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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談汪政權之一

周佛海與金雄白
▓柯博文

粉墨登場黯然收場
民國29年3月30日，汪政權以「還

都」名義，在日軍佔領下的南京，另立

中央，成立「國民政府」，於日本投降

後，民國34年8月16日宣布解散，為時五

年四個半月。

由於這個政權反共，又叛離重慶，

不見容於國共兩黨，在大陸改革開放

前，在台灣政治解嚴前，有關他的真實

史料散見於民間的甚少，提起汪兆銘、

陳公博、周佛海、丁默邨等等，都以

「漢奸」二字帶過，至於他們如何做漢

奸，其間轉折又如何，死者不能說，知

者不願說，坊間傳言則真真假假。

提起中國近代史，汪政權不能不

提，但日本投降後，中國內部迅速混

亂，國共易手，雖然汪政權尚非陳年舊

事，而資料散落，又因政治顧忌，無人

敢提。因此 1957年8月，當「朱子家」在

香港《春秋雜誌》刊出〈汪政權的開場

與收場〉第一篇「身歷了一幕歷史的悲

劇」後，就引起了廣泛的注意。

這篇長文一直連載到1965年的1月，

分為五部、213節，並集結成書，分上、

中、下三冊，合約60萬字，成為當時唯

一詳述汪政權的書籍。

在1980年代，歷史小說作家高陽，

曾以這本書為藍本，寫出《粉墨春秋》

極厚的一本小說，高陽的文筆，比「朱

子家」好，更能引人入勝。

〈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由於是

在香港刊出，在1960年代，香港是個比

大陸和台灣自由得多的地方，因此該文

也就百無禁忌，對國共兩黨指責極其用

力，也就凸顯其具有相當的真實性。但

是其迴護汪政權，尤其對周佛海更是不

遺餘力，卻令人懷疑其公正。

但是無論如何，這是第一份詳盡提
▲春秋雜誌社1959年7月初版的《汪政權的

開場與收場》。「朱子家」為金雄白的筆
名。

供汪政權內幕，以及淪陷時期寧滬二地

人物掌故的長文，不僅可讀，更有其研

究的價值。

蔣總司令介紹周、金結識
「朱子家」的本名是金雄白（1904-

1985），土生土長的上海人，長年混跡

十里洋場，還當過律師，是位有些傳奇

色彩的老記者。

1929年，他擔任《京報》記者，蔣

總司令赴北平和張學良、閻錫山會面，

報社派他隨行採訪，因而在蔣中正的鐵

路專車上結識了蔣的侍從秘書周佛海。

金雄白說：「車行的第一天，他

（蔣）過來一看到我，就笑笑點點頭，

接著環視了車中各人後問我：『都相識

嗎？』我指指一個不修邊幅而外形像是

一個小學教員的那一位，搖搖頭，表示

並不相識，蔣氏就為我介紹說：『他是

周佛海』。那裡會想到經過這一次介紹

之後，我與佛海就成了往來較多的朋

友，也且因他之故，便改變了我後半生

的全部命運。」

當周佛海隨汪離渝赴滬，籌組新政

府時，金雄白是老上海，人脈通透，自

然拖他下水，還成為周的「十兄弟」之

一。

雖然金雄白沒在汪政權中做什麼

官，但也替周佛海辦報搞宣傳、辦銀行

搞小金庫。勝利後，自也難逃兩年半的

牢獄之災，家產全數充公，大陸易幟

後，又不見容於中共，只得逃亡香港。

以他的背景，自然不會說國共兩

黨好話，而曲為汪、周等人辯護了。好

在金雄白此人還是有其是非標準，對於

當時淪陷區一些甘為日軍鷹犬的人，也

嚴詞指責。尤其他在68到71節，寫「我

被派去參加偽滿慶典」，講述他和日本

關東軍為懸旗和議題的爭執，還是有他

的氣節。也因此，〈汪政權的開場與收

場〉雖是一家之言，倒也沒有完全顛倒

黑白。

騎虎難下創刊《春秋雜誌》
金雄白說他撰寫〈汪政權的開場

與收場〉是出於人情和偶然，話說得雖

然有些酸，倒也可能是實情。金雄白在

香港因經商被騙，曾貧無立錐之地，不

得已重操記者舊業，鬻文為生，為香港

《天文台報》雙日刊寫稿，坐他對面的

是編輯，姓姚名立夫，《春秋雜誌》半

月刊就是他所創辦。

金雄白說：「他（姚立夫）有一

個朋友住在日本，那時韓戰方酣，盟軍

麥克阿瑟總部訂下了一項規定，凡是報

紙、雜誌的記者，可以領到一張出入南

韓的通行證。」所以當初想辦雜誌，志

不在雜誌，而是想藉此而有通行證，可

以來往日韓做生意。姚立夫有此機會，

就向香港政府辦妥了雜誌登記證。

金雄白說：「各事正將籌備就緒，

不料麥克阿瑟總部突然停止了發給報刊

記者出入韓境通行證的辦法，他（姚）

的日本朋友因原來的目的既已難於實

現，創刊雜誌的計畫也就隨而打消。」

於是，「（姚）就成了騎虎難下之勢。

他居然下定決心，不計成敗，張羅到了

些微的資金，以雜湊的來稿，就於那年

（1957）的七月十六日將創刊號推出

了。」

姚立夫要求金雄白寫汪政權，在

第二期開始刊出，金雄白說他本來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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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系』為最權威的著作。」

