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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之理（1915∼ 2008），前

軍事醫學科學院副院長。他曾任

瀋陽醫院院長，在韓戰期間率領

醫療團在戰地工作。金日成為了

感謝吳之理在戰場上的貢獻，曾

經在平壤親自贈勳給他。

針對韓戰期間發生疑似美軍

使用細菌戰一事，吳之理是該事

件的主要人物之一，但從未公開

其經歷。到了晚年的時候基於個

人良知，吳之理對外坦承事情的

真相。

雪地上的跳蚤疑為細菌戰

吳之理細說從頭，以下是其

內容節錄：

1952年 1月 28日，美軍飛

機飛過「志願軍」42軍駐地（朝

鮮平康郡）後，42軍衛生部長高

良，發現雪地上有一些跳蚤、蒼

蠅及類似蜘蛛的昆蟲，高良對於

在嚴冬之際雪地上出現跳蚤、蒼

蠅的情況，很為警惕，懷疑美軍

在搞細菌戰。

吳之理說，經過一段時間的

調查以後才發現，高良發現的跳

蚤，不是常見的跳蚤，而是一種

稱為「雪蚤」的小蟲，與跳蚤不屬

同類，在朝鮮的雪地上經常有，

朝鮮人對此司空見慣不以為奇。

但是在懷疑階段，42軍衛生

部便將高良的發現，馬上電告了

「志願軍」總部及其衛生部，並送

去了幾十個標本。「志願軍」總

部接報後，受彭德懷高度重視，

便將此情況一方面上報中央，一

方面電告「志願軍」各部，要各

部隊注意。

這一來，上上下下都有些緊

張了。

「志願軍」各部也都送來了

不少關於跳蚤、老鼠、死蛇之類

標本及報告，懷疑是美軍空投。

但是，送來的標本做了化驗，並

沒有發現有甚麼特殊的病菌。

的細菌戰會要用的病菌，並且，

此後一年中，也沒有發現與細菌

戰有關的死者與患者。

與此同時，以英國科學家李

約瑟為首、蘇聯科學院院士茹柯

夫為副的國際科學家調查團也來

了。這些科學家是真的相信美軍

搞了細菌戰的，他們來朝鮮是為

了蒐集證據。

麻煩的是，問題還沒有確認，

科學家們就來打證據，怎麼辦？

只有造假！

二個連級軍官在一個森林的

小木屋內，發現了大量的跳蚤，連

忙上報。這便作為一個重大證據。

為了使科學家們相信這個證

據，部隊在上報時便沒有說是在

小木屋內發現的跳蚤，而謊稱是

在森林的露天裡發現的。並對那

二名軍官進行說服，以對敵鬥爭

的需要，讓他們向科學家作假證。

造假資料提供給 
李約瑟國際調查團

另外，鼠疫桿菌是細菌戰不

可缺少的病菌，但細菌戰一事原

本並不存在，這鼠疫桿菌又怎麼

會有呢？

為了應付科學家調查團，吳

之理只好向中央衛生部賀誠求

吳之理部長晚年自爆

基於實際負責醫療衛生工作，

吳之理進行了初步判斷。

當時他認為，即便美軍要搞

細菌戰，不至於會在昆蟲不能繁

殖的冬天進行；何況，發現跳蚤

等的地方，都是在前線，與美軍

陣地靠得很近，若是細菌戰，風

向一變，美軍自身便會殃及，美

軍不會這麼愚蠢。特別重要的

是，各部隊雖都有發現雪蚤、蒼

蠅之類的報告，但並沒有發生因

而感染死人的事件。

吳之理認為需要再調查清楚。

吳之理的初步判斷 
不被接受

因此，在「志願軍」總部會

議上，吳之理便提出了自己的懷

疑，認為可能不是美軍搞細菌戰。

對此，彭德懷當即指責吳的

觀點，說吳是「美帝國主義的特

務，是替敵人說話」，給吳之理

很大的壓力。

恰好此時，美軍前線也出現

了一些死亡病因不明的士兵，美

軍方面也懷疑是不是有細菌戰的

因素。大概嚴冬雪地上發現「跳

蚤」的事，美國人也很迷惑，於

是派了當年日本在中國東北的細

菌研究部隊（731部隊）的頭頭

石井，來進行調查。

然而，臭名昭著的日本 731

部隊頭頭的出現，讓中、朝方面

認定是美國人在派日本戰犯搞細

菌戰。

這時候，中央衛生部常務副

部長賀誠做出了判斷。賀曾在東

北工作，對日本 731細菌部隊的

情況很熟悉，他見日本戰犯石井

到了朝鮮，便認為與美軍搞細菌

戰有關。

結果，雖然調查工作尚在進

行，不到一個月後的 2月 22日，

《人民日報》就刊登了中、朝兩

國政府強烈譴責美國搞細菌戰的 

聲明。

「只有做文章了」！

《人民日報》文章發表的第二

天，部長吳之理對副部長朱直光

說：「這一來我們就會被動了。」

意思是一件並未確認的事，卻為

中央認定，這將使「志願軍」衛

生部的工作帶來麻煩。

朱直光便說：今後只有做文

章了。

此後，中央衛生部組織了一

個數十名專家組成的「防疫檢驗

隊」，來到朝鮮，幫助進行反細

菌戰工作。但是，也未發現真正

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漣而不妖
況下，你該如何保持自己的操

守呢？或許，你可以學學「出淤

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蓮

花，雖然不能改變周遭環境，但

是可以改變自己。

周敦頤和他的〈愛蓮說〉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

不妖」語出宋朝周敦頤的〈愛蓮

說〉。周敦頤是北宋時期著名的

