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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北边振兴计划”，国内许多知名学者从各个角度

进行了研究。高晓燕《论日伪“北边振兴计划”的实质及殖

民地城市特征》主要从东北地区的主要城市发展特征来阐释

“北边振兴计划”对整个东北边境地区发展所带来的巨大影

响，文中所提到的重要例子之一是日本兴建的佳木斯市，从

整个城市的布局、城市地理位置的选定、移民成分的分析、

财政的整体投入和城市的经济、政治地位几个方面阐释了日

本对东北边境地区军事战略的部署，说明日本关东军对东北

边境地区虽然是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农业开发，但不可

忽略的是日本关东军实际上是要把整个东北的北部边境地区

变成日本关东军和苏联红军战争的最前线，从而保护日本在

东北地区的整体利益。王希亮《日伪统治时期的“北边振兴

计划”及大型军事要塞群的修筑》从正面直接回应了有关日

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大量进行要塞修筑的事实，并揭露了日

本关东军实际上利用中国劳工进行日本军事建筑工作，杀害

中国劳工，从而形成了每个军事要塞旁都有的“劳工坟”。

还有很多的中国移民劳工在修建军事工事时被押送到731部

队进行残忍的细菌实验，这些都是日本关东军在“北边振兴

计划”中隐藏起来的重要罪行。张陶《伪满洲国“北边振兴

计划”浅析》主要分析了日本在该政策之中失败的原因，并

从经济角度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是研究日本关东军该计划

细节内容的重要文章之一。同时，还有各类书籍出现了伪满

洲国“北边振兴计划”内容的记载，如《满铁密档》《满铁

调查资料》(日)、《满铁档案资料汇编》(日)等，这些书籍中

都记载了伪满洲国开发和建设的详细内容，但其中部分内容

存在故意隐瞒日军相关罪行的情况。 

一、北边振兴计划的背景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侵占东北之后，在整个东北亚地区

继续开展大规模军事侵略行动。在东北地区、内蒙地区，乃

至热河地区，日军势力迅速在华北北部和东北铺展开来。就

其对整个亚洲地区的规划而言，日军并不是只满足于对东北

的占领，而是借助东北进一步加紧向苏联扩张的步伐。1939

年对于整个法西斯阵营来说是最特殊的一年，日德意三方正

式签署所谓的《钢铁条约》，三个法西斯国家正式捆绑到一

起，形成了对整个盟军及世界的威胁，而日德双方最大的阴

谋就是要在东西两个方向共同夹击苏联。为此，日本关东军

出台一个庞大的军事基地建设计划——“北边振兴计划”。

1.周边国际环境的形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便开始进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政

策，日本关东军的防御范围开始向中国东北边境地区快速扩

张并且得到了不断强化。为了能够配合有关战争政策，日本

关东军制定了满洲地区的战略指导政策，其中明确指出“政

治经济诸方面要以其组织的运行尽量接近战争态势为第一主

义，迅速完成物质和思想两方面的战争准备”[1]。因此，为

了能够配合关东军的有关指导方针，日本也对周边地区进行

了相应部署。

首先是朝鲜地区。早在20世纪初期，日本在朝鲜地区就已

经建立了完整的殖民体系，并且在朝鲜建成了以朝鲜总督府

为核心的日本殖民行政机构。但值得注意的是，朝鲜地区在

“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加快向满洲地区的移民。朝鲜内部

不断出现自然灾害，比如“1935年洛东江发生洪水，1936年朝

鲜南部遭遇风灾水害，大量的朝鲜人民涌入东北地区”[2]。因

此，从整个东北亚周边地区来看，朝鲜不断向满洲靠拢，一方

面，是自身经济利益所驱使；另一方面，是日本官方为了进

一步控制朝鲜和满洲地区在政治和军事上进行压迫的结果。

在中国华北、华东等地，日军不断取得战场胜利。日军

在1939年已顺利攻占深圳等地，基本上占领了广东各大城

市，这样的势头让日本军队在华夏大地上加速掠夺，也让

在满洲地区的日本军队大受鼓舞。因此，日本军队在1939

年做出进一步加速东北地区军事布防并且准备北进苏联的决

定，这与日本军队在中国地区多场战争胜利有着不可分割的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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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伪满洲国内部政治和经济局势分析

