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民政府对 日本情报的破译 

(1938年 1—6月) 

基于孔祥熙档案的分析 

侯 中军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日本电报的侦收能力名声远播，但究竟如何，一直缺 

乏具体的实证研究。通过孔祥熙档案中破译的日方电文，可以对战时中国的情报侦收能 

力有一个具体的了解。孔档中的破译 电文，按其命名规则，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字”电 

文、“无字”电文及“H字”电文。这些电文包含 了日方对中国各政治派别的情报刺探、对 

中国经济的掠夺和剥削。破译电报所呈现的战时中日之间的种种情形，皆为国民政府制 

定相应对策提供了情报依据。对于破译情报的研究而言，除了论证情报来源的真实性之 

外，更深层次的研究应该是探究该项情报如何影响决策部门政策的制定，并最终影响中日 

两国间的生死较量。 

关键词 抗日战争 情报战 孔祥熙档案 

学界 自提出大抗战史研究的概念后 ，如何将抗战史研究向纵深开拓，成为需要思考的一个问 

题。原有的一些研究题目，因档案材料的缺乏，仍然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抗战初期，中日之间除 

战场上的热战之外，在其他领域也进行着以国运相赌的博弈，如两国之间的谍报战。相比炮火纷飞 

的战场，情报战线虽然不为人熟知，但谍报战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绝不容忽视。学界在此领域已发 

表一些著作，初步探讨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 日情报作战系统的运作及成效。① 现有的研究，已经 

大体上搭建了一个框架，可以了解国民政府战时隋报系统有哪些部门组成，由谁在负责，是如何运 

作的。但研究情报战的一个问题是，目前的研究多集中于人事方面，对于情报人员的研究超过了对 

情报本身的研究。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研究者很难获得当时所破译的大量电报，这类电报因 

① 关于情报系统及组织的研究大多并非专业性研究论文，近年来开始向学术性转变。如，马振犊：《二战时期中英情报特工 

合作概论》，王建朗、栾景河主编：《近代中国：政治与外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 

20世纪前半期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组建及发展》，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蒋介石与现代中国再评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上，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年版；张瑞德：《侍从室与国民政府的情报工作》，《民国研究》2015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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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敏感性极高，一般封存于专门性机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的孔祥熙档案(以下简称“孔档”) 

中藏有部分被破译的日方电报。本文拟结合当时的外交个案对其进行分析，并尝试对该部分档案 

的整体状况做初步讨论。 

一

、 陶德曼调停及 日本外交 

八一三淞沪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出于获取13方军事情报的需要，着手组建破译 日方电报的工 

作机构。除中统、军统外，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交通部电政司、军委会机要室及军政部无线电总台。 

这些机构彼此之间存在业务上的竞争，为了统一管理，在蒋介石的命令下，于1940年4月合并组建 

了统一的对 日密码破译机构，即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以下简称“军技室”)。交通部电政 

司司长温毓庆任中将主任，毛庆祥任少将副主任兼主任秘书，魏大铭任少将副主任。① 孔档中所保 

存的破译情报的时间跨度从 1937年 12月至 1938年7月，因此不属于军技室时期的破译成果，应 

该是军技室成立之前，某一个或几个部门的成果。由于这些档案中并未显示具体的所属部门，而孑L 

祥熙当时身为行政院院长，若从隶属关系上而言，可能是交通部电政司的成果。 

孔档中破译的日方电文，按其命名规则，可以分为三大类，“国字”电文、“无字”电文及“H字” 

电文。国字电文一般系日本外务省与驻外使领馆的往来电报；无字电文大多系驻扎中国的使领机 

构与东京之间，以及驻华使领机构之间的电报往来，但亦有 日本部分驻外领馆与外务省之间的电 

报；H字电文系日本驻香港机构与外务省之间的往来电报。这三类电文，因其所属发报机构不同， 

其侧重点亦有区别。国字电文较多关注的是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国际交往及活动；无字电文更多刺 

探的是中国国内的各种情报；H字电文内容大多与香港有关，或该情报经香港转手。 

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对外交往保持着多种渠道，除继续争取华盛顿体系缔约国英、美、法援 

助之外，对德国、苏联的外交争取亦丝毫未放松。“中国的战时外交，实际上主要是对这三类国家 

的外交。明智而妥善地处理与这三类国家的关系，是实现‘苦撑待变’的基础”。②在1937年11月 

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国民政府虽然未能得到英、美、法对 日制裁的许诺 ，但从道义上得到了各国的同 

情。此时德国非常希望中日之间能够和解，并情愿担当两国之间的调停人。从 1937年 11月到 

1938年 1月的陶德曼调停，因中日之间所提条件差别太大，特别是日本方面所提条件过于苛刻，而 

使调停成为不可能。 

2O世纪80年代末，大陆学界已经改变了将这次调停视为“日德帝国主义勾结”“国民党无耻的 

投降行径”等脱离学术研究范围的观点，认为德国人眼中的陶德曼调停只是牵线搭桥而已，德国不 

想承担任何责任，而国民党的“谋和”与“投降”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能混同。③ 随着研究的深 

入和德国外交文档的发掘，学界对于陶德曼调停中的三个阶段都有了深人解读，涉及每一个阶段的 

中、德、日三方的外交方针。国民政府原寄望于国联出面制止日本的侵略，失望后被迫接受调停，但 

采取拖延战术，而日本则提高议和价码，意在灭亡中国。④ 台湾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早于大陆，且 

在使用德国外交档案方面较为全面。⑤ 

① 马振犊：《“黑室”的组建与权力之争》，《揭秘12011年第4期，第62页。 

② 王建朗：《二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外交综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36页。 

