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陆军与 蒙疆联合委员会

祁建民

  

  内容提要  蒙疆联合委员会 是日本侵华期间, 由日本军方扶植的傀

儡政权中,唯一建立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伪政权。但是, 该政权并不是一

个蒙古族的政权。日本军方利用德王的 大蒙古主义 及其所领导的 蒙古自

治运动 ,号称是帮助其实现 蒙古建国 , 实际上是为了肢解中国, 建立对苏

作战基地。由此,德王的 蒙古建国 计划与日军的建立 蒙疆特殊地带 方针

发生矛盾。 蒙疆联合委员会 就是二者相互作用的结果。但主要是德王服

从了日军。

关键词  关东军  蒙疆联合委员会  德王

一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 伴随着 察哈尔作战 和 绥远作

战 的进行,由关东军独自占领察南、晋北和绥远已成定局。按照

日本陆军中央和关东军最初的计划, 关东军此次出兵主要是南下

策应华北日军消除北平以西中国军队对平津的威胁、支持德王的

蒙古军政府、巩固 接满地带 的安全。但当关东军占领张家口后

并未停止行动, 反而连续致电陆军中央要求将以张家口为中心的

西部战线全部划归关东军负责。早在 1937年 8 月 18 日, 关东军

参谋长东条英机就致电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陆军省次官梅津美

!80!



治郎,提出:伴随着对张家口的攻略,为了对内蒙施策更加容易, 天

津军(指华北驻屯军)可将重点放在平津及山东、山西方面, 张家口

地区由关东军设置特务机关以进行统治。对此, 陆军中央表示认

可。∀ 10月 1日,关东军制订出#蒙疆方面政治工作指导要纲∃, 进
一步扩大了其统治范围, 决定由张家口向西沿平绥铁路进入山西,

建立 赤化防壁 。#要纲∃中说: 伴随着关东军在察哈尔平绥沿线

的经略,蒙疆方面政治工作的一般方针是: 肃正该地域, 特别是巩

固接满地带的安定, 推进对内外蒙古及山西工作,以图把打倒国、

共及汉、蒙融合的基本方针明朗化,同时建成赤化防壁, 把该方面

掌握在我方实际控制之下, 满足军事上的要求,使得对苏联、中国

的施策容易进行。 % 关东军决定在大同地区建立一个与察南类

似的傀儡政权。加上内蒙军政府对绥远的接收, 这样整个平绥铁

路沿线就全部成了关东军的统治范围。为此, 关东军决定将这一

地区的三个傀儡政权逐步统一起来, 由上述三政权派遣委员若干

名,在张家口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以就三政权关系事项中的重大

问题进行协议统治 & ,由关东军统一控制。关于关东军要独立在

平绥铁路沿线建立统一伪政权的计划, 据金井章二回忆录讲,是他

起了关键作用, 他说在他当初离开长春到蒙疆赴任时, 关东军的参

谋曾对他说: 该蒙疆地区是隶属于华北之下好, 还是作为一个整

体成为独立地区好, 要由你来判断。金井认为: 根据经验判断将

察南、晋北、厚和地区作为一个整体, 成为高度自治区域是非常妥

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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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组成, 关东军规定联合委员会包括总

务委员会和金融、产业、交通三个专门委员会, 由金井章二担任最

高顾问并兼任总务委员长。总务委员会是联合委员会最高权力机

关,三政权派出的委员比例为内蒙三、察南二、晋北二, 关东军司令

官可向联合委员会 推荐 最高顾问一名、参议一名及各专门委员

会的顾问二名。委员会的决议要经过最高顾问及关系各顾问的合

议。作为联合委员会掌管的事务包括: 统一管理平绥铁路、邮政电

信,改组、扩大察南银行, 统一三政权的货币,为调整财政将盐务、

鸦片、烟草的经营统归联合委员会,煤炭、钢铁及主要电业企业归

联合委员会统制。为防止蒙古自治政府脱离蒙疆联合委员会, 在

蒙疆联合委员会协定中还专门规定: 非经各政权之同意, 不得脱

离本委员会。迫使德王接受。

根据关东军的内定, 三个傀儡政权分别派出了参加联合委员

会的委员,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是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察南

