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后中韩共同解决东北“韩侨”问题的过程
孙春日

【内容提要】1945 年日本投降时东北“韩侨”人数已达到 200 多万。由于日伪时期日
本推行民族挑拨政策，东北地区民族关系颇为紧张。国民党东北行营在接收日伪资产时，强
行扣押东北“韩侨”资产，强迫他们返回朝鲜半岛，使众多东北“韩侨”家破人亡，到处流
荡。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受大韩民国国民会议副主席金九等人的请求，为保护东北“韩
侨”基本权益和发展中韩传统友好关系，指令东北行营停止对东北“韩侨”的迫害，物归原
主，圆满解决了东北“韩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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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韩侨” 日伪资产

光复后东北局势非常混乱，东北“韩侨”处于非常困惑的境地。国民党东北行营在接
收日伪资产时，对东北朝鲜人不管其曾入籍与否，一律视为“韩侨”，将其资产规定为“日
伪资产”，予以扣押、没收，并强令他们返回朝鲜半岛。东北地方上的地痞无赖、政治土匪
也趁机打扮成国民党“收复军”
，在东北各地对“韩侨”进行大肆劫掠，为所欲为。结果，
东北“韩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经营的产业，包括工厂、学校、农业等大部分停
顿下来，生活毫无保障。结果，近三分之一的东北“韩侨”只好抛弃家业仓皇逃回朝鲜半
岛。
针对这种局势，时任大韩民国国民会议副主席的金九等人写信给曾经在中国保持良好
个人关系的蒋介石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强调维护中韩传统友谊和今后发展中韩关系的必要
性，要求国民党停止对东北“韩侨”的迫害和没收他们的资产，以保障东北“韩侨”的基
本权益。韩方的要求得到蒋介石等国民党高级将的同感，并指令东北行营要纠正对日伪资
产矫枉过正的行为，使东北“韩侨”问题终于得到圆满解决。
本文拟探讨光复后国民党对东北“韩侨”政策如何激化民族矛盾，中韩二国领导人为
解决东北“韩侨”问题作了哪些努力，并借此阐明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和韩国政府重
视和发展中韩关系的共同愿望。有不妥之处，请斧正。

一、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对东北“韩侨”的政策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接收”东北展开激烈的角逐。国民党政府为抢占东北，于
1945 年 8 月 31 日在重庆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东北行营（1947 年 4 月 7 日改称“东北
行辕”
），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同时下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以杜聿明为保安司令
部长官。此外，国民党中央向东北另派外交特派员、政务特派员、财经特派员和党务特派员
等。
“韩侨事务处”是由国民党东北行营与外交部联合成立的专门处理东北“韩侨”事务的
一个机构。1945 年秋，杜聿明部抢占锦州时，考虑到东北地区“韩侨”众多的实际状况，
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内设“韩侨事务处”，以王逸曙为处长，专门处理东北“韩侨”
1
事务。 1946 年 9 月，韩侨事务的隶属改为国民党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公署的一个机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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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逸曙，又名金弘一，或王雄，是朝鲜平安北道龙川郡人。1916 年朝鲜定州五山中学毕业，1919 年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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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4 月，又改为直属于国民党东北行辕的一个机构，专署收复区有关“韩侨”的事务，
总部设在沈阳。
光复后“韩侨事务处”对东北“韩侨”的业务主要有二项，一是协助东北行营扣押、没
收东北“韩侨”的日伪资产；二是遣送东北“韩侨”返回南朝鲜。
（一）扣押东北“韩侨”资产
韩侨事务处扣押、没收东北“韩侨”资产，是东北行营接收东北日伪资产工作的一部分。
1946 年国民党东北行营颁布《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及处理办法》，对接收日伪资产规
定：（1）日本、德国公私事业机构及资产（2）伪满政府所有之资产及事业机构（3）朝鲜、
台湾公营之事业机构及公有资产（4）朝鲜私人所有的产业亦先予接收，但如能提出确实证
据证明该业主并无协助日军行为、欺凌中国人或其他犯罪行为者给予发还（5）中国人在上
列各项资产中在“9·18”前与其有共有权也先予接收，如有人能提出证据查明属实者，应
予发还或承认之，但“9·18”后敌伪所增益之资产应属中央政府（6）中国人在前列第 1
款、第 4 款资产中有共有权，经提出证据查明属实，而其经营之目的及方法并不能证明其有
不法、或利用敌伪特殊势力之情事，可以将共有部分之资产全部或一部分发还或承认之。也
就是说，国民党政府把东北“韩侨”资产放在没收之列，并规定，如果无亲日行为或欺凌中
国人行为，日后再发还。
依据上述规定，国民党东北行营和东北保安司令部专门制定了处理东北“韩侨”资产和
遣送韩国的一系列计划。例如，1946 年 4 月颁布实施的《处理韩侨临时办法》及后来的《东
北韩侨处理通则》，1947 年 5 月颁布的《东北韩侨产业处理计划》
，1947 年 7 月颁布的《东
北韩侨产业处理办法施行细则》，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工作计划》等，均与此有
关。
其中，1946 年颁布的《处理韩侨临时办法》、
《东北韩侨处理通则》
，详细规定了没收和
扣押“韩侨”资产的目的、方法等。
《处理韩侨临时办法》第 9 条明确规定；
“凡东北韩侨中
应遣送或检举其所有产业，依照朝鲜及台湾人产业处理办法之规定，一律暂予扣押，准许居
留韩侨之产业，亦须调查登记，不许移转或变更”2。在《东北韩侨处理通则》第七条中也
规定；
“暂留韩侨所从事之生产或业务，应由管理处拟具分期接管办法，分派本国人民逐年
接管，以业务全部接管。韩侨全部遣送完毕为目的。各韩侨应负忠实移交及协助之责任”。
按这一规定，1946 年 6 月份开始至年底东北行营“韩侨办事处”对东北“韩侨”资产
进行扣押或没收，致使“东北韩侨所经营之各种产业全部停顿，因之生活毫无保障，至于
教育卫生以及其他更无论矣”3。其实，日伪时期东北“韩侨”的资产，不过是一些微不足
道的工厂、商店和土地等而已。
即使如此，从 1946 年 4 月 3 日至同年 9 月 30 日为止，韩侨事务处共查封了 1516 个东
北”韩侨”产业。其具体状况如下；
1946 年在“占领区”被查封的“韩侨”产业4
国贵州讲武堂步科学习，毕业后任贵州黔军总司令部特务大队排长。1925 年到广州黄埔军校任第三期兵器
教官。1926 年随军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北伐东路军总指挥部少校参谋、中校科长。1928 年任上海
兵工厂护厂大队长。1933 年 2 月随军参与“围剿”江西红军，任第二路军总指挥部上校参谋。抗日战争爆
发后，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处长。战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兼东北韩侨事
务处处长。1948 年月日 7 月任国防部中将部员，同年 8 月携蒋介石亲笔信函返回南朝鲜，任韩国陆军士官
学校准将校长，旋升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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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处理韩侨临时办法》民国 35 年 4 月 2 日。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

