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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与抗日战争

越南华侨华人抗日斗争的特征及贡献
向大有

（广西华侨历史学会，广西 南宁 530021）

［摘 要］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侵略越南长达五年（1940 年至 1945 年），实行法西斯统治，犯下了滔天

罪行。此间，越南华侨华人与中越两国人民一道并肩战斗，抗御外侵，形成了广泛的抗日联合阵线，为捍卫

中越两国的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为反日本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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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军侵略越南的史实及其罪行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向德国投降后成立维

希政权，法属印度支那殖民当局随之效忠于维希

政府。1940 年 8 月，日本公布《基本国策纲要》，鼓

吹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开始实施武力侵占

东南亚的战略计划，首要目标将法国殖民地越南

纳入自己的军事控制之下。随后，法国与日本相继

签订了多项军事协议，日军先后占领和控制了越南

的河内、海防、谅山、西贡、金兰湾等重镇和要塞。
至 1941 年 7 月，日本迫使法属印支当局签订《日法

共同防卫印支议定书》，完全占领了越南，开始了

“日统五年越南”时期。
日本法西斯军队侵占越南期间，实施法西斯统

治，剥夺越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神圣权益，犯下

了滔天罪行：血腥屠杀镇压抗日民众和华侨华人；

攫取资源，制造混乱；控制新闻，强占学校；违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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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屠杀战俘；等等。

（一）血腥屠杀镇压抗日民众和华侨华人

“在日本法西斯占领时期，越南伤亡 200 万人

……”[1]1940 年 9 月 26 日，日军战机对海防进行轰

炸，造成 37 名平民死亡。1940 年，日军海防宪兵队

深入越南社会和华人地区，稍有抗日情绪或抗日行

为迹象的越南平民和中国华侨，就被捉去审讯、行
刑、杀害，施行放飞机、老虎凳、夹指头、灌辣椒汤

……种种折磨肉体的毒刑[2]，极为凶残，惨无人道。
1940 年 11 月 23 日，在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越

南南圻人民举行反抗法日双重统治、争取民族独立

的武装起义。日本、法国联合出动军队镇压起义群

众。战斗在各地进行了一个星期，日、法军警血腥

屠杀，成万起义者丧命。全南圻共有 8 000 人被捕、
监禁和遭酷刑，100 人被处死[3]。1943 年初，日本宪

兵大举逮捕会安、岘港、顺化三地的华侨华人地下

抗日分子，在会安大肆逮捕华侨青年和侨领，酷刑

逼供。1943 年 4 月 5 日清晨，李仲珣、许文茂、叶传

英三位爱国侨领惨遭杀害。1943 年 4 月、1944 年

12 月和 1945 年 2 月，先后有三批在越南中部和南

部从事地下抗日活动的华侨华人共 30 人，被日军

逮捕，惨遭酷刑并被杀害。其中 1945 年 4 月 1 日，

有 10 名从事地下情报的爱国志士遭逮捕，4 月 2
日，日军将罗允正、谢福康、王青松、甘炳培、程贻

训、郑燕昌、蔡文礼、梁星标、林秉衡、林建中 10 人，

押往岘港斩首坑埋[4]。
1940 年至 1943 年，日法勾结，驱使百万越南

劳工，在越中边境上构筑坚固的要塞堡垒群，劳工

伤残死亡者甚众。“在太平洋战争开始后，日军于

占领下的东南亚推行军政，给当地带来了毁灭性的

破坏。当地人被强制分担劳役或遭绑架，除近处的

施工现场外还被驱赶至数百公里外的地区，被迫建

设飞机场、港口、铁路、公路、防空洞等设施。其中

泰缅铁路修建工程无疑成为建设者的人间地狱。
来自马来、缅甸、越南、泰国、印尼等地的数十万劳

工恐怕有一半以上都惨死异乡。”[5]

