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廣告洽詢專線：212-730-6963 投稿與反饋：kzglife@kanzhongguo.com   

獨立學者王康認為，日軍轟

炸黃山蔣介石指揮本部的情報，

疑是由周恩來他們提供的，是當

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與周恩

來勾結日軍想借刀殺人，達到除

掉蔣介石的目的。

蔣委員長如若因此遭到不

測，頓失抗戰中樞的中國勢必崩

潰。咸信是中共寧可出賣國家也

要換取自身的利益。

日軍多次精準轟炸蔣介石

日本飛機針對重慶蔣委員

長的「斬首」轟炸，有多次相當 

精準：

一、1939年 6月 11日蔣介石重
慶黃山官邸

1938年，武漢會戰後，國民

政府軍事委員會和軍委會委員長

蔣中正（蔣介石）遷往重慶，成

為繼續領導中國軍民抗戰的指揮

中心。

1938 年 12 月， 日 軍 把 重

慶定義為「敵國戰略及政略中

樞」。在隨後長達五年半的時間

裡，對重慶及周邊地區實施了多

達 218次的無差別「航空戰略轟

炸」，史稱「重慶大轟炸」。

日機對重慶的空襲目標，日

益集中於蔣介石所在的國民政府

軍事委員會。 1939年 5月 3日，

日本華中第一空襲部隊的攻擊機

45架來炸，其主要目標即以「軍

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為中心。

日本大本營海軍報導部長金

澤正夫少將發表威脅談話，「號

稱 400餘州的中國，蔣介石沒有

藏身之地乃是實情」。

此後，日軍迅速將蔣介石最

常住的黃山寓所納入轟炸目標。

6月 11日，蔣介石日記云：正午

過江到黃山休息。敵機黃昏時又

襲重慶，其一部目標則在黃山寓

所，有一炸彈適中寓所球場，余

正在三樓觀空戰也。

二、1939年 8月 28日蔣介石重
慶黃山官邸

分析，摘要如下：

一、1941 年初，皖南事變

後，毛澤東曾反覆要求中共中央

南方局、《新華日報》和八路軍駐

渝辦事處銷毀所有電報密碼、機

密檔案及「國統區」工作人員名

冊，盡速返回延安。毛澤東已決

定，不再維持與國民黨的抗日民

族統一戰線，「不怕決裂不怕內

戰」，立即對國民黨全面展開政

治和軍事進攻。因此，消滅毛的

頭號死敵蔣介石及其軍事將領，

具有最重大的戰略價值。

二、日本福祉大學遠藤譽教

授在其書（《毛澤東勾結日軍真

相》）中第七章，記述了 1956年

毛澤東、周恩來會見當年參與

黃山轟炸的日本退役陸軍中將

遠藤三郎的情節。遠藤三郎向

毛澤東贈送日本軍刀，毛澤東回

1939年 8月 28日，蔣介石

在黃山別墅與印度國民大會黨領

袖尼赫魯會談，遭遇日機反覆轟

炸，不得不三次避入防空洞中。

三、1940年 7月 8日重慶曾家
岩國民政府

1940年 7月 8日，國民黨在

曾家岩國民政府禮堂召開五屆七

中全會。下午，蔣委員長到會發

表閉幕講話。日機再次來襲，這

一次，日機以重磅炸彈攻擊，彈

落院中。

蔣介石日記載：「下午，到國

府開全會，閉幕訓話。本日敵機專

炸我國府，彼知我全會仍在國府開

會，而不被其轟炸所威脅矣。故其

千磅之大彈適落於國府院內，而會

場禮堂仍如故，無恙也。」

「雲岫樓」轟炸 
蔣宋美齡遇險 衛兵亡

四、1941年 8月 30日 蔣介石
重慶黃山官邸

1941年可以說日機恐怖空襲

重慶最凶惡的一年。

1941年 8月間，日本陸軍航

空軍第三飛行師團長遠藤三郎少

將得到情報，蔣介石將在黃山寓

所召開軍事會議。 8月 30日，

遠藤率領 27架零式轟炸機，低

空飛行轟炸重慶黃山蔣介石官邸

「雲岫樓」，並轟炸市區內曾家

岩國民政府。

日本炸彈下落時，蔣介石正

在黃山召開各戰區司令長官及參

謀長軍事會議，兩名衛兵當場身

亡，四名負傷。其險情，蔣介石

日記記載：

「余與軍事會報各同志在黃山

防空洞東口新樹下談軍事近狀，

忽聞機聲，乃入洞內再談。時約

十分鐘，聞炸彈愈近，仍不以為

意。不意連續轟炸，洞門為崩土

塞沒，乃覺其目標即在本洞。」

「乃妻在北洞口茅屋前讀法

文，未與我同在一處，甚恐妻被

炸，即向北口去尋。幸彼近來，

此心始安。惟今日之危，甚於

二十七年之武昌與去年柳州之

羊角山矣。惟山岩甚堅，洞甚固

耳。炸後出洞視察，洞頂山上樹

木盡毀，岩土崩墮，衛士重傷者

四人，死二人，即往慰問，血跡

滿地，悲慘極矣。」

以上這些針對蔣委員長驚心

動魄的轟炸，人們不禁要問：日

本飛機何以能夠得到蔣介石國民

黨高層的情報？是誰一定要置蔣

介石以及國軍高級將領於死地

呢？這一切轟炸背後真正的幕後

黑手究竟是誰呢？

獨立學者王康說：「我懷疑

是周恩來他們提供的。」

誰提供機密情報 
出賣中華民族？

王康在《縱覽中國》刊文作出

泰山不讓土壤 海水不擇細流