卷号 J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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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韩国侨民会总会记录》
。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东北韩侨产业处理计划》
，1947 年。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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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类

辽宁省

辽北省

安东省

1660（栋）

27（栋）

3（栋）

2921309．03

2414．24

151．00

11030．59

2934904．86

基地

1275429．56

12149．40

44226．00

74956．71

1406761．67

水田

20640224．6

450841．00

1384636．00

4490908．11

旱田

2531931．80

433390．00

313046．00

345308．58

3623676．38

杂地

58283455．00

19068．00

297997．00

47815．42

58648335．42

原野

276480．00

荒地

93963．00

矿地

12976300．00

12976300．00

墓地

5966．00

5966．00

工厂

39（所）

3（所）

1（所）

13（所）

59（所）

机械

1289（件）

68（件）

29（件）

254（件）

1640（件）

家具

31（件）

医器

12（件）

8（件）

有价证

1055113．02

1654．492

972450．65

2044108．60

券

（元）

（元）

（元）

（元）

别
房屋

（平方米）

吉林省

热河省

67（栋）

总计
1757（栋）

70656．00

17461063．57

276480．00
146237．00

39752．38

279952．38

31（件）
20（件）

东北“韩侨”资产被扣押后，原则上由韩侨事务处审核处理。所移各案件，因当时《韩
侨产业处理办法》及《施行细则》尚未颁布，因而未能进行全面调查。
然而，东北行省对东北日伪资产进行的“接收”，实际上演变成一场“劫收”，给包括东
北“韩侨”在内的收复区各族人民带来莫大灾难。对国民党军队在经济接收中的种种弊端，
连蒋介石也承认：“由于在接收中许多高级军官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洒色之中，弄
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5 除此之外，
东北地方上的地痞无赖和政治土匪也趁机打扮成国民党“收复军”
，在东北各地随心所欲，
大肆劫掠，更加深了东北人民的灾难。
（二）遣送东北“韩侨”返回南朝鲜
抗战胜利不久，国民党就制定了遣送东北“韩侨”返回朝鲜半岛的政策。1945 年熊式
辉受蒋介石的指令，设立“东北复兴委员会”，并向蒋介石提交了“东北复员计划纲要草
案”。在此草案上，对日伪时期的朝鲜开拓民规定，
“令其返回，财产依条令办理”。6
1946 年 4 月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颁布的“处理韩侨临时办法”中对“韩侨”的遣
送政策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其第三条规定；“凡不事生产及无正当职业朝侨，一律限期集
中先行遣送回国。其集中及遣送时期应按实际情形临时核定”
。第五条又规定；
“韩侨共产
党经查明后，不论职业如何，一律遣送既行回国”
。第七条规定；
“东北韩侨之集中遣送，
准许居留或依法检举等，统由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办理。一切韩侨均不得自由
行动”
。第八条规定；
“应遣送回国之韩侨，其集中管理遣送及准许携带物品等项，一律适
用处理日侨办法”。
在这里，所谓“不事生产”和“无正当职业”的“韩侨”，实质上是国民党强加于东
北“韩侨”的莫须有罪名，是为遣送东北“韩侨”而寻找的借口而已。
为有计划有组织地遣送东北“韩侨”，东北行营还颁布了具体的行动步骤。如“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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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269 页。
《东北复员计划纲要草案》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 171，卷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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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侨处理通则”第三条规定；“对于韩侨，依其职业分为暂准居留与即时遣送。凡从事于
