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772017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五 编辑：王忠丽 美编：闫平 风云 Event

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守军使用的高射炮，射程为五千公尺。 原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

守不守

1937年8月，淞沪战役的序幕
刚刚拉开，日军的20余架飞机就
冲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上
空。第一枚炸弹在8月15日落下。
光华门机场、中华路、雨花路、健
康路、三山街……日机在南京闹
市区上空来回低空扫射、投掷炸
弹。许多南京人甚至来不及做出
躲藏的反应，只是惊愕地望向天
空，就失去了生命。一日之间，古
都沦为火海。此后，防空警报时
时响彻在南京上空。

11月11日，上海市市长发表
告市民书，沉痛宣告上海沦陷，
这意味着南京保卫战被提上日
程。但当时在国民党高层中，南
京是弃是守，意见不一，蒋介石
也拿不定主意。蒋介石在他位于
南京中山陵的官邸连续召开了
三次高级幕僚军事会议。第三次
会议在11月18日晚上召开。这一
次蒋介石开门见山地说：“南京
是我国的首都，又是国府所在
地，经过十年缔造，为国际观瞻
之所系，又为国父陵寝所在，断
不能不战而退，拱手让敌，这样
对国内外都说不过去，应当死
守。”众人闻言，赶紧附和，守城
决策一锤定音。

蒋介石随即问道：“谁负责
固守南京为好？”回应他的，是死一
般的沉寂。蒋介石不得不激将道：

“如果没有人守，我自己守。”此言
之下，军委会执行部主任唐生智站
出来表示：“委员长，若没有别人负
责，我愿意勉为其难，我一定坚决
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

11月20日，唐生智正式出任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张贴布告，
宣布戒严。南京进入战时状态。

走不走

在唐生智走马上任的同一
天，国民政府正式发表移驻重庆
宣言：“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
碎，不为瓦全之决心。国民政府
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
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
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
之战斗。”

在蒋介石的一条条“部属”
下，整个南京变成了搬家的世
界。往日繁华的大行宫、花牌楼、
太平路一带变得十分冷落，军政
人员的家属逐渐疏散，国民党要
人在陵园新村的公馆基本腾空。
对于“部属”之外的普通民众来
说，唯一的生机系在逃离南京的
船票上。据介绍，当时一张船票
比原价高出四五倍，辗转过手的
黑市票甚至高出十数倍。

蒋介石倒没有抢着搬走，而
是忙于调兵遣将，布防南京。南京
地区的主要作战部队起初仅有3
个军，总体战斗力薄弱。淞沪会战
后，撤退下来的残部陆续回到南
京，成为守卫南京的补充力量。蒋
介石又电令云南部队赶来参加保
卫战，但是路途遥远，这支部队还
在路上，南京就沦陷了。

蒋介石的基本方针是“短期
固守”，但真想固守一两个月，单
从军事层面考虑，不仅需要中国
方面指挥调度有方、三军用命，
还得指望日本方面多犯错误，是
个一厢情愿的想法。蒋介石如此
布防，实际上是把筹码压在了国
际调停上。

求不求

早在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
八”事变时，蒋介石就寄望“国际

公理之判断”“一方则诉之国联，
请其根据国联之盟约，为公正道
义之处置，以保障‘世界和平’”，
终致东三省迅速沦陷。此后华北
危机日益深重，他仍希望依靠保
障列强在华联合统治的《九国公
约》来干涉、制约日本。

但此时，美国仅选择对华予
以道义上的支持，德国纳粹紧逼
西欧，英国提心吊胆，自顾不暇，
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11
月在比利时召开的《九国公约》
会议上，蒋介石抱以最大期望的
美英两国，借口“不介入战争”，
相继让蒋介石失望，苏联成了他
的最后一根稻草。

苏联也确实提供了支援。苏
联的支援航空队第一次援华作
战就是在南京，此外，苏联还支
援了一些物资。然而，这些支援
对于南京保卫战而言，实在是杯
水车薪，无关大局。蒋介石真正
期待的不是这些援助，而是苏联

“仗义兴师”，大举对日出兵。12
月5日，他等候已久的苏联回电
终于发来，内容让他大失所望：
时机未至，苏联不便对日出兵。
当日，他在日记中不得不承认残
酷的现实：“对史大林(编者按：
即斯大林)覆电之研究，苏俄出
兵已绝望。”