伪满洲国自1932年成立之后，在日本关东军的指导之

下，开始了经济建设。伪满洲国的重要经济计划组织机构并

不是伪政权所属的有关经济部门，而是由日本关东军特务部主

管，铃木穆是整个组织的重要首领，招纳大量当时在日本或朝

鲜参与过本土经济建设的专家共同制定伪满洲国经济基础建设

的方案。“1933年，日本关东军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发表了《满

洲国经济建设纲要》，就是由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制定的一个经

济侵略计划。规定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原则上

实行公营或交由特殊会社经营的方针，对将成立的经济侵略骨

干等重要企业，采用统制经济的形式”[3]3。可见，伪满洲国在

建国伊始就已经确立了非常明确的经济制度，即“在日本关东

军指导下，由日本企业和日本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在这

份经济建设纲要中，明确说明，伪满洲国的基础设施和涉及到

国民、国家发展重大事宜的企业，一律由国家经营，这在一定

意义上说明，铁路、航运、港口、军工等等都被统一纳入到

日本的战争体系当中。1937年开始，伪满洲国正式开始第一个

五年计划，该计划完成于1941年。在这个五年计划当中，伪满

洲国出现了汽车制造、飞机制造等会社。从表面上来看，这

些会社的产品都是伪满洲国工业体系建立的必需产品，但从

实质上来讲，这些战略物资都是日本关东军自身军备的重要

需求，如果伪满洲国在内部不能生产这些战争物资，就很难

供应日本军队在苏联战场上的需求。因此，总体而言，伪满

洲国的经济体系是围绕着日本对外侵略的主题逐渐构成的。 

从政治角度上看，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是伪满洲国真正的

行政和军事中枢。不管康德皇帝是否同意日本关东军所做的

有关伪满洲国国家发展的各项决定，皇帝必须也不得不签上

“知道了、览”等字样。日本政府的重要原则“五族协和”在

伪满洲国的大街小巷不停地宣传，“五族协和的观念，就是要

在不是汉族人民聚集的满蒙地区推行开来，从而减少各族人民

的猜忌，消除互相之间的疑虑”[4]。日本关东军利用所谓的五

族协和理念，将日本人在满洲地区的统治系统化、合法化，并

掌控整个伪满洲国的教育和宣传体系，使伪满洲国境内不存在

任何同日本政府相违背的声音，成为日本关东军重要的维稳手

段。为了达到维稳的目的，关东军也会采取十分残忍的手段，

比如日本细菌部队731，日本关东军把大量反满反日斗士全部

投放到细菌实验，在这个过程中折磨其致死。通过这样的方

式，日本关东军虽维持了满洲地区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但实

际上民怨四起。日本在整个东北的统治没有根基并且十分不

稳，只是因为暴力和血腥，使得中国、朝鲜民众暂时屈服。 

二、北边振兴计划的主要内容及移民

北边振兴计划是由日本关东军制定的庞大的综合备战计

划。从1938年开始制定，是伪满洲国重要的发展计划，和产

业五年计划、百万户移民计划一起，被称为伪满洲国三大政

策。不同于上述两者的是，此项北边发展计划的推行主力是

满铁，同移民计划和产业五年计划在多个领域出现相同的特

征和格局，所以，也可以认为其是前两项产业的一部分。值

得注意的是，北边振兴计划包含大量的移民和军事内容，并

在北满地区征用了大量的劳工，服务于日本军事要塞等军事

设施的建设，本质上更加残暴。

1.北边振兴计划的主要经济、民事工程计划

北边振兴计划是日本关东军为完成日本军部设定的北进

方针而制定的在满洲国北部地区的军事备战设施发展计划。

所以，在整个计划当中，经济发展—尤其是军事工业的发展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民用设施也不断地在北满地区得