生产事业者，暂准居留，其余一概即行遣送回国。生产事业之种类，由各省市管理处列表
规定”
。第六条规定；
“独身韩侨，必须即时遣送。暂留韩侨之家属，男子年在六十岁以上
或十五岁未满，及妇女，得依请求，许优先予以遣送回国”
。第 9 条规定；“凡暂留韩侨，
依其所从事之业务，及其他各情形，分别规定次第及年限，逐年遣送回国。每年遣送人数，
期间，由各该地管理处于调查明确后，分别拟定报核。但最迟须在 5 年以内遣送完毕”
。
第十三条又规定；“即时遣送之韩侨，应依左列规定集中；甲，辽宁省安东省韩侨，集中
安东；已，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韩侨集中延吉；丙，黑龙江省，嫩江省韩侨集中长春；
丁，辽北省，兴安省韩侨集中沈阳”。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条又详细规定；
“集中期
限以一个月完成。但为人数过多或有其他必要情形时，令其分开集中。其开始日期，由各
省市政府体察当地情形决定之”
，“每集中地设集中营，由韩侨管理处办理”
，而“已集中
之韩侨应 3 个月内遣送完毕”
。此外“凡被遣送之韩侨，除随身衣服及许可携带之必需零
星物品外，其它财物一概不准携带。所持现钞不得超过国币一千元。
”7
按上述原则，解放战争初期东北行营对东北“韩侨”共进行了两次遣送活动，不过其
中第二次遣送只有计划，无具体结果。
第一次遣送计划于 1946 年 12 月具体实行。此次遣送主要是以原居住于朝鲜北纬 38
度以南“韩侨”为对象而推行。最初计划遣送 1 万 5 千，但因时间短促，天气酷寒，未能
如数遣送。自 1946 年 12 月 7 日起，被选定遣送的“韩侨”从收复区各地开始向沈阳收容
所集中。截止 12 月 17 日止，集中沈阳的“韩侨”人数达到 2492 名。他们分别来自沈阳
990 名、长春 543 名、营口 199 名、抚顺 202 名、吉林 49 名、哈尔滨 37 名、四平 39 名、
锦州 38 名（集中在葫芦岛收容所），其它 395 名。后来病死 6 名，退所者 3 名，最后遣送
总人数为 2483 名8。他们于 12 月 22 日从沈阳出发，22 日到达葫芦岛。经港口检查所实施
检查后，登船，24 日上午 7 点起航回国。
第二年，据韩国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及韩国侨民会调查，当时在东北收复区居留的“韩
侨”尚有 93，283 人。其中赤贫而无正当职业，仅在辽宁地区自愿回国者，就有 1 万人左
右9。当时国共正打内战，物价高涨，一般“韩侨”口粮很困难，尤其国共交战地区，这
种情况更为严重。因此，1947 年 3、4 月份以来，许多“韩侨”离开沈阳，去锦州、天津、
北京等地。据统计，直至 1947 年 4 月末，韩国总办事处家属以及生活较富裕的“韩侨”
，
飞往北京和天津的达 1 千多人，而徒步走到锦州等地的也有 1 千多人。在这种情况下，国
民党政府认为，若不及时遣送他们回国，对于收复区地方治安和社会秩序将产生重大影响，
因而准备了第二次遣送计划。此次遣送，可分为韩国方面的主动撤退和东北行营组织的第
二次遣送。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第二次次遣送计划半途而废，未能实现。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行营第二次遣送计划与第一次计划相比有所改变，并非计划遣送
所有东北“韩侨”。1947 年 6 月 13 日国民党颁布“处理韩侨办法大纲”中规定；
“对于行
为善良，有正当职业或驻华代表团及其各地宣抚团任有职务之韩侨，如愿留居中国者，准
许继续留居，并由地方当局核发居留证，从 1948 年 8 月 1 日起开始施行”
。同时，发放“韩
侨”居留证的年龄，起初定为 13 岁以上，不久改为 7 岁以上。其办法是，韩国驻华代表
团东北总办事处将韩侨户口总登记簿以信函的形式送到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经该事务处
核定之后，转送各该管市县政府核发居留证。据统计，在沈阳、海龙、辽源、西丰、农安、
营口、清源、东丰、锦州、铁岭、四平等 11 个市县，应发居民证的韩侨有 34，713 人10。
也就是说，东北行营对“行为善良，有正当职业”的韩侨“如愿留居中国者”，准许继续
7

《东北韩侨处理通则》
。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东北韩侨概况》
。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9
同上。
10
《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工作报告》
。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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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居，并由地方当局核发居留证。
事实上，通过东北行营遣送计划返回朝鲜半岛的东北“韩侨”占有极少数，大部分还
是不堪忍受当地无赖之徒和“政治土匪”的虐待和欺凌而返回南朝鲜的。