心，為己盡力。可見，身為領導

者，固然要有知識與能力，但胸

襟與氣度似乎更為重要。

「泰山不讓土壤，海水不擇

細流」指的正是心胸寬大的智

者表現，語出《史記‧李斯列

傳》，內容主要描述，李斯勸諫

秦始皇要像泰山及大海一般，廣

納賢才，才能使國力增強。

太史公精心寫李斯傳奇

「泰山不讓土壤，海水不擇

細流」意思是說，泰山不捨棄任

何土壤，海水不排斥任何水流，

因而成其大。語出《史記‧李斯

列傳》。

〈李斯列傳〉是《史記》列傳系

列中單傳的其中一篇，也是《史

記》中寥寥可數的人物大傳之一，

司馬遷用了 9000餘字，精心撰寫

出一代名相李斯的傳奇人生。

楚國人李斯效命秦王

李斯是楚國人，曾拜在荀卿

門下學習諸子百家的學說，和韓

非子是同門。他在人才濟濟、競

爭激烈的秦國中脫穎而出，輔佐

秦王成就統一天下的事業。這背

後的艱辛努力，均被司馬遷一一

詳實的描繪了下來。

秦始皇初登王位時，鄰國韓

國懼怕強秦，派水利專家鄭國

去遊說秦王建水渠，作為疲秦之

計。秦王接受鄭國建議，但在修

渠過程中，韓王陰謀暴露。鄭國

對秦王說：「一開始我確實是間

諜，不過水渠修成後，韓國只能

多活幾年，對秦卻是萬世之功。」

於是，鄭國被赦免，繼續修渠，

之後，關中沃野千里，助秦加速

統一進程。

這件事卻讓眾臣警惕，他們

贈齊白石竹畫，並首次感謝日本  

「進攻」。

在日本，比遠藤三郎資歷

更老、影響更大、軍階更高者

眾多，初知外交慣例和禮儀者

皆知，跟遠藤三郎會面並互贈禮

品，與毛澤東當時的地位太不相

襯，且遠藤三郎還是全程參加侵

華戰爭的軍官。其間必有特殊緣

由，遠藤三郎當年轟炸蔣介石軍

事指揮本部，應是最關鍵因素。

三、1939年，毛澤東、周恩

來已經擁有向日本提供國民黨重

要情報的人物和渠道。

前述，遠藤譽教授新書的中

心人物是潘漢年。潘是中共情

報戰線僅次於「特工之王」李克

農的人物，其一生最重大的特

務工作，是執行毛澤東皖南事變

後「聯日聯汪反蔣」戰略決策。

他出入日本駐上海特務機關「岩

井公館」，與日本陸軍武官影佐

幀昭交往甚密，並兩次晉見汪精

衛，這使他 1955年身陷「高饒反

黨集團」且必死無疑。

潘漢年特務生涯的最「高

成就」，是 1941年在上海向日

本情報機關或在南京通過汪精

衛向日本提供蔣介石的最高軍

事機密。——這一幾乎改寫中國

現代歷史的驚人事件，乃是中

共所有情報工作者夢寐以求的 

「殊榮」。

四、毛澤東一天也沒有「取

消」其顛覆國家的根本目標，全

部策略即韜光養晦，保存實力，

擴充壯大，最後奪取全國政權。

同時，在斯大林支持下（1941

年《蘇日中立條約》後），離間美

蔣、「聯日聯汪反蔣」。這就是

毛共在抗戰時期的基本戰略，是

毛澤東從抗戰韜光養晦轉入公開

決裂和全面內戰的真正歷史。

寬恕待人是一種美德。能容

人之過者方能成就大業，有大忍

之心者方能成為大器。一個領導

者的氣度愈寬大，愈能使眾人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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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筱彤

日本「斬首」轟炸過後，蔣委員長和夫人在黃山官邸「雲岫樓」附近的防空洞前合影。

公有領域

網絡圖片

抗戰期間，日本飛機對

在重慶的蔣介石進行多

次轟炸「斬首行動」，企 
圖除掉蔣委員長，以摧毀

中國軍民的抵抗意志。

文︱趙遠山

是誰透漏情報
讓日軍轟炸蔣介石？

網路圖片

勸諫秦王，在秦效力的各國人

才，大多忠於本國君主，應該把

這些客卿驅逐，所以，秦王便下

逐客令，之後的秦朝宰相李斯也

在被逐之列。

李斯〈諫逐客書〉說服秦王

李斯從大局出發，作〈諫逐

客書〉，闡述秦國之所以強大的

原因在於重用外國人才，他在

奏書中說：「泰山不讓土壤才高

大，海水不擇細流才深廣，君

主不排斥天下百姓，才能彰顯 

德行。」

秦王看完李斯的〈諫逐客書〉

後，果然回心轉意，留下客卿，

並重用李斯，令秦國國力不斷

強大，後來，秦始王滅六國、稱

帝，僅用了短短的 16年。

秦始皇以博大之胸懷，接納

並信任天下賢才，開創了第一個

中華帝國之號。

1955年，侵華軍官遠藤三郎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歡迎。

1940年 6月 16日，日軍隨軍記者
從飛機上俯拍的日軍轟炸渝中半島

（渝中區俗稱）的照片。從照片上可

以看到剛投下炸彈爆炸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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