雖語多溢美，但大致不差。

見機而作 入土為安
「七七事變」時，周佛海已擔任

侍從室副主任、中宣部副部長，位高權

重。他對抗戰前途悲觀，是主和派，汪

兆銘也主和，因之愈來愈接近汪兆銘。

日 本 將 戰 火 蔓 延 至 上 海 時 ，

「八一三」後，日機經常飛南京轟炸。

他家建有一相當堅固的防空洞，只要警

報一響，可就近躲進去。周佛海的朋友

都知道他加有此設備，經常來此避難，

於是有「見機而作，入土為安」的妙對

傳出，人說是周佛海所做，但按胡遯園

的說法，作者另有其人。

不過，「低調俱樂部」卻是周佛海

所發明。他說：「不敢如一般人的唱高

調，只能唱唱低調。」所謂「高調」，

就是「建國必成，抗戰必勝」。他把他

的寓所就稱為「低調俱樂部」。

沐猴而冠的還都大典
民國29年3月30日汪兆銘「還都」，

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府址」則

遷到戰前考試院的舊址。金雄白在〈汪

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34節以「揭開了

歷史悲劇的序幕」為題，記述他所見到

的「還都大典」：

—「民國29年3月30日，倒是一個溫

暖晴朗的天氣，醞釀了一年三個月的汪

政權終於成立了。」

—「所有汪政權的登場人物，衣

冠趨蹌，分乘著簇新的汽車，馳向新的

『國民政府』。門前是一條橫亙著的火

車軌道，越過軌道，遠遠就望到大旗杆

上一面青天白日旗在臨風招展，上面並

沒有黃布飄帶，是換了一個方式，改變

用兩根小竹竿交叉在國旗的下面。」

—「禮堂裡已擠得滿滿的，彼此

相見也只是交換著點一下頭，每個人全

沒有熱烈高興的神氣，全場是一片冷

靜。汪氏出現了，許多居高位的武官是

軍裝，文官是藍袍黑褂，唯有汪氏穿著

一套禮服，仍然如當年的丰采，但顯得

開始有些蒼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

全沒有一絲笑容，嚴肅地悄然走上主席

臺，眼光向四面掃射了一下，微微聞到

歎息之聲。在『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的國歌高奏聲中，他俯下了頭，面上現

出了勉強的一笑。」

—「汪政權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講，

似乎並沒有使我留下特別的印象，他聲

音很低，講話無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

▲汪政權的宣傳漫畫，由此可見當時汪政權
所用「國旗」的樣貌，上面有不倫不類的
長三角形黃色飄帶。

寫。這種文章的確不好寫，金雄白說：

「如下筆稍不留神，更會發生是非恩

怨」，但是和姚「朝夕相見，是逃也逃

不了的」，而他知道「立夫籌來資金的

微少，也看到內容的雜蕪，以為三、五

期勢非夭折不可，如此，那篇稿還未寫

到正題，就會隨而中斷，於是就違反

了最初的本意，就糊里糊塗開始撰寫

了。」

金雄白第一次交稿時，「既未裝上

篇名，也未決定用何筆名」，直到雜誌

出刊，「才看到他竟然為我代裝了〈汪

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那樣不倫不類的題

目，又為我取了朱子家這個筆名。」

金雄白寫稿不脫民初文人的酸氣與

好做清高狀，他在《記者生涯五十年》

裡的這段自述未必不是謙辭，至少這文

章並不是「糊里糊塗開始撰寫」的。

卿本佳人奈何做賊
曾為國民黨左派的胡遯園，在民國

55年曾寫過一本《賢不肖列傳》，由文

星書店出版，其中寫周佛海的一篇，劈

頭就說他「卿本佳人，奈何做賊」。

胡遯園早年追隨過汪兆銘，為國民

黨「改組派」成員，但民國20年「改組

派」在上海大世界遊戲場另立中央，召

開「四全大會」後，胡乃退出其圈子，

但與汪兆銘手下的人馬，仍有舊誼，對

周佛海的認識，恐比金雄白還深。

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

2月28日）湖南沅陵人，本名周福海，

留學日本，為十個代表之一，加入共產

黨，1921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中，以日本留學生代表身份出席，之後

仍回日本完成學業，自日本京都大學經

濟系畢業，1924年回國，脫離共產黨，

任中國國民黨中宣部秘書。

在金雄白筆下，周佛海「佐蔣先生

的戎幕，前後二十年中，儘管職務有過

許多變動，自黃埔軍校的教官起，一直

到他離渝前的代理中央宣傳部長為止，

除了寧漢分裂一段時期他留在漢口外，

其餘的時間，他都朝夕不離的隨侍在蔣

先生的左右，有許多重要文告，都出自

他的手筆。而且是ＣＣ的最高幹部與黃

埔系的指導階層。闡揚孫文學說的所有

著作中，也以他所寫的『三民主義理論▲上圖：香港吳興記書報社印行的《記者生
涯五十年》，封面有作者金雄白的晚年照
片。下圖：周佛海在汪政權成立之日攝於
「國民政府」禮堂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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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以後，經一年另三個月之努力，今竟