到完善和强化。比如“关于道路，特别是汽车道路的整备，

采取话时期的措施。不单是与过境接壤地区的环状线，或其

自铁路中断的联络线，而且还要从对空防卫出发……，随着

军队的驻扎为了军民生活的便利和有助于完成防卫和作战的

各种准备，要地区性发电和配电保持独立性……”[3]267从当

时日本的有关记录来看，日本当局在北满洲地区对于基础设

施的铺设布置的非常严谨和细致。不管是对于边境地区的主

要道路修建的形状，还是对于后方的生活基础设施的修建，

都紧密地和日本在整个东北地区的军事计划相符合。同时也

是北边振兴计划的民事工程服务于军事行动的重要表现。 

在当时还有重要的增产计划在北满地区布置，比如，加大

了物资和劳动力额配给，加大对于军需的筹措，对于一般居民

进行补给和对于粮食和煤炭的储藏等等都构成了满洲地区经济

的主流。在一定意义上这并不是一个资本能够随意流动的市场

而是一个储藏性质的市场。因为大量的物资都会被军方藏匿

于自己的军事设施之中，尤其是那些关乎到国计民生的重要产

品是不能够随意地流通在市场上的。而且采用以分配制度为主

的经济发展方针，一样凸显日本关东军为了能够完善自身军事

设施的布置而处心积虑。甚至在整个北满地区都实行了配给

制度，能够分配到一定数量的粮食和马匹是重要的战时经济

的表现形式。也从侧面突出了日本关东军的真正目的所在。

2.北边振兴计划的移民方法

北边计划之前，日军已经进行了为期几十年的对被满

地区的移民计划。日本最早的移民计划始于大连金州地区的

“爱川村”，1905年时就已经开始了第一批实验移民。但最终

失败了。可是日本当局并没有放弃东北地区移民而是不断的调

整东北地区的移民政策。比如“1932年日本开始正式向满洲进

行武装移民……并且在日本国内也设立了移民宣传机构的‘满

洲移民协会’配合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推行移民侵略计划”[5]97

日本满洲地区的移民政策在北边振兴计划开始之前就已经逐

渐的调整成为了以武装移民政策为主的方针。之所以要这样

调整，一来可以用武装的力量保护日本的移民，二来也可以

随时武装起日本移民成为日本关东军最主要的战争后备军可

以说是非常有利的政策调整。另一种情况就是，满洲地区的

抗日运动逐渐发展，也使日本关东军自身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从而不得不考虑现在的特殊情况切换了自己的战略部署。

对于移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耕地，因此，日本侵略者大量

的掠夺中国东北的土地资源来支撑自己的移民生产生活。可以

见得日本的侵略者要把大量的日本农民扎根在满洲，从而把日

本一直倡导的“民族协和”的政策全部实现，并且进一步增

大在满洲地区的日本人中国人和朝鲜人的本土认同感，以支

撑日本军队在资源上的掠夺和对东北地区民族抗日武装运动

的打压。最终目的也是要把伪满洲国彻底地变成日本本土。 

而参与到移民行动的人也是要受到日本军部密切调查的

群众。这些人要收到日本政府的“概查和精查”两种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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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概查是“把预定的移民入殖地区通过开拓总局、省、