二、韩国代表机构对东北“韩侨”的保护
抗战胜利不久，在上海、重庆等地活动的金九、李始荣等原上海临时政府和韩国独立党
（以下简称韩独党）主要领导人，以个人身份返回韩国。然而，在国民党庇护下，长期在中
国境内开展反日独立运动的韩独党，光复后也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中国“韩侨”中地位和影响，
继续在东北“韩侨”社会中扩大组织机构，积极与国民党交涉，以确保东北“韩侨”的基本
权益。
光复初期韩独党在东北设置的代表机构，主要有“韩国独立党中国总支部东北特别委员
会”和“韩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处”等。另外，在东北“韩侨”聚居地区还广泛设有“韩
国侨民会”等郡众团体。
“韩国独立党中国总支部东北特别委员会”是韩独党为在中国东北“韩侨”社会中加强
其地位而设置的特别支部。韩独党于 1940 年 5 月在中国重庆成立，金九为主席。光复后，
自 1946 年秋开始韩独党主要干部陆陆续续返回韩国，在韩国美军政时期与李承晚势力一起，
韩独党成为三大右翼势力之一。1946 年 11 月，韩独党东北党务特派员金学奎在沈阳市和平
区西安街四号设立办事处，并请求国民党东北当局备案及予以保护。对此，韩侨事务处奉东
北行营转行政院秘书处指令，予以保护的同时，又根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转外交部电的
指示，因其“独立党在华历史甚久，前与我国亦有密切联系”
，对韩独党在中国东北“韩侨”
社会中加强地位和扩大影响力的要求，
“只可默许，便不必经备案一类手续”
，默许其在中国
东北开展活动，扩大其势力。
这样，在东北行营韩侨事务处的默许下，韩国独立党中国总支部东北特别委员会以金学
奎为委员长，下设秘书、宣传、组织、训练等四个部和计查一个室，逐步开展活动，在东北
各地已有党员约六百余人。至 1947 年 10 月，韩独党“派员赴东北进行拓展独立党务，新党
员已达二千余人，因经费及时局关系，尚未完成应尽之责任，惟声势已深入民间”
。11 可见，
至 1947 年下半期韩国独立党在东北“韩侨”中已具有相当规模的影响力和声势。
韩独党在东北除了扩大党势外，还以韩国临时政府名义于 1946 年 3 月在沈阳成立“韩
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并隶属于南京韩国驻华代表团。但是，该处实际上是受韩独
党的领导。
“韩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是东北韩侨各团体的最高机构，其它团体均受
其节制。1947 年初，李光继任处长，金学奎任副处长。另外，还在吉林、辽北、安东等地
派有特派员。韩国独立党以临时政府的名义在东北设立总办事处的目的是：（一）在东北代
表韩国临时政府（二）展开促进自由独立的韩国政府的建国运动（三）奉韩国临时政府和中
国中央政府的指示负责领导东北韩侨（四）谋求中韩两民族的亲善友好，为中韩民族的和平
和东北发展作贡献等。12
由于当时韩国国内政情复杂，经济未得到恢复，韩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几乎得
不到任何办公经费，他们的活动只能依靠东北“韩侨”的资助。例如 1947 年 10 月 31 日上
午 11 时，韩国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在沈阳召集收复区各韩国侨民会会长及分会长参加的会
议，出席的会长有 17 名。这次会议还邀请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袁主任秘书常恩及各地韩侨

11

《韩国驻华代表团开濮纯函》
，民国三十六年十月廿二日，民乙 14-1 号。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韩） 廉仁镐：
《解放后韩国独立党进出中国东北地方和在中国韩国独立党的政策（45.8-47.2）
》
，
《历
史教学》60 辑，1996 年 12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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绅士 50 多人参加。会议由李光处长主持，并介绍了韩国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所处的困境，
要求各会长资助。在韩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的动员和说服下，各地会长认为，韩国
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作为东北“韩侨”之最高代表机关，经费无着，应予以帮助，故
自议，韩国代表团东北总办事所需经费均由东北“韩侨”负担，由各地侨民会负责征收经
费。
然而，随着韩国独立党中国总支部东北特别委员会和韩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在东
北“韩侨”社会中扩大影响，难免与东北行营韩侨事务处在业务上发生冲突和矛盾。这种矛
盾也直接关系到谁掌握东北“韩侨”社会的主动权问题。韩侨事务处隶属于国民党东北保安
司令长官部和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时期，这一矛盾尤为尖锐。当然，这种矛盾并非意味着
韩独党和韩侨事务处间发生直接冲突，而是韩国独立党为了解除时任韩侨事务处处长的王逸
曙及其背后朝鲜民族革命党势力而发难的。
王逸曙为韩人，他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处长之前，已为国民党军现
职少将，早年毕业于中国贵州讲武堂，参加国民政府军后，又深受何应钦的信任和欣赏。据
王逸曙回忆，自己去东北，是由于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率其部队赴东北时，在其身边缺
乏东北出身的参谋，而他有在东北活动的经验，故邀他一起去东北的。13 到达东北锦州后，
是他根据东北韩侨状况，请求杜聿铭于 1946 年 4 月制定《韩侨处理临时办法》
，并依此法成
立韩侨事务处，由自己出任处长。
韩国独立党对此人不能容忍的是，他与金元凤领导下的朝鲜民族革命党关系十分密切，
并协助朝鲜民族革命党在东北“韩侨”社会中扩大影响力。的确，王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关系
十分密切。在 1938 年 5 月召开的朝鲜民族革命党第三次临时全党代表大会上，王逸曙被选
为中央执行委员；在 1944 年 3 月`5 日作成的“临时政府议政院各党派名单”中，王逸曙甚
至被列为朝鲜民族革命党检察委员兼执行委员。另外，据 1946 年 8 月韩国民主主义民族阵
线为了纪念解放一周年而发行的《解放朝鲜》中载，王逸曙不仅是朝鲜民族革命党中央委员，
又是中央常务委员五人之一。
由于王逸曙的这种身份和地位，使朝鲜民族革命党在东北“韩侨”社会中开展活动如鱼
得水，迅速确立主导地位。对这种状况，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几乎处于决裂状态的韩独党决不
能熟视无睹，心甘情愿接受这一事实。为了夺回对东北“韩侨”社会的主导权，韩独党用各
种手段积极展开解剥夺王逸曙韩侨事务处处长的活动。譬如 1946 年 8 月，韩独党写信给东
北行营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处长王逸曙是“异党份子”
，是金若山（即金元
凤）派往东北，用其职权掩护韩国共产主义者，给中韩交流带来了危害，还声称，朝鲜革命
党名为民族独立，实为追求阶级革命等。又指控王逸曙主持韩侨事务，
“与韩国驻华代表团
14
东北总办事处间所持意见始终对立”
。 韩独党用这种用理念问题展开倒王活动果然奏效。
1946 年 9 月，东北行营终于决定把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侨事务处改隶为中国外交部驻东
北特派员公署，王逸曙则转职于南京。15
自从韩侨事务处改隶后，由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兼任处长，并按照“中央对韩政策及行辕
主任之命令”办理对韩侨事务。然而，韩侨事务处逐渐感到驻沈阳之韩国代表团东北总办事
处对东北“韩侨”影响力很大，以当时韩侨事务处的干部能力无法掌握“韩侨”社会，为争
取“韩侨民心”
， 只好容许和支持韩独党扩大其在“韩侨”社会中的作用。
这样，韩独党掌握了对东北“韩侨”社会的主动权后，确确实实地开展了一些保护“韩
13