自治政府是于品卿、杜运宇;晋北自治政府是夏恭、马永魁。1937

年11月 22日, 在张家口签订了#关于设立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协

定∃,蒙疆联合委员会成立。#协定∃中说: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

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认为在蒙疆方面利害休戚相同, 有必要

对相互关联的重要事项进行协议统制, 为此决定设立联合委员

会。 ∀ 委员会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并代理总务委员长、村谷彦治郎

为参议,委员包括卓特巴札普、陶克陶、金永昌、杜运宇、马永魁等。

1938年 8月 1日, 联合委员会进行改组, 将各专门委员会改为总

务、产业、财政、保安、民生、交通六部。卓特巴札普任总务部长、野

田武为总务顾问,金永昌任产业部长、高津彦次、森田清为产业顾

问,马永魁任财政部长、寺崎英雄、久间猛为财政顾问, 陶先陶任保

!82!

#抗日战争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 [日]#日中战争∃( 2) ,第 123页。



安部长、伊藤 为保安顾问,杜运宇任交通部长兼任民生部长, 满

尾君 、赤板亮一任交通和民生顾问。

蒙疆联合委员会是由关东军一手扶植的, 为正式确定两者的

关系,在该委员会设立之际,联合委员会与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

便签订了#秘密交换公文∃,通过该#公文∃,蒙疆联合委员会完成了

由关东军控制的傀儡政权。其内容有: (一)鉴于贵帝国在此次事

变中出兵的本意,本委员会在蒙疆地方的一切命令及行动要适应

贵军占领的要求并要仰仗日满两国的充分协力, 特别是深刻感到

要求得贵军司令官的内部指导。(二)本委员会的最高顾问、参议、

顾问及委员会的主要职员由贵军司令官推荐的日满两国人士担

任,在三政权内的日满系顾问也以此为准。(三)本委员会管理或

统制的重要交通及重要产业根据其必要委任给贵军司令官指定的

日满各机关经营或合办,在合办事业中要给予方便。以上企业根

据合议,在脱离本委员会时,不向政府进行任何补偿。(四)关于本

委员会管下的金融事项, 根本方针是把蒙疆银行作为中央银行, 将

来与此关联的诸事项请求给以援助, (五)本委员会当前希望贵帝

国军驻兵, 为此,在管理和经营事业的财政有余力时,对于贵军驻

兵的经费应以现金或实物的方式进行分担。(六)将来签定正式条

约时, 关于蒙疆地方的以上各条在蒙疆政权的权限内进行变化调

整。 ∀

蒙疆联合委员会是关东军制造的第二个 满洲国 , 关东军建

立蒙疆联合委员会和 满洲国 的目的, 都是为了扩大对华侵略, 准

备对苏作战。为协调二者的关系, 在关东军策划下,联合委员会与

满洲国 签定了关系#议定书∃, 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要解决二者

的边界划分问题和相互合作, 并要二者共同配合关东军的对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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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准备。#议定书∃在序言中说: 满洲帝国政府与蒙疆联合委员会

及其所属的各政权, 不但在防共、民族协和上有相同的理想, 而且

由于地域相连, 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为了使现在

的密不可分的关系愈益巩固, 实现共荣提携, 确保东洋的和平特签

定此协定。 满洲国 的建立将东西部内蒙古分割,关东军要蒙疆

联合委员会对此承认,所以#协议书∃的第一条就是 永远确认其国

境的划分 。对于 防共 ,其中规定: 鉴于共产)国际∗ 的活动已经

不仅严重威胁到国家安宁和社会秩序, 而且威胁到东洋固有文化

及全体的和平, 双方要相互协力,为了防卫进行广泛的举措。鉴于

在双方所辖地区内重大治安问题相关,共产)国际∗ 进行扰乱治安

活动,在维持治安所必要时,满洲国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蒙疆联合委

员会予以援助。另外, #议定书∃还规定了双方在经济上相互提携、

在可能限度内相互提供方便, 为求得政治上共通理想的达成在司

法、行政上进行密切协力 。∀ 在双方签定的#附属协定∃上, 具体

地对国境线、防共措施、经济交往等作了规定。% 由于蒙疆政权和

满洲国 均为关东军所建,在人事上双方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蒙

疆的两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是伪满滨江省省长、大桥忠一是伪满

外交部次长。蒙疆两任总务部长, 关口保原为伪满首都警察副总

监,沼田不二男原为伪满交通部第一司司长。察南政府最高顾问

竹内元平原为热河省专卖署副署长, 晋北政府最高顾问前岛升原

为伪满参事官。另外还有许多蒙古族官吏来自于 满洲国 境内的

东部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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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东军建立的蒙疆联合委员会是在蒙古军政府之外包括了察

