胚，堪稱今日的「高富美」。她

在陳氏兄妹中排行第五，父親陳

獨秀一共娶過三房太太，育有

四子二女，陳子美的命運更為 

坎坷。

她早年半工半讀，在杭州做

過電信局職員，學過婦產科，

還跑過單幫。 49年後在上海一

家醫院工作，因父親原因極為低

調，從不談論政治，只知做事拿

錢吃飯。縱然如此，「偉大領袖」

的「階級鬥爭」路線也沒有放 

過她。

陳子美冒死海漂香港

1966年為把「黨天下」變成

「家天下」，搞倒國家主席劉少

奇，悍然策動「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不到 60歲的她，也因

父親陳獨秀的原因在刼難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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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地圖顯示：哈爾濱獸醫研究
所位於 731部隊舊址旁邊。

GOOGLE地圖

臭名昭著的「731部隊」
是日本侵華時期從事細

菌戰研究的單位，「731
部隊」進行人體活體解

剖，並進行人體實驗。

值此武漢肺炎肆虐之

際，國際社會正逐步追

查事件真相，發現此次

事件可能與中共生物武

器相關。令人震驚的是，

「731部隊」與中共生
物戰竟可能有不為人知

的聯繫！

文︱徐榮

與731部隊疑關聯

實在難以消逝：不能回去！不能

回去！不能自投羅網啊！

她寧可悽楚地守在美國，卻

不願回到那個使她傷透心的地

方。 2008年 4月 14日，陳子美

在紐約皇后區聖約翰醫院於冷清

孤獨中離世，享年 96歲。

離世前，曾有人告訴她：中

國政府將撥鉅款整修陳獨秀先生

在江津的墓園。她只是淡淡地一

笑，淒切清苦地說：「又得花老

百姓的錢了，說不定在甚麼時候

又被砸了！」

網絡圖片

1997年，林保華先生夫婦於紐約皇
后區探訪陳子美。

「731部隊」位於哈爾濱的營區。

公有領域

「731部隊」位於哈爾濱的營區。

公有領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