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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談汪政權之四

速食史學豈能美化丁默邨 

丁默邨1901年出生於湖南常德，在

日本投降前，是汪政權的浙江省主席，

也是老資格的特工。

機關改組 遭排擠賦閒 投敵洩憤
國民黨調查科成立於1927年，後改

制為調統會報，第一組主任徐恩曾，

第二組主任戴笠，丁默邨為第三組主

任，主管總務，可見丁特工資歷之深。

調統會報為因應抗戰而改制，第一組

改為「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簡稱中

統）」，由朱家驊任局長，徐恩曾為

副局長。第二組改為「軍事委員會調查

統計局（簡稱軍統）」，由賀耀祖任

局長，戴笠為副局長。第三組撤消（註

1），丁默邨調為少將參議，心中忿怨不

▓柯博文

平，乃經香港潛往上海投敵。

1946年11月11日高院檢察官起訴書

說：「民國27年8月間，該局奉令裁撤，

丁默邨因之賦閒，遂於氣憤之餘，託辭

南下，由漢（漢口）轉港赴滬，勾結日

寇，背叛中樞。」等語，允為事實。高

院公開審理時，審判長金世鼎問他：

「那時你還有少將參議，去（香港）時

為何不請假？」丁為之辭窮。（註2）

丁默邨到上海後，汪政權尚未建

立。日軍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在上海利

用原中統特工李士群來打擊反日分子。

李捧丁為老長官，介紹給土肥原。丁寫

「上海特工計劃」獻策日方，深受讚

賞。土肥原於1939年2月10日，下達「援

助丁默邨一派特務工作」訓令，派晴氣

慶胤大佐指導，在上海極司非爾路76號

成立特工總部，俗稱「七十六號」，

丁、李分別為正、副主任。

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說：「七十六號是一個龐大的組織，

丁、李又是特工中的老手，他們搜盡了

三山五嶽的人物，弓上弦、刀出鞘，威

風凜凜，殺氣騰騰，六年中在上海製造

出不少令人震慄的血腥事件。」

暗殺郁華 刺殺錢鴻業 逼迫鄭鉞
在這些血腥事件中，刺殺郁華、錢

鴻業，處死鄭蘋如等三件尤令人關注。

郁華字曼陀，浙江富陽人，是郁達

夫胞兄。1932年，他擔任江蘇高院二分

院刑庭庭長，上海遭日軍攻佔後，該分

院遷入租界，他立場嚴正，不受利用，

1939年11月23日上午，他出門上班，遭76

號特工刺殺。

郁華死後，代理庭長錢鴻業，同樣

嚴正，堅拒威脅，1940年7月29日中午，

回家午餐時遭76號特工暗算致死。錢鴻

業，浙江杭縣（今杭州市）人，是錢思

亮的父親、錢復的祖父。

鄭蘋如父親鄭鉞，其時亦任職江蘇

高院二分院，擔任檢察長，鄭蘋如之刺

丁，固係受命為之，但丁屢以郁華、錢

鴻業之死，警告拒附汪偽之鄭鉞，頗令

鄭蘋如憤恨，非置丁於死不可，乃遭致

76號毒手。

以上三案發生時，汪政權尚未開

場，丁默邨為76號主任。

鄭鉞情形和郁、錢二人不同，他太

太是日本人，育有五位子女，都會說流

利日語，所以他對付敵人的做法，除堅

定不屈外，還多了攻擊性。鄭蘋如不僅

加入中統，周旋敵偽間，獲取極有利情

報，更謀刺丁默邨。

鄭蘋如之母木村花子（即鄭華君）

於抗戰勝利後，致函首都高院稱：「蘋

如前肆業民光中學，時丁逆適長是校，

蘋如藉此關係，故得對丁逆虛與委蛇，

▲被七十六號暗殺的法官郁華遺照，他是郁達
夫的哥哥。（取材於網路）

▲1939年，四歲的錢復(前排左一)與祖父錢鴻業(前排坐者)，父親錢思亮(後排右)，母親張婉度(後
排左)，大哥錢純(前排右一)，二哥錢熙(前排右二)於上海。（取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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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從中獲取便利。由是探悉前高二分院