南、晋北地区,而这两个地区原来是属于华北范围的,这样, 在日本

陆军内部对于联合委员会的地位问题发生了争论,陆军中央一部

分人和华北方面军主张该地区应隶属于华北的伪 中华民国临时

政府 ,但关东军却坚决主张在该地区建立一个独立的且与关东军

和 满洲国 有密切关系的重点是在对苏与向中国西北内陆乃至中

央亚细亚发展的傀儡政权。1937年 11月 29日,关东军参谋长东

条英机致电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和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说: 关

于蒙疆方面与华北方面的关系,根据与华北方面政权素质相应的

微妙作用,将来应建设成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为适应现实情况的

发展,应在实行中有强弱、缓急,特别是为适应现实事态,在华北应

分别指导,适当考虑调整与华北的利害关系, 特别是不能失掉在原

来施策上对皇军的信赖。 ∀ 表达了关东军的想法。

12月 10日,关东军参谋长又致电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特务部

长和陆军中央军务局长、总务部长,强调对蒙疆联合委员会要与华

北方面分别进行指导,并提出在对联合委员会及各自治政府的关

系上要维持蒙古方面各项工作的现状。% 但是, 华北方面军主张

察南、晋北应属于华北政权,陆军中央也倾向于这种观点。为此,

12月 15日,关东军参谋长再次向上述各方发电,阐述意见, 关东

军认为: 对于蒙疆方面的施策,从中国全局和该方面的特殊性考

虑,我们有自己的看法, 对于现在的晋北取消论深感意外, 对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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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中国从新观点考察, 那些表里不一、精明的中国人的一部分好

不容易对皇军有了信赖, 这是从现地事情得出的成果, 如果无视这

一事实,我们断然不能同意,望予谅解。 ∀ 随后,关东军司令官植

田谦吉致电陆军大臣杉山元、参谋本部总长载仁亲王说: 近来传

闻中央决定不久将把察南、晋北两自治政府与华北新政权合流, 对

此我们已经多次陈述了意见, 并派遣幕僚对蒙疆地方统一指导的

必要性加以说明,本军在此事变中所坚持的大义名分之一是民族

协和、防共主义,并考虑到将来与中央政权的关系而特别对蒙古独

立运动加以抑制,这些确信已被理解。特别是根据相互协定、已组

成了联合委员会,相互调整利害关系,这些均已完成,已打下牢固

的政治经济基础,民心融合安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察南、晋北

与华北统合,就是无视既成事实。将丧失皇军的威信, 会破坏好不

容易进行的各项工作的基础。晋北、察南与蒙古联盟地区有唇亡

齿寒的关系,作为统治蒙古的重要因素,上述地带联合为蒙疆对山

西、华北人士不过是面子问题, 如果合流则带来实际损害, 所以本

军断难同意,以上意见对于皇军今后的指导也有重要意义, 请速回

示。 % 关东军态度强硬。12月 28日, 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致电

关东军参谋长: 关于蒙疆各政权的处理已报阁议,其决定体现在

事变处理要纲(甲) ,察南、晋北两政权将视情况与华北新政权合

流,另外, 决定华北政权与内蒙自治政权保持密切联系。政府的意

见,对蒙疆的处理,现在维持现状, 察南、晋北地方政权的存废也照

此办理。虽然根据蒙疆的现情大体承认内蒙和察南、晋北的关系,

但当华北政权发展为全国性政权时,由于在对华指导上会有问题,

将来在适当时期,换言之,在华北政权发展后, 能够确立其与蒙疆

!86!

#抗日战争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

% #日中战争∃ (2) ,第 174页。

#日中战争∃ (2) ,第 173页。



政权的关系时, 对察南、晋北两政权的地位关系再作调整。 ∀ 关

东军的目的达到了。

驻蒙兵团组成后继承关东军的作法,要求将察南、晋北、蒙古

三自治政府统一起来并独立于华北政权,驻蒙兵团致电陆军中央:

