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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中，南京是一个充满悲情色
彩的城市。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占
领南京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军事
法庭，对24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进行了
审判，判处8人死刑，2人无期徒刑，12人
有期徒刑，2人无罪释放。

对罪行累累的战犯进行审判和惩处，是
对无辜遇难者和无数为正义而献身的英灵的
最好告慰，也是人类对世界未来命运的又一
次严正声明与选择。南京审判，在1947年那
个春寒凛冽的早春二月，掀起了中国对日审
判的高潮。

在法庭旧址寻味历史

刚入秋的古城南京，繁华的中山东路两
旁，一排排笔直的林道树流露出静穆的秋
韵。8月19日，记者与参观者们来到中山东
路307号励志社，步入黄埔厅礼堂。

这是一座宫殿式的大礼堂，外表红墙筒

瓦，里面彩绘到顶，圆形如盖的大型吊灯
上，绘制着天穹的自然色彩。这里原是南京
黄埔军校同学会聚会的场所，而在1946 至
1947 年成为南京审判日本战犯临时法庭所
在地。相关资料显示，共有24名乙级、丙
级日本战犯在这个法庭接受了审判，其中8
人死刑，2人无期徒刑，12人有期徒刑，2
人无罪释放。

黄埔厅内，威严气派的礼堂大台，就是
当年军事法庭的审判台。听着讲解员的讲
述，记者仿佛看到，礼堂强烈灯光照耀下，
审判台上端坐着的军事法庭审判长和法官
们，仿佛看到，南京当年许多没有得到庭审
旁听券的市民，席地坐在黄埔厅门前软绵绵
的草坪上，兴奋地交谈，议论着，等待即将
到来的历史性时刻……

法庭的组建与职责定位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
冬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1946年2月

15 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以下简称南京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法庭
编制为庭长一名，军法检察官两名，军法审判
官四名，主任书记官一名，书记官六名。时任
江苏省高等法院刑庭庭长的石美瑜以简二阶
少将军衔出任军事法庭庭长，叶在增、陆起、
李元庆、葛召棠等出任法庭军法审判官。

1947年2月2日，第一绥靖区司令部转
告军事法庭庭长与检察官职权范围电文中明
确了法庭职责：军事法庭庭长在庭所配属机
关首长之指挥监督下，综理全庭行政及审判
事务。军事法庭检察官在该庭所属机关首长
指挥监督下，独立行使监察职权。军事法庭
所配属机关首长对检察方面之行政事务，授
权该管军事法庭庭长代为指导，但检察官检
察权之行使，应不受干涉与限制。

严惩南京大屠杀的凶手

为了配合东京审判，南京军事法庭广泛
搜集证据，对南京大屠杀中罪行最多的部队

指挥官谷寿夫提起诉讼，并将其引渡到南京
受审。

与其同时引渡南京受审的还有日军第
16 师团少尉向井敏明、野田岩等人。当时
的日本报纸突出报道这两人在南京被日军占
领之后进行“百人斩”的杀人比赛。

南京审判与东京审判相配合，出示了
大量证据和中外证人，使谷寿夫等战犯低
头认罪。虽然谷寿夫以职务定为乙级战
犯，南京军事法庭经过一年的审判，判决
书中定性“谷寿夫为侵华最重要战犯，尤
为南京大屠杀之要犯。”谷寿夫于1947年3
月 10 日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4 月 26
日被枪决。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谷寿夫案的判决书
指出，经过大量实地调查、采集证人证言等，
认定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在30万人以上。

1947 年 12 月 4 日，南京军事法庭对向
井敏明、野田岩这两名战犯进行审判后，
以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将他们判处死
刑。