（韩）金弘一：
《大陆的愤怒-老兵的回想记》
，文潮社，1972 年版，384-385 页。
《为遵令拟具关于韩农贷款及扩展独立党建立韩军等项意见签呈复核》
，兼处长张剑非、副处长赵康：
“国
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签呈”
，务处第二科，158 号。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15
（韩）金弘一：
《大陆的愤怒-老兵的回想记》
，文潮社，1972 年版，432 页。其实，1947 年 2 月东北保
安司令长官部调查发现，韩国独立党对王逸曙的控告，凭空捏造，非属事实，
“韩国独立党对王所举的一切
嫌疑，均不足根据”
。然而，此事亦后来不了了之。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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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的活动。其一、成立“东北大韩民团”。东北大韩民团是在长春组织的亲国民党韩侨团
体。据 1947 年 1 月作成的“长春团体状况”，光复后在长春以罗锦龙、崔昌国、刘洪淳、金
应斗、金东晚、金龙玉、丁一权、方正浩、洪阳明、成耆伯等三百名韩人组织了东北大韩民
团。这个团体的主要目标是与国民党取得联系，等到朝鲜独立后要作“朝鲜领事官员”。东
北大韩民团为了在“韩侨”社会中扩大其影响力，还设立名为“保安团”的军事组织。据韩
国朴贞熙总统时期曾任总理的丁一权回忆，“保安团”主要由原“满洲国”警察、军人出身
的韩人组成，是以丁一权（司令）
、金锡范（副司令）、金成泰、崔昌彦、芮官洙（参谋）等
为骨干，联络三百多韩侨青年组织的军事团体。16 对这一状况，时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
韩侨事务处处长的王逸曙，在回忆录中也有提及。其实，所谓“东北大韩民团”的干部，大
部分是曾在伪满洲国做过事的亲日“韩侨”
。
其二、组织“东北韩国侨民会联合会”
，保护“韩侨”基本权益。这一组织曾得到东北
行营承认。在收复区“韩侨”中普遍设立的韩国侨民会，以其作为韩独党在东北展开活动
的主要依靠对象。如前所述，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早已制定《处理韩侨临时办法》
，其
中第十四条规定；
“凡准许居留之韩侨，按省市县，准其组织韩国侨民会为管理韩侨补助机
关，受各省市县政府之指挥监督”。其后，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韩侨事务处工作计
划》中明确规定，
“每收复有韩侨之县市时，即由本处派召集韩侨住民大会组织各县市韩国
侨民会”，
“全省收复时召集县市韩侨代表，组织全省韩国侨民会”
。对韩国侨民会的作用解
释道，
“以上各级侨民会在韩国正式政府未成立前为韩侨管理机关，受中国各级政府之指导，
处理韩侨事务”；“韩国正式政府成立与中国交换外交使节时，以上组织即归韩国驻华外交
机关管理”
。17
1947 年 2 月 25 日，在韩侨代表大会和韩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的一再督促下，
该会成立“东北韩国侨民会联合会”
，并受东北行营和韩国驻华代表团东北总办事处的领导。
至 1947 年 8 月，在东北国民党收复区组织的韩国侨民会有 43 处。韩独党通过韩国侨民会
开展了如下活动：
（一）增进韩中互助合作和友谊的活动。韩独党强调，
“韩中两民族应维系悠久历史的
友谊关系，深察现在及将来之国际情势并着眼于两国国防上共同关系，不可忽视永久合作
互助问题”
。因此，目前应该作到，
“设中韩文化协会”，“组织宣讲队（中韩人合组）对韩
中两民族广泛地宣传中韩提携之必要性，同时对韩人宣讲国际情势而指示韩民之进路；中
韩交换留学生；实行乡村合作”等。
（二）强化韩侨自治机构，提搞民族素质。强调，
“强化现有各地侨民会，增进民族道
德和观念涵养及新国民之资格，以期消除不良习俗”
。还为了“实现乡村自卫工作”
，“补助
中国地方行政治安”
，要组织“自卫队（选拔有为之韩人青年，参加各地中国自卫队实施之
训练）而补助乡村自卫，并对韩人加强精神教育，培养国家观念，有形无形中启发民族意识，
而增进韩中民族间守望相助之友谊。
（三）安定韩侨之生计。为谋求都市及乡村韩侨生活之安定，应该合理地解决土地问题、
集团农村、调节农村经济问题、工厂问题、供给韩人生活必须品等。
（四）解决韩侨妇女问题、青少年运动及农村文化普及问题。韩国独立党和韩国驻华代
表团东北总办事处为了迅速振兴韩侨之文化事业，普及农村，应采取办法设农村讲座，购置
报纸杂志图书等，以促进一般农村通俗的教育化和文化水准的向上。