庭長郁華，前一特地院錢鴻業庭長之被

暗殺，皆由丁逆為厲之階，蓋欲愈破壞

我方在滬整個法院也。該逆向蘋如曰：

汝父任高二分院首席檢察官，亟欲參加

和運，若不識時務，勿謂七十六號無

人，行將奪取汝父生命云云。蘋如聞之

憤不可歇，當訴由先夫以情密陳司法院

在案。」（註3）故鄭蘋如一旦獲得上級

制裁命令，即勇於行動。

刺丁案發生於1939年12月21日下午6

時20分許，地點在上海靜安寺路（今南

京西路）1135、1137號的「西比利亞皮

貨店」門前。

國仇家恨 鄭蘋如刺丁 功敗垂成
現存刺丁過程，眾說紛紜，最可

信者有三：一為「中統」改制之法務部

調查局檔案處資料，二為上述木村花子

致法院之函，三為南京高院審判丁默邨

之筆錄。綜合以上資料，可概知經過如

下。

21日中午，丁約鄭至開納路（今武

定路）潘三省之「兆豐總會」（註4）午

餐，玩至下午將近六時，丁在虹口另有

宴會，鄭說也要去，丁婉拒，鄭改口說

要搭便車去南京路，丁乃戴她上車。

在車上，鄭藉口聖誕節將到，向丁

需索禮物，丁問她要什麼，鄭說想要件

皮大衣。丁雖生性多疑，但對臨時起意

之事，未以為意，要司機轉沿靜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東行買皮草。

其時上海交通規則車行靠左，他

們沿靜安寺路行駛過西摩路（今陝西北

路）後，在1140弄口停下，兩人下車，

走向街對面的西比利亞皮貨店。

西摩路與戈登路（今江寧路）之間

的靜安寺路，為上海皮草行集中區，西

比利亞是最大者，有兩開間門面。

鄭需索皮衣是圈套。鄭之任務，是

誘丁至該處，然後由行動人員陳彬（註

5）等四人負責刺殺。

丁推門進入，鄭選購皮衣，他斜

眼見門外有男子朝內窺視，乃匆忙擲下

百元鈔票，並說把貨送到潘三省處再付

餘款，就迅速跑向另一開間大門，然後

奔回汽車。陳彬等措手不及，雖向其開

槍，因汽車防彈，雖擊中車身，但未傷

丁。

鄭蘋如被捕，是在刺丁案後五天。

丁知此案為鄭所為，要鄭投案，否

則對她全家不利。陳彬願掩護她脫逃，

但她考慮家人安全，乃故作無辜狀，邀

約丁見面，準備再次行刺。

不幸，鄭蘋如26日即遭逮捕。

由於李士群與丁默邨正在爭奪汪政

權警政部長一職，此案傷丁聲譽甚重，

李乃借題發揮，囚鄭於76號，未加凌

虐，卻招攬汪政權顯貴夫人們，紛紛前

來探視鄭之美貌，藉此醜化丁。

金雄白在《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

第20章「鄭蘋如謀刺丁默邨始末」中雖

多有謬誤，但以下應屬實：「一天，在

佛海住宅中午飯，我也在座，許多汪系

要人的太太們紛紛議論，事前都曾經到

她羈押的地方看過，一致批評鄭蘋如生

得滿身妖氣，謂此女不殺，無異讓她們

的丈夫更敢在外放膽胡為。默邨的太太

當然是醋海興波，而其餘的貴婦人們尤

極盡挑撥之能事，當時我看到這樣的形

勢，早知鄭蘋如之將必難倖免。」

丁李矛盾 殺蘋如祭旗 泯滅人性
鄭蘋如在1940年2月某日殉國，然究

竟何日？已不可考，埋骨何處？亦已不

明。

鄭蘋如弟弟鄭南陽，於1946年12月

11日在上海高院作證，筆錄載如下：

「我姊被捕後，曾有電話對我說，他在

七十六號很好，請父母兄弟等不必掛念 

… 我的衣服請即拿來可穿。此後亦有陸

續來信數封，至一月十六日這封信來過

後，即杳無消息了。」又說：「待至二

月十五日潘世榮釋出後，曾託稽希宗、

劉彬等打電話轉知我家，說我姊已被

七十六號遇害了。」（註6）

上文所稱之潘世榮，為中統外圍，

被捕後在七十六號任雜役，見過鄭蘋如

多次。稽希宗，中統上海高階主管，鄭

蘋如由他吸收進入中統。劉彬為陳彬之

誤。

鄭蘋如殉國日期，應為1940年1月16

日至2月15日之間，正確日期已難考。鄭

死後一個半月汪政權開場，坊間盛傳殺

鄭是祭旗，做給重慶看。

鄭蘋如的妹妹鄭靜芝於2009年9月23

日接受媒體訪問時說：「最最難過的一

件事，就是姐姐的屍首。七十六號人找

我們家要錢，給了錢才能領回姐姐的屍

首。他們要很多的錢。那時上海都被封

鎖了，我們家沒有錢 ， 所以姐姐的屍首

也沒有領到，至今也不知道在哪裡。」

鄭蘋如殉國經過，現存版本不少，

如金雄白的《汪政權開場與收場》、日

本駐上海特務頭子晴氣慶胤《謀略の

上海》、由河內迎汪精衛返滬的犬養健

《揚子江仍在流動》（註7）等，但他們

都得自傳聞，也都醜化鄭蘋如。

1977年3月，日本「木戸日記研究

会」出版的《林秀澄談話速記録Ⅲ》，

▲領導刺丁案行動人員的中統上海站長陳彬與
其夫人溫斐。

▲刺丁案發生地西比利亞皮貨店。

▲《重慶大公報》1940年7月30日報導錢鴻業被
狙擊身亡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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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同於上述版本。林秀澄當年在上海