③ 王建朗：《陶德曼调停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4期。 

④ 陈仁霞：《陶德曼调停新论》，《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 

⑤ 张水木：《德国对中国抗 日战争之调停》，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建国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 

研究所 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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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的刊出和《蒋介石日记》的开放， 

使得学界有机会重新探讨抗战初期的这一重大外交事件，深入剖析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围绕陶德曼 

调停所采取的外交方针及对以后外交政策的影响。学界在关注陶德曼调停时，注意到日本方面对 

国民政府向美求援电报的破译，认为由于日本已经知道中方可能接受日方条件，遂逐步提高谈判筹 

码。1938年 1月 14日，狄克逊与广田弘毅谈话间，广田密告狄克逊，“中国争取美国支持和平谈判 

的企图已经失败。罗斯福已经拒绝做任何干预”。① 事实上，在孔档中存有一份电文，可以证明国 

民政府亦同时破译了日本方面的相关电文，这部分电文对于蒋在陶德曼调停中所采取的谈判方针 

及条件发挥了何种影响，目前尚难下定论。限于孔档开放的有限性，是否还有更多的破译电文未被 

发现，蒋介石对整个日方谈判策略及底线掌握到何种程度，都是值得继续关注的课题。从技术上 

讲，在未变更密码系统的情形下，既然能够破译其中一封电文，其余的电文亦应能够破解。② 

1938年1月 16 El，中国成功破译日本外务省发给日本驻英大使的电文(无字第601、600号)， 

主要内容是通报陶德曼调停的前后情形。电报分为四个部分：谈判的缘起、日本所提条件、中方的 

反应、谈判中止之原因。日本外务省在电文第一部分称：去年在北京召开九国会议时，外相曾请托 

英、美、德、意等国大使转劝中国开始中日之间的直接交涉，并声明帝国关于收拾时局条件等概要事 

项；12月 7 El，驻东京的德国大使称：国民政府有请和之意向，他愿在中日两国间担任说合之媒 

介。③该电文将德国调停之事的起源，推定为12月7日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将中国条件转交日本 

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据现有资料，狄克逊 12月7日所提交的备忘录，是中方在 日方第一次所提条 

件基础上的修改。蒋介石在会见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时提出：1．德国须调停到底，2．华北行政主 

权须维持到底。④ 此部分可有两种解读意见：日本外务省在此电中，不认为曾提出过第一次条件； 

或者是 日本外务省不希望让伦敦 日本使馆了解第一次所提条件。 

电文第二部分内容如下： 

因此我国关于解决条件以慎重考虑并在庙决定后，在去年十二月廿二 日以左例之条件，作 

为帝国请和之基础条件，提示于在京(东京)之德大使并加以声称：中国如对左例之条件予以 

总体的承认，且对我国表示之友好的态度时，我国亦有开始中日直接交涉之意，故限于正月五、 

六日为止，期待其答复并要求转达(美)兹举其条件如下：(1)中国应放弃其容共抗 日“满”政 

策，而协助 日“满”两国之防共政策；(2)在所要地域设定非武装地带，且于该各地方设立特殊 

机构；(3)中日“满”三国间缔结密切之经济协定；(4)中国对帝国承认所要之赔偿。⑤ 

这部分内容与日方档案所记载的和谈条件大致相同，只是偶有个别字词翻译上的区别。⑥ 

① 《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东京，1938年 1月14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第7卷，中华 

书局2015年版，第284页。 

② 有日方学者指出，蒋介石对 日本在陶德曼调停过程中通过外务省发出的所有决策都是掌握的，知道 日方并无和解的诚 

意。参见岩谷将《蒋介石、共产党、日本军 O世纪前半期中国国民党情报组织的组建及发展》，《蒋介石与现代 中国再评价国 

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第326页。 

( 《无字第601号译文》(1938年 1月16日)，H．H．KUNG PAPERS(以下简称“《孔档》”)，Reel12一Boxl0一Folder9(以下简 

称“R12—10—9”)，本文所引该档均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以下不再注明。特此说明。 

④ 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 1911一l949》第7卷，第270页。 

⑤ 《无字第601号译文》(1938年 1月16日)，《孔档》，R12—10—9。 

⑥ 参见《日本 内阁会议议决得日本外务大臣致德国驻日大使复文》(东京，1937年 12月21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 

期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第7卷，第2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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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回应的简单说明，内容如下：“我国条件业于12月26日转递国民政府， 

嗣后中国方面关于我国所提条件，在汉12I开重要会议讨论之，并征求美国暨其他方面之意见等等， 

似在加以种种的考虑中之模样，虽已过预定日期，然不易接到中国之答辩，我方经再三督促之结果， 

14日在京(东京)之德大使始传达于外相。关于正月 13日，中国外交部部长通知驻华德大使之概 

要，称述：‘查上记日本要求条件，因其范围广泛，难以捉摸，故不能作最后的决定，故请将其详细内 

容再行通知等语。”’① 

该部分内容与陶德曼在华活动的事实相符合。1月 16日，狄克逊再电德国外交部，转达日本 

方面中止和谈的解释：“中国关于上面所说的谈判的答复，已经拖延了好几次，甚至在 1月 10 El我 

们还没有收到，因此我们不得不再等几天。当昨天最后收到的时候，我们发觉中国的答复仅仅是个 

敷衍的答复，要求知道我们的条件的详细内容。”② 

电文第四部分系 日本感谢德国所作的调停努力 ，并声明以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电文 

