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談汪政權之六

汪精衛客死東瀛

汪精衛在抗戰勝利前一年，客死

名古屋，留下不少謎團。有人說他是被

日本人毒死的，有人說他是被汪妻陳璧

君誤請愛國中醫給害死的，也有人說他

是多年前身上一顆子彈舊疾復發而死。

種種說法，光怪陸離，何況他死後二十

年，又有所謂「遺書」的出現，真真假

假，更是引發不少話題，雖有助好事者

茶餘飯後的談興，但歷史追求真相，不

能含糊默認坊間傳聞。

舊創復發．汪精衛致死真相
金雄白說：「糖尿病一直困擾著他

（汪），環境的不如意，使他有機會時就

▓柯博文

借酒澆愁，更增深了他的病況。而八年

前在中央黨部遇刺時所留於他體內的一

顆子彈，終於成為他致命的直接原因。」

（註1）這就解答了汪精衛死亡之謎。

「八年前在中央黨部遇刺」是指

1935年11月1日的孫鳳鳴暗殺事件。

據1935年11月2日中央日報報導，國

民黨於該日在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舉行

四屆六中全會，開幕式後照例在大禮堂

前合影，110位中央委員分五排站立，汪

與張靜江、閻錫山、張學良、張繼等在

第一排，9時30分合影完畢，各委員相繼

轉身回會場，突然槍聲大作，假冒《晨

▲1935年11月2日中央日報報導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略可自照片中辨識蔣介石曾參加謁陵但
未出席開幕式後合影留念。

光通訊社》記者的孫鳳鳴，由大衣口袋

中掏出勃朗寧手槍，向汪狙擊，在汪身

旁之張繼將孫攔腰緊抱，孫又亂放數

槍，張學良奔來將其踢倒，汪之衛士亦

舉槍向其射擊，孫即重傷倒地，另有二

共犯為警衛所執。

汪精衛身中三槍，一彈擦進左眼外

角下顴骨，一彈從後貫通左臂，一彈射

向後背第六、七肋骨部位，受到吊褲帶

的阻擋，略向上轉進入體內，卡在第五

節脊椎骨旁。（註2）
孫當時的主要目標是蔣介石，但蔣

未參加合影，乃對汪開槍。

汪政權紅人周佛海親歷此事。他

說：「當時新聞記者非常之多，秩序混

亂極了。記得照相的說：『各位預備，要

照了。』這時不知道是誰說：『蔣先生還

沒有來。』隨著吳鐵城大聲道：『蔣先

生不來照。』照畢之後，大家轉身拾級

而上，我行了兩三步後，忽聞背後槍聲

一響，聲音甚小，以為是放爆竹慶祝。但

是接著槍聲又起，形勢大亂。」（註3）

警覺有異．蔣介石逃過一劫
蔣未參加合影，而兇手傷重，次

日死在獄中，致使案情不能及時大白，

讓蔣汪矛盾益發深化，汪系人馬認為蔣

係幕後主使，汪妻陳璧君憤然向蔣說：

「用不著這樣做的。有話可以慢慢商

量，何必如此！」蔣乃下令軍警限期十

日破案。（註4）
蔣之不參加攝影，捨無稽之陰謀論

不談，另有三種說法，第一是陳立夫在

回憶錄第191頁所說蔣感到精神欠佳而不

參加，第二是周佛海所述會場秩序混亂

引致蔣不滿，第三是蔣事先警覺可能有

危險故不參加。筆者以為第三的可能性

最大。

中全會在開會前，全體參加人員照

▲1935年11月2日中央日報詳細報導汪精衛被刺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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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先赴中山陵謁陵，在謁陵之時，即有