三、中韩共同解决东北“韩侨”问题
16

（韩）丁一权：
《丁一权回忆录》
，高丽书籍，1996 年版，93-102 页。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韩侨事务处工作计划》
。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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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独党在东北地区开展保护“韩侨”基本权益的活动，也未能阻止国民党“收复军”对
东北“韩侨”的抢劫，反而日甚一日。韩独党为了让东北“韩侨”免受迫害，只好请求于蒋
介石等国民党高级官员。
1947 年初，原大韩民国上海临时政府主席、韩国独立党主席，时任大韩民国国民会议
副主席的金九先生耳闻目睹东北“韩侨”的悲惨处境后，利用曾经在上海、重庆等地进行反
日独立运动时期与国民党高级将领及蒋介石建立的个人关系和友谊，写信给他们要求保护东
北“韩侨”的基本权益和维护中韩传统友好关系。
在信中，金九先生首先列举中韩传统友好关系后，指出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迫害和遣送
“韩侨”事件与此相悖，应杜绝类似事情再发生。他指出：
“东北中国当局对于韩侨竟玉石
不分，藉口少数不良分子之行动，排斥韩侨驱逐回国，其中有与日寇斗争之志士，有为中国
主权之斗争之烈士遗族，苦斗数十年，反获得强迫遣送返国之结果，事之可悲，执甚于此者，
其他幸而得留居东北者，则没收或封闭其财产，必使之无法生活而已，驯至老弱者转辗沟壑
死亡杭藉，少壮者铤而走险”
。18 “东北国军统制区域，对待韩侨完全采取对付敌侨办法”，
并列举了其特点，
（1）强迫遣送返国；
（2）任意没收财产；
（3）抑止耕重营业及其他谋生之
活动。金九进一步指出，东北当局如此迫害的结果，
“全部韩侨沦为赤贫而无以为生”。19
金九主席在信中还分析了东北韩侨大部分倾向于中国共产党，向往于“解放区”的原因。
他指出：
“东北中共区域内，对待韩侨则与中国人民一视同仁，无分轩轾，其对韩侨宣传之
要点如左，（1）中韩民族平等（2）韩国革命同志在东北抗战劳苦功高，我们应当共享权利
（3）中韩民族要团结一致，意志要坚强（4）我们要拥护中韩民主大同盟（5）打倒地主（6）
打倒资本主义（7）打倒黑暗的国民政府（8）我们要拥护光明的新民主主义。由于中共区域
内对待韩侨之优遇，及国军区域内韩侨无以为生之强烈对照，故东北韩共之实力有日益滋长
之势，受共匪之利用而不能自拔”
。继之，他列举了国民党东北当局与此相反的对韩侨的几
点不当措施。他说：
“嗣因东北军政局以韩侨为敌侨，推残惟恐不力，致令国军统治区域内
之韩侨，均有求死不得，求生无方之苦，尤以下列各端引起韩侨之不平与愤懑：
（1）强迫遣
送韩侨回国，不准携带财物，与遣送日寇无异；
（2）强迫遣送时，即无手续的没收其财产及
物品；
（3）对韩侨之施政，均表现排斥之性，不能享受与其他外侨同等待遇；
（4）发还韩侨
财产，各机关无诚意，及土豪劣绅野心的谋略，妨害原业主之早日领回；
（5）各机关不凭信
韩侨机关对韩侨所出之证明文件。由于上述种种地方当局之不当措施，故东北韩侨对中国国
民政府之信仰，显有日趋减低之势”
。20
最后，金九要求国民党政府对“一切妨碍中韩两民族亲善之障碍，必须迅速之铲除，俾
增强东北韩侨对中国国民政府之向心力，从而使东北韩共解体，不复为中共所利用，实为目
前最迫切重要之课题”。21
金九写给蒋介石的信中，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他说：
“在华韩侨即在胜利后两年之今
日，仍受如敌侨同等之待遇，财产被没收，身体自由常被剥夺，甚至东北韩农耕成熟之稻米，
亦不许彼等收割，几失一切生活保障，韩侨受此苛待而返国者，咸怀怨恨，影响所及韩人对
中国之信仰，无形中大为减低，少壮者甚至甘被奸匪利用，公然与中央军对抗”，
“若不迅予
改善，势必尽驱韩侨青年走入歧途，危害中韩前途”
，并提出了五项要求：“
（一）请发还善
良韩农财产，并予切实保障；（二）请指定大员赴东北会同敝驻华代表团人员专理东北韩农
及产业处理事宜，以矫正已往之纠纷；（三）请指派军事大员会同敝驻华代表团人员收编东
北韩侨青年及由北韩逃亡来华之青年等，加以训练成军协助中央军；（四）请指派大员会同
18
19
20
21