1000多人出庭指证暴行

为了把案件办成“铁案”，军事法庭在南
京 12 个区同时张贴举证公告，鼓励目击者、
亲历者站出来作证。审判期间，有1000多人
为460起谋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件出庭作
证。证人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在法庭上，并在书
面陈述上签名、盖章、按指印或画押，从而宣
誓所有证词句句属实。出庭的目击证人不仅有
南京幸存者，也有当时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的负责人，包括贝德士和刘易斯·史迈士等。

据统计，1946年5月开始，南京军事法庭
先后对酒井隆、谷寿夫、矶谷廉介、向井敏
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田中久一等24名乙
级、丙级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向井敏明、野田岩一案，是南京军事法庭
审理的最后一件战犯案，它宣告法庭工作基本
结束。此后，葛召棠、李元庆等几位法官，回
到了各自原来的工作岗位。石美瑜、叶在增等
法官，则合并到上海军事法庭，继续做日本战
犯审判的收尾工作。

30万人遇难！审判“定性”南京大屠杀真相
——国民政府国防部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概述

本报记者 朱 旻

在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审判中，
有一个人物回避不了——国防部审判战
犯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在担任庭长的
两年多时间里，石美瑜共办案52件，罪
大恶极的日军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百
人斩”杀人竞赛者向井敏明、野田毅等都
是在他手上审判，并使之伏法。

然而，由于历史原因，石美瑜的生平
少为人知，记者检阅资料，寻找这位法官
的历史背影。

从福建才子到青年法官

石美瑜，字可珍，1908年生于福建省
闽侯县的一个商人家庭，后来考进了福建
法政专门学校。

随后，石美瑜考入政治大学，至南
京受训，期间参加司法考试，以第一名
的成绩考入南京朱状元巷法官训练所，

赢得了“福建才子”的美誉。毕业时因
成绩优异，年仅 24 岁的他就被分配到
上海法院任法官，因表现出色，旋调升
上海高等法院任职。

37岁担负审判日本战犯重任

1946 年 2 月，国民政府筹建军事
法庭，提出在全国司法界选择绩优司
法官担任庭长，并定出了选拔标准：
年纪在 40 岁以下，担任推事 10 年以
上，现任高等法院庭长一职。

查找之下，江苏高等法院刑庭庭

长、时年 37 岁的石美瑜最符合上述条
件。何应钦任命石美瑜为代理陆军司令
部审判战犯法庭庭长，并授予少将衔。
1947 年 4 月 14 日，蒋介石正式任命石
美瑜为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

1949年，石美瑜去了台湾，旋即从
国防部军法局辞职，去做律师。

驳斥否定南京大屠杀谬论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公然否定南京
大屠杀历史。“百人斩”的后人也质疑
自己亲人怎么会这样野蛮凶残。

石美瑜在香港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他说：“我想对这两个人的家属说的
是，如果不需要证据便可以行刑，日军
参与屠杀的所有军人全部都该枪毙，但
是，我们并没有采取报复主义！”

1983 年 6 月，日本公开放映的纪录
片《东京审判》，企图把一干战犯描绘
成二次大战的牺牲者，并否认有南京
大屠杀一事。这部影片还称：“国民政
府初对战犯审判，并无兴趣，但为美
国所迫，无奈胡乱逮捕，草率审判
（初审十分钟、二审廿分钟、三审定罪
处决）。”

石美瑜再次对媒体声明，斥其为荒
谬绝伦，与事实不符。“在中国战区的
日俘共124万471人，其中列入战犯名
单受审者，仅极恶大憝。像南京屠杀巨
案主犯谷寿夫、蹂躏港粤的酒井隆及以
杀人为比赛娱乐的军曹野田岩、向井敏
明等一百四十一人，都经过审慎判决，
才名正典刑的。”