天從人願，足見事在人為也。」又記：

「本日為余平生第一痛快之日，蓋理想

實現，為人生最得意之事也。」

請注意周佛海所說「余之理想果實

現，為人生一大快事。」及「本日為余

平生第一痛快之日，蓋理想實現，為人

生最得意之事也。」由此可見，周佛海

當時之心情，金雄白只摘日記前兩句，

為周掩飾之痕跡頗明顯。

周佛海3月31日日記又記：「大丈

夫最得意者為理想之實行。國民政府

還都，青天白日滿地紅重飄揚於石頭城

畔，完全係余一人所發起，以後運動亦

以余為中心，人生有此一段，亦不虛生

一世也！今後困難問題固多，僅此亦足

以自豪。」

周佛海日記的出土
1953年8月，香港創墾出版社出版

了周佛海民國29年的日記，當時引起極

大的話題。很多人懷疑這本日記的真實

性，但是其中所載的一些有關周佛海家

庭的事，證之周佛海的後人及好友，都

認為不可能出自偽造。既然不是假的，

那麼這本日記從何而來，就成為當時的

懸案，但謎底也很快揭曉了，也從中可

看出當時重慶派來南京辦理接收敵偽財

產的人，是如何的草率。金雄白說這是

「劫搜」不是「接收」，也是有感而

發。

周佛海有記日記的習慣，民國20年
以後，幾乎未間斷，曾為周佛海編註日

記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蔡德金說，他是

學曾國藩，其實他是學蔣介石。

周佛海是催生汪政權的要角，所以

他的日記，尤其是民國26年到民國36年
瘐死獄中的日記，是研究汪政權始末極

重要的史料。

知道周佛海有日記的人不少，但

是對日勝利後，處置敵偽財產的軍統人

員，卻不曉得珍視。

周佛海在被軍統軟禁在重慶時，

他的幼子周幼海（即周之友）曾去探

望他，並談到這些日記。周幼海說：

「（周佛海）和我談了一次話，其中談

到了關於日記的事。那時他已對自己的

前途感到不妙，他說：『抗戰勝利後，

你母親把一部分財產和我的日記放在許

家，當時我是同意的，因為顧祝同以為

蔣介石會委派他接收上海，這樣他就有

求於我。但結果，他的希望落空，而是

委派了湯恩伯，那時我不得不與顧的對

頭湯恩伯合作。何況我現在到白公館已

經七個月了，因此放在許家的東西是否

可靠，我是不放心的。』他要我出去

後，設法把日記取回。果不然，周佛海

被軟禁後，許某怕受連累，就將保存周

的日記及財產的事對顧祝同講了，顧聽

後大怒，讓許某立刻送交軍統局。當時

軍統負責這項工作的是王新衡。這樣，

周佛海的日記便落在軍統手裡。」

上文所說的「許家」，指顧祝同的

岳丈家，而「白公館」是軍統在重慶的

監獄，專門關押一些層級高的人犯。

民國28年日記至今下落不明
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的第164節「周佛海的私產究有多少」

中談到「創墾出版社」出版《周佛海日

記》的來歷：「（軍統）沒收以後卻

不曾當作文獻來保管，而是由主管的

失敗的一次。」

—「這樣一個重要的節日，連充任

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記中，

也只寥寥記了兩行：『七時半起。旋赴

國民政府舉行還都典禮及各院部會長官

就職典禮，在隆重嚴肅空氣中完成。』

而且『隆重嚴肅』字樣，還是文人筆下

的辭藻。」

周佛海自承汪政權發起人
其中，有兩段記載必須加以說明。

一、關於青天白日國旗上面的黃

布飄帶，這是汪政權的「國旗」，也是

日本人允許汪政權使用的旗幟，黃色飄

帶是三角形的，飄帶上印有「反共、和

平、建國」字樣，藉以和中華民國國旗

區別。在「還都大典」當天，很多地方

都懸掛這面旗，而南京市民多不解飄帶

何用，有些人將其扯下，結果造成日軍

開槍。

二、關於周佛海當天的日記，金

雄白省略了更重要的記載。周佛海民

國29年3月30日日記如下：「七時半起

（床），旋赴國民政府，舉行還都典禮

及各院部官就職典禮，在隆重嚴肅空氣

中完成。余之理想果實現，為人生一大

快事。憶前年四月與思平談收拾時局辦

法，余謂必需三民主義、國民黨、青天

白日滿地紅旗及國民政府四條件。自離

▲1942年12月19日，汪精衛到東京與日本商談「參戰問題」。圖為當年12月25日汪（第一排
左一）會晤東條英機（第一排左二）時所攝。周佛海在第二排左二，「司法行政部部長」
周隆庠在第二排左一、「外交部長」徐良在二排左三、「內政部長」梅思平站在第三排左
一、日本大東亞相青木一男在第三排左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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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結果為生離死別。」

