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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愿做投降大使

在接到日本政府的投降照
会后，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
令麦克阿瑟随即在8月16日向日
方发出电文，要求其立即停止抵
抗，并派出“有军事人员参与，对
日本投降事宜有足够授权的使
团”到马尼拉洽降。但日方真正
派出使者的时间，一直拖延到8
月19日。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的时间
呢？今天这个谜团已经可以解
开。原来，在选定洽降代表团成
员的时候，全权代表人选出了问
题。本来，日本政府内部认为承
担这一职责最合适的人选，是当
时担任日军参谋总长的梅津美
治郎。但梅津担心在出使中受
辱，坚决不肯担任这一使命，即
便是出动了土肥原贤二和杉山
元两名高级将领充当说客也推
三阻四不肯答应。另一名比较合
适的人选是海军军令部部长丰
田副武大将和次长大西陇治郎，
丰田是主张抵抗到底的，大西的
态度更加顽固，直言“投降都是
难以接受的事情”，即便出示了
天皇要求“忍其不能忍”的诏书，
仍不肯奉命。没有办法，担任参
谋次长的河边虎四郎中将硬着
头皮出任了全权使者。值得一提
的是，这个河边虎四郎有个哥哥
名叫河边正三，正是卢沟桥事变
的直接责任人之一。

然而最终，拒绝担任洽降使
节的梅津美治郎，丰田副武和细
田大佐都没有给帝国殉葬，真正
自杀的只有大西陇治郎——— 不
过，作为“自杀特攻”的始作俑
者，无论美国还是日本，都有不
知多少人等着要他的性命，从哪
个角度来说，大西陇治郎都属于
不死不行的。看来，这些“顽固”
的日本军头只是出于对未来命
运的无知和彷徨而拒绝使命。事
实上，梅津后来还充当了到密苏
里号上投降的日本军方签字代
表，估计是从河边的洽降过程看
出来，执行这样的使命也没什么
可怕的。

不过，连大将一级的军官都
拒绝服从命令，可以看出日本帝
国在投降的瞬间，已经处于崩溃
的边缘。曾经的上下级关系很难
继续维持，如果盟军不能迅速进
驻，日本政府怕很难控制局面了。

死硬分子蠢蠢欲动

按照盟军的规定，河边使团
乘坐两架拆除了武装的一式陆
上攻击机，作为洽降的联络机。

一式陆上攻击机因为被击
中后容易着火，被盟军戏称为

“打火机”，即一打就着，日本联
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便是
乘这种飞机被打下来的，不过，
这已经是当时日本军队最好的
远程飞机了。盟军通知日方将两
架联络机去除日军的旭日标志，
改漆成白色加绿十字的涂饰，以
便盟军识别，避免误击。

河边使团的名单最终在 18
日敲定并通知盟军，包括了全权
代表河边虎四郎中将和外务省
临时任命的终战事务局长官冈
崎胜男等十三名随员，加上飞行
员共计十七人。其中一号机的驾
驶员是须藤博大尉。须藤有一万
小时的飞行经验，曾经参加过多
次空战，是日本海军硕果仅存的
少数优秀飞行员。须藤最初对这
个任务不以为然。他倒不是死硬
的法西斯分子，而是因为自己出

身行伍，常被那些军校毕业的飞
行员瞧不起，如今有这样一个重
要使命，既然那些平时趾高气扬
的家伙还没死光，何不让他们去
呢？然而事后证明选择须藤是厉
害的，否则河边一行能否活着回
来都很难说了。

8 月 16 日刚当上首相的东
久迩宫，在 18 日向河边递交了
日本天皇的授权书并为洽降使
团举行了晚宴，梅津和丰田都出
席并以冷酒为使团送行。使团计
划 19 日清晨从海军航空兵木更
津飞行基地起飞，首先飞往美军
占领下的冲绳群岛伊江岛，而后
从那里前往麦克阿瑟所在的马
尼拉。

简陋的宴席上，东久迩宫向
河边提出要求——— 努力为日本
政府争取十天的时间，因为他需
要这个缓冲期把部署在关东平
原准备所谓本土决战的日军调
离，换上警察以免发生意外的冲
突事件。

在这低沉而压抑的诡异气
氛中，海军方面又说出一个添堵
的消息。驻扎在厚木基地的日本
海军航空兵飞行员们完全暴走
了，已经根本不听总部的命令。
在两架怪模怪样的联络机试飞
时，遭到了从厚木起飞的战斗机
拦截。推测这并不是一次误会，
而是海军强硬派试图对投降进
行最后阻止的行动。所以，洽降
使团可能还没有到达美军控制
区就被疯狂的极端分子击落。