称：“上述之我方基础条件之详细内容，业于 12月 22日以后，数次由外相及军部对德国方面解释 

说明，故谅已转达于中国无疑，但上述中国之答辩，对于称和可谓毫无诚意，不过以此作为迟延政 

策而已。职是之故，日本1月15日开会决定‘除对于德国后来斡旋厚意表示谢意外，并在 16日 

照会在京(东京)德大使声称中日和平交涉已经断念，且不愿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图谋事态之解 

决，惟以努力助长新兴中国政权之成立与发展，将与此图求国交之调整，并协助新中国之建设等 

语矣。”’③ 

上述无字第 600、601号电文的破解，已经是陶德曼调停行将结束之际，对于判断此前国民政府 

是否掌握日本的谈判动向，效用不大。但从技术层面而言，在此时间段内，日本外务省与伦敦大使 

馆间的电报都能被破译。1月16日，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1月18日，国民政府发 

表宣言，“明指破坏国际和平责在日本，中国必竭尽全力维持领土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非法组 

织、僭窃政权者，绝对无效”。④ 18日，日本政府致电驻华大使川越茂，命其回国。召回川越的电 

文，亦被国民政府破译。“庙议决定，今后我国(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方一事，谅已洞悉，故兹 

命贵大使归朝，请即启程归朝为要”。⑤ 

分析 日本对国际情势的判断及交往，应是国民政府研读电报的重点所在。七七事变后，日本的 

外交活动一直是国民政府密切关注的问题，只有具体针对 日本的外交动向，中国方能更为有效地做 

出外交选择。学界以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国民政府的外交选择，尤其是蒋介石本人所坚 

持的外交选择。现有成果表明，在重要关头，蒋介石所坚持的外交方向都是最为有利的。蒋之所以 

能在外交上坚持对中国抗战有利的方向，除去以往所研究的因素外，对 日方外交文件的破译，亦应 

是一个重要因素。 

1938年 3月 12日，德国吞并奥地利，欧洲形势再次发生改变。对德国吞并奥地利之举，日本 

认为“德意轴心国将分裂乎?否乎?大抵分裂之可能性居多，似可明了”。对于正在进行的英意谈 

判，日本外务省认为“意利用此次之事变在英意会谈中，试 占可能的利益。英如始以利诱 ，则英意 

① 《无字第600号译文》(1938年 1月 16日)，《孔档》，R12—10—9。 

② 《狄克逊致德国外交部》(东京，1938年 1月 16日)，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 1911—1949》第7卷，第 

286页。 

③ 《无字第6OO号译文》(1938年1月16日)，《孔档》，R12—10—9。 

④ 《1月 18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抵抗 日本侵略》，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国史馆”、“国立”中正纪 

念堂管理处、财团法人中正文教基金会 2014年版，第467页。 

⑤ 《无宇第 10374号译文》(1938年 1月 18日)，《孔档》，R1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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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形式上大概可以成立”。总体上，日本认为德国吞并奥地利并非深思熟虑之举，“其合并利害 

得失，殊不能立即加以判断”，并进而认为，因德国吞并奥地利“对德恶感加之，欧洲政情将缓和对 

日感情。欧洲安定既甚困难，可使增加安定远东之念”，“我方对华政策之同情与谅解，务使其成熟 

俾完成战胜之效果，极为重要”。① 蒋介石亦在分析德国吞并奥地利对东亚局势的利害关系，但表 

面上向陶德曼表达了中国不反对德奥合并，并以德国承认伪满洲国而使中国陷入分裂相诘问。② 

日本特别注重对德关系的细微之处，甚至包括具体的生麻贸易买卖权问题。“(部外秘密)曾 
一 探询松井机关长矣，据称鉴于该方战斗继续中之实情 ，生麻一物作为军方需用品，现由军部方面 
一 手包买，正在准备中。是以该件之特别处理事所难能，希向天津方面妥为作答是荷。虽与德之关 

系深切，如为我政府及德政府间之一重大问题，特别对此一介商人之贸易，以致枉曲往来之方针者， 

则开恶例于将来，自乱统制之道也”。③ 

通过破译部分电报，国民政府亦对13本的对外宣传有所了解。1938年3月17日，日本外相广 

田弘毅致电日本驻英大使，要求驻英使馆收回日本民间团体所送往海外的不当印刷品。“近来由 

民间团体，关于事变宣传小册子，多送往海外，其措词之不当，反使读者抱有恶感”，“由外部何机关 

或民间团体商店公司直接所送交者，如在贵地包含有民间之时局委员会之机关，一并将内容检讨。 

如认为有不适当者，希予以抑压放弃”。④ 

关于 日本参加 1938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的情形及交涉，破译电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国字第 