（二）攫取资源，制造混乱

日本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的国家，战争中需要

大量进口钢铁、石油、橡胶、粮食等。日本对东南亚

的战略位置及丰富的大米、橡胶、锡、石油等战略资

源垂涎已久，渴望夺取之作为支持其独霸亚太地区

的战略基地。1942 年 1 月 21 日，东条英机在第七

十九次帝国议会上声称：“指导帝国目前正在进行

中的大东亚战争的关键，一方面在于确保大东亚的

战略据点，另一方面在于把重要资源地区收归我方

管理和控制之下。”[6]大米、橡胶是日本人掠夺的重

要战略物资，其手法主要是以极低的价格强制征

购。日本曾取得法属印度支那橡胶年产量 6 万吨

中的 1 万 5 千吨。粮食方面，日本约有 900 万石必

须依靠从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进口。根据日法

1941 年签署的协议，每年有超过 100 万吨的大米，

从越南运往日本。1940 年，搜刮征收 46.8 万吨，

1941 年 58.5 万 吨 ，1942 年 97.4 万 吨 ，1943 年

102.3 万吨，1944 年 49.9 万吨[7]。日军占领越南后，

法国殖民政府每年都要拱手向日本占领军缴纳大

笔占领费，其数目逐年增加，1940 年为 600 万越

元，1942 年达到 8 500 万越元。从 1940 年 9 月至

1945 年 3 月，殖民政府上缴日本占领军的占领费

总额达到 7.2 亿越元[8]。日本军部在越南实施“统治

经济”政策，推行“义务售粮”制度，以极低的价格从

农民手中买粮；加大粮食征收，农民交不起规定的

粮食数量，被迫高价购买大米再交给日军。日军的

强征掠夺，摧毁了越南原有的产业结构，人为制造

了巨大的混乱。

（三）控制媒体，强占学校

1940年日军进入越南后，日本宪兵部即命令越

南人民和华侨的所有收音机一律送宪兵部检查，将

其短波线路全部拆除，违者拘捕毒刑，甚至杀害[9]。
1941 年日军占领越南后，完全控制其报纸新闻媒

体。二战前后越南华侨所办的报纸大大小小有 20
余家，日军占领越南后，华文报纸纷纷停刊[10]。在越

南全境，华侨学校被摧毁。河内、海防、南定、西贡

等地的侨校，被日军占作军营、马厩、军需仓库等。
侨校被迫停办，侨生失学，一些华侨爱国学生遭逮

捕杀害。日本占领当局进行法西斯奴化宣传教育：

加紧普及日语教学，取缔抗战教材，派来日语教师，

强行设置日文课程，开设日语培训班；在城乡各地

排练、上演各种日本文艺节目；大量印制发行宣传

日本政治、文化的日文和越文报刊杂志。

（四）违反国际法，屠杀战俘

1940 年，日军入侵越南时，法军共有约 65 000
人，其中 48 500 人由印度支那原住民组成。日军与

法军的谅山之战期间，法军炮兵和印支殖民地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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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加入了战斗，战斗持续了 4 天。1940 年 9 月 22
日晚 10 时，日军越过中越边境线，突然袭击法军