面对这一局面，使团提出了
两条应对措施。第一，使团成员
被平均分配到两架飞机上，以避
免万一遭到攻击全军覆没；第
二，起飞后即低空飞行，改走距
离厚木九十海里以外的航线，以
避开可能的拦截。

两架飞机的起飞时间稍稍
错开。地面上的人员不明白其中
的玄奥，只有使团内部自己明
白。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木更津基
地内也有一些狂热分子。因此，
他们可能在飞机起飞的时候对
这些“卖国贼”进行袭击。所以，
第一架联络机起飞的时候，第二
架飞机里的成员已经持枪做好
了作战准备，一旦发生意外，便

立即化身敢死队，拼死保障河边
虎四郎等人的安全。

让河边一行啼笑皆非的是，
让他稍松一口气的时刻，是和前
来迎接的盟军飞机相遇那一刻。
日军洽降使团的飞机在四国岛
的上空看到了第一架美军飞机，
并立即按照约定发出了“巴丹，
巴丹”的呼号。对方的回复是

“好，我们是巴丹的看门狗，跟着
来”，这种美国式的幽默让习惯
煞有介事的日本军官们感到十
分违和。然而，这只是个开始，很
快，他们便发现，前来“迎接”的
美军飞机不是一架两架，而是不
断增加，当他们到达伊江岛上空
的时候，整个“护航”编队已经达
到了二百架到三百架的规模，其
中有 P-38 闪电战斗机，P-47 雷
电战斗机，甚至还有 B-25 轰炸
机。担任洽降副团长的冈崎恍然
大悟——— 在美军眼里，前来洽降
的日本使团可是个稀罕物，目击
它是可以传之子孙的故事。所
以，这些飞机都是来看热闹的。

“未遂”的握手礼

这种场面与冷酷的战争格
格不入，也让死气沉沉的日本使
团稍稍有了些活力。然而，在伊
江岛机场落地，又是一次令人心
悸的过程。下午一点稍过，河边
虎四郎乘坐的一号机在美机引
导下准备在伊江岛机场降落，却
发现起落架放不下来。情急之下
驾驶员须藤大尉决定强行进行
机身着地的迫降。还好最后一瞬
间机组成员用手动的方式将起
落架放了下来，才没有用到这一
招。不过，强行放下的起落架刹
车失灵，导致一式陆攻机一直冲
到跑道尽头才停下来，差点儿造
成飞机自杀的效果。

根据美方记载，在伊江岛机
场，洽降使团除了虚惊一场以外，
还演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插曲。
河边虎四郎从东京出发的时候，
还带了一束花，意图表示和其使
命相称的“和平与友好”。不过这
种对骑士精神东施效颦的做法无
人捧场，盟军只是冷冷地看着，日
本人无奈地把花收了回去。

随后，日本洽降使者一行随

着美军转乘一架 C-54 运输机，
立即起飞前往马尼拉。这架 C-54
运输机令河边等人惊讶，把所有
使团成员都塞进去，还空着一半
座位，四个发动机输出的强劲功
率使它平稳地飞向菲律宾。而美
军在飞机上还向他们提供了三
明治和柠檬果汁。当航空午餐被
端上来的时候，每一个日本代表
都表现出了强健的胃口。在马尼
拉，他们的菜单上甚至有烧烤火
鸡。洽降代表们感慨万千，越发
觉得此战输得不冤。战争中日本
全国的供给被盟军的潜艇战彻
底打垮，哪怕是中将级别的河边
虎四郎，也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
样丰盛的饭食了。四名美军的服
务员虽然一言不发，但态度平
和，服务周到，河边坦言曾一时
产生了自己是来观光的飞机乘
客这种荒诞的心情。

19日下午5时40分，日本洽
降使团乘坐的飞机到达马尼拉
机场。当河边走下飞机时，又发
生了另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
名美军上校等候在飞机前，表
示自己奉命前来迎接。或许仍
然沉浸在“观光游客”的梦境
中，河边无意识地伸出手去欲
与对方握手，那名美军上校也
习惯性地伸出手来，但随即收
了回去。河边那一瞬间忽然想
明白，自己不是什么议和使者，
而是来投降的。

波澜不惊的谈判

他们登上汽车，驶入市内。
日本海军驻马尼拉的部队曾在
这座城市里和美军展开巷战，因
此它依然一片废墟。日军的残暴
肯定在当地积蓄了颇深的怨恨，
以至于他们一行经过的时候，遭
到了马尼拉残存市民扔石子和
咒骂的招待。