6654号电文围绕博览会规则展开。“理事会长之追加规则案，虽不过为该局长之私案，但为基于确 

保特殊博览会 自治性之原则起见，今后是否自各国代表等提出同样或以前之建议，殊难预料，该项 

私案，以包含实质的重要事项，我方有请求适当之修正及削除之必要。”⑤ 

国字第 6742号译文传达了关于博览会的诸多重要信息。日本外务省认为博览会秘书厅所设 

定之出席巴黎世界博览会的准备工作，“出品部类目录其范围过于窄狭，鉴乎本博览会之 目的以及 

性质，难予承诺。对于此种状况，殆已早无与秘书厅继续交涉之余地”，外务省认为“对于缔约国， 

勉作请求各予非正式赞同外，无他办法”。“此次令小委员会立即表明达到否定结论之态度者，盖 

恐我方邀请之委员，将为完成列国赞同邀请之妨害耳。希与小委员会中之德国委员，及他之对于我 

方有其善意之委员等，商取紧密之联络，从而对于右之委员，关于本博览会之性质，及左记各点，难 

为力说，俾令小委员会之决定，延宕下去，切盼努力，是荷”。⑥ 此时，顾维钧驻使法国，在其回忆录 

中，丝毫未曾提及此次博览会。 

日军侵占张家口后，曾与德国签订契约，秘密交换货物。“本人于本 Et与金井最高顾问商谈 

问，偶涉及蒙德互相交换货物之契约事件，该顾问以只限本人谅察之范围，曾作如特电要领之会谈 

后，并于前者川村总领事来张，曾受种种质问，蒙疆方面对于向德交换对象一节，惟仅予以承诺之程 

度为止，并有不予将一切经过情形公开之实情，本此意旨，故再三嘱托，希绝对付之秘密，只请限于 

尊处关系当局谅知为荷。”⑦ 

国字第6749号译文是日本政府与瑞典关于贸易方面的协定，由斯德哥尔摩发往东京外务省。 

① 《无字第 14206号译文》(天津，1938年3月19日)，《孔档》，R12—10—10。 

② 《3月14日，接见德国大使 ，告以不反对德国合并奥国之意》，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494页。 

⑧ 《无字第 14238号译文》(张家口，1938年3月19日)，《孔档》，R12—10—10。 

④ 《国字第3314号译文》(东京，1938年3月17日)，《孔档》，R12—10—10。 

⑤ 《国字第6654号译文》(巴黎，1938年5月 18日)，《孔档》，R12—10—10。 

⑥ 《国字第6742号译文》(东京，1938年5月19日)，《孔档》，R12—10—10。 

⑦ 《无字第18531号译文》(张家口，1938年 5月21日)，《孔档》，R12—10～10。 

1 39 



抗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3期 

“本宣言书以前电及本电组成之，其要点如次：(一)缔约国之一方如有输入限制、管理汇兑及关于 

制定特别税之新措置等场合，至迟于 15日前通知对方；(二)甲方缔约国民对于乙方缔约国民作不 

正常竞争企图经济利益时，甲方应得乙方要求而商议；(三)依据国际条约，开行定期会议；(四)本 

宣言书定自7月 1日起实行，并须预在6个月以前，互相通告废弃。”① 

徐州会战大局已定时，通过 日方电文，国民政府了解到 日军对中国战场形势及宣传的判断。 

1938年5月21 13，无字第18546号译文称“徐州战局业自数Et前已趋决定的阶段，而其陷落亦不 

过时间问题”，“外国报纸对中国方面如是容易败北之态度，似表示失望焉。然对中国今后之抵抗 ， 

仍以有希望之口吻，欲将我方战胜之高价，有作折扣之倾向”。② 

二、日军以战养战及对华经济掠夺 

在所破译的电文中，相当多的内容是关于沦陷区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类情报的破译，有力地 

证明了El本对华的经济侵略，戳穿其发展中国经济的谎言；另一方面也证明，国民政府对 Et本在华 

经济侵略行为是了解的。 

Et本侵占华北后，为加强对占领区的经济掠夺，采取了多种措施。首先是准备控制华北的金 

融。1938年2月，无字电文中大多是沦陷区的经济社会情况，涉及军事、外交的情报较少。此时， 

为维持战争经济，El本有意通过军方种植鸦片，并确立一整套措施。 

2月10日，北平 日本情报机构称“10日，中国方面代表王克敏及台湾正金银行代表上山副总裁 

协商设立联合准备银行时，新政府缴纳1250万元(第一次缴纳)，借款业已签字”。⑧ 但是，天津日 

本情报机构认为，设立联合银行之举“现银准备低至5000万元程度，则其成否，尚属疑问”，如现银 

不足，只有按照日本及伪满洲国现行办法，管理汇兑业务，其方式就是通过改革察南银行及蒙境银 

行，发行奉天票，汇款以5000元为限额。但此措施的缺点是，可能会极大地影响羊毛贸易。④ 

目前，学界对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以毒养战的研究比较充分，认为日本确立了以毒养战、以毒 

制华的目标，并将毒化政策演变为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国家行为。⑤ 1938年 2月 15日，相关 

机构成功破译无字第 12072号电文，该电从北平发往天津、上海、青岛和东京，主要内容是日本华北 

侵略军准备垄断鸦片种植及贸易。此电的背景是华北伪政府于1937年底推出的《华北地区鸦片与 

毒品方针》，根据该方针，日本侵略军指定特许公司和商人收买鸦片；种植鸦片需要得到伪政权的 

许可；吸烟者要到禁烟局登记。该电正是El本侵略军准备在华北垄断鸦片种植和贸易的罪证。 

这份电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指出日本军方有意确立鸦片专营，“关于鸦片，军方大概有 

令新政府实现之决意，刻在指导树立其方针中”。日军垄断鸦片，目的是牟取暴利，“目下政府方 

面，由清查课征收之印花税(通过税)，每月已越过20万元，依上述立课税方法，将来亦有达年收千 

万元之希望”，之所以会出现税收之暴涨，系因“烟行之零售价格，事变发生后，既已胜贵二倍”，即 

使在上述暴涨情形下，仍可继续促使价格上涨，“然尚可图谋收入之增加，拟进一步采用鸦片专卖 

制，甚至企图印度鸦片之输入焉”。电文第二部分是针对麻药的新规定，“关于麻药军方与新政府 

① 《国字第6749号译文》(斯德哥尔摩，1938年 5月19日)，《孔档》，R12—10—10。 

② 《无字第 18546号译文》(上海，1938年5月21日)，《孔档》，R12—10—10。 

③ 《无字第 11784号译文》(1938年2月 10日)，《孔档》，R12—10—8。 

④ 《无字第l1810号译文》(1938年2月 10日)，《孔档》，R12—10—8。 

⑤ 参见朱庆葆《日本“治台经验”在 中国大陆的运用及其危 害—— 以鸦片政策为中心》，《江海学刊》2008年第4期，第 

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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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均希望尽力对 日鲜人予以严重之取缔，是件与天津青岛均联络之后，对于电二三号内容，期予 