哲學家。他自小信古好義，性情

樸實，為官清廉，一心為民，

宋史記評：「精通政務，志在 

山林。」

周敦頤特別喜歡蓮花，不管

是在韶洲、汝城當官，或在道縣

讀書，他都要開鑿泉池，親種蓮

花，就連後來辭官歸家，在廬山

蓮花峰下養病，他也在住所周圍

栽植蓮花，並寫下了這篇膾炙人

口的〈愛蓮說〉。

〈愛蓮說〉這篇文章通過對蓮

花形象和特質的描寫，歌頌蓮花

堅貞的品格，從而以蓮花寄託自

己的心志——在喧囂的塵世中保

有一顆高潔的心靈，像蓮花一樣

潔身自好，不染纖塵，彰顯君子

的風範。

為甚麼周敦頤獨愛蓮花？

他說：「水陸草木之花，可

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

李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

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

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

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

褻玩焉。」

自然界中有許多美麗的花，

各有各的特色，如：菊花代表隱

士、牡丹代表富貴、梅花代表

堅韌等，因此古今文人詠花者不

少。但在群芳之中，蓮花最顯高

潔，因為它有著超脫於一般花的

聖潔。

蓮花的「出淤泥而不染」

表現出它非比尋常的堅定，正

如同那些在人世的洪流與惡浪

中仍能堅守本性，保持善良的

人，他們不隨波逐流，在物慾

橫流的社會中仍能保有其純潔

的心靈。

援，派人到東北瀋陽取回兩個密

封鐵管的鼠疫桿菌菌種，作為朝

鮮發現的證據，交給科學家調 

查團。

吳之理擔心這樣做，仍難蒙

過調查團，便向一位同事說：「萬

一到時仍難證明細菌戰事，你就

給我注射這種鼠疫菌，讓我死，

就說『志願軍』衛生部長染上美

軍投撒的鼠疫，不怕不是鐵證。」

做假看來是成功了。國際科

學家調查團回北京後，均簽字發

表了一個 500頁的審查報告，認

定美軍搞了細菌戰。

吳之理自願造假染病

與此同時，幾名被俘的美軍

飛行員，也向科學家調查團當面

敘說了他們投下細菌彈與「不爆

炸的炸彈」的經過，《人民日報》

也刊載了他們的說法。

這幾名美軍戰俘後來回到美

國，受到了審判，審問他們為何亂

說莫須有的細菌彈之事。這幾名

戰俘說，當時在戰俘營，中共人

員告訴他們，只要他們這樣說，

就可以釋放他們。所以，他們便

按中共求說了那些話。

但是，顯然蘇聯的科學家沒

有完全相信這件事，他們一回國

就向斯大林做了匯報。因此，蘇

共即向中共來電說：細菌戰是一

場虛驚。

接到蘇方電報後，周恩來便

將總後勤部長黃克誠與主管後勤

衛生的「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

智找來，問他們：「你們做了手

腳沒有？」

洪學智答：「做了。不然那

時沒法交差。」

由此，當時，中共正派人在

歐洲進行反對美國搞細菌戰的宣

傳活動，周恩來當即下令撤回這

種宣傳。從此，中共不再提美軍

搞細菌戰之事。

但此事仍屬國家機密，下面

的人並不知道。所以，編書編教材 

的人，便老是將美軍搞細菌戰的

事，編入書中。誤導了多少人啊！

83歲的老人說出實情
到八十年代，軍事科學院編百

科全書，黃克誠要吳之理向百科 

全書編輯人員傳達他的意見：美

帝沒有在朝鮮搞細菌戰，現在兩國 

關係也不壞，不宜再說這個問題。

吳之理曾向黃克誠表示：當

時他做了假，欺騙了科學家，很

對不起他們。

黃即安慰說：你不用這麼

想。搞政治鬥爭嘛，而且你一開

始就表示了對細菌戰的看法，很

不容易，你已經盡到責任了。

吳之理說：「這事是我幾十

年的心病」。

到了老年，吳之理終於鼓起

勇氣把實情說了出來：「我想這

件事在歷史上總有一天要說清，

現在由我這不在職的知情的 83

歲的老人說出來比較合適⋯⋯」

人生在世，每個人都有

家庭、工作環境，也有

周遭鄰里社區等等。然

而人身處的環境，往往

不能自由選擇。幸運的

人身處在好的環境中，

如魚得水。但是如果環

境不如理想，怎麼辦呢？

環境上總有不如意的地方，

甚至在特定的時間裡，環境甚

至還是汙濁的。那麼，在這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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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黃春秋》曾經發表

了原韓戰「志願軍」衛

生部長吳之理的一篇文

章，披露了一個重大史

實，即中共歷來宣傳的

美軍在韓戰中使用了細

菌戰一事，其實並不存在。

文︱陳益南

韓戰細菌戰真相

1952年《人民畫報》刊登中方防疫部隊進入細菌戰疫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