谈判的过程十分简洁。到达
后，盟军方面对于日本洽降代表
团的资格进行了确认，随即双方
就日本投降的程序问题在盟军
司令部所在的城市宾馆举行了
会议。在会议上，日本方面基本
无条件地接受盟军的指示，只是
如东久迩宫所提出的那样，对于
盟军的进驻时间委婉地提出了

建议。河边表示，盟军计划登陆
的关东平原是日方原定本土战
役的主要战场，所以集中了大量
的部队，需要一些时间将其调离
并集中到盟军指定地点。此外，
河边对另一个问题也十分敏感，
那就是盟军会不会要求天皇到
仪式现场签署投降书，如果盟军
真的如此要求，又该怎样推托和
应对。好在，盟军最后只是要求
日本政府和军队派出代表而已。

熬过了这个最担心的问题，
河边只觉一身轻松，似乎再带回
什么苛刻的要求都是胜利了。

这次会议在半夜两点钟结
束。河边回到美军安排的住处，
发现对方在招待方面无可挑剔，
竟然还有洗浴设备。可能是为了
应付马尼拉的酷暑，在河边房间
的桌子上还放了一把日本折扇，
上 面 题 有“ 君 辱 臣 死 ”四 个
字……严肃无比的格言，此时却
显得极具讽刺意味。

第二天上午十点，会议继续
进行。美方确定的登陆时间是 8
月 26 日，这一点日方认为没有
异议(实际上第一批登陆美军是
28 日到达日本的)。日本签署正
式投降文书的时间被定在 8 月
30 日(实际晚了三天，在 9 月 2 日
于密苏里号上实行)。

20 日下午一点，河边一行带
着这样的洽降结果，乘机离开马
尼拉返回伊江岛。日本帝国的洽
降过程到此告一段落。其间，麦
克阿瑟将军并没有亲自接见使
团，而是让参谋长萨瑟兰中将处
理这一事务。

惊险的水上迫降

令人意料不到的是，河边的
使命至此仍未算结束。20 日下午
洽降使团乘坐的飞机到达伊江
岛。此时，在东京的日本政府急
切地等待着洽降结果，而这样重
要的文件又不能用电报播发。因
此河边决定使团不顾天晚，仍然
乘来时使用的一式陆攻机连夜
飞回东京。

此时，那两架飞机又出了状
况，其中一架因为故障无法起飞，
修复它需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河
边决定不再等待，立即带领使团
的全部重要人员乘那架可以飞行
的联络机出发——— 厚木航空基地
没有夜间作战能力，他认为返回
途中夜色会避免可能发生的袭
击，所以无需再兵分两路。

河边这个决定险些给使团带
来灭顶之灾。深夜零点左右，飞行
到纪伊半岛附近时，驾驶员须藤
大尉忽然报告飞机燃料不足，已
经不足以飞到木更津基地。深夜
之中，导航员也无法找到附近可
以迫降的机场。此时，选择须藤作
为驾驶员的正确性体现出来。这
位经验丰富的驾驶员在天龙川入
海口实施了水上迫降，飞机着水
后滑行到岸上，全体人员和文件
都得以安全地保存下来。

21日上午，狼狈不堪的河边
一行终于赶到了东京的首相官
邸——— 他们在脱险后先找了一
辆卡车，赶到日军控制的浜松基
地，在那里又找到一架飞机，用
最快的速度飞回了东京。简略汇
报后，河边便和日本原首相铃木
贯太郎一起，赶到日本皇宫向天
皇汇报洽降经过。

也是在这一天，日本全国的
灯火管制取消了。帝国低下了头
颅，战争的阴影，终于从这最后
一个法西斯国家的天空中消散。

据《国家人文历史》

日本政府洽降始末

河边虎四郎欲握手遭尴尬拒绝 河边虎四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走到最后一幕，对于世界爱
好和平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十分值得欢庆的日子。然而，对于一个仍然拥兵五百余万，残存的舰队
吨位超过十个北洋水师的帝国来说，投降，可不是发个声明就了事的。就在宣布投降的当天凌晨，
狂热的法西斯分子挟持了近卫师团师团长森纠中将，并试图在东京发动政变。尽管这一阴谋被及
时粉碎，但走向和平的路显然还差最后一英里。各地日军如何缴械，盟军如何控制日本本土，投
降仪式怎样举行，都需要一个洽降代表团和盟国完成交涉。事情还远没有到庆祝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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