关于南京大屠杀，石美瑜说，费时
年余，搜集证据千余件及证人一千二百
五十余人 （包括士、农、工、商各阶
层），罪证确凿。

1992 年 1 月 27 日，石美瑜因心脏
衰竭病逝于台北，终年84岁。

（本版部分文图资料由江苏省档案
馆提供）

庭长石美瑜的历史背影
本报记者 赵 刚 朱 旻

1946 年 5 月开始，南京军事法庭
先后对酒井隆、谷寿夫、矶谷廉介、向
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田中久一
等七名乙级、丙级日本战犯进行了审
判。叶在增法官主审了日本第六师团
师团长、乙级战犯谷寿夫，并执笔起草
了该案判决书。

叶于康先生是叶在增法官的长
子，现任南京国际和平研究所特邀研
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
究会理事。8月15日，74岁高龄的叶
于康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一个军礼接下审判谷寿夫重任

人民法院报：请简要跟我们介绍
一下你父亲叶在增法官的生平。

叶于康：父亲的一生可以说是传
奇的一生。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朱成山馆长曾经这样评价说，叶老
的一生，犹如一部大戏，有高潮有低
潮，有辉煌也有暗淡，他用一生铸就
了一部史书。

在他的一生中，爱国主义无疑是
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审判日本战犯
无疑是他人生辉煌的顶点。正是因为
爱国，当年北平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
的父亲能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
参加了著名的庐山孤军会战，并担任
战场指挥官。正因为爱国，当年军事
法庭石美瑜庭长让他担纲谷寿夫案件
审判时，20 多岁的父亲一个军礼，
果断而大胆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包括
上世纪 80 年代，日本右翼势力企图
否定南京大屠杀的一系列事件发生
后，年迈的父亲写下数万字长文，告
诉世人，他可以为历史作证。父亲的
一生，是血性的一生，让后人发自内
心敬佩。

统计出南京大屠杀被害
345337人

人民法院报：您能就您的了解，
谈谈叶老审判谷寿夫案的一些具体情
况吗？

叶于康：父亲一生的主体角色是
一名法官，他有着鲜明的法律人思
维。审判谷寿夫是五人合议制，作为
承办法官的他这样表态，审判过程无
疑是国仇家恨的集中爆发点，审判一
定是要让罪恶得到应有的惩罚。但审
判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如果仅是报
复，也就违背了国际军事法庭向同盟
国各参战国引渡战犯的初衷。审判依
据的是法律，依据的是确凿的证据。

为了搜集证据，父亲每天不仅在
南京各个区公所的临时讯问处奔走，
还去大屠杀最惨烈的地区——南京中
华门一带挨家挨户登门调查，跟随军
事法庭石美瑜庭长对燕子矶、草鞋
峡、中山码头、东岳庙、斩龙桥等大

屠杀现场进行开掘取证，掌握了大量
第一手资料。从调查取证到公审，短
短三个月时间，开了 20 多个调查
庭，询问了 1000 多名南京大屠杀目
击者、受害者和幸存者，找到了400
多名证人。

谷寿夫案的判决书分量也很重，
不仅要得到民众的认可，国际上的承
认，更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为此，父
亲和石美瑜庭长闭门磋商两天，两人
商定，判决书“有罪部分”，除了主
文、理由，事实部分一定要站得住
脚，有理有据。根据谷寿夫纵兵犯罪
的事实，分类定为：1.屠杀。2.强
奸。3.烧焚。4.抢劫。判决书内容确
定后，石美瑜庭长叫父亲执笔。父亲
熬了两个通宵把近万字的判决书初稿
交到庭长手中。庭长把宋书同、葛召
棠、李元庆三位法官和书记官张体坤
召到办公室，在草拟本的基础上讨论
并签字。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
“南京大屠杀”被害人总数的确定。
父亲的统计为 345337 人。合议庭考
虑，如此大规模的屠杀，又时隔十年
之久，一个概数也许更为合适。当时
石美瑜庭长沉思一会儿说道，就写被
害总数达 30 万人以上吧，这样较为
稳妥，经得起世人和时间的检验！