以彻底焉”。电文最后附上了日本相关人员的活动线索，“且青木预定于十九 日偕大江向张家口方 

面出差”。① 对于情报工作而言，此电之破译，可以掌握 Et军准备在华北进行毒品贸易的情形，为国 

民政府制定相应对策提供参考。 

即使是具体的商品买卖，电文亦有涉及。无字第 11807号译文涉及的就是羊毛买卖。1938年 

2月 10 Et，日本驻天津领事机构致电北平、上海情报机构，称：关于羊毛，日本军占领包头后，令中 

国商人将其所有商品一律向Et本占领当局登记，三个月来，Et本方面以一定价格并以蒙境银行钞票 

购买羊毛商品，据称购买原因是关东军需要。日本此举令天津方面的羊毛买卖受到影响。天津方 

面还认为，在包头所购羊毛并非 Et本使用，而是贩卖到海外，这也影响了天津的羊毛产品贸易。电 

文同时提出，Et军在华北垄断羊毛贸易会影响到各国在华的商业利益，一旦某公司或政府取得独占 

的利益时，一定会有人出来抵抗。② 

对于招远金矿，El本侵略者有意采用联合公司的形式进行，并有意通过外务省取得当地Et军特 

务部之了解。“招远金矿之精炼设备等虽未明了其为如何，但其如未破坏则可利用之，同时开掘多 

量之矿石，输送内地卖给住友”，“从来之合办公司，今则仍其旧贯，不予变更，凡此各点已得特务部 

之谅解矣”。③ 

为掠夺中国的农产品，El本故意让中国发展其自身不产的产品，并避免中国的农产品与Et本本 

土产品发生竞争。1938年5月 10日，无字第 17781号译文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日本侵占区农业 

发展方针，总体上“关于中国方面农事改良事业及实验研究机关之指导，以不阻害我国事业之发展 

为方针，自不待言”。在华北地区，“与我国农产相重复者量少，故对于棉花之改良增产，应设法促 

其实现”，而在华中地区，“如蚕丝及制茶，与我国物产相重复”，故在华中指导之时，应设法在不发 

生危害El本农业之情形下，慎重修改，“特别对于养蚕及制茶之改良增产应巧妙地予以限制”。在 

缫丝企业方面，即使是出于营利的目的，对于中国企业的技术援助，亦应“予以防止为安”。电文要 

求在华 日本侵略军及占领当局，“基于上述之既定事实，为具体的处理，应由该地当局明确把握上 

述之方针，并使 日方国策的农业实验研究机关管理华方现有之农事实验研究机构，又使我方机关监 

视民间蚕丝、制茶业之情况”。④ 

三、中日秘密接触 

抗日战争前期，中日之间存在多种渠道的秘密接触，既有官方渠道的正式接触，也有民间渠道 

的非正式接触；既有中央级的接触，也有地方级的接触。中日双方对于这种秘密接触，都抱有各种 

目的。国民政府～方面有意缓解正面战场压力，另一方面亦未放弃可能的求和机会；Et本“既有希 

望早 日结束中日间不幸战事者，更有逼迫中方实际上接受投降条件者，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即随着 

日本在战场上取得更多的胜利，13本的议和条件实际上已演变成迫降条件”。⑤ 孔档破译电文中， 

有一部分涉及当时中日之间的秘密接触。 

1938年 2月 10日，无字第 11778号译文概括了蒋介石对当时中日和谈的条件，该条消息的来 

① 《无字第12072号译文》(北平，1938年2月 15日)，《孔档》，R13—11—3。 

② 《无字第11807号译文》(天津，1938年2月10日)，《孔档》，R12—10—8。 

③ 《无字第 11888号译文》(北平，1938年2月12日)，《孔档》，R12—10—9。 

④ 《无字第17781号译文》(东京，1938年5月10日)，《孔档》，R12—10—10。 

⑤ 参见王建朗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一l949》第7卷，第 1158页说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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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据称是“顷者携带曾养甫之要务而北上之省党部秘书谌小岑，归来后，对于汉／5之情形，向谍者 

会谈如左”。① 曾养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技术型官僚，长期担任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时任广东省 

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滇缅铁路督办公署督办。谌小岑与曾养甫同为北洋大学同学，并在五四运 

动中加入周恩来领导的觉悟社。1936年，曾奉宋子文之命通过谌小岑与中共进行秘密接触，商谈 

两党停止内战，一致对 日问题。该电由日本外务省发往上海。应属外务省为使上海日本相关机构 

了解中国国内情形而发，并非专为探讨正在进行的中日秘密接触。 

电文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中所载蒋介石提出的和平条件如下：“蒋介石对下述各节，曾予 

以指示，据云：中日两国之和平，如不以平等关系为基础，则恐难以建立。敌人之困难，较我尤甚，刻 

下虽无进击华南之余力，但对其防备，有特予严重之必要。党务工作，于唤起民众之武装抗敌心，最 

为重要耳。”前半部分尚可理解为蒋介石对中日和谈条件的指示，但后半部分应为蒋介石的抗战部 

署，不属于中日秘密接触的范围。② 

电文第二部分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主要是黄埔系与cc系之间的争斗。“国民党内部黄 