我们认为在蒙疆地方大体上将现有机构如察南、晋北及蒙古联盟

自治政府合为一体,在华北政权之外单独指导使其发达是最为合

适的。% 驻蒙兵团的意见为陆军中央接受,在驻蒙兵团改编为驻

蒙军纳入华北方面军时, 陆军中央下达了#蒙疆政务指导要纲∃, 规

定: 对于蒙疆的政务指导, 当前要按照以上的内容由华北方面军

司令官、驻蒙军司令官实施。(一)对于蒙疆的政务指导要承认在

该地域的广泛的自治、并保持其特殊性。(二)保持蒙疆的行政机

构、行政区域的现状。(三)蒙疆的金融由蒙疆银行承担,将来对全

中国的金融进行根本改革时也应充分考虑蒙疆金融组织的特殊

性。(四)蒙疆的经济开发(包括交通、通信等)要与华北统一进行,

但在实施时要充分考虑到蒙疆的特殊情况。(五)华北方面军司令

官对蒙疆的政务指导在依据以上各项外,重要的事情要接受陆军

大臣的认可,另外对于涉及到满洲国的事项要与关东军司令官密

切联系。 & 1939年 3月,陆军中央再次提出对于蒙疆地区的政务

指导要直接受陆军大臣的指示,蒙疆地区 高度自治 终于形成。

虽然在关东军和驻蒙军的坚持下, 察南、晋北和内蒙联盟自治

政府组成了蒙疆联合委员会, 但是关于该政权的性质与地位却长

期存在着不同意见和争斗。这一方面来自于华北方面军的华北统

一派,另一方面来自于德王等的内蒙独立派。对此,蒙疆联合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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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首任最高顾问金井章二就说: 那些主张该蒙疆地区应隶属于南

京政府或华北政权的人, 对于这个联合委员会的设立是决不欢迎

的。另一方面想建立蒙古国和成为国王的德王也不喜欢这个委员

会。开始时是消极地不就任总务委员会委员长,最后即使当上了,

也大多由我这个最高顾问代行。 ∀ 日本的青年将校特别是中国

班的那一伙人对于提倡蒙疆政权高度自治、建立单一政府心中不

满。企图将蒙疆各政厅及盟公署直接隶属于华北政权之下。这是

王克敏等的华北政权屡次提出的。% 华北政权的一伙人把蒙古

自治政府视为眼中钉。想把蒙古政府解体, 作为各自的省或盟隶

属于华北政权。他们向华北方面军哭求说提出高度自治、甚至实

行单独币值,这对于华北政权的权威性来说是无法忍受的。从陆

军中的关系来看,我们在蒙疆的活跃行动也就是关东军的行为, 作

为在中国日军一部分的华北方面军, 对我们也许有一种微妙的感

情。 & 不过,金井章二坚决认为: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 这从对苏

作战的立场来看是有决定性意义的 。∋

三

德王对于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是不满的, 他并不完全了解关

东军的意图,他是把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作为自己实现 蒙古独立

的依托,所以在开始时他对于关东军建立联合委员会的行动未加

关心。正如他在#自述∃中所说: 我对伪)蒙疆联合委员会∗ 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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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初是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委员派谁就派谁,来了通知或指

示,合乎我心意的就执行,不合乎我心意的就放在一边。 总之, 我

对)蒙疆联合委员会∗ 的态度, 不敢积极反对, 只有消极抵抗。∀

德王对于 蒙疆 一词是十分反感的。他说: 我总觉得, )蒙

古∗ 与)蒙疆∗ 二字,不是微不足道的字义问题, 而是有重大意义的

政治和民族问题。因为)蒙古∗ 二字不仅代表民族,并代表土地、人

民。而且一提到)蒙古∗ 二字, 世界上是无人不知的。这是历史上

早就确定的名称。如果改称)蒙疆∗ ,就意味着仍是中国的边疆, 不

是独立的蒙古政权, 是隶属于中国的地方政权。 % 为此, 德王利

用举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成立一周年的时机召集各盟长和札萨克

要各盟旗共同提出反对意见, 德王责成民政部长特克希卜彦起草

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公文。公文中所提出的理由是: 张作霖曾

当过 蒙疆经略使 , 对东部蒙旗横加压迫,引起蒙人对 蒙疆 二字

的极大反感。现在仍沿用 蒙疆 二字, 作为代表新政权的名称, 是

对蒙古民族的莫大侮辱, 等等。其后,德王又让各旗派代表到张家

口见驻蒙军司令官莲沼和田中参谋及金井最高顾问,反对 蒙疆

二字。金井对代表们解释说: 蒙疆 是蒙古之疆域的意思, 既能包

括察南、晋北,代表新的政权, 又能起到 协和民族 的作用,并且,

蒙疆 二字早已成了常用的习惯语,你们蒙古还是蒙古,不会因为

沿用 蒙疆 二字,而把蒙古取消了。德王等的目的没有达到。

德王反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最终目的是想建立一个独立的蒙

古国。正如金井章二所说: 独立的蒙古国始终是德王脑海里的愿

望。我三次伴随德王来内地(日本)。每回赴日的目的都是蒙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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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国王。∀ 德王在日本利用直接接触军部上层的机会提出蒙