国境警备队。由于寡不敌众，这支法军警备队很快

就缴械投降。日军为了不耽误前进速度，残忍地将

俘虏全部“就地解决”。日本还收到德国驻东京大

使的急电，要求继续扣押印度支那法国外籍军团

中的 200 名德籍士兵，因为他们“背叛”了纳粹德

国。后来，这些德籍士兵都在 1941 年 10 月被日军

秘密杀害于中国广州。1945 年 3 月 9 日，日军借口

举办宴会，将参加宴会的法军参谋人员全部拘捕，

逼迫法军少将勒莫尼埃率部投降，遭到拒绝后，日

军攻陷谅山。3 月 10 日下午，河内、西贡和顺化等

主要城市均被日军攻陷。很多法军官兵在投降后

遭到集体屠杀。日军将勒莫尼埃少将和奥普哈尔

上校等法军官兵全部押到谅山郊外，让几十名法

军军官自己挖好坟墓，随后被日军用军刀残忍地

斩首[11]。日军还将在越南的法国军民，全部拘禁在

各地集中营。

二、越南华侨华人抗日斗争的特征

越南华侨华人抗日斗争，存在两个“时期”、两
个“阶段”的时空迥异。两个“时期”，即 1940 年日

军入侵越南前“时期”，主要是支援祖（籍）国的抗

日斗争；1940 年日军入侵越南后“时期”，在越南本

土直接参加抗日武装斗争。两个“阶段”，即日军占

领越南的阶段，先是占领北方 （1940 年 9 月至

1941 年 7 月），后是进一步直接占领南方（1941 年

7 月至 1945 年 8 月），完成对越南的全部占领。
二战期间，越南华侨华人约 80 万人（数据不

含明乡人、艾人、非汉华人）[12]，他们和越南各人民

一道，英勇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其斗争具有四个

“坚持”特征，即坚持与有关党派协同抗日，坚持与

当地各族民众联合抗日，坚持各阶层各行业组织

起来合力抗日，坚持在当地文武兼施，运用两杆子

（枪、笔）抗日。

（一）坚持与有关党派协同抗日

在越南抗日斗争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印度支

那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以及其他进步爱国政党，呈

现着协同、联合、共同抗日的局面。越南华侨华人

的抗日斗争，体现了中共华侨党员、越共的华人党

员、中国国民党人以及各族各界进步爱国人士的

团结合作，共同对敌。许多华侨华人分别参加了越

盟（越共）领导的抗日组织、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

以及中国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其中最具代表

性的武装队伍，是谭统南（中）、黎广波（越）领导的

中越边区抗日游击武装。它是中共、越盟和国军先

后参与共同抗日的队伍。谭统南是中共老党员（壮

族），1923 年参加革命。1941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

央发表《关于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的指示。谭

统南在桂西成立“中越边区抗日游击队”。1941 年

12 月 7 日，印支共产党领导的越南独立同盟越北

负责人黎广波，要求中越边区抗日游击大队开进

越南抗击日军。谭统南立即选派一部分骨干到越

南高平协助越盟筹建武装。1941 年，日本对越南进

行全面军事占领后，在高平设立“昭和公司”等特

务机构。谭统南等原游击队领导人，接受国民党海

外部驻越南办事处的委派，参加华侨义勇队行动

组，作反间谍工作。1943 年 4 月，黎广波与谭统南

商定，将中越边区抗日游击大队改为“中越华侨抗

日义勇军大队”，吸收中越两国进步青年参加，全

大队增至三个中队 300 余人枪，由谭统南担任大

队长。1944 年春，谭统南与黎广波又将义勇大队改

为“越南革命救国军独立第二大队”，在越南高平、
北江省交界的保乐县等地，开展游击战。1945 年

春，日本特务人员要谭统南率领手下人员充当向

导，带日军进攻广西靖西岳圩、龙邦及那坡平孟，

企图攻占靖西，打通西南交通线。谭统南秘密率领

义勇队行动组，连夜将驻越南的日本特务池田、吉
田两人击毙。谭统南组建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后来

得到国民党中央海外部“北僚站”负责人的支持，

将他们的海外武装“森武抗日队”带过来，联合组

成华侨抗日义勇队第 1 支队第 1 大队，下设 4 个

中队。谭统南任参谋长兼第 4 中队队长，进入越南

保乐地区，打击日本侵略军。他们的抗日行动，得

到越南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帮助，解决了部队军

饷。队伍扩充到 600 多人，并在高平市周围的军事

要道附近歼灭日军。谭统南、黎广波等共同率领的

中越边区抗日武装，在中越两党的领导和两国人

民的支持下，在日军占领的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形

成了我国靖西、那坡县和越南重庆、茶岭、河广、保
乐等县中越边区的抗日根据地。第二大队先后在

保乐、茶岭（灵）县那旦、那威等地，配合“越盟”武
装，与日军作战多次，重创日军，阻止了侵越日军

妄图从中越边界进犯我国大西南的阴谋计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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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地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13]。