漫天飞舞的劝降书

12月7日凌晨5时，在明故宫
机场，蒋介石乘坐“美龄号”专机
离开了被10万日军围困的南京
城，飞往江西。

12月8日，日本机械化部队
在飞机的配合下占领了镇江炮
台。大批日军向南京蜂拥而来。
唐生智下令从外围阵地后撤，但
守军移动时遭到日军尾随，日军
直逼南京城，形成了对南京东、
南、西三面的包围。南京守军只
剩北面长江一条退路。

12月9日早上，几架日军飞
机从东南方向结队向南京飞来，
南京城内瞬间响起了警报声、呼
喊声。市民们仓促地躲进防空
洞，但这一次，日军扔下的不是
炸弹，而是漫天飞舞的劝降书：
百万皇军，业已席卷江南，南京
正处于包围之中。从整个战局大
势来看，今后的战斗百害而无一
利……本司令官代表日本，希望
根据以下手续，与贵军和平地交

接南京。——— 大日本总司令官松
井石根

劝降书上，还规定了中国军
队代表与日军代表谈判投降的
具体办法：对本劝告的答复安排
在12月10日中午，地点在中山路
句容道的警戒线上。贵军派司令
官代表和本司令官代表在该地
进行接收南京城所必要的协定
的准备。如在指定的时间内未得
到任何答复，我军断然开始进攻
南京，杀个片甲不留！

这些劝降信息，唐生智应该
也看到了。9日晚上，为表守城之
决心，他向守城部队下达了“卫
参作字第36号”命令：本军目下
占领复廓阵地为固守南京之最
后战斗，各部队应以与阵地共存
亡之决心，尽力固守，绝不许轻
弃寸土，摇动全军，若有不遵守
命令擅自后移者，定遵委座命
令，按连坐法从严办理。随后，唐
生智还下令将长江上的部分渡
船销毁，并把第36师第106旅布置
在通往长江渡口的挹江门，严防
官兵从挹江门逃跑渡江，违者就
地正法。

12月10日上午11时40分，日
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武藤章
等4人抵达句容道，紧盯着中山
门的门洞，等待中国军队代表举
着白旗投降。可直到下午1时，他
们一直没有见到中国军使的影
子，只得离开。日军没想到，中方
对劝降书不予理睬。“唐生智无
理至极，非但在10日正午前没有
任何回应，反而从10日晨起用猛
烈的炮火攻击我军。”武藤章的
这句话，激起了松井石根更大的
怒火，他随即下令：“按计划，部
队全线进攻，一直打到长江边
上！”

10日下午，日军开始向雨花
台、光华门、中华门等阵地发起
全面进攻。他们先派地面炮兵全
力轰击，再用飞机轰炸辅助，随
后步兵出击，南京一战已呈破釜
沉舟之势。

一场血战

南京城墙厚10米左右，一般
的山炮无法击破，日军首先向地
形上比较容易进攻的光华门发
动攻击。守卫光华门的是教导总
队。日军几次夺下光华门，又被
教导总队发动反攻夺回。

“那是我经历的最激烈的战
斗了，阵地上都是飞土、子弹、炮
火，飞机一遍遍飞过，就像地震
了一样，我的眼睛根本睁不开。”
12月10日，教导总队排长程云带
着二三十个士兵驻守在这里。

“日军先用飞机轰炸，再用迫击
炮打，最后坦克也冲了过来，日
军很快就冲进了城门。”这时，教
导总队把大量汽油浇到城门上，
点上火，霎时浓烟滚滚。火海未
熄时，2团团长谢成瑞率领一排
战士突然把城门打开，十几挺机
关枪同时开火。门洞中的日军不
是被烧死就是被击毙，光华门阵
地再次守住了。

血色的黄昏来临，滚滚硝烟
使得天空愈加昏暗，日军开始猛
烈进攻雨花台、中华门等阵地。
在中华门驻守的是孙元良中将
率领的第88师其中一旅，他们面
对的是日本陆军中将谷寿夫的
第6师团。谷寿夫的凶残在两军
中无人不晓，他带着4条狼狗站
在中华门对面，要求下属必须在
黄昏前攻占中华门，否则他们都
会成为狼狗的盘中餐。

