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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抗战史，总能看到汉奸的身影，嚣张而又卑
怯，可谓“国难当头，汉奸如麻”。但是，他们只是历
史的垃圾。屹立于历史中的，是孟子所言的“大丈
夫”：“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
谓大丈夫。”

什么叫“威武不能屈”？75 年前，日寇带着汉
奸，用刺刀和机枪在河北任丘、高阳两县(紧挨着
今天的雄安新区)进行了一次“奴化试验”，试图制
造更多的汉奸。

日寇忘记了：中国人是有骨气的。

一

“在高阳，恒尾带领日伪军突然包围了李果
庄，让群众跪在大街上，背‘反共誓约’，背不过就用
刺刀逼着扒房檐，谁掉下来就杀谁。李果庄群众齐
亭章等四人从房檐上掉下来，恒尾狂叫：‘大日本
皇军到中国是来干什么的？就是来杀人的！’说完
把洋刀往冷水桶里一泡，随手把四个人的头砍下
来。他还把鼻子凑到带血的刀上闻一闻，凶相毕
露。

“(在东留果庄)，日寇要活埋高大管，高林站
出来拦挡，恒尾问：‘该埋不该埋？’高林愤怒地回
答：‘中国人没有罪，不该埋！’恒尾指使伪军又把高
林埋了。他狰狞地说：‘谁要抗日，不老老实实按六
条做皇军的新国民，就杀谁！’

“敌人在良村开‘反共誓约’会，让群众背六条，
孟进背过后，敌中队长小松狂叫：‘他是八路军的
密探！’当场把孟进活埋了。恒尾说：‘你们村驻八路
军，为什么不报告？’一连问了三声没人答言。恒尾
暴怒要杀人，群众郭年站起来说：‘我们村没有驻
八路军。’恒尾问：‘你敢保证？’郭年答：‘我敢保证！’
恒尾扬刀就砍下了郭年的头，说：‘我叫你拿命来
保！’随后，以到会人少和背不过六条为由，又砍了
两个人，埋了三个人……”

上述文字，出自《吕正操回忆录》，这是吕正操
将军对日寇 1943 年 8 月下旬华北地区推行“新国
民运动”的回忆。他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
第三纵队司令员，奋战在冀中抗日根据地。

史载，日寇的“新国民运动”，以所谓“建设华
北，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匪，肃清思想，确保农
业生产，改善生活，安定民生”为目标，由日本华北
方面军司令部直接领导，抽调特务团三十分队的
五十名特务骨干分子，在华北方面军情报主任山
崎和助平恒尾率领下，组成了“示范队”，强力推行
“新国民运动”。计划从 1943 年 8 月开始，至 1944
年 3 月，用 7 个月时间，分为运动准备、强力推行、
扩大战果、总结检查四个阶段。高阳、任丘两县被
日寇当成“新国民运动”的示范区。

《吕正操回忆录》中所说的六条“反共誓约”，
是日寇炮制的：“一、皇军及中国军警到达村落时，

村民决不逃避；二、皇军和中国军警问话时决无虚
伪之陈述；三、今后绝对拒绝八路军及其军政机关
所要求的一切破坏行为；四、绝对迅速提供所得的
确实情报；五、严守本誓约，决不违犯；六、以上各
条如有违犯，任何处罚情愿甘受其苦。”

日寇此举，意在通过残酷杀戮，逼迫中国人忠
于“皇军”，变成甘当亡国奴的“新国民”。

吴庆彤， 1943 年在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
令部当译电员，住在高阳县的南马村，当时军分
区司令部曾几次向晋察冀军区报告日寇推行“新
国民运动”情况，由他翻译成密码电报发出去。
他后来在一篇题为《太阳旗下的刽子手——— 侵华
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的回忆文章中
写道：

“日寇要求每个人都要背熟这个‘誓约’，发誓
效忠‘皇军’，甘当‘反共’的新国民，并要求立即照
办，检举共产党、八路军及抗日分子。凡是背不过
的、不检举的和表示不满的，就不是‘东亚解放的
新国民’，就要立即处罚。”

二

“新国民运动”的始作俑者，是汪精卫。
1940 年，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后，汪精卫一

直在揣摩日本主子的心思。自“七七事变”后，
抗日战争已持续近 4 年，日寇曾叫嚣的“三个月
灭亡中国”俨然已成梦呓，“速亡论”破产，日
本人开始另有想法。日酋今井武夫就表示：“为
了解决中国事变，单纯凭借武力是难以达到目的
了，因此考虑到绝不可缺少掌握中国民心和取得
民众的协助。”

作为傀儡，汪精卫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主
子满意。他认真琢磨“民心”二字，谋划如何让更多
中国人像他一样当汉奸，为日本人服务。1941 年
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大
后方”，源源不断为其提供战争资源，汪精卫心领
神会，推出了亲日奴化的“新国民运动”，目的就是
泯灭中华民族抗战意识和民族意识。