（二）坚持与当地各族民众联合抗日

抗日期间，许多华侨华人参加“越盟”组织，与

当地各族民众联合抗日，成立联合抗日团体，进行

武装起义，开展锄奸、罢工、罢市和抗拒征粮等反

抗日本统治的斗争。1940 年 9 月日军侵越，占领同

登，进攻谅山，法军败走。9 月 27 日，印度支那共产

党北山地方党组织决定举行起义，提出“反对法、
日帝国主义”的口号，起义军攻下了北山州城的法

军据点，夺取溃逃法军的武装。1941 年 2 月第一支

抗日武装北山游击队成立。随后各地建立了许多

抗日游击队，在越南太原、谅山等省打击敌人。后

来逐步发展成为越南救国军，并建立武崖－北山根

据地。救国军在朱文晋（壮族，广西龙州人，华裔高

级将领，后任越南国防部副部长）等人领导下历尽

艰难，至 1944 年初已控制了谅山等省的大片山

区。这支队伍中许多成员是壮族华侨华人（岱人、
侬人）。越南华侨华人还与当地各族民众组织抗日

武装联合抗日。1940 年，谅山、高平地区华侨华人

开展抗日斗争，林富廷在中越边境组织“那岑抗日

武装队伍”。1940 年 11 月 20 日，南圻人民举行武

装起义，西贡堤岸华侨华人组织敢死队 200 多人

参加起义；11 月 23 日，边和、嘉定、堤岸、新安、美
获、摈梆、永隆、茶荣、芹苴、朔庄、薄辽、迪石等省

起义，进攻县城和敌人据点，破坏交通要道，在一

些地方建立人民政权。1944 年，日军入侵桂西南地

区，龙州、凭祥与越南接壤地方的中越两国爱国青

年，在平而乡召开有越南华侨华人 1 000 多人参加

的大会，成立“中越边境抗日自卫大队”，林富廷任

大队长，在中越边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从 1944
年秋至 1945 年 6 月，他们在中越边境抗日自卫斗

争中，总共歼灭日军数十人、伪军七个连以及汉

奸[14]。1944 年，中共宁明爱店“特支”书记林中到越

南，组建“华越青年抗日救国宣传队”，一些从广西

迁居越南北江、海防、河内等地的爱国华侨青年，

纷纷加入，其后，林中在华侨中心学校发起筹备

“越南北江省华侨志愿队”。1945 年 1 月，日本军队

宣布打倒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政府。法军在抗击

日军战斗中，印支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福加德将军

腿部中弹，当时，陈润威（华人军官）指挥侬族士兵

英勇作战，身背福加德，杀出重围，救了福加德将

军的命。为此，陈润威立下战功。他曾经三次获得

法军司令部军功勋章[15]。

（三）坚持各阶层各行业组织起来合力

抗日

最早的华侨华人抗日组织，是 1931 年“九·一

八事变”后，在西贡由爱国华侨工商业者组成的越

南南圻华侨缩食救济兵灾慈善会及越南经济联合

后援会。1936 年，在西贡成立越南华侨抗敌后援

会。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越南华侨华人不

分党派、帮别、职业、性别和老幼，统统动员行动起

来，发挥华侨华人团队的集体力量，掀起了轰轰烈

烈的抗日救国运动，成立一系列的抗日救亡组织，

有力地支援了祖（籍）国和越南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越南南圻：华侨文化界、工商界，工人、青年、学
生、妇女甚至少年儿童都组成了各种抗日救亡组

织。1938 年，他们联合成立了统一的最高组织———
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会（简称“救总”），作为抗日