金九：
《韩国现况之透视》
。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同上
同上。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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敝驻华代表团人员赴东北专司策反韩共事宜；
（五）请从速开放中韩贸易”。22
其实，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也对东北局势，与金九先生一样非常担扰东北“韩侨”
问题日后会影响到中韩二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蒋介石曾多次在不场合强调过中韩传统友谊和东北“韩侨”问题的重要性。譬如，1945
年 11 月 4 日，蒋介石在一次讲演中称：
“朝鲜不能告成独立自由平等，无异中国不能告成独
立自由平等。朝鲜不能独立，不特将妨碍中国独立，而东亚与世界和平亦不稳固。为东亚与
世界之和平及东亚各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计，吾人必须首先使朝鲜告成独立自由”
。23 在这里，
蒋介石甚至把中国的解放与韩国的独立连在一起。1947 年 4 月 26 日，蒋介石又发出对韩政
策四项原则，（一）对莫斯科会议决定之对韩托不必表示反对，但应尽力促进韩国之早日独
立（2）维持与韩国独立党之历史友谊，盼其能联络党派完成国内之统一（3）切实保护在华
韩侨，以祛除因遣送韩侨所造成韩人对我国之恶感，并加强中韩两民族之友谊（4）对韩国
驻华代表机构应视为在华韩国临时政府人员返国后及新政府未成立前韩国革命领袖与我国
之联络机构。24 可见，蒋介石非常重视日后中韩关系发展的趋向，要保护在华“韩侨”，不
允许在华韩侨问题给中韩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在国民党政府内，也有很多高级将领纷纷发表议论要求政府改善东北朝鲜人的处境。他
们认为，1919 年在上海成立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一直与中国国民党政府保持良好的传统友
好关系，光复后更有必要继续保持和发展这种友好关系。因此，主张制定一些保护东北“韩
侨”的措施，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例如，1946 年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成立
韩侨事务处不久，针对当时东北“韩侨”所处的社会困境，拟定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韩
侨事务处工作计划》
，从中提到，
“鉴于东北韩侨与经济之重要性，严密其组织，予以善意之
协助，使其安居乐业，服从法律，以恢复中韩两民族固有之友谊，并增加生产”
。在“救助
25
要领”中又指出：
“被害农民予以适当之救济”。 还提出：
“对中国民众及军队宣传中韩两
民族历史关系与韩国亡国后日本操纵之实情及解放韩国后，可为防日再起之重要屏障等事
实，恢复友谊”
；
“对韩宣传中国政府扶助韩国独立之实情与爱护韩侨之政策，使其安居乐业，
并宣传中国统一之重要，使其不参加中国政治运动”
。26 在这里所谓“东北韩侨与经济之重
要性”
，主要指他们在东北从事的水稻生产，担心东北“韩侨”的撤走会给东北水稻生产带
来巨大的经济损失。
他们在分析东北朝鲜人状况时也指出：
“东北韩侨约 140 万人，其中一成（约 14 万人）
为伪满公务人员与浪人，此种人中狐假虎威，作恶者较多，应严密调查，并接收被害人民之
告发、检举处罚，以资肃清（据查劣迹较著者，乘共党扰乱时逃走）。又一成为商工业者（约
14 万人），韩国即将解放，须以友邦人民之待遇，予以保护。余八成（约 112 万人）为农民，
皆甚纯朴，且存在与东北经济关系至大，除予以保护外，并须予以救济。盖东北韩农所经营
之水田，皆系东北人弃置不用之湖湿地与辽河下游盐分地带，开垦以后，昔日荒芜之地变成
今日良田，概系韩农血汗之力。因东北同胞不惯水田耕作，在民国二十年时，曾由浙江省政
府移民营口附近经营水田，亦因气候风土不合，终归失败，故为国家经济计欲保持，此四百
余万亩韩农开垦之水田，并继续开发之，则非保护此善良韩农，仍旧耕种不可。惟民国二十
一年伪满成立，日本移民开始后，东北中韩民族间受到倭寇有计划之离间政策，感情渐趋恶
化，致倭寇投降地方秩序未恢复前，各地韩农多被附近住民袭击，纷纷撤耕回国，或集中城
市变成难民。明年（1946 年）东北米产恐减少到五分之一以下，故保护之外，应予以救济，
22