古建国问题。1938年 10月,德王利用第一次访问日本之机, 向日

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提出了蒙古建国方案。按照德王意见, 提

出了两个方案。第一案, 以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为基础, 向外长城纯

蒙旗地带发展, 放弃外长城以南汉人居多的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

府,进一步扩大蒙古政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第二案, 以蒙古联盟

自治政府为基础,吸收察南、晋北两个自治政府进一步扩大蒙古政

权,逐步实现蒙古建国。德王倾向第一案。但是当德王与已在日

本的吴鹤龄商量时, 吴却说: 察南、晋北过去都是蒙古地方, 为什

么不要呢? 我们蒙古现在没有力量, 如果有力量的话, 连北京、河

北都想要呢! 吴鹤龄说他在日本为了实现蒙古建国曾向日方建议

对中国实行 分块统治 的政策。象 北京临时政府 、南京维新政

府 这样的政权,无妨多来几个。德王改变主意, 也认为当时吸收

察南、晋北,扩大蒙古政权,比较接近实际,易于实现。便把第二案

定为甲案, 第一案定为乙案,交给板垣。几天后,板垣答复说: 关

于蒙古独立建国问题,时机还不成熟,条件尚不具备,俟将)外蒙∗

收复, 实现内外蒙的统一,才能帮助蒙古独立建国,这是我们大日

本帝国的对蒙古的国策, 希望大家相信。%

在德王反对 蒙疆联合委员会 和提出蒙古建国的甲案之后,

驻蒙军决定让德王出任联合委员会的总务委员长,这既可以封住

德王的口,又可以巩固蒙疆政权。德王开始时不愿就任,并让各旗

代表出来反对, 但由于驻蒙军已经决定,经李守信、陶克陶的劝说,

德王当时考虑到: 胳膊怎么也扭不过大腿,既然日本军部已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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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决定,各盟旗代表反对也不行, 也只好就任了。∀ 驻蒙军很快

以 商量要事 为名把德王召到司令部, 金井表示辞去代理总务长

职务,莲沼司令官即宣布任命德王为总务长, 然后发给德王赏金 1

万元,仪式非常简单,德王有被玩弄的感觉,十分不满。嗣后,当德

王再向驻蒙军大桥雄熊参谋提出蒙古建国问题时, 大桥嘲弄说:

你们蒙古独立得了。 干脆你们蒙古独立,我们日本撤退好了。

二人不欢而散。德王 蒙古建国 理想始终未能实现。

四

当蒙疆联合委员会机构逐步健全, 运作基本正常之后, 驻蒙军

便要进一步促进察南、晋北和西部内蒙的统一,决定以蒙疆联合委

员会为基础,将察南、晋北、蒙古三个傀儡政权合并, 建立统一的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驻蒙军提出建立统一的蒙古联合自治政

府,是出于以下两点考虑,其一是由于德王等关于蒙古独立建国的

要求日益强烈, 驻蒙军要有对应。其二是汪精卫要与日本合作在

南京建立全国性的伪政权, 驻蒙军要保持住蒙疆地区的 高度自

治 。1939年 5月 8日,驻蒙军制定出#蒙疆建设基本计划∃, 其主

要内容为: 在促进蒙疆地区统合, 民生向上, 民族协和的方针下建

成强有力的防共特殊地带。为此, 对于蒙疆的建设要在驻蒙军实

质性的内部指导之下,在 1941年达到目标, 应对以往的计划重新

进行研究,迅速作成关于将来的具体方案。 % 驻蒙军就#蒙疆政

权强化方策∃进行了研究。8月 11日组成了咨询性质的 政权统

合审议会 。该 审议会 提出了建立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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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案本来计划要建立 蒙古联合自治国 ,但由于日本军部和驻