擔任日本憲兵特高課長，鄭蘋如殉國

時，他負責監刑，記述最為可信。

林秀澄說，負責行刑的是七十六號

隊長林之江，藉口要帶鄭去看電影，鄭

很高興，穿上麂皮大衣和金色靴子。林

秀澄先往刑場等候，刑場是片荒地（註

8），地下挖一個長方形洞穴。鄭的車

子到達，林聽到鄭的哭聲，並對林之江

用上海話呼叫了兩聲「林先生」，然後

看到有兩人夾住她左右手臂，拉到洞穴

前，林秀澄聽到鄭在痛罵林之江，透過

翻譯，得知鄭說「作為中國人，你們竟

會幹出如此惡劣的勾當！」還說「不要

打我的臉，我不希望臉上有槍傷。」然

後令她坐在洞邊，兩腳垂入穴中，旋即

從她後腦處開槍。

鄭帶有兩枚3克拉鑽石，另有一些財

物，都被林之江等人吞沒（註9）。

鄭母遞狀 為愛女復仇 阻擋救丁
木村花子女士向首都高等法院遞狀

控告丁默邨殺害女兒，事出有因。丁被

捕後，自白書中大談其如何配合中央等

事，國民黨組織部長陳立夫亦復函法院

證明其自首後曾為重慶工作（註10），

一時間有丁或可脫罪之說。

當珍珠港事變後，汪政權中人自周

佛海起，乃又逐漸靠向重慶，丁默邨自

不例外，1942年即輸誠老長官陳立夫，

翼能戴罪圖功。

牆頭草者隨風去來，談其勞績，

倒也不能一概抹殺。勝利後國府得能順

利接收江浙京滬，周、丁等人確有保全

之功，但論其行跡，不過是依勢而已。

彼等貪圖富貴，無所不用其極，可殺同

胞，可賣國家，如此之「功」，焉能贖

其叛國之罪？是以諸多漢奸中，僅周佛

海一人獲得極峰特赦，丁豈能邀得倖

免。

《陳立夫回憶錄：成敗之鑒》第232

頁：「丁默邨本來可不死的，但有一天

他生病，在獄中保出去看醫生，從南京

拘留所裡出來，順便遊覽玄武湖，恰巧

碰到《中央日報》的記者，這位記者發

現了丁默邨，他回去後便在報上報導了

一個消息：『丁默邨逍遙玄武湖』。這

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後，他來問

我：『丁默邨為什麼跑出監獄呢？』我

察明事情真相後向蔣公報告，說明丁默

邨因為患病，監獄才准他保出治病，不

知道他為何去遊覽玄武湖。蔣委員長很

生氣地說：『生病怎能還遊玄武湖呢？

應予槍斃！』如果他被監禁時，能安分

守己不要亂動，就沒有事了。」

這段話，老人家的記述容有疑問。

審奸怪事 丁私通法警 回府吃飯
《中央日報》在審訊漢奸期間，確

曾刊出有關丁搞失蹤的消息，這是一則

600字的獨家新聞，但不是遊玄武湖，而

是：「審奸案又一怪事，丁逆默邨私通

法警，乘車買藥回府吃飯。」

報導這消息的是該報法院記者龔選

舞。他在回憶錄《1949國府垮台前夕》

第150頁「特務頭子失蹤記」詳細記載他

挖這條新聞的經過，他「平鋪直述寫了

條不長不短的新聞。」但「這消息竟成

《中央日報》專有。」

抗戰勝利後，丁默邨被軍統軟禁在

重慶，1946年9月16日始押返南京，1947

年7月5日槍決，繫獄約10個月，筆者遍

尋該時期《中央日報》，未發現丁遊

湖，卻在1946年10月13日四版下，找到

龔選舞寫的上述新聞。

報導說：「丁逆默邨於前（十一）

日出庭為其弟丁時俊遭白俄高良擊斃一

案作證 …十一時高良案開審，一時許

審訊完結，庭諭還押，丁逆即由法警三

人押返老虎橋（監獄所在處）。但剛出

朝天宮（法院所在處）大門之後，丁逆

之妻，丁逆之弟，丁逆之親戚葉原峰

（女）三人，早雇好人力車五輛，即由

法警一人上人力車押行，其他二法警則

溜走，此五輛人力車立即飛奔入姚家巷

某親戚家中（可能即葉女士之家）。據

事後供稱為『吃午飯』，吃畢午飯又乘

人力車至三山街，時街口早有黑色小轎

車一輛守候，五人即鑽入車中，飛速開

往太平路買藥，買藥完畢返老虎橋，時

以三時半矣。」

至於蔣介石是否看到龔選舞的報導

憤而槍斃丁某，外界不得知，但丁被判

死刑是1947年2月8日，最高法院於5月1

日定讞，7月5日執行槍決，這已是九個

月後的事情。蔣若下令槍斃，會拖如此

之久？

側記色戒 龍應台錯矣 速食史學
可笑的是龍應台。

她2007年9月在《中時》寫〈側記

「色戒」〉說：「請求朋友火速寄《陳