埔系及 Cc团之轧争颇为激烈，军事委员会第六部之取消，亦黄埔系之所为。因此，陈诚之立场亦 

现窘迫”。 

电文第三部分是对中国战场情形的分析，推测中国军队的战略动向。“中国军集中于湖北、湖 

南、江西三省及河南、湖北、安徽之省境，视情形如何，似有放弃徐州、郑州、武汉之模样，故武汉之人 

口已显然减少矣”。 

电文第四部分是关于国民党要员张群的个人信息。“四JiI省军民对张群反对甚盛，据闻在成 

都到处贴有‘打倒亲日派张群’以及‘打倒政学的张群’之标语”。 

电文第五部分是关于中德军火贸易的消息。“闻驻德大使程天放已向该国订购多数之枪炮， 

将于六月末交货云”。⑧ 

此电对中国情形描述相当准确，如对张群人川的消息掌握就是一个例证。1938年 1月20日， 

四川省主席刘湘病故，蒋虽然当日亲往探望，对刘之逝世“甚悲”，但亦认为“从此四川可以统一，抗 

战基础实矣，未始非国家之福”。④ 蒋介石拟以张群主政四川，遂于 1月22日任命张群为四川省政 

府委员兼主席。⑤ 在蒋看来，刘湘的去世，意味着即将实现中央对四川的全面控制，这无疑将增强 

抗战力量。蒋在当日的日记中认为，四JiI的统一将使“倭寇更畏缩乎?”⑥1月 25日，刘湘旧部四JiI 

省保安处处长王陵基等通电反对张群人川，蒋还专门研究“四JiI反张风潮与其背景”。⑦ 

至于军事问题，时值武汉会战，蒋介石对于固守武汉充满信心，“武汉当可固守，如日方不能增 

加生力军至十师团之众 ，将无法夺取武汉，劝中央同人，对军事前途抱乐观态度”。蒋固守武汉之 

语，只是一种鼓舞人心的口号，军事上已无可能守住武汉，亦与已经制定的长期抗战的战略不符。 

电文第三部分对战场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对于中日议和，蒋介石在 1月26日招待国民党中央监 

察委员时称，“现时绝无与日秘密议和之事”。⑧ 

① 《无字第 11778号译文》(东京，1938年 2月10日)，《孔档》，R12一10—9。 

② 《无字第 11778号译文》(东京，1938年 2月10日)，《孔档》，R12—10—9。 

③ 《无字第 11778号译文》(东京，1938年2月10日)，《孔档》，R12—10—9。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 1月20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不再逐一注明。 

⑤ 《1月22日国民政府褒扬刘湘》，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469—470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 1月22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38年 1月25日。 

⑧ 《1月26日招待武汉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发表谈话》，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4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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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之中，宋子文、孔祥熙等虽掌控对 日交涉的秘密渠道，但其本人出面与日本进行类 

似交涉的材料并不多见。1938年 2月 12日，无字第 11886号电文被成功破译，内容即为宋子文对 

日谈判议和条件。该电由上海发往北平、天津、东京。岩洋行氏①在香港会见宋子文，事后，该氏将 

情形汇报给 日本驻上海领事冈崎胜男，“宋氏态度不变，极为强硬，毫未见有妥协之色”，据称其强 

硬的理由是“以研究日本财政状态之结果，知 日本今后经过六个月后，准备金外币枯竭，输入能力 

必至无有，届时对中国关系不得不出以何项之处置。中国如能再忍耐六个月，则已足云云”。岩洋 

行氏回应：“假如一若宋氏之言，日本至输人能力无有之场合，无论如何，日本对中国之战争此时可 

以收束之想象一层，曾指摘其过于论理”。会谈结果，“宋氏仍固执前言，一若颇有 自信者。于此， 

与宋子文之会见，于成功之中，完其任务。宋与孑L氏依然反目，似尚未改变其态度云”。② 

此电所记录与宋子文会谈时间系1938年2月 10日，此时陶德曼调停已经结束，因此，宋子文 

所坚持之条件，应该不是陶德曼调停过程中的条件。宋子文这条渠道亦与陶德曼调停没有关系。 

作为劝降国民政府的整体国家目标，日方对宋子文所谈条件大体上与陶德曼调停中的条件类似。 

结合此时中日外交情形，宋子文所坚持反对的，应该是对 日本于陶德曼调停后所提出的“不以国民 

政府为对手”的方针。 

四、日方对中国内部的情报刺探 

七七事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在战场上与日军进行激烈战斗，但 日军对宋的劝降亦从未停止。 

1938年 1月19日，国民政府破译日方诱降宋哲元电报。此时，宋哲元部已无力主动出击，华北沦 

陷不可避免。电文称“据十七 日齐燮元对馆员谈，宋哲元现据彰德东部，尚管辖一部实力”，“日对 

余(齐)处派来代表，特为渠(宋)自身今后之向背前来请示”。日军希望宋哲元“率部队进山西讨 

伐共产军”，结果“宋拟于日内，再派代表前来云”。电文判断“宋似有归顺于当方(指 自己方面)模 

样。再，对万福麟、商震，亦将图取对宋同样之措置云”。③ 宋哲元并未为日军所劝动。1938年2月 

18日，日军攻占新乡，宋哲元再次退守。 

日军在中共内部安插间谍的情形极少为人所知，第 14230、14231、14232号译文提供了一些线 

索，这三份电文构成一个整体，展现了打人中共内部的间谍所探听到的情报。1938年 3月 19日， 

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致电长春、上海、北平、张家口、济南、青岛日本领馆及外务省，通报所得有关中共 