三個身穿西裝外披大衣的陌生年輕人，

不時接近蔣的身邊，引起侍衛人員注

意，謁陵後，這三人又搭乘出租汽車尾

隨蔣的座車前往中央黨部。侍衛人員曾

將異狀報告蔣，以蔣之多疑，當然會警

惕。（註5）
汪受傷後，立刻送往當時最佳之鼓

樓中央醫院急救，所中三彈，左臂與左

面頰醫治後均無礙，唯獨背部子彈緊挨

神經，當時醫術無法取出，醫生只得消

毒後加以縫合。

汪精衛遭刺後，於次年2月赴德國治

療，歐洲的醫生亦不主張取出，認為子

彈留在體內無礙。汪精衛的長女汪文惺

說：「雖然…沒有傷及脊骨，但是屢經

手術，都不能成功取出，卻把病人弄得

元氣大傷，引發了心脈間歇的毛病。從

此醫生們再不敢嘗試。」（註6）詎料這

顆子彈的遺毒，還是在1944年11月10日
要了他的命。

鉛毒瀰散．八年浸染終不治
汪精衛的舊創於1943年8月復發惡

化，腰背疼痛，使其行動不便。他11月5
日前往東京參加「大東亞會議」，即向

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述說病情，東條承諾

派內科名醫黑川利雄去南京替他診治。

黑川是日本東北大學內科教授，也

是癌症專家。他的助手松永藤雄帶來專

門的檢查儀器，在11月18日及21日對汪

進行兩次體檢，發現「子彈已經傷了骨

頭，但好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障礙，我

們認為還是不取出為好。」（註7）不取

出的原因，是子彈太靠近脊椎神經，以

當時的外科醫術，動手術的風險太大，

輕則癱瘓，重則喪命。

汪精衛顯然難忍疼痛，有意做積極

治療。他找來日本派遣軍軍醫長桃井直

幹中將替他檢查。桃井是外科醫師，看

診後，又諮詢專精骨科的南京第一軍醫

院院長後藤鐐枝少將，他們幾經研究，

認為有把握把子彈安全取出。

1943年12月19日晨，汪前往第一軍

醫院施行手術。桃山與後藤在手術室花

不到一小時，就把子彈取出。鉛製子彈

已裂為兩截，因為在體內留了八年多，

▲汪精衛遇刺後照片1935年12月攝於南京中
央醫院。

▲前來南京診治汪精衛的黑川利雄教授。

顏色業已變黑。

汪的家人和部屬都以為子彈既已取

出，身體可以逐漸康復，詎料傷口拆線

之後，病情卻逐漸惡化。

周佛海1943年12月20日記：「電汪

公館，知汪先生昨晨已將子彈取出，今

晨出院，移居北極閣，經過良好，惟下

午仍有熱度，不能見面。」日記所稱之

「北極閣」，指宋子文南京舊居，舒適

安靜，宜於養病。

12月21日記：「九時起。旋探問汪

先生，精神尚佳，略談政務，醫云七日

可封口，十日或可痊癒。惟因汪先生

有糖尿病，恐多費時間。」12月23日又

記：「偕公博謁汪先生，商設立民意機

關。…汪先生開刀處，線已取去，可起

坐談半小時。」恢復情況尚良好。（註

8）
但拆線之後，汪精衛的病情出現

變化。他的長女汪文惺回憶說：「那段

時間他常常精神困倦，容易疲勞。尤其

是（1944年）元旦演講之後，更覺不

支。於是不得不暫時放開工作，臥床休

息。」

病勢惡化甚快。1月9日上午，汪

出席「參戰周年紀念大會」後，高燒不

退。當天中午本應參加日本派遣軍總司

令畑俊六及天皇幼弟三笠宮崇仁親王的

午宴，不得不「回辭」。第二天體溫仍

然不退，但已預定回宴，無法取消，只

得勉強主持。高燒不退的原因不明，一

般懷疑是「手術時尚留有積血」。

汪不得不停止一切政務，臥床靜

養。至21日，創口更感奇痛，心脈間歇

加劇，晚上睡覺時雙腳不時的彈動，又

會在睡眠中突然坐起一會，然後躺下再

睡。這些都是不自覺的動作。1月25日，

汪腹部以下肢體重度麻痹，每日大事記

也記到這一天就停止了。

德醫諾爾．率先判定汪罹癌
住在上海的德國人諾爾，是汪精

衛的好友兼私人醫師，特地前來南京探

視，並要汪精衛勉力站起來，走幾步路

給他看，汪走了幾步，諾爾竟然哭了出

來，汪的女婿何孟恒趕緊拉著諾爾走到

外面，指責他怎可如此失態。諾爾解釋

說他看到多年老友沉屙如此，心中不

忍，才會痛哭。因為根據醫書所記載，

汪精衛的步伐躑躅，顯示脊椎神經受到

壓迫，而壓迫神經的很可能是腫瘤。

何孟恒說：「當時我還覺得他判斷

未免太過輕率，後來再細想，才覺得諾

爾是一位真正有感情的朋友，也是最先

判斷正確、肯說實話的醫生。」（註9）
桃井與後藤束手無策。只好又請曾

給汪精衛檢查過的黑川教授，於2月18日
重返南京，替汪精衛再做檢查。黑川認

為汪病情複雜，即電邀名古屋帝國大學

齋藤真教授於3月1日來南京會診。齋藤

是日本神經外科泰斗，看過X光片後，

確診為留存體內八年的鉛彈引致「多發

性骨髓腫症」，胸骨第四至第七節腫

脹，自背部向前胸突出，以至壓迫脊髓

神經，影響雙腿無力行動，治療方法，

只有割除向前腫脹的骨殖一途。「多發

性骨髓腫症」為罕見的惡性腫瘤，即使

今日的醫術，亦難療治。

齋藤認為立刻動手術切除尚有機

會，而南京的醫院設備簡陋，無法支

援，必須前往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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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是汪精衛緊急於1944年3月3日飛