立夫回憶錄》來歐。一週後書寄到 …. 

我竟然找到了答案。《陳立夫回憶錄：

成敗之鑒》第232頁，丁默邨本來可以

▲汪政權的特工頭子丁默邨(左)與李士群。

▲ 丁默邨(中間穿長衫者)出庭受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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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在獄中保出

去看醫生，從南京拘留所出來，順便遊

覽玄武湖…這個消息被蔣委員長看到以

後，蔣委員長很生氣的說：『生病怎還

能遊玄武湖呢？應予槍斃！』丁默邨就

被槍斃了。只因為他從獄中出來，貪看

一點湖上清風，被一小報記者認出來，

寫上了報。啊，我不禁掩卷嘆息。難怪

丁默邨的死刑判決書讀起來那麼的強詞

奪理，對丁默邨所提出來為自己生命做

辯護的種種白紙黑字的有力證據完全漠

視。原來，判他死刑的，根本不是一個

真正的法院，也不是一部真正的法。」

《 中 央 日 報 》 在 當 時 的 南 京 ，

和《申報》並列兩大報，說其為「小

報」，是對歷史的無知。其次，陳立夫

可能記憶錯誤，龍應台引此孤證而共

鳴，矛頭逕指蔣介石，豈非先射箭再畫

靶。

張大春在〈速食史學的文明矛盾〉

說：「速食就是速食，『速食史學』當

然也就不是史學。至於是不是文學？還

該先問我們對文學有多麼寬鬆或嚴格的

標準；或者，該問我們認不認為文學是

有門檻的？無論標準寬嚴，也無論門檻

高低，起碼文學二字不該是掩飾簡陋而

斷碎的史材容顏的化妝品。」（註11）

丁默邨可逃而未逃，外界揣測紛

紜，比較可靠的說法有二：一是抗戰勝

利後丁之人脈已斷，加以家產被抄沒，

無跑路費。二是1946年3月17日與其有深

仇的軍統負責人戴笠空難死亡，朝中已

無亟欲置其於死地者。三是丁自恃反正

有功，加以中央有人照應，應可倖免。

詎料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牆頭

草本非巨惡，但如丁某為謀一己之私，

幫助敵人戕害同胞，值得為他「掩卷嘆

息」嗎？（作者為本會會員）

註：

註 1：《陳立夫回憶錄：成敗之

鑒》第104頁「調查科之創始及其發展經

過」，正中書局出版。

註2：以上二則，分見〈審判汪偽漢

奸筆錄〉，第712頁及722頁，南京市檔

案館主編，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

註3：《審判汪偽漢奸筆錄》，第

718頁，南京市檔案館主編，江蘇古籍出

版社出版。

註4：潘三省為上海著名流氓，在開

納路開設「兆豐總會」賭場。

註5：陳彬為當時中統上海站站長，

詳見《廣東文獻》第20卷1期，溫啟民著

〈記抗日烈士陳彬〉。

註6：《審判汪偽漢奸筆錄》，第

747頁，南京市檔案館主編，江蘇古籍出

版社出版。

註7：犬養建回憶錄原文為《揚子江

は今も流れている》。

註8：《審判汪偽漢奸筆錄》，第

769頁，南京市檔案館主編，江蘇古籍

出版社出版。一署名「杭州張振華」

者，為丁默邨殺害鄭蘋如致《大同報》

函：「刑場在徐家匯過火車站之荒野地

方。」即今之上海凱旋路、中山西路口

附近。

註9：《審判汪偽漢奸筆錄》，第

718頁，南京市檔案館主編，江蘇古籍出

版社出版，鄭母稱：「蘋如被捕時曾帶

去三克拉鑽石二粒、麂皮大衣一件、金

器三兩、圖章一枚。」

註10：《審判汪偽漢奸筆錄》，第

745頁，南京市檔案館主編，江蘇古籍出

版社出版。

註11：2011年1月11日刊於《蘋果日

報》，全文係評論龍應台的《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

▲ 龍應台《大江大海》被批為速食史學。

▲丁默邨搞失蹤新聞(放大)。

▲《中央日報》報導丁默邨搞失蹤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