的活动情形。这份第 14232号电文称“自本馆谍者(系共产党中级干部)听取中共河北党之近况如 

左”，并特别强调“对外秘密”。 

日方所得关于中共河北省情报及活动情形如下： 

(一)中共党组织-9事变前(卢沟桥事变)无变化，依然由北方局领导各省委及北平、天 

津两市委。现在之中心工作转为军事工作，不过因事变关系，受甚大之影响，北平、天津两地 

以学生、工人为目标，恢复组织宣传工作，亦同时并用，但言听取缔之严重，实际工作不甚进 

展。其最堪注 目者，为今年二月中旬北平设置河北抗 日第八路军游击队北平办事处，其主任 

(D 原文如此，应是一商人的名字。 

② 《无字第11886号译文》(上海，1938年2月12日)，《孔档》，R12—1O一9。 

③ 《无字第10469号译文》(北平，1938年 1月19日)，《孔档》，R12—10—9。 

④ 《无字第14232号译文》(天津，1938年 3月19日)，《孔档》，R1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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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书记等中心人物均为第八路军所派。以北平市委向来工作不努力为 口实，申请前往 

接收。 

该部分译文，可以提供抗战初期中共在华北的组织及宣传情形，关于人事变动亦有涉及。该电 

发出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动了铲除托匪汉奸运动。1938年 2月4日，张慕陶在山西临汾被押，“第 

二战区随营学校民族革命大学青年抗敌决死队全体学员及山西广大民众，均发布宣言、传单，一致 

要求枪决张慕陶，肃清山西及全国各地托匪汉奸”，借此机会，中共中央决定扩大铲除汉奸的运动， 

要求“利用张慕陶及各地托匪破坏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事实，揭破各地托匪卖国罪状，扩大各 

地铲除托匪汉奸的斗争”。① 

电文所谓中共大力发展组织，尤其注意发展青年及学生党员，符合当时的实际。1938年 3月 

15日，中共中央决定大力发展党员，其中决定之一就是“大胆向着积极的工人，雇农，城市中与乡村 

中革命的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坚决勇敢的下级官兵开门，把发展党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战中新的 

积极分子与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之上”。② 

第 14231号电文主要是针对中共领导的抗 日游击队的军事部署。该电 1938年3月 19日由天 

津发出，并未指明发报对象。 

该电接续第 14232号译电，从序号“(--)”开始：“从来之态度：对于军事等工作以与军事有何 

等关系之党员作为游击队干部内之领导者，令其充指导。其他一般党员并不要求参加游击队。但 

近来一般党员参加游击队颇为协调，结果，近来下级党员等亦纷起参加。又，对于不参加之党员关 

于破坏铁路工作及其他之直接行动时，时常发出指示。”③ 

这份电文透露，为牵制日军，中共加强了对游击队的领导。由于情报提供者只是中共中央北方 

局(以下简称“北方局”)的中层，因此，他所得到的一般是具体执行层面的实际情形。考虑到形成 

最高决策时的迟滞，在最高指示之前，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实践活动。1938年 3月24日，洛甫、毛 

泽东、刘少奇致电朱瑞并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就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作出指示，指出“摆 

在冀晋豫全区面前的中心任务，是以最快的速度创造冀晋豫边区成为坚持抗战的巩固根据地”，为 

达此 目的，应“建立完全在党领导下的有战斗力的若干游击兵团(如云臻同志的游击支队)及地方 

游击队”。④ 

该电文向日军透露了中共即将成立的四个游击分队，“不 日，于北平丰台间应见有四队之组 

织。北平附近之游击队指挥者系张冲及王某，第八路军便衣队直接予以领导。其他游击队之重要 

者系在宣化涿鹿方面之赵桐、张道所属之部队。又冀东叛乱保安队长张广[庆]余、张砚田等亦与 

中共方面联络潜入冀东地区，正准备组织游击队。”⑤在《关于目前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的指 

示》中，中央提出了“争取改造友军，特别是准备永久留华北打游击的友军，成为坚强进步的抗 日 

军”，这与电文中的张庆余部是同一类型。⑥ 

① 《中共中央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1938年2月26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l1册，中共 

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第424—42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1938年3月1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467页。 

③ 《无字第14231号译文》(1938年3月19日)，《孔档》，R12—10—10。 

④ 《关于目前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1938年 3月 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 中央文件选集》第 11册，第 

479页。 

⑤ 《无字第 14231号译文》(1938年3月 19日)，《孔档》，R12—10—10。 

⑥ 《关于目前晋冀豫党与八路军的任务的指示》(1938年3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l1册，第4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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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电文还向Et方指出了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活动场所，“北方局及河北省委之重要人物以 

天津英租界方面为根据(地)，诚属确实。(人名不详，但均系南方人)近来在北平之重要党员利用 

公使馆区域活动”。① 这里的重要人物当系北方局的代表人员之一，但非主要负责人。因为在此前 

后，中共中央就北方局领导人员的分工有一个正式文件。该文件决定，北方局负责人胡服暂时驻在 

延安，在中央领导下，仍旧担负党的领导工作 ；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驻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 