1985 年 8 月，我陪父亲来南京参
加抗战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活动，父亲
在大屠杀纪念馆看到石壁上用中、英、
日三种文字镌刻的黑色大字：遇难者
300000。父亲久久凝视这个黑色的阿
拉伯数字，他的眼泪浸湿了双眼。

晚年著文批驳日本右翼

人民法院报：1947年7月，国防
部南京军事法庭与上海军事法庭合
并，叶老就此和石美瑜庭长去了上
海。相关资料提到，1949年5月上海
外围战打响前，叶在增法官一直坚守
军事法庭，等着上海解放，把法庭案
卷和所有档案资料交给新政府。

叶于康：对的。当年我八岁，记
得上海外围战打响后，一天一位美军
少将突然登门造访。父亲迎客进家并
与他交流后，才弄明白这位美军少将
是受朋友之托，帮助我们一家去美
国，并说一切都已经准备妥当，军舰
就停在黄浦江上。

但父亲乡土情重，他不愿远离自
己的祖国。至于去台湾，他对母亲
说，国民党政府正因为自己的腐败，
才会被小米加步枪打败。他对这个政
府失望透顶，不会跟着去台湾的，况
且他审的是日本战犯，没审过共产
党，对新政府问心无愧。就这样，父
亲在上海江湾路1号军事法庭所在地
开始了一个人的坚守，整理每一份案
卷和档案资料，直至交给上海军管
会。

由于历史的原因，父亲后来受到
不公正的待遇。父亲坐过牢，为了养
活一大家人，在九江街头当过烟贩，
拖过煤球，拉过板车。但父亲一直心
情平静，保持一名法官对生活的理
性。

1986 年父亲的问题得到彻底平
反，直到 1994 年去世，父亲人生的
最后八年平静而有尊严。但就在这八
年中，父亲还在为批驳日本右翼否定
历史而战，先后发表《绝不容许历史
悲剧重演》等文章。父亲给当时在国
外的我写了很多家书，其中一封信中
就谈道：“审理日本战犯让我了解
到，民族自尊自强心如果到一种极致
化和变态化，是非常可怕的，会带来
人类的大灾难。现在很多迹象表明，
日本右翼正在蠢蠢欲动，我们应该大
声呼唤我们的后代子孙，千万小心！
千万警惕！

审判日本战犯
是父亲人生的顶点
——访谷寿夫案主审法官叶在增后人

本报记者 朱 旻

2015年8月13日。江苏省档案馆。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第一个提起

公诉和审判的对象，是战犯酒井隆。酒井
隆是日本侵华的重要代表人物。此人在
1928 年任日本驻济南领事馆武官时，一手
策划和制造了济南惨案。后来，酒井隆担
任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中国课课长，
成为著名的‘中国通’，与土肥原贤二、
板垣征四郎齐名。”江苏省档案馆工作人
员介绍。

资料显示，自1946年5月开始，经过三个
多月的审理，1946年8月27日，南京军事法庭

以酒井隆制造济南惨案，炮制何梅协定和指
挥攻占香港，放纵部队强奸护士，枪杀战俘为
由，判定其死刑，并于1946年9月30日在南京
雨花台将其执行枪决。

对酒井隆的审判是南京军事法庭首次
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其宝贵的经验为对
南京大屠杀战犯的审判打下了良好的基
础。

记者查阅了酒井隆的判决书正本。判决
书真实再现了酒井隆参与侵略战争犯下的累
累罪行，“纵兵屠杀俘虏、伤兵、红十字会医师
护士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抢劫，流放

平民”。
判决书明确记载，“其在广东南海一带督

战时，自民国三十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三月，
纵兵屠杀村民无数，其姓名可考者有一百余
人，均以乱枪扫射，或以刀剑冲刺。”

判决书不仅附录了死难者姓名，同时还
附有“目睹之证人”等46人，足见当时调查取
证之严谨。判决书还呈现，相比谷寿夫，酒井
隆罪恶更重。他不仅和谷寿夫一样纵兵杀
人，而且亲自挥刀杀人，并参与制造济南惨
案。中国外交交涉员蔡公就是酒井隆带人杀
害的。