往日本的原因。

病情迅劇．急赴名古屋療治
至於汪之病情快速惡化，是否和

桃井與後藤未接受黑川建議，為汪開刀

取出子彈有關，迄今找不到相關文獻加

以釐清，但能確知他們並未為此受到牽

連。後藤鐐枝於1944年10月26日，也就

是汪精衛死前半個月晉升中將，桃井直

幹則續任派遣軍軍醫部長，直到日本投

降。（註10）坊間傳言汪精衛係為日本

人害死，就此角度言，也是事出有因。

周佛海日記亦載汪精衛開刀後病勢

加重，赴日療治的經過：

1944年1月18日記：「出席行政院會

議前謁汪先生，略談，因熱度未退，由

余代為主席。」

2月8日記：「謁汪先生，仍臥床不

能起身，至為焦急。」

2月27日記：「柴山中將（按：柴山

兼四郎，日軍派駐汪政權的最高軍事顧

問）今已抵滬，明晨飛東京。因主席在

京滬無法治療，須前往名古屋利用其設

備，柴山特飛往布置。」

2月28日：「約公博、思平兩（面）

談，始知醫士密告，汪先生之病雖一時

不致危險，但所患者為脊骨瘤，此病

十九不能痊癒，赴日亦不過盡人事。」

3月3日：「九時半，汪先生乘病院

車到機場，當即抬入飛機。汪先生見余

等拱手為禮。」

汪精衛搭「海鶼號」專機前往名古

屋帝國大學附屬醫院治療，行前曾手書

一令，囑「公務交由公博、佛海代理」。

名古屋帝大戰後改稱名古屋大學，

簡稱名大，曾培植6位諾貝爾獎得主，其

醫學院與附屬醫院迄今仍在日本列名前

三大。

汪抵名古屋後，日本軍部令名古

屋師團負責警戒，並給汪取代號為「梅

號」，嚴密封鎖消息。醫院將其安置於

四樓，並把四樓的全部及三樓的一部

分，撥歸汪之家屬和隨員專用，徵召來

的日本醫生與護理人員，都住在附近飯

店，每天像上班一般前往醫院。（註

11）

回天乏術．多發性骨髓腫症
「梅號」的醫療小組由齋藤真、黑

川利雄負責，其他成員尚有東京帝大教

授高木寬治，以及名古屋帝大醫院院長

勝詔精減、醫學部長田春村吉、教授三

矢晨雄等人。這是當時日本最權威的醫

療陣容。（註12）
齋藤真身材壯碩，舉動豪邁，脾氣

很壞，護士和小醫生都怕他。他有一種

特殊的習慣，動手術的時候要把手術室

的溫度調節到32度以上，然後穿木屐來

做手術。他一面動刀一面由護士替他拭

汗。

齋藤為汪動刀是3月4日傍晚，手

術名為「椎弓切除術」，由背部切開，

深入前胸，切除第四至第七排胸骨。

手術順利，只花1個小時20分鐘。手術

結束後，汪腿部恢復感覺，而且能作

極輕度的活動。他連連向醫務人員致

謝。切除的組織，也做檢查，確定是

「多發性骨髓腫症」，這就是惡性腫瘤

（Carcinoma），但醫院並未立即告知病

患和家屬。（註13）
手術的第一階段算是成功，後勢

卻不樂觀。這是個大手術，復原本不容

易，何況汪有糖尿病，傷口想要癒合就

更難了。

手術後的第一週，汪的恢復狀況不

錯，腹部以下漸能活動，汪的女婿何孟

恒說：「手術之後，病人雙腳肌肉果然

稍有進步，躺在床上可以自己把雙膝提

起數寸高，大家都覺得眼前一線光明。

東道主方面為使夫人以下一干人消散一

下心中的憂鬱，還安排我們到野外去撿

了一天松蕈。」但此後病況即時好時

壞。何孟恒又說：「病人情況時常起落

不定，令人一則以喜，一則以憂，感情

一直追隨著病情起落。」

1944年戰爭情勢對日本甚不利，

其國內物資供應日益艱困，汪精衛在名

古屋療病的日子頗煎熬。負責與飯店聯

繫安排伙食的何孟恒說：「食物缺乏，

常吃的只有雞肉和豬肉。母雞要留著生

蛋，而小公雞肉粗糙無味，豬肉臊味極

濃，令人難以忍受。」汪精衛臥床既

久，胃口自然更差，又患有糖尿症，日

常所食，只是一碟剁碎的雞肉或雞肝，

加上一點筍子和菠菜磨泥。