1941 年 12 月 27 日，汪伪政府在南京召开了
“大东亚解放大会”，宣布要全面开展“新国民运
动”，为日本人摇旗呐喊并表忠心：通过开展“新国
民运动”，予以日本“建设新东亚应有之协力”。汪
精卫本人亲自拟定了《新国民运动纲要》，在 1942
年元旦正式公开发表，汪精卫声称：“现在四年有
余的中日事变，已一转而为保卫东亚的大战争，在
这新关头，没有新精神，怎样能担负这新责任，完
成这新使命？”他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新国民运
动与精神总动员》：“全国同胞，对于这一次大东亚
战争，要认定是东亚生死关头，也即是中国生死关
头”，“现在的战争是总力战，所谓总力，一切心力
物力都包括在内。”“在大东亚战争中，日本自己发
出了无限的力量，同时也盼望中国发出力量。必须
这样，能支持长期战争，才能在长期战争中确保胜

利。日本是要中国协力的……”
汉奸不可怕，就怕汉奸有文化。
那个曾经写下“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

英武少侠，此时傲骨傲气俱失，自己不仅甘心当奴
仆，还试图制造一种理论，让所有中国人都当日本
人的忠实奴仆！

时至今日，还有人试图为汪精卫“翻案”，
甚至赞其有人格——— 一个替外虏敲骨吸髓的汉
奸，一个帮助异族对中华民族不仅试图“亡国”
而且谋划“灭种”的汉奸，又哪能提得起“人
格”二字？

可耻的是，汪精卫不仅在自己所能控制的狭
小区域内推广“新国民运动”，还跑到华北他一直
试图染指的其他汉奸盘踞的势力范围，鼓吹“新国
民运动”，试图实现“华北的中央化”。当时华北的
汉奸组织是“新民会”，不睬汪精卫，在经过复杂的
博弈后，加上日方的调和(日军华北方面最高司令
长官冈村宁次高度认可“新国民运动”)，南北汉奸
合流，汪精卫被“拥戴”为新民会“名誉会长”，北方
“特派王揖唐、周作人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委
员”，新民会还宣布：1943 年为“开展新国民运动
年”。

三

华北群众，尤其是被当作“新国民运动”“示范
区”的高阳、任丘两县老百姓，以极其悲壮的方式，
拒绝当“顺民”。

日寇和汉奸在乡村一路杀戮一路推行“反共
誓约”会，遭到抵抗，便想了个毒招，诱逼 16 岁至
45 岁的男性青壮年到城里参加“反共誓约大会”，
借口是“去去就回来，哪个村不去，就是八路村，房
子要烧光，人要杀尽”。由于我抗日军政机关采取
了一些对应措施，组织人员劝阻，广大群众才没有
上当，但仍有 2 . 25 万人(其中任丘 1 . 5 万人，高阳
7500 人)被诱逼进城。一进城，便被扣押，苦难降
临。

敌人把集会变成刑场，试图恐吓老百姓与八
路军“切割”，当“顺民”。《太阳旗下的刽子手———
侵华日军炮制的“新国民运动”真相》一文中写道：

“ 10 月 18 日，任丘的‘反共誓约’大会会
场设在城东南角的广场上。会场四周架着机枪，
里边挖了很多埋人坑。荷枪实弹的日伪军把会场
围了个水泄不通。山崎说，我们这是‘淘水捉
鱼’。你们‘老百姓是水，八路军是鱼’，来了
就别想回去。并宣布了‘三不准’、‘十枪
毙’：(一)见了皇军不准逃跑。(二)皇军问话不
准说不知道。(三)皇军要东西不准不给。交头接
耳枪毙、说话枪毙、流动枪毙、解手枪毙、吃东
西枪毙、吸烟枪毙、咳嗽枪毙、吐痰枪毙、抬头
枪毙、逃跑枪毙。会场一片恐怖。

“汉奸们耀武扬威，呐喊着叫大家背反共誓约
六条。山崎拔出指挥刀，大声逼问：‘谁是共产党，

八路军？谁给八路军藏枪？谁和共产党八路军通
气？’会场鸦雀无声。山崎暴跳如雷，令汉奸李弼
臣、张介福拉人到台前逼问。第一个被拉上台的
是任丘县麻家坞村村民王虎，他面对敌人愤怒
地大声说：‘六条不会，八路军我不知道！’敌人立
即把他推到坑里活埋。埋后又刨出来再次逼问，
王虎依然坚定回答：‘不知道！’敌人把他打得皮
开肉绽，不省人事。接着又拷打了几个人，敌人
用尽种种残酷手段，没有得到一点信息。后来又
把群众关押在圣人殿、城隍庙和汽车站 3 个大
院里，一个村、一个村地拷打讯问。3 天中，有
150 多人被毒刑拷打，近百人伤残。被关押的乡
亲们，面对敌人的酷刑、屠杀，纷纷起来反抗。任
丘县有 130 人从敌人的监视下向外冲，鬼子开
枪射击，有 30 多人当场牺牲，近百人逃跑成功。
在大家向外冲时，东关的陈卜高喊着‘中国人誓
死不当亡国奴！’扑上去夺了一鬼子手里的枪，
被另外几个鬼子开枪打死……”