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在“救总”的领导下，抗日救

亡运动进入了更高的阶段。“救总”在南圻 20 个省

都有分会，会员 30 万人。越南华侨救国总会，在越

南南部建立，该会拥有 35 个分会，77 个团体会员

及 75 名个人会员，在其号召下，致力于抗日救亡

运动的侨胞约有十余万人。南圻华侨抗日救国同

盟，由越南共产党中的华侨华人党员发起，于 1940
年 3 月成立。西堤华侨工人救国会，下辖 10 多个

工会，约有 1 000 名会员。南越华侨总工会，又称越

南南圻华侨总工会、西堤华侨工人救国会。西堤华

侨妇女救灾会，1937 年“七·七事变”后成立，会员

400 余人，多为华侨女工。此外先后成立的有：越南

南圻抗日救国赈济会、西堤华侨工团联合会、南圻

华侨抗日救国同盟等组织。在越南中圻有：中圻华

侨反日后援会、越南中区华侨抗日救国总会、旅越

会安华侨青年团、华侨救国妇女会、顺化华侨救济

会、越南华侨会安抗日救国联合会等组织；北圻

有：海防、河内华侨缩食会等组织[16]。越南华侨华人

抗日救国组织，其活动内容主要是：领导侨胞爱国

抗日，运用侨胞集体力量支援祖国；劝募救国公

债、募集捐款；推行长期月捐运动；动员侨胞财力、
物力、人力、智力，援助祖国；抵制、根绝日货，惩罚

奸人；促成华侨大联合，训练救亡工作人员；介绍

专门人才回国服务；开展慰劳运动和节约运动，筹

集医疗药品、军需物资支援祖国抗战；创办报刊，

组织宣传抗日救国运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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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坚持在当地文武兼施，运用两杆子

（枪、笔）抗日

面对日本法西斯的血腥屠杀和大肆掠夺，广

大华侨华人直接在越南当地进行抵抗，参加组织

游击队，勇敢地拿起武器，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

争。五年抗日期间，华侨华人参加或组建的抗日武

装组织队伍有数十支。一是参加印度支那共产领

导的抗日武装组织。从印度支那共产党第一支武

装（北山游击队）的组建，南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

到最后“八月革命”举行全国总起义。先后都有许

多华侨华人参加了这些武装斗争，抗击日本法西

斯军事入侵。1940 年，朱文晋等在越北山区发动

“北山起义”，成立北山游击队，它是越南第一支在

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队伍，后来又组建为“越南救

国军”，这支队伍许多成员是越北华侨华人。又如

林富廷，1936 年 3 月在越南加入“印度支那共产

党”，长期从事抗法、抗日活动，参加越南著名的

“八月革命”，并在越军中任职，获大校军衔。二是

以华侨华人旗号组建抗日武装，如：“那岑抗日武

装”“西贡华侨敢死队”“中越边境抗日自卫大队”
“华越青年抗日救国宣传队”“越南北江省华侨志

愿队”“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海防华侨青年自

动救国团”“森武抗日队”等。越南华侨华人在抗日

武装斗争中，弘扬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中华民族

精神，与当地人民共同抗击敌人，浴血保卫自己的

第二故乡。
越南华侨华人拿起笔杆子抗日：五年抗日期

间，越南华侨华人创建有几十种华文报刊，他们以

笔杆子为武器，进行战斗。其中由张天等人于

1938 年创办的《全民日报》是越南南圻华侨救国总

会机关报，在印度支那华侨爱国抗日运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该报不仅在南越拥有大量订户 ，还远

销越中、越北、柬埔寨、老挝等地，成为印支地区发

行量最大的华侨爱国报纸[17]。另一份《越南日报》旗

帜鲜明，主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同样在印支华

侨中享有盛誉。其他还有《华南日报》《中华日报》
《远东日报》《成功日报》《光华日报》《亚洲日报》
《越华报》《新越报》《人人日报》《建国日报》《新闻

快报》《世界日报》《越华晚报》《自由报周刊》《太平

洋月刊》《远东日报》《公论报》《真报》《时报》《侨众

报》《侨声报》等华文报刊以及《太平洋日报》《新越

华报》等侨报。他们铸造侨胞的爱国主义思想，唤

醒民众，同仇敌忾，震慑倭寇，宣扬团结爱国，鼓动

抗日救国，反对投降妥协，揭露日军暴行，鞭挞汉

奸卖国，传递正义呼声，表彰民族英雄。突出地报

导祖国的抗日动态，把“祖国消息”和“华侨救亡运

动”等辟为专栏。他们揭露了日本法西斯的野蛮本

质，讴歌了抗日前线将士的牺牲精神，鼓舞了后方

人民的英勇斗志，增进了华侨与越南人民的战斗

友谊。

三、越南华侨华人抗日斗争的贡献

第一，弘扬爱国主义，为支援祖国抗日斗争做

出可贵贡献。二战期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

中国抗日战争开始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抗击

日军最多，付出代价最大，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东方主战场，日军主力始终被牵制在中国战场。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坚持全民族抗战，尤