县等有关部门进行概略的调查。”“而精查则是益开拓总局

的组织调查班为准，这个调查班由拓务省派员和满洲拓殖公

社派社员参加，对现地进行详细的考察和记录”[4]以上的两

种方式一是为了保证满洲的入殖人员是维护日本帝国主义的

人员，以减少日本统治满洲地区的阻力。二来也是日本政府

希望那些在日本生活困难的人民，或者是在日本本土上不能

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人民，或者是失业的人民到满洲去，这样

也极大地减轻了日本本土的人口就业负担，和人口过多所带

来的资源压力。但这个政策在后期也逐渐降温，因为美日之

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促使日本本土急需大量的劳动力从而不

得不减少北满地区的移民数量。

在北边振兴计划和百万户移民计划的共同推动下，日本

政府进行了一种全新的移民方式—“分村分乡”。“分村分

乡的主要移民方式有三种类型，一是宫城县远田郡类型。该

村有农户1 000余户，1936年移出50户，计划1937年和1938年各

移出100户，1939年155户。二是长野县南佐久郡类型。该村有

400户分出一半，1937年派出先遣队，1938年本队移入，在吉

林省舒兰县建立200大户。三是山形县庄内地方的二市三郡，

制定了从1938年开始在中国东北各地建立庄内村计划，于1938

年第七次集团移民时建立200户一个的村落。”[6]263日本政府之

所以要用这三种移民方式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减轻日本移民在东

北地区的思乡之情，日本文明当中的思乡情节非常严重，日本

政府也深刻地考虑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整村或者是整乡的

移民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消除了当地居民的思乡情绪，从而

能够进一步让当地人在满洲的土地上加速开拓。同时大量人

口迁入满洲也符合日本关东军的北边振兴计划的主要宗旨就

是要全方位地准备对苏作战，并且把日本的移入人口变成日

本关东军的后备力量从而支撑日本法西斯势力在华的统治。 

3.北边振兴计划的移民地区和移民数量分析

“北边振兴计划”顾名思义就是在满洲的北部使当地的

经济活跃起来发展起来，从而进一步服务于当地的军事行

动，支撑日本对抗苏联。所以对于该计划而言，选择移民的

输入地区非常的重要，因为移民重镇直接意义上决定了日军

将来在满洲战场上的作战轨迹和作战后备力量的补充。如

“‘满洲国方面应采取之方策’中指出，将日本帝国主义所

制定的‘满洲国’的牡丹江，安东，间岛，三江，黑河，兴

安南省等中苏边境地区和铁路，特别是军用铁路沿线，以及

‘国防上特别重要的点’进行重点移民，作为对苏防御和作

战上的军事辅助者，以及关东军的协助力量”[7]。日本在当

时就把整个东北的边境地区作为重点移民的区域并且要求日

本本土的移民大量的移入道指定的区域进行开拓。在这样的

过程之中，改变了东北边境地区上千公里的防线空无一人的

情况，也加强了当地的防范，开拓了当地的经济，并且在

距离苏联最近的地区建立起工业体系也是一举两得的举动。

比如，当满洲内地出现问题的时候，边境地区的军工的发展

就可以支援日本关东军进行在满洲内部的作战，也有当需要

对苏联进行作战的时候，边境地区的军事工业的发展和大量

移民的迁入可以称为支援苏联最便捷最快速的力量，可谓是

一石二鸟。因此，日本关东军也是在北满洲地区建立起来大

量的新型城市，比如，佳木斯市、密山市等等，这些城市都

成为日本在被满洲的全面的据点，也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地

