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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国际法教授、博士生导师邵
沙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1956年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我国司法审
判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
法治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见证，闪耀着正义之光、和平之
光、法治之光。

邵沙平指出，正义、和平和法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
系。纽伦堡法庭的检察官曾说过：没有正义就没有和
平，没有法律就没有正义。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在
1949年通过“国家权利和义务宣言草案”时曾对这三
者的关系做过一个经典的诠释：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在
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而法治与正义实为达成此项
宗旨之要素。《联合国宪章》所追求的国际和平是基于

“自由、平等、正义及尊重基本人权之国际和平”。德国
和日本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犯罪行为，是对和
平的最大破坏，是对人权的最大侵犯。我国在对日本
战犯的审判中，遵守了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
判的国际法原则：确保被告人得到公平审判。这次公
平、正义的审判，既是对日本战犯所犯罪行的清算，也
是在警醒所有妄想破坏我国和平和安全的潜在威胁
者：战争犯罪是破坏和平的国际犯罪，无论居于何种地
位，在任何国家，都要受到惩罚。通过司法审判维护国
际和平，尊重基本人权，闪耀着和平之光。

邵沙平认为，1956年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在推进
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当时中
国法律制度并不完善，为了进行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我
国制定了有关的法律制度，培训了有关的法律人员，组
织有关人员对国际法进行了学习，在审判和判决书中
都运用了国际法有关术语和规则。1956年对日本战
犯的审判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法治与国际法治的联系。

此外，邵沙平特别指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我国
对日本在我国所犯罪行的审判，主要限于对自然人的
审判，而对日本公司（法人）在我国犯下的罪行并没有
通过法律措施进行处理。而同一时期，美国、英国、法
国等国的军事法庭依法对在二战中犯有反和平罪、战
争罪、反人道罪的公司（法人）进行了审判。一些国家
在二战后，不断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依法对犯有战争
罪行的个人和法人的财产进行没收，用以赔偿和补偿
战争受难者。

邵沙平最后说，我们今天回顾 1956 年审判的价
值，不仅仅在于历史记录和历史见证，更在于推进今天
的法治进步！

让法槌敲响历史的警钟让法槌敲响历史的警钟
———— 回顾回顾1956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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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胡同，历经风雨，记载传
奇。行走其间，仿佛穿越了历史，与一
段宝贵的遗存相逢。

初秋，记者在最高人民法院离休干
部沈关生家，听他讲述1956年亲历日本
战犯审判工作的情形。已 86 岁的沈老
精神矍铄，声音洪亮。当年，他是最高人
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庭长贾潜的秘书。

成立特别军事法庭
毛泽东主席亲自点将

“1956年参加最高人民法院审理日
本战犯时我才 20多岁，虽然是 58年前
的事了，但我依然记忆犹新。”沈老的
回忆，就像用长焦镜头，把过往的一切
拉到了眼前，“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历史
上的重大审判事件之一。”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战争罪犯也被押上了历史的审
判台。继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及美、
欧、亚各受害国审判战犯之后，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
也于 1956年 6月 9日至 7月 20日，分别
在沈阳、太原两地对 45 名在押的日本
战犯进行了审判。

“贾潜老师当时是最高人民法院刑
事审判庭庭长，林亨元老师是最高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他们在审判日
本战犯时的忘我工作的精神，使我备受
教益。”沈老习惯于称两位为“老师”。

“一开始，贾潜老师深感责任重
大，提出另选有法律权威的人担当此
任。但周恩来总理对他说：‘你是毛主
席考虑再三的人选，不好更改。我认为
你是受过高等法律教育，又有多年高等
法院的工作经验，在我国你就是有法律
权威的人，你不主持，让谁主持？’”

经多方查询，记者在史料中确认了
1956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的
11 人名单：庭长贾潜，副庭长袁光、
朱耀堂，审判员王许生、牛步东、徐有
声、郝绍安、殷建中、张剑、张向前、
杨显之。

“为做好审判工作，特别军事法庭
还聘请了参加过东京国际审判的著名法
学家梅汝璈先生担任顾问组组长。”