通过判决书可以看到，面对检察官的指
控，酒井隆开始拒不承认自己所犯的罪行，说
这些罪行都是部下所为，与他无关，他只是“督
查不严”而已。经过近四个月的审讯，8 月 2
日，南京军事法庭对酒井隆第二次开庭审判。
8月27日，军事法庭依据确凿证据判处战犯酒
井隆死刑。

从一份判决书看战犯的罪行
本报记者 朱 旻

按照远东国际审判的规定，乙、丙
级战犯由同盟国各参战国自行审理。
1946年夏，第一批引渡回中国受审的
日本战犯共35名，其中最引人关注的
便是“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
6师团师团长谷寿夫。

开掘万人坑 掌握确凿罪证

为了搜集罪证，南京军事法庭组
织了多次开掘大屠杀现场。

1947年1月29日，南京军事法庭
对谷寿夫部队进行大屠杀的集中地点
——中华门一带进行全面开掘，提取
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确凿罪证。

宽大的土坑中，许许多多的尸
骨，甚至还保持着临死前的惨状。一
具尸骨从头顶到胸部被劈成两段，两
边的嘴巴都大张着，显示遇难者在临
死前发出了凄厉的喊叫。一具孩童的
尸骨胸部被戳开，断裂处有明显的刀
伤痕迹。孩子上身前倾，两手拼命
向前伸着，显然是在哭喊着他的母
亲……

经过三个多月艰苦、细致的调查
取证工作，南京军事法庭已掌握了大
量侵华日军屠杀南京人民的罪证。从
调查取证得到的数据统计：日军在“南
京大屠杀”中用机枪集体扫射屠杀中
国军民超过19万人，零星屠杀后被国
际红十字会及慈善机构掩埋者达 15
万多人，被害军民总数达34万余人。

公审开庭 谷寿夫负隅顽抗

1947 年 2 月 6 日下午，南京励志
社礼堂。

下午2时许，法官们出庭坐定，台
上正中端坐着审判长石美瑜，他左右
手边坐着审判官叶在增、宋书同、李元
庆、葛召棠。

2时整，石美瑜大声宣布开庭。
“随着一声‘带被告人！’的传唤，

我看见谷寿夫由两名头戴钢盔、腰挎
短枪的宪兵押着，穿过人群让开的通
道，走进法庭。谷寿夫身材矮胖，体格
结实，鹰钩鼻子下面留着两撇八字
胡。他身穿黄呢军服，外着灰呢大衣，
戴灰色礼帽，手上提着一只黄色皮
包。走进法庭时脸色阴沉，做出一副
镇静的样子。”审判官葛召棠之子葛文
泉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说。

1947年，葛文泉当时正在南京白
下路上的“安徽中学”读初中，禁不住
他一再恳求，父亲葛召棠最终带他一
起进入庭审现场观看。

笔者查阅江苏省档案馆馆藏资
料，了解到当时的庭审情况。

翻译念完起诉书后，石美瑜问道：
“被告人，你对起诉书中所列举的罪证
有辩护之必要吗？”

“有！”谷寿夫立即从皮包里取出
早在拘留所里就准备好的辩护词，“本
人两次率兵来华，均系奉天皇之命向
中国作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此乃常识中事。至于说我率领部下屠
杀南京人民，则是绝对没有的事。起

诉书中有‘南京大屠杀’一说，很遗憾，
我直到休战后在东京看报纸，方知有
南京屠杀事件。”

旁听席上立刻“轰”声一片。审判
长石美瑜问道：“日军攻占南京时，你
担任什么职务？”