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朱瑞与冀晋豫省委驻晋东南，朱瑞以北方局代表名义指导同蒲 

路及平汉路东西两面党的工作；彭真驻晋察冀以北方局代表名义协同聂荣臻指导晋察冀平汉路东 

及平津党的工作。② 

El本虽然从中共内部得到了上述信息，但对于真实性仍存疑问。为确认第 14231、14232号 

电文的可靠性，日本天津领馆特别追发了一封电报即 14230号 ，对其真实性予以分析。关于游 

击队活动，“以上系就探知所得 ，该项报告照各般之情势，似属近于真相一方。现在之中心工作 

系军事工作。河北党委机关报纸《火红》上亦有披露事实上之游击队组织及活动，现在津浦平汉 

两线及冀东区内亦渐有活泼之倾向”。关于北方局在天津租界活动，“虽有上述四项之事实，但 

实际活动大抵所传之情报并不积极”。天津领馆还自认 ，“本馆搜集之共产党文件 ，大多数系赝 

品”。③ 

即使在宋子文身边，亦有 Et本的眼线存在。对于研究该问题而言，需要探明的是：国民政府既 

然知道宋身边存有 日本眼线，是否会乘机加以利用，发布虚假信息，以便迷惑 El方。无字第 14234 

号译文系El方从宋子文秘书处获得，内容是关于英镑借款。“据宋子文之秘书对谍者谈话(出处秘 

密)，孔祥熙去年滞留欧洲时，向英格兰银行迭次接洽，于保证支付本利为条件之下，以中国政府之 

名义，发行五百万英镑公债，向美国卖出”，该公债分五期支出，支出第二期后，中国方面停止了支 

出，“上次经宋子文之奔走，该件遂得继续，第三期部分之支出，业经接受”。电文译文特别在最后 

注明“请延迟发表”。④ 不清楚这里的延迟意见是原电文所有，还是破译时所加。 

日本情报机构在西南运输公司内，亦发展了眼线。1938年 3月 20 El，无字第 14257号由东 

京发往上海，电文判断海防为中国购买海外军需品的中心。“顷由西南运输公司听得的消息如 

下：该公司以宋子良作为主任，于三月一 日成立，以当一切军需品之购人并令宋子安常驻海防”， 

“海防系中国购买军需品之中心已无疑矣”。⑤ 其实，这里所说的西南运输公司成立的时间并不 

准确，但其对海防在中国海外军购中的重要地位确有清醒认识 ，这为Et军进一步控制越南提供了 

借口。 

即使已经能破译日方数个渠道的电报，但蒋介石并不满足，仍尽力寻求国际帮助，以期进一步 

提高中国的电报侦破能力。1938年5月6日，蒋介石致电正在苏联考察的张冲“对日密电之侦收 

与翻译方法，最好请俄员训练，并准我方人员参加，此可请张委员与俄武官切商之”，且于同日致电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对 日情报部分，交第三处郑介民协办，对无线电收译部分，即交第四处负责洽 

商为宜”。⑥ 

① 《无字第 14231号译文》(1938年3月19日)，《孔档》，R12—10—10。 

② 《中央关于北方局领导人员分工的决定》(1938年 3月2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ll册，第477页。 

( 《无字第 14230号译文》(天津，1938年3月19日)，《孔档》，R12—10—10。 

④ 《无字第 14234号译文》(上海，1938年3月19日)，《孔档》，R12—10—10。 

⑤ 《无字第 14257号译文》(东京，1938年3月20日)，《孔档》，R12—10—10。 

⑥ 《5月6日电张冲、徐永昌指示对日情报侦收事宜》，吕芳上主编：《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5册，第5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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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破译电报所呈现的战时中El之间的种种情形 ，为国民政府制定相应对策提供了情报依据。 

在如何判断情报的真假问题上，现有资料可以辨别其中的一部分，但一份译文仅仅判断出真假， 

距离其在历史实际中的应用价值尚有一定距离。情报双方是有意释放，还是预设圈套，这中间有 

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事实上，中Et间特务部门的无间道早已上演。就技术层面而言，军技室成立 

之前，已经可以破译Et方相当部分的电报 ，但就运用层面而言，虚实之间还有很多可以灵活处理 

的东西。 

对于破译情报的研究而言，除了论证情报来源的真实性之外，更深层次的研究应该是探究该项 

情报如何影响决策部门政策的制定，并最终影响中Et两国间的生死较量。战争爆发之初，中日双方 

事实上均未放弃可能的停火谈判，并互相试探对方的底线。陶德曼调停的失败，根本原因固然在于 

日方逐步提高谈判价码，但其失败结果与中日双方已经互相探明了对方底牌存在密切关系。为达 

到以战养战的目的，13本在侵占地区种植鸦片，垄断获利；在侵占区种植 El本本土缺乏之农产品，从 

根本上将中国农业置于El本农业的附属地位。国民政府对此类电报的破译，有助于及时制定相应 

对策，并揭露 El方的侵略行径。 

通过破译相应电文，获悉 日方对中国国内情报的刺探程度，属于双方情报战的重点部分之一。 

日方在中国国内各政治派别、各宗教团体内安插眼线，或者通过第三者途径购买情报，国民政府是 

知道这种情况的，但对方具体刺探到了何种情报，则不易得悉。日方对宋子文、孔祥熙等掌控对日 

秘密交涉渠道的高层人士，关注尤多，而且也确实获得了一些情报；在对中共的情报获取方面，一般 

系从中层干部中获得，或者从间接渠道获得。从已经破译的电文来看，日方对中共的谍报工作成效 

不大。 

目前所见破译情报，时间范围较短，且并非全部。就孔档而言，亦仅仅开放了约三分之一，仍有 

三分之二的卷宗尚在整理之中。若能利用 日方与破译情报相关的各种文件和档案，通过全面梳理、 

比对，相信定能将抗日战争研究推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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