《韩国金九主席函告该国情形并提出改善中韩关系之请求”
，
“抄原代电（国民政府卅六年十一月廿五日
致行政院电）
，”
“蒋 12 抄原函”
。 辽宁省档案馆藏，
“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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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剑非：
《东北与韩国》
。
24
《东北韩侨概况》
，
“贰，本处工作概况”
。 辽宁省档案馆藏，“东北行辕”全卷号 J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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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政府速行制定东北土地整理法规，安定韩农必理，以免流离归国”。27 即他们主张，在
东北朝鲜人中只占十分一的“伪满公务人员与浪人”有劣迹，应加以肃清。但是，对占有十
分之一的“商工业者”和十分之八的农民，应予以保护和救济，“以免流离归国”。
蒋介石与国民党高级基于这种认识，对金九之信及其要求非常重视，并指令东北行辕认
真纠正过去在东北韩侨工作中所出现的失误和过分的行为。
结果，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对金九的五项要求一一作答复。国民党政府承认道：
“我国
处理韩侨问题，尚乏整个政策主管机关，过于重复，指挥亦欠统一”，并结合行政院转发之
金九信及有关指示，对“韩侨产业经过如何，遣送韩侨有无强迫”等，
“会同有关机关核议”。
28
东北行辕也解释了归还被扣押的东北韩侨资产过于缓慢的四条理由，
“（一）处理韩侨财
产机关过多（二）经手机关对原主思虑过敏，不能迅速处理（三）韩侨财产所在地之一般土
豪劣绅，乘机渔利妨害财产发还（四）各经手机关，并未彻底明了韩侨内情，故处理因此迟
缓。”29 其实，这一时期国民党在东北挑起与共战争，根本无暇认真处理他们接收的整个
敌伪资产。
这样，在蒋介石的过问下，1947 年 7 月东北行辕颁布了《东北韩侨产业处理办法施行
细则》
，对东北“韩侨”资产的处理作了具体指示。规定，自 1947 年 7 月 27 日起 4 个月内
东北“韩侨”可到当地政府要求归还其资产。而“韩侨”申请登记时，必须权利人亲自提出，
若不得已的情况下委托他人时，代理人必须是“韩侨”
，且陈明未能亲自申请的理由。国民
政府则对被查封、扣押的韩侨资产进行一一核对，若确属日伪资产，就坚决扣押归公，与此
相反，若不属日伪资产，该属韩侨个人资产者，把被查封、扣押的韩侨资产一律还给原主。
之后，东北行辕韩侨事务处对“韩侨”产业发放暂时管有证、暂时租用证、暂时承垦证、土
地执照等，作为合法凭证。
自《东北韩侨产业处理办法施行细则》颁布后，东北韩侨也积极请求归还自己的产权。
例如，居住在长春的“韩侨”朴基星经商 30 多年，在长春市上海路经营一家印刷厂，名为
“清本大光”。光复后，
“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将他工厂的机器全部没收。但
是，此细则颁行后，他要求发还自己所办工厂。对此，东北敌伪事业资产统一接收委员会长
春分会，经审核后，同意依法办理。30
此外，东北行辕为了让东北“韩侨”进一步靠拢国民党，改善和加强中韩民族关系也
进行了必要的宣传工作。东北行辕强调：
“容纳韩侨为中国国民一份子，依照中国公民待遇
或依据民族主义之原则，容纳韩侨为中国领土内之一少数民族，免除目前外交之复杂性，
按韩侨与其他外国侨民不同，盖依照历史、地理、血统、文化、风俗、习惯言之韩侨，有
享受中国公民待遇之充分资格。至依照民族主义之原则，容纳韩侨为中国国内之一少数民
族，乃针对中共所谓民族平等民主大同盟之口号，俾领导韩侨倾向中国国民政府，火速脱
离共产党笼络之最上对策也”
。31 在这里，东北行辕也考虑到了容纳东北朝鲜人为“中国领
土内之一少数民族”和“享受中国公民待遇”的设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
果然，东北行辕的宣传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例如，抚顺县国民党部，在各乡镇组织
中韩友谊委员会，调解中韩纠纷。据该县警察局行政科外事股岳股长称，抚顺自收复以来，
竞无中韩人民诉讼案件，由此可见“中韩友谊之一斑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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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韩侨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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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在抢占东北过程中，对东北“韩侨”实施扣押、没收资产
和遣送他们返回朝鲜半岛的政策。受此影响，东北地方上的政治土匪也趁机打扮成国民党“收
复军”
，对东北“韩侨”进行大肆劫掠，使东北“韩侨”失去生活根基。
面对这种局势，蒋介石和国民党高级将领在金九等韩国友好人士的请求下，为了维护和
发展中韩传统关系，保障东北“韩侨”的基本权益，采取必要的措施使东北“韩侨”的处境
得到了改善，也还给了被扣押的东北“韩侨”资产。国民党采取的这些措施，为稳定动荡不
安的东北“韩侨”社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解放战争时期这一阶段的中韩交流史，也应成为
中韩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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