区，从而加大了日本对于北部的控制。

至于整个满洲地区和在日本“北边振兴计划”下完成的

移民数量现在并没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数据。根据最早的移民

计划来推算的话，日本当时在“大东亚共荣圈”的总体方针

的计划下制定的基本国策要20年内完成百万户移民的计划，

从而在满洲培育起以日本内地人开拓民为核心的民族协和精

神来完成所谓的“东北亚地区北方防御点”的建设。因此，

在这样的条件之下，对于满洲的移民至少在1939—1945年间

应该是有超过3万户日本居民移民到了满洲地区。也有书籍

中叙述到“四十年的移民侵略，移入中国东北的日本移民，

大约不少于35万人，这些人中，约有8万或更多一些人被征

入伍，最后留在东北的日本人约有27万人左右”[5]144。光从

数字来看，将近三十万的日本移民进入到满洲地区是对日本

关东军和日本军队的作战力量庞大的支持。并且这种数量的

移民实际上也就是把本来人就不多的东北地区变成了日本人

的天下。所以说，日本在该计划中的移民数量也从侧面反映

出来。日本也并不是单纯地把东北地区当成一个殖民地一般

的简单的领土占领，而是把整个东北地区当成日本本土进行

治理，并且在移民上基本上是破釜沉舟一般，从不把此地当

成是可以被其他国家甚至是中国人占领的地区。而日本利

用这些数量的移民也进一步加大对当地人民的文化和经济影

响，加大日本文明的宣传，故意抬高日本移民的身份从而最

终完成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的全面统治。

三、北边振兴计划的影响

从上所述“北边振兴计划”可以说是在经济，政治，军

事，社会等各个方面上都深刻地影响了东北地区发展的进

程，都在黑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不管是在计划当

中出现的军事堡垒，还是根本看不见摸不着的意识形态，日

本文明和整个北满地区的基础发展都是息息相关的。

1.对于当地经济和政治文化发展的影响

“北边振兴计划”虽然在本质上来说是日本关东军主导

的对东北地区的中国边境区域内的重新人口，经济结构的调

整以进一步配合日本关东军在对苏作战。这一系列的设置和

改革的作用也多少的推动了当地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比如，

对当地的电力、自来水、城市规划等，“电气……计划新

设发电所30个，经费1亿元”，“自来水……特别是地下井

水供应，采取适当的办法。经费约900万元。”“城市首先

设置市内公共设施，整顿街道，以促进其繁荣。经费500万

元”“关于通信，应促使主要干线和北方电信网完善，并应

特别考虑如何利用通信辅助设备的问题。新设电话线约4万

公里。”“关于邮政……改善经由铁路，汽车，航空等各种

送信设备，扩大业务范围。增设邮政局，处200个。”[6]272日

军在东北地区设置了严密的发展计划，这些计划不仅一定程

度上改善了当地的居民生活环境，并且也为日军快速传递军

事情报信息，而且也提升了在边境地区驻扎的日军的生活环

境，从而进一步稳定军心，以保证军队内部不会出现严重的

内乱。从当时各项计划的拨款来看，日军最重视的就是对电

力和邮政的拨款及建设，以及自来水的供应。因为对于现代



2022年第12期（2022年12月） No.12 2022

150

历史研究

战争来讲，电力意味着日本人能够在这个地区建立自己的工

厂，能够使机场正常运营，从而在每一个时刻都能发动进

攻，或者是保护后方。而邮政的发展则保证了日本军方能够

以最快的速度把需要的军事战略物资运抵前线，从而完成对

满洲地区的统治。

虽然不得不承认日本对北满洲地区，在“北边振兴计划”