史载，日寇见武力无效，就残忍地断粮断水
七天七夜。被关押的老百姓开始吃地上的野草、
树叶、树皮、衣服里的棉絮，喝草帽接的雨水，甚
至自己的黄尿……但仍然没人说出八路军的武
器弹药、粮食、文件藏在什么地方。因为饥渴，被
关押在两个县城的群众，死亡的人一天比一天
多。日寇决定从两县挑出 3500 多名年轻人送进
“感化院”，其他老弱病残陆续放了出来。

吴庆彤回忆说：“我亲眼看到我的房东刘维
汉被诱逼进城参加‘大会’，十几天后被敌人放回
来，已被折磨得好像换了一个人，一位身体结实
的壮年人，衰弱得走路都晃晃悠悠。他失声痛哭
诉说在敌人那里受苦受难的情景，至今深深地
刺痛着我的心，使我永生难忘……”

一场“新国民运动”，让任丘高阳两县平添
多少新坟？

被胁迫去“感化院”的人，没有一个人被“感
化”，后来在我军民的帮助下，全部逃了出来，大
部分人参加了八路军。

四

复仇！复仇！
华北平原上，中国军民用复仇的火焰，坚决

粉碎了敌人罪恶的“新国民运动”。在高阳，在任
丘，武装抵抗无处不在。

《保定抗日战争实录》一书记录了日本“屠
夫”小久保的覆灭。小久保在任丘县血债累累，
他曾包围八方村召开“反共誓约”会，令日伪军
用刺刀逼着群众背“反共誓约”，不论背过背不
过，小久保都亲自从人群中往外拉人，逼问村里
有无八路军。接连问了十五人，都回答：“不知
道！”小久保一怒之下，把十五个群众都活埋了。
随后又拉出十三个人，连问都没有问，就用洋刀
和刺刀全部杀害。1944 年 1 月 24 日，中国农历

除夕，小久保率 40 多名日军和部分伪军，抬着
一挺重机枪去苟各庄检查“反共誓约”，遭到八
路军一个连和任丘游击队的伏击。

《太阳旗下的刽子手——— 侵华日军炮制的
“新国民运动”真相》也记载了一个细节：1943
年 12 月 5 日下午，当日伪军从高阳县五尺村搞
“突击示范”回城，经过西良淀时，被八路军伏
击，全歼了日军一个加强小队，两个中队的伪军
缴械投降，“部队在打扫战场时，一位老大娘急
忙拉着几个战士到她家里去，打开大柜，从里面
抓出一个鬼子来。原来这个鬼子被打得乱窜，逃
到老大娘家，用手比划着想躲起来，大娘急中生
智，把他锁进了大柜里……”

经八路军与地方武装连续作战，消灭了高
阳、任丘县日军“突击示范队”主力和大批伪军，
日军的“突击示范队”到处挨打，不敢外出检查。
山崎和恒尾狼狈逃回北平，“新国民运动”彻底
破产。

再说说伪军的下场。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
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当年奋战在冀中平原的刘
光裕在《艰苦战斗的岁月》一文中回忆说，八
路军在战斗中外翼驱散伪军，内线专门打击日
军，几次战斗中，“让过伪军专门打日本鬼
子，以致战斗中伤亡日军多，伪军少，甚至无
伪亡，致使高阳日军不相信伪军，伪军不愿意
随鬼子出动，使敌伪内部出现矛盾，为我争取
伪军创造了条件……有不少伪军通过联络员捎
口信说：我是中国人，决不真心给鬼子干。”

对于铁杆汉奸，是杀无赦。《艰苦战斗的岁
月》中写道，一个叫“小白子”的汉奸作恶多端，
群众恨之入骨，八路军设下埋伏将其打死在村
边后，群众甚至烧香磕头庆贺。还有一个铁杆汉
奸周万银，经常在酒醉之后说：“我是死人还是
活人？”感到自己末日的到来。

今天读华北敌后抗战历史，尤其堪称悲壮
史诗的冀中平原抗战，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恐
吓，甚至杀戮，能够让中国人屈服吗？