周佛海之好色，在民國19年就出過

一次鋒頭。

他和曾擔任山東省主席的陳調元逛

上海「會樂里」紅燈區，為「真素心」

妓院的姑娘所動，酒酣耳熱後，即席寫

就一副對聯： 
妹妹真如味之素，

哥哥就是你的心。

居然把「真素心」三字給崁了進

去。周佛海當時官已做得不小，是軍事

委員會政治訓練處長，也是蔣介石身邊

紅人，有此「妙」對，當然成為話題，

他事後愈想愈不對，令人將之取回，但

已遍為京滬兩地所曉。

筱玲紅是一個初出道的旦角，

十七、八歲的年紀，扮相甜美清純，周

佛海為之迷戀到神魂顛倒，讓他的元配

楊淑慧大發醋勁，不但演出一場全武

行，也讓周佛海苦惱之致，進而醜態百

出，甚至連累了當時銀行界的聞人孫曜

東。

孫曜東是官宦世家，也是個花花公

子，在聖約翰大學畢業後，留學美國專

攻金融，學成歸國，就在上海工作，汪

政權成立後，他擔任復興銀行行長，又

做了周佛海的秘書，周佛海藏嬌筱紅玲

之處，就是出自孫曜東安排，楊淑慧興

師問罪，拿出一筆錢，由金雄白出面斡

旋，逼筱紅玲簽字離開周佛海，也當然

饒不了孫曜東。

如蟻蠅之附腥臭
金雄白寫道：「（我）告訴他（孫

曜東）佛海與筱玲紅立據脫離，周太太

（楊淑慧）指定要他以證人地位簽字。

起初他驚異地問我；為什麼要他簽字？

我不便說周太太認定是他拉的皮條，而

又苦於不便明說。我告訴他：他如不到

場，事情既不能了，更恐另有麻煩。他

再問我周太太是否也去，我說我已經阻

止了她，因此曜東才答應了屆時一定到

場。」簽字時，周太太突然闖了進來，

還帶來十多個彪形大漢。

筱紅玲一簽好了字，楊淑慧「怒

氣衝衝走到曜東的前面，手指著他，只

說了五個字：『孫曜東，你好！』就一

掌向他的面頰打去，站在前面的一個彪

形大漢一看到周太太動手，也搶前一

步，跟著用力打向曜東的頭部，把他所

戴的眼鏡打落了，鮮血從鼻子裡直流，

這時，周太太又開口了：『孫曜東！你

要討好上司，應當以工作來表現，怎樣

以拉皮條來獻媚？我問你：你是吃飯的

還是吃屎的？』十餘名大漢轟雷般的應

著說：『他是吃屎的！』語聲未絕，中

間一個手裡拿著一隻香煙罐的，把蓋一

揭，直向曜東的頭面澆去。原來罐裡儲

滿著稀薄的糞汁，澆得他滿頭滿身都

是。」

孫曜東顯然為此而遷怒金雄白。他

晚年口述而由上海女作家宋路霞整理的

《十里洋場的風雲人物》書中，指金雄

白是「野雞律師」，還說「金雄白小滑

頭一個，那裡是忠厚人家？」但對周佛

海的好色，卻無從否認。

由此亦可知汪政權之糜爛，胡遯園

說他們「善使小聰明而又熱衷利祿的人