据沈老回忆，审判庭人员组成后，
贾潜多次要求，所有参与审判的工作人

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必须认认真真地
再次学习我国和国际的法律文件，并切
实执行；一丝不苟地熟悉每个被告人起
诉书列举的犯罪事实、证人证词、被害
人和被害人亲属的控诉书，以及被告人
的供词等具体材料。

没有刑事诉讼法
自己研究诉讼程序

“1956年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
步，只有一部宪法。实施具有国际意义
的审判，困难的确很多。”

1956 年 4 月 25 日，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的《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
战争中犯罪分子的决定》指出，对于日
本战争犯罪分子的审判，由最高人民法
院组织特别军事法庭进行，特别军事法
庭的判决是终审判决。

但审判以怎样的程序来进行呢？
“经过征求各方面的意见，精心推

敲，多次修改，我们拟定了一个审判程
序。”沈老翻开他保存了半个世纪、已
经泛黄的 《审理日本战犯工作总结材
料》，“我们的审判程序是这样的：提起
公诉——预审庭——庭前准备——正式
开庭——事实调查——法庭辩论——最

后陈述。”
1956年 6月 9日，最高人民法院特

别军事法庭首先在沈阳对铃木启久等 8
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被告人被带上法庭后，审判长袁光
说：“你们在庭审过程中，可以向证人
和鉴定人发问，除辩护人为你们辩护
外，你们还可以自己辩护。另外，你们
还有最后陈述的权利。”

起诉书所控告的8名被告人在侵华
战争期间烧杀、掠夺的种种罪行触目惊
心。920人的控诉，266人的检举，836
个的证人，法庭都逐一进行了核实。法
庭还传召了包括日本下级官兵在内的许
多证人出庭作证。

法庭辩论时，被告人铃木启久、藤田
茂和佐佐真之助的律师辩护说，被告人
虽然是日本陆军的高级指挥官，但他们
的重大行动必须受战地最高司令官的指
挥；被告人在关押期间均有悔罪表现。

经过3天休庭评议，法庭宣判：判
处铃木启久等8名战争罪犯有期徒刑二
十年至十三年不等。

“整个审判活动是严格遵循中国法
律和审判程序，以及国际法准则和国际
惯例进行的。”沈老概括。

“继沈阳第一次开庭不久，最高人

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在太原也审判了两
个案件：一个案件是富永顺太郎战争犯
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另一案件是城野
宏等8人战争犯罪和反革命犯罪案。”

战犯在法庭上下跪
痛哭流涕认罪忏悔

“1956 年 7 月 1 日至 20 日，在沈阳
开的另一个庭是场‘重头戏’，审判 28
名日本伪满时期的行政长官，其中有伪
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伪满
洲国二号‘太上皇’古海忠之等。审判
长是贾潜，审判员是杨显之、王许生。”

“法庭上，出庭作证的证人都是在
日本侵略时期的幸存者，他们有的九死
一生，有的失去了家园和亲人……日本
侵略军在中国的国土上烧杀抢掠 14
年，幸存者历尽漫长的火与血、泪与恨
的苦难岁月，情形惨不忍睹。”

记者在沈老的材料中看到，这次庭
审，末代皇帝溥仪也出庭作证。他在法
庭上说：“我是一名汉奸，这次出庭作
证，是我为中国人民办的第一件好事。”

被告人古海忠之认罪说：“我是把
中国东北人民陷入贫穷、破产甚至死亡
深渊的一个极可恶的战争犯罪分子。”

被告人齐藤美夫最后陈述说：“日本
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人民
遭到了难以计算的损失，……无论法庭
对我判处什么样的重刑，我都愿意接
受。”

“法庭上，面对事实和指控，有的
日本战犯痛哭着向受害人下跪，称自己

‘罪该万死’。” 沈老记得清清楚楚，这
是日本战犯第一次在中国法庭上，向中
国人民下跪认罪。

1956 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
法庭对沈阳、太原两地 45 名日本战犯
分别判处八年到二十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后，又对其他在押的897名职务低、罪
行轻、改造表现较好的下级官兵，作出
了免予起诉的决定。

时光流转。当年参加审判工作的老
同事们大多已经过世，但是，历史永远
不会忘记他们！

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的苦难是刻骨
铭心的，对和平孜孜不倦的追求，也必
将世代相传。

初秋的沈阳，银杏枝繁叶茂，如阅
尽沧桑的老人，见证着历史。记者来到
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
庭旧址陈列馆，访寻 1956 年审判日本