其是中共领导的敌后战场的抗战有效地抗击了侵

华日军。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做出了巨大民

族牺牲。当日寇铁蹄蹂躏着中华大地，疯狂屠杀奴

役我族同胞时，祖国在召唤，民族在呐喊，母亲在

哭泣。越南华侨怀着民族危亡，国家生存，匹夫有

责的赤子之心，发扬民族至上、爱国御侮、宁死不

屈的民族自尊精神，积极响应祖国的号召，与祖国

同呼吸、共命运，以人、财、物三力支援祖国抗日。
许多华侨青年纷纷回国，战斗在抗日前线，齐心协

力、前赴后继、不屈不挠、不畏强暴、英勇作战，奉

献青春、鲜血和生命。为支援祖国彻底打败日本法

西斯做出了可贵贡献。
第二，发扬国际主义，与越南各族人民一道并

肩抗日，为抗御外侵，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做

出重要贡献。1940 年 9 月日本入侵越南，越南人民

掀起抗日斗争，从斗争性质来看，既是反法西斯战

争，又是民族解放战争，具有双重性质。1941 年 6
月，越南独立同盟成立，团结全国人民，开展武装

斗争，在越南北部建立革命根据地。华侨华人把支

持越南人民的民族解放、抗日斗争作为自己应尽

的国际主义义务。广大华侨华人积极参加“越盟”，
投入越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活动，建立各种抗日救

亡组织，用自己的鲜血誓死捍卫第二故乡。随着

1945 年越南“八月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胜利，

越南人民成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赢得了民族解

放，开辟了越南历史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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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反对法西斯主义，为捍卫人类尊严正

义，挫败日本“大东亚圈”阴谋做出了宝贵奉献。日

本法西斯主义，具有军事专制独裁色彩，崇尚暴

力，奉行“强权政治，武力征服”。 疯狂侵略和扩

张，把确立“大东亚共荣圈”作为保障日本帝国的

独立生存和维持东亚安定的基石，醉心于建立庞

大帝国，蹂躏大半个中国，侵占太平洋十几个国家

和地区。越南在日本“大东亚圈”布局中有着重要

战略地位，是日军战略物资的重要基地和枢纽，驻

扎有大量的兵力。抗战后期，日本法西斯已成为强

弩之末，但日军仍在进行最后挣扎，妄图守住印支

三国尤其是越南这个战略要地。越南华侨华人和

中越两国人民一起并肩抗日，依托两个战场 （中

国、越南），施展三力（人、财、物），运用两杆子（枪、
笔），全方位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他们以不畏强

暴、不畏淫威、不畏牺牲的英勇气概，以捍卫正义、
维护和平的民族奉献精神，经济上支援抗日，军事

上参与抗日，舆论上宣传抗日。消耗牵制日本的军

力、物力、财力。铮铮铁骨，凛然正气，为挫败日本

法西斯侵占亚洲，建立庞大帝国的野心阴谋，发挥

了重大作用。

结 语

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天皇颁布停战诏书，

接受《波茨坦公告》。9 月 2 日，日本政府代表正式

签字无条件投降，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

底胜利。1945 年 9 月 2 日，胡志明在河内巴亭广场

宣告越南独立，他宣读《独立宣言》时，强调指出

“越盟”是“从日寇的手里而不是从法国殖民主义

者的手里夺回政权”。1940 年至 1945 年间，“日统

五年”的越南，表面上是“日法共治”，实质上是日

军鉴于战线过长，力不从心，施以权宜之计，用法

国的“治权”，罩着日本的“统权”，使其充当侵占越

南的傀儡和工具，日军充当“太上皇”“主宰者”。法

国（越南）殖民当局被推向前台，充当“替罪羊”，掩

盖日军侵占越南的罪行和本质。后来，日军又全歼

法军，独占越南，狰狞面目彻底暴露。虽然法国（越

南）殖民当局，其罪亦重，咎由自取，但是，“日统五

年越南”罪责的根子，应归究于日本法西斯。日本

法西斯取代法国原来的统治地位，侵略统治越南

的五年，犯下了滔天罪行，不应淡化为“不愉快的

历史”。在“日统五年越南”时期，越南华侨华人和

中越两国人民并肩战斗，为捍卫中越两国的国家

独立、民族解放，为反日本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

贡献，将彪炳千秋，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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