蒙军考虑到该政权与南京伪政权的关系而将 国 改为 政府 。因

为,根据汪精卫与日本签定的日华新关系调整方针: 蒙疆地区为

高度自治区域, 承认中国的宗主权,内政独立。日本政府也予以认

可。日本战史专家认为: 这一方案(指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方案

( ( ( 笔者)暂时巧妙地把希求在中央政府下统一全中国的汪精卫

和热望蒙古独立的德王的意见囊括起来。∀ 实际上德王对此是

相当不满的。德王由于在蒙古建国问题上与驻蒙军几次交涉未

果,已决定投靠重庆国民政府,所以这时对于驻蒙军的计划再未多

加反对。(德王通过军统特工人员秘密与蒋介石联系, 由于赴重庆

困难,蒋介石让德王 留在当地训练军民, 忍辱负重,以待将来 。

此事后为驻蒙军发现,德王和李守信主动到军部自首, 日军为了继

续利用德王未予深究。)

根据#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组织大纲∃规定: (一)新政权以蒙疆

地域为中心,以东亚民族构成之; (二)新政权称蒙疆联合自治政

府; (三)新政权之首长称主席; (四)新政权本东亚之道义, 施政以

民意为本; (五)首都奠定于张家口。 % 其#施政纲领∃主要有三方

面:一是 宣扬东亚道义 、大同协和诸民族 。二是 团结友邦, 同

志相契,以奠定东亚新秩序之建设 ;三是 从共产主义毒害中解放

诸族,以资强化世界)防共∗ 战线。另外还有 新兴民生, 确保安

宁 ,等。& 关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 国旗 , 原来的三个自治政

府有各自的旗帜,此次统一政权建立后, 专门制定了统一的 四色

七条旗 , 该旗帜赤色条在中间,表示以日本为中心,其次上下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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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白色,象征回族,接着的上下两条是兰色,象征蒙古族,最外两条

是黄色,象征汉族。在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成立宣言∃中说明了

该政权的性质与目的: 我蒙古、察南、晋北三自治,夙具同戚同休

之心,誓共防共安民之志,必须标本兼治,通力合作,因而肇建蒙古

联合自治政府, 以期防止共产,协和民族。爱承友邦日本之提携,

密切联系日、蒙、满、华,达成巩固之一环,向建设东亚新秩序迈进,

发扬东亚道义之精神光彼世界,冲进人类之福祉, 功垂金帛。∀

1939年 6月 11日,在金井章二的导演下,德王与于品卿、夏

恭一起面见莲沼司令官, 表示三个 自治政府 愿意合并,成立统一

的新政权。8月 29日,德王召开了第四次蒙古大会,决定与察南、

晋北合并。9月 1日,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在张家口成立,德王担任

自治政府主席, 金井章二任最高顾问,于品卿、夏恭为副主席,村谷

彦治郎任主席办事机构 ( ( ( 秘书处的处长。卓特巴扎普任行政院

院长、李守信任蒙古军总司令兼咨询性质的参议府议长(聘杨桑为

名誉议长、特任吴鹤龄为参议)。政务院下设总务部、民政部、治安

部、司法部、财政部、产业部、交通部及牧业总局、电报局、榷运清查

总署、税务监督署、兴蒙委员会、经济监察署以及蒙疆银行、蒙疆学

院、蒙古文化馆、中央警察学校、蒙疆新闻社等。驻蒙军对蒙疆政

权的控制手法与关东军对满洲国的控制手法一样,由日系官吏掌

握总务厅,架空 总理 ,各部次长也由日人担任,掌握实权。

日本军方对于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控制依然是由驻蒙军司令

官 统监政务 , 具体由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岩崎民男少将)实

行 内部指导 , 这种 内部指导 是以该政权内的最高顾问及以下

的日系职员组成了掌握政权的核心。最高顾问金井章二于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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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1月 27日 勇退 。12月 20日, 大桥忠一接任, 但由于大桥同