答案是否定的，侵略者的暴行，反而让中国
人意识到：抗日，是中国的生死之战。

1943 年 10 月 18 日，任丘县城“反共誓约”
大会上，一个叫李小牛的村民，被敌人用刺刀从
前胸穿透后背，仍然挺立，呼喊：“乡亲们，这就
是当亡国奴的下场！谁能出去，要报仇，打日
本！”

五

历史悠悠，英雄英名，永垂不朽，而像汪精
卫这样的汉奸，早已被挫骨扬灰。

时间的评判，最为真实，中国人敬重有骨气
的中国人。闻一多先生曾在民族危难时刻，挥笔
写就《中国人的骨气》，他大声疾呼：

“身为中国人，就要像个中国人！”

日寇在华北用刺刀和机枪也没得逞的“奴化试验”

河北新河经济开发区于 2012 年被批准为省级经济开发区，建成面积 14 平方公里，规划面积 25 平方公里。投资 34 亿元，实施了“十通一平”基础设施建设，搭建了“五横十纵”的路网框架；建成了城西工业污水处理厂
（日处理污水 7 千吨）、玉树生活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 2 万吨）和城东污水处理厂（日处理污水 2 万吨）。2016 年被国家列入产业园区规划环评清单式管理试点单位，并于 2017 年 12 月获批。

开发区现已初步形成了装备制造、生物科技、
管业建材、健康食品、现代物流、新能源科技、新
业态经济等主导产业。装备制造以汽车配件、水利
机械、眼镜盒等传统产业为主，拥有工程钻机和水
利机械规模企业 16 家，是高铁、桥梁等国家重点
工程的供货商；华兴机械、众力汽配、曙光机械等
汽车配件规模企业 20 余家，与长城汽车、北方奔
驰、北汽福田、青岛重汽等 20 余家知名企业建立
了合作关系。新能源产业引进建设了由世界 500 强
企业超威电池投资 20 亿元的河北超威电源新能源
循环经济产业项目。新业态经济重点发展电子商
务、互联网金融，大数据、企业区域结算中心等新
业态经济项目。 开发区属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节点，位于省会

石家庄 1 小时经济圈、环京津 3 小时经济圈、中原经
济圈 3 小时，雄安新区 2 小时经济圈，未来发展空间
巨大。交通四通八达，邯黄铁路、 308 国道、青银高
速、邢衡高速穿境而过，距大广高速 20 公里、距黄
骅港 280 公里，距石家庄、邢台、衡水、德州高铁站
和石家庄机场 1 小时车程内，济南高铁站和机场 2 小
时车程内。

拥有 1000 千伏特高压变电站 1 座， 220 千伏变
电站 1 座， 110 千伏变电站 3 座(东部产业园内建有
110 千伏变电站，可增容到 150 千伏)， 35 千伏变电
站 7 座，是全省乃至京津冀重要的电力资源供给通道
节点。

开发区浅层淡水面积 21 . 6 平方公里，滏阳河、
滏阳新河、滏东排河、西沙河等横贯全境，南水北调
每年分配给开发区水量 367 万立方，新发现蕴藏丰富
的优质饮用天然苏打水，符合矿泉水水质标准(G-B/
T13727-92)。

拥有中裕燃气和绿源燃气两家燃气公司，输送量
均达到 100 万方/日。天然气管道实现县域全覆盖。

县域耕地面积 38 万亩，农作物以小麦、玉米、
棉花为主，农副产品有灵芝、香菇、红枣、葡萄、皇
冠梨、哈密瓜等，是全国万亩红枣基地县。

新河县享受国家证监会扶持贫困地区企业上市的
便利政策。县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开发区管委会出台了《关于鼓励企业发展
的扶持办法》，对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
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
等新兴产业和循环经济、总部经济、电子商务、现代
物流、农业产业化等重大项目设立专项扶持补贴。

以创造四最(综合投资成本最低、政策最优、效
率最高、服务质量最好)环境为目标，按照经济发展新
要求，树立新“九通一平”的理念，即实现信息通、
市场通、法规通、配套通、物流通、资金通、人才

通、技术通、服务通，建立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平
台；建立和实施开发区投资环境评价综合指标体
系，对行政、经济、服务、法制、社会、人文等六
大环境要素进行详细分解、动态考核，及时关注指
标变化情况，切实完善投资环境，提升开发区的社
会美誉度，再造开发区新优势。

简化行政审批事项，清理招商引资行政审批事
项，简化办事程序和条件，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
的审批事项和前置条件一律取消。建立“一套机
构、一个窗口、一站许可”的“一站式”行政审批
制度;实行“一条龙”“保姆式”服务，开发区成立
专项服务团队，加强国土、规划、发改、工商等部
门联动，共同帮扶企业，实行招商引资项目“一事
一议”“一企一策”制度，提高办事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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