第51师306团团长邱维达带
队跑到中华门支援时，发现8 8
师并没有重型武器。他回忆说：

“我听到孙元良嗓子都喊哑了，
他满脸的泪水、汗水混在一起。
我的心沉重起来，一切不用他
交代我就明白，我先用一个营
堵住城门，不让后续的敌人进
城，再用一个营与敌人拼刺刀。
双方都踩着尸体拼杀，就连双
方的伤员都躺在地上翻滚厮
打，他们用手互相拉扯着对方
伤口，尽管无力呻吟，但他们也
用尽最后一点力气，在滑腻腻
的血地上扭打着。”最终他们把
攻入城门的敌军全部消灭，而
守军同样死伤惨重。

12日这一天，日军在中华门
七进七出，中国守军战斗到最后
一刻。

更大的灾难

12月12日下午，仍在坚守光
华门阵地的程云，突然接到一个
让他不知所措的命令——— 撤退
令。受了伤的他，没有找到连长，
于是脱下军服，拆散自己的枪扔
进莫愁湖，一瘸一拐地顺着护城
河往家的方向走去。

撤退令是哪来的？最早的消
息是11日中午，蒋介石让顾祝同
转告唐生智关于撤退的命令，命
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守军相机
突围，但唐生智没有同意。11日
晚上，蒋介石亲自给唐生智发了
电报：“如情势不能久守时，可
相机撤退，以图后策。”到了12日
下午4时，唐生智终于传达了撤
退令。

但此时，战斗并没有完全结
束，除雨花台失守、中华门形势
危急外，其他阵地并没有完全丢
失。更糟糕的是，部分失去了指
挥系统的部队没有接到撤退的
命令。南京城到底丢没丢？其他
阵地到底还在不在？撤退令到底
是不是真的？一片混乱。有些部
队接到的是含糊不清的撤退命
令。12日晚上7点，邱维达接到师
长的电话，称“部队完成任务
后，应当相机撤退，浦口以北为
撤退方向”。而对他来说，情况
极为不妙：“我军正与敌军胶
着，如何后撤？在包围状态下哪
里是后方？”

此时的长江，成了生与死的
分界线。撤退的部队几乎全部涌
向城北下关码头，力图渡江北
撤。南京的市民也在向下关奔
逃。挹江门于是成了“逃生之
门”。可是驻守挹江门的官兵并
未收到撤退令，他们只有此前

“谁跑枪毙谁”的军令，于是就向
撤退的部队开了枪。挹江门洞
里，被打死的、踩踏致死的不计
其数。

那些勉强挤出挹江门的人，
到了长江边才发现，一场更大的
灾难正等着他们。9日那天，为表

“背水一战”决心的唐生智几乎
撤走了江上的全部船只。眼见渡
江无望，一时间军民乱作一团，
哀嚎一片。许多官兵各处找船，
有些甚至拆取店户门板制造木
筏。大家争着上船上木筏，上不
去的把住船沿不放，却被人砍掉
了手指，断指落在舱中，人随江
水漂去。有些船载了太多的人，
没驶出多远就翻了。有些人甚至
蹲在木盆、门板上渡江。江面上
人头点点，江岸边浮尸具具。

即使有些渡船驶过江心，对
岸浦口的守军又开枪了，渡船只
能在江心团团转。因为此前唐生
智曾让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派兵
驻守浦口，不准南京的人员擅自
过江。此时，撤退令还没有传给
浦口的守兵。

12日晚，唐生智同三四百名
卫戍部长官乘坐一艘早已准备
好的船到达浦口。他们一行人
想到滁州，但遭到日军伏击，因
此改奔扬州。唐生智身体不适，
行路困难，他的随从副官只觅
得一辆板车，车上还有牛粪。唐
生智见了说：“这辆车如何可以
坐？”拒不上车。又走了几里路，
他委实走不动了，只好上了那
辆板车，感叹道：“我带兵二十
年，大小百余战，从未有今日之
狼狈。”

那夜，离开浦口的卫戍部长
官们回望南京，只见城中火光冲
天，部分阵地上光亮如同白昼，
数架日机在南京、浦口、乌龙山
上空盘旋，枪声、炮声、炸弹声此
起彼伏。

此时，身在庐山的蒋介石写
下了忧心忡忡的日记：“南京唐
孟潇(唐生智)处已无人接电话，
敌已过江占领江浦，则南京恐已
不守乎。”

据《国家人文历史》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巨大灾难。12月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
万同胞惨遭杀戮。这一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是中华
民族永远的伤痛。

南京沦陷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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