的推动下，的确是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当地基础设

施建设和改善了当地的生活环境。但不应该忘却的是，这个计

划的本质仍然是邪恶的，这个计划的主导力量是殖民者而不是

民主选举出来的属于中国人自己的政府，背后的丑恶力量仍然

是不可忽视的。比如，“侵华日军军事要塞群的修筑……有许

多劳工在工程结束之际死于非命。而且，我们可以从任何益处

要塞的周边，发现那些令人怵心的“万人坑”或“劳工坟”，

这些白骨一直在用无声的抗议诉说着当年的非人待遇……要

塞一代被抓捕的反满抗日人士多被输送到731部队充当“马路

大”[8]。日本关东军对于北满地区的开发是惨无人道的，虽然

说有改善但是受到改善的人不是日本人就是已经归顺于日本的

中国人。但即使是这样，这些归顺中国人也随时有可能被日

军抓走充当劳工或者是被抓进731部队当作是细菌实验的试验

品。日军在实行自己的军事计划时期只是把东北的土地当作是

本土来治理，并不是把人民当作本土民族来对待。因此，日

本人虽然大力开发，却受到了当地抗日武装的极力抵抗，并

且同时民怨四起。在这一系列的作用下，日本所计划的各项

事宜进程揭是非缓慢，并且有一部分计划也没有如期完成。

2.日本移民大量增加下对于东北地区的影响

在“北边振兴计划”和“百万移民计划”的共同推动

下，东北地区涌入了大量的日本移民，这些人在日本关东军

的统治下享受着东北地区最好的土地资源，教育资源等等。

并且日本移民还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关东军在文化和教

育上的殖民统治，比如，当日本人在教育上获得优先权的时

候，就使得中国人不得不去学习日语而放弃对于自己母语的

应用和学习。所以说，当这样的移民大量出现在东北地区的

时候，一定程度上是加大了对当地的殖民统治，加大了对东

北地区人民的压迫。不管是文化上还是经济上，日本移民的

出现都使当地的人民环境出现了重大改变。

日本关东军同时大量的抢占中国人的土地，或者用低廉

的价格强行收买中国人民的土地来赠予或者是用非常便宜的

价格售卖给日本移民的行为，造成了大量中国人流离失所。

这样的行为表面上是打击了中国人民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存权

利，实质上则激发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爱国之情，使得当时在

东北地区的抗日民族武装力量有了更加广泛的群众基础，也

促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认同感迅速的增加，并且成为了日本关

东军非常难以处理的问题。

而日本移民的出现也带来了些许先进的工业技术，农业技

术等等，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的发展。比如，日本移民团队中

就有对于东北地区种植的农业指导，或者是工业上的工程师人

员。农业指导可以帮助日本移民快速地了解东北的地理环境，

从而更加快速地开始种植工作，在种植的过程之中不断提高

产量，也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发展。而在工业上，日本

工程技术人员为服务日本军事建设而来，把当时日本国内先进

的重工业技术带到东北，也使得这片重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区

域受到了全新的开发，更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量的移民输入使东北的土地上留下了日本人不可磨灭

的痕迹。直至今日，很多城市的布局还是按照日本人所设计

的方案所进行。比如佳木斯，这个城市就具有典型的日本城

市风格。火车站位于整个城市的核心位置，并且有明显的依

据火车站向站前方向放射的街道，符合日本城市的基本建筑

风格。在城市的交通和排水系统上，也留下了大量日本设计

师的痕迹，建国后我国设计师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设计，发

展完善从而形成了现代东北城市的模样。

四、结语

日本的“北边振兴计划“带来了大量的日本移民，他们

很多是日本本土已经破产的农民被迫搬迁到满洲，或者是在

日本军部的授意下被迫移民到了满洲，如果是对这些普通的

民众加以进行打击或者是屠杀并不是人道的行为。当然这里

面并不包括那些狂热的法西斯分子，他们对于日本帝国主义

和对于日本对外侵略的支持是毋庸置疑的，所以狂热分子受

到正义的审判也是不容争议的。在东北的日本移民很多也经

受了严寒，传染病等等打击。可以说日本法西斯主义荼毒两

国人民，是中日两国共同的敌人。当今日本政府对于自己在

东北地区犯下的罪行是拒不承认，甚至是企图掩盖歪曲历

史，这样的行为过分幼稚和邪恶。在东北进行“北边振兴计

划”的过程之中，大量的军事要塞，万人坑等等当年日军犯

下罪行的证据保存在了东北的冰天雪地里，他们没有消失而

是永远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证据，这些铁证伫立

在中华大地之上更是不容日本政府忽略和忘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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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rthern Immigration Plan” in Japan’s“Soft”Invasion

Cheng Dawei
(Institute of Humanities,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reign of the Manchukuo,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by taking it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military strength in Northeast 
China, vigorously pursues the colonial policy and actively carried out colonial activ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One very important colonial policy is 
the “northern revitalization plan” implemented in the late 1930s. Actually, Japan’s immigration activities support the Japanese Kwantung Army’s war 
of aggression in Northeast China, because there would be no de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ortheast border area in the later stage without the 
large-scale immigration of immigr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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