被告人：“第6师团长。”
审判长：“从什么地方攻进南京

的？”
被告人：“中华门。”
审判长：“中华门一带，正是日军

屠杀南京居民最惨烈地区之一，被告
人作为进攻中华门的第6师团最高指
挥官，对你部下的滥杀无辜是最清楚
的，怎么竟说不知有大屠杀一事？”

“雨花台畔，经激战两天，必定不
会再有居民。当时本人所部推进的时
候，好像进入无人之境，即令有中国平
民，人数也不会太多。”谷寿夫继续顽
抗抵赖。

听到这里，石美瑜道：“传证人！”

证人出庭 铁证如山

法庭上，从尸山爬出来的唐广普，
特地赶来作证。当年他作为教导总队
2团3营的勤务兵，混杂在被日军机关
枪扫射后又用汽油焚烧的尸体堆中，
侥幸捡得一条性命。他用亲身经历，
控诉了日军在上元门大洼子江滩上屠
杀我军民的罪行。

受害者、幸存者、目击者一个接一
个走上法庭。然而谷寿夫置若罔闻：

“战争一开始，双方都要死人。至于百
姓的死亡，那可能是别的部队所为，对
此我深表遗憾。”

2月8日，南京励志社礼堂。
公审进行到第三天，在法庭严厉

审问下，谷寿夫不再否认日军的暴
行，而是把这种暴行一味推给别人。
面对谷寿夫的抵赖，审判官叶在增传
呼：“将雨花台万人坑中之头骨搬上
来！”

宪兵每两人抬一个麻袋，把在中
华门外发掘的头骨一袋一袋搬到审判
台前。法医潘英才和检验员宋士豪立
即走向前去，将麻袋一个个朝着听众
打开，又取出 8 具头颅摆到审判席前
的长条桌上。

法庭里一片肃静。法医潘英才报
告：“麻袋中所装头骨，都是从雨花台
万人坑中取来，大都有刀砍及铁器所
击之痕迹。桌上的 8 具头颅，经检验
有 3 具属于女性，都留有刀砍的切
痕。”

“石美瑜庭长随即命令在法庭上
放映日军拍摄的新街口屠杀现场纪录
片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拍摄的谷寿
夫部队在中华门附近的暴行影片。当
谷寿夫看到自己在屠杀现场指挥的镜
头时，不得不低头承认罪行。”叶于康
回忆说。

公开宣判 行刑雨花台

1947 年 3 月 10 日，励志社礼堂。
南京军事法庭再次开庭，对谷寿夫一
案公开宣判。

石美瑜宣判：查被告人在作战期
间，以凶残手段，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
斗人员，并肆施强奸、抢劫、破坏财物
等暴行，系违反《海牙陆战规例》及《战
时俘虏待遇公约》各规定，应构成战争
罪及违反人道罪……

判决书宣读完毕后，谷寿夫当庭
要求复审。

1947 年 4 月 25 日，南京军事法
庭接到国民政府批复：“查谷寿夫在
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
斗人员，并强奸、抢劫、破坏财产，
既据讯证明确，原判处以死刑，尚无
不当，应予照准。至被告人申请复审
之理由，核于《陆海空军审判法》第
45 条之规定不合，应予驳回，希即
遵照执行。”

4月26日，谷寿夫被执行死刑。

南京大屠杀主犯的末日
本报记者 朱 旻

战犯谷寿夫被处决。

图①：1946年，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 （前排
右二）等检验雨花台荒地里的被害人遗骨。

图②：石美瑜等法官坐在审判席上，开庭审判
日本战犯。

图③：大屠杀现场骨骸经过整理，成为控诉日
军暴行的有力证据。

图④：证人出庭指认战犯罪行。

图⑤：“南京大屠杀”主犯、侵华日军第6师团
师团长谷寿夫出庭受审。

图⑥：1947年3月30日，各界人士旁听审判日
本战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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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在增法官生前照。

1984年，石美瑜向媒体出示谷寿夫
案判决书，驳斥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谬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