為多，若輩如蟻蠅之附腥臭，談不上政

治見解。」確是定評。（作者為本會會

員）

中央信託局逆產處處長鄧寶（按：應

為「葆」）光取來供他為私人消閒的讀

物。當我自牢獄歸來以後，周太太以為

日記並不是財產，要我交涉索回，整理

後為佛海寫傳記。我曾為之交涉再三，

而終遭拒絕。1950年鄧寶光在滬投共，

還曾來過香港一次，他抽了佛海民國29
年的那一冊，以為途次閱覽之用。滯港

後  為陳彬龢所見而借去，迨鄧寶光由

港返滬，竟忘未索回。以後陳彬龢以港

幣二千元的代價賣給了創墾出版社，一

度登載於《熱風》雜誌，又曾出過單行

本。是佛海日記流落人間的經過。至其

他的六冊，刻已不知散落於何處了。」

陳彬龢曾由日本海軍部支持出任《申

報》社長，甚替日軍宣傳。

大陸的「中國文聯出版社」在2003
年8月，出版了周佛海民國26年到民國

36年的日記，書名為《周佛海日記全

編》，分上下兩冊，比1986年中國社科

院出版的《周佛海日記》要周全，而且

恢復了當時認為忌諱的部分。

但是這全編仍缺少民國28年這一年

的日記。這一年，周佛海由重慶輾轉潛

往上海，與汪兆銘前往東京交涉組織政

府，是籌備成立汪政權極重要的史料。

缺失此一部分，殊屬可惜。

據編註者蔡德金教授說：「國民

黨敗退大陸時，鄧葆光將其物品運往香

港。由於在港無事，便取出日記兩冊

（1939年、1940年），以做消遣之用，

迨他從香港返上海時，除1940年一冊借

給陳彬龢，陳以三千元賣給創墾出版

社，由該社出版外，1939年的至今下落

不明。」這和金雄白的說法雖有出入，

但他曾就金雄白所述情節訪問過鄧葆

光，鄧說：「大體不錯」。

衝冠一怒為紅顏
周佛海在民國31年4月16日日記：

「下午淑慧飛滬。散步園中，櫻花盛

開，誦『衝冠一怒為紅顏』之句，不禁

感慨橫生，害人害己，夫復何言？」又

在4月20日記：「晚，孫曜東來，談筱

玲紅問題，勸解決。心痛之至。事已至

此，夫復何言？苦矣！終夜未寢，輾轉

至天明略睡。」

金雄白說周佛海「一生的最大毛

病，是酒色」，又說他：「佛海的好

色，我與他見面之初，已深知之，積習

難改，而又處身於荊天棘地之中，以求

一時之麻醉，其實並不足怪。所可怪

者，以他的到處留情，而獨對筱玲紅

的纏綿恩愛，百折不回，當時則醋海興

▲「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周佛海日記
全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