驻蒙军不和,不久便回国。此后,军部就未再派来最高顾问, 由驻

蒙军直接操纵蒙疆政权。在蒙疆政权初建时各政厅内, 日系官员

占百分之十,在警务行业达到百分之二十二。∀ 其后经过两次机

构改革,到 1941年 4月 1日,在蒙疆政府中, 共有日系官吏 1993

名,其中在中央官厅及直辖官厅 856名、在各政厅 752 名、在各市

县旗公署及直辖官厅 385 名。另外, 在警务系统还有 500名左右

日系警官。% 日系官吏在蒙疆政权内飞扬跋扈,控制一切。德王

回忆说: 在各级政权及各会社公司中, 日本人自成一个统治的系

统,掌握一切权利。凡是重要事情和机密文件,都由日本军部或兴

亚院蒙疆联络部通知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最高顾问或总务厅长, 由

总务厅长通知各部局次长、各省、盟公署次长或参事官, 各公司或

会社的日系负责人, 再由省、盟公署下达各旗、市、县日系参事官或

顾问做秘密处理,不使当地人首脑知道。其中有的事情,需要当地

首脑讲话时,给他作出文稿,让他当众宣读。所以各级政权、机关

首脑,大都成了签名划行的傀儡,有时仅起传声筒的作用。就是特

别接近日本方面的金永昌、陶克陶、杜运宇之流, 也不能参加日本

系统的会议。 & 长期担任政务院长兼察盟盟长的卓特巴扎普很

少过问政事,要去盟公署时先要给公署的日本顾问送去名片,以示

要去上班,对此,日本顾问非常欣赏。驻蒙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也

承认: 在政府内部, 日系官吏和现地人官吏完全脱离, 即使在日系

官吏内部也有派阀之争。军的幕僚及司令部军官特别是下级军官

有简单、任意驱使政府,强制推行的倾向。联络部在驻蒙军司令官

!94!

#抗日战争研究∃ 2002 年第 2 期

∀

%

& #德穆楚克栋鲁普自述∃ ,第 122 ( 123页。

[日]#华北治安战∃ ( 1) ,第 499 ( 500页。

[日]#华北治安战∃ ( 1) ,第 68页。



指导之下, 如果没有驻蒙军的势力为依靠做事,或者达不到目的,

或者在推行政令时撇开现地方面, 不是没有这种忧郁的。 ∀

德王一直追求蒙古独立建国, 由于驻蒙军还要利用德王在蒙

古族中的号召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德王也有妥协。另外,在军

方内部也有人主张建立 蒙古国 。金井章二就说:德王 每回来日

本的真正目的就是蒙古国及其国王。对此, 内地的参谋及陆军省

周围的军人也不是不接受的。作为最高顾问的我自始自终都受来

自这两方面的夹板气。但是,金井章二坚持认为: 陆军的奇怪的

地方是即使在上述的气氛中, 无论如何也要给予蒙古独立地位的

狂热意图, 由于这些人在下面许多属于盲动, 却不容易作成。%

1941年,吴鹤龄从日本回来就任政务院院长,德王有了得力干将,

两人具体策划蒙古建国事情。吴鹤龄主张 建国 分两步走, 第一

步是建立蒙古自治邦,第二步才是建立蒙古国。他们曾对蒙古国

的国体进行过研究, 吴鹤龄对德王说: 蒙古建国的国体问题,如仿

照日本和)满洲国∗ , 应当采取君主国体或君主立宪政体,比较容易

行得通。但如从远大目标说,我们不是还希望吸收外蒙建立大蒙

古国吗? 为了实现这个远大目标, 应当采取民主共和国体。又说:

无论采取共和国体或君主国体,主席(指德王)当国家元首是没有

问题的。建立蒙古共和国你是终身总统,如建立蒙古帝国, 你是民

选皇帝。 & 对于未来蒙古国的年号, 德王说: 我认为最好是用

)成德∗ 二字。因为)成∗是成吉思汗的成字, )德∗ 是我名字的头一
个字, 合起来就是我继承成吉思汗之德。∋ 为了蒙古建国, 吴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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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向驻蒙军提出,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改为 蒙古自治邦 , 开始驻

蒙军不同意,到苏德战争爆发, 驻蒙军意识到要进一步利用德王

等,才同意改为 自治邦 ,但对外仍称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 。1941

年8月 4日, 蒙古自治邦 正式命名,但没有举行任何仪式, 只是

换了一块牌子。德王坚持主张建立 蒙古自治国 , 吴鹤龄劝说:

)国∗ 与)邦∗ 在汉文解释上虽有不同,但用蒙文翻译过来,都叫)敖

洛斯∗ ,对蒙人也能说得过去。自此,蒙疆政权在内部改称 蒙古自

治邦 。

(作者祁建民, 1961 年生,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责任编辑: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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