战犯的史料。
陈列馆位于沈阳市皇姑区黑龙江街

77 号，这里，是日本侵略中国重大事
件——“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

的发生地。
历史往往巧合，胜利和正义的见证

者还是在沈阳皇姑区。1956年 6月 9日
至7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此设立
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审判了包
括日本陆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伪满
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在内的
36名战犯。

走近特别军事法庭旧址，记者看到
一幢仿古风格斜檐闷顶的二层小楼，在
金色琉璃瓦和四根红油漆立柱衬托下，
显得庄严肃穆。陈列馆大门上，“正义
审判”四个大字格外醒目，用繁体字书
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
别军事法庭”牌匾悬挂在展厅门前。

陈列馆展区面积为 1100 多平方
米。展览共分为“审判背景”、“审判准
备”、“庄严审判”、“尾声”四个部分，
通过文字、图表、照片、史料、文物、
音像、多媒体演示等多种形式向观众还

原当年审判的场景。
陈列馆主厅是当时的模拟法庭，法

庭内的东墙上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徽，台上是审判长、审判员席。台下的
法庭区域是正方形，前面为书记长席，
北侧是公诉人席，对面南侧是律师席，
审判长正对面北侧是被告人席，旁边有
翻译员席，南侧是证人席。法庭区域外
是观众旁听席，有100多个座位。

此外，陈列馆还陈列了溥仪出庭作
证时穿的上衣，律师廉希圣为战犯辩护
时穿的西装。旁厅的墙上悬挂了众多老
照片，对日本战犯从改造到审判再到释
放进行了全程回顾。玻璃柜中还展示了
律师为被告人辩护的辩护词、特别军事
法庭出庭通知、特别军事法庭判决书等
文物。

2014 年 5 月 18 日，经过两年多修
复的中国（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
事法庭旧址陈列馆揭牌开馆，陈列馆成
为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分展馆。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
光说，如今开放军事法庭陈列馆的目
的，一是教育国人，勿忘国耻、牢记
历史；二是公开史实，警惕日本军国
主义复活。

（本版图片支持：王海波、郁爱国）

廉希圣：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的廉希圣老先生今年已经
82岁了。当年，他还是北京政法学
院的学生，被选派去做受审日本战
犯的辩护人，因参加这次审判他成
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律师。他说，此
次审判是自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由中国人
自己担任审判员，不受任何外来干
扰地审判外国侵略者，与东京审判
一样，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国际影
响。廉希圣老先生还说，更重要的
是，这是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一件

事，让人民记住这一切，我们有过耻
辱，也有过骄傲。

权德源：

已经是 83岁高龄，当年身为中央
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法律教员的权
德源老人，曾作为审判工作人员。他
向记者回忆了当时审判的真实情节。

“这次审判规范严格，每个日本战
犯都配有一到两名律师；每一桩罪行，
公诉人都提供了详尽证据，有 4079份
证据。”

“第一个审判的战犯是伪满洲国
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他低着头走到
被告人席，不敢直视面前的法官。公
诉人在宣读完对他的指控后，末代皇
帝溥仪第一个出庭作证。溥仪证词：
我是当年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伪满
洲国的皇帝。在伪满的时候，我是没
有实权的，统治和支配伪满的就是这
个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和他的辅佐
者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

冯荆育：

曾旁听了沈阳审判日本战犯全过
程，并参与了判决书文字工作的沈阳
军区政治部《前进报》原社长冯荆育记
得，宣告判决后，受审战犯中将师团
长藤田茂说：“按我的罪行，杀一万个
藤田茂也是应该的……我在庄严的中
国人民的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
的余生，贡献给反战、促进和平的事
业。”

释放回国的日本战犯，组织了“中
国归还者联络会”，由藤田茂任会长，
成为从事日中友好与世界和平运动的
一支新生力量。

历史不会忘记
——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陈列馆探访

审判让中国人扬眉吐气
——几位亲历者的点滴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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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与正义的审判
——访最高人民法院离休干部沈关生

1956年6月10
日，最高人民法院
特别军事法庭在太
原开庭，对城野宏
等8名日本战犯进
行审理。图为日本
战犯听宣读起诉书
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