在劫難逃．躲空襲感染肺炎
折磨汪的除手術傷口外，還有褥

瘡和血色素偏低。褥瘡是臥床過久所引

起，對糖尿病人尤其嚴重，血色素則是

紅血球中一種很重要的蛋白質，主要功

能是將氧氣帶到身體各處，供組織細胞

運用。處理褥瘡，只能定時為病人翻

身，而治療血色素偏低，在1944年，最

好的辦法是輸血，汪是O型，長子孟晉

與幼子文悌同型，每隔二、三星期就輪

流輸血一次，但血色素也維持不了多久

又下降。

另一個不利症象也出現，「病人

的血輪沉降速度比正常的快了幾倍」，

這是癌症的病癥。醫生至此這才透露真

相。

拖到8月初，病情一度極為嚴重。

周佛海8月8日記：「谷大使（日本

駐南京大使谷正之）來見，謂汪先生病

勢嚴重，恐不出月。」次日，周佛海前

往日本，10日到達名古屋帝大醫院，見

到汪精衛。

▲上圖為汪精衛動手術的齋藤真教授。下圖
為名古屋大學附屬醫院現存之「汪兆銘之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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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佛海8月10日記：「8時半赴醫

院，先與汪夫人略談，旋見汪先生，三

月初一別，今半年矣，病骨支離，為之

潸然。」又記：「與汪夫人（陳璧君）

談一小時。余表示行政院長及軍委會

長，仍以代行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

似乎心安。」可見汪精衛雖病入膏肓，

陳璧君仍欲緊抓權力，深怕屬下篡位。

9、10兩月，汪的情況尚穩定，但

身體非常衰弱，脈搏高達每分鐘90至110
次，且時發咳嗽。醫療小組為防止心臟

衰竭及肺炎，曾多次為他注射強心劑和

其他藥物。到了11月初，汪病況進一步

惡化。

11月8日是一個關鍵。美軍這天對名

古屋進行大規模空襲，醫療小組緊急把

汪送入地下室的防空洞，此時名古屋已

經很冷，而地下室沒有暖氣設備，汪受

寒而得肺炎，次日體溫高達40度，呼吸

困難，病情直轉急下。（註14）

汪氏梅花．迄今仍植名古屋
周佛海11月8日記：「晚，公博來，

談日方望其急赴名古屋一行，並定16日
動身，今日日陸軍省來電，盼早去，因

提前於13日前往。豈汪先生病狀有劇變

耶？」

汪精衛沒能等到陳公博到來，在

11月10日午後即渾身顫抖，進入彌留狀

態，4時20分去世，時年62歲。遺體於11
月12日由專機運回南京，小磯、近衛等

日本現任和卸任首相，前往機場送行。

（註15）
陳璧君為感謝名古屋帝大醫院，贈

送三棵紅梅樹苗，迄今還有兩株尚存，

原種在名古屋市昭和區醫學部中庭，後

因醫學部整修，現移植至名古屋東區大

▲「汪兆銘之梅」現存二棵，每年開花。

大膽假設  不予求證
「中華民國」這塊招牌還是很好用的

▓喻肇川

二十幾年前，和辦公室的幾位同事

談論台灣統獨問題，大家各敘己見。

最後，我說了「中華民國」這塊招

牌還是很好用的。

國民黨退守台灣，一直維護著這

塊招牌，現在更是一手高舉著「中華民

國」國旗，一手捧著「中華民國」憲

法，這也是最後的籌碼。如果要和對岸

做政治協商的話，民進黨從組黨到現

在，從來不接受「中華民國」，現在只

是權宜晃蕩這塊招牌，躲躲閃閃，執政

時，更是作為盾牌，暫合法理。

共產黨絕不是狀況外，目前就是打

壓不承認。

其一、不要忽視共產黨的厲害，

例如我們說對日抗戰八年，他們説抗戰

十四年，一副該贏的牌，打成平下手。

其二、兩岸關係維持現狀是保守負

面的態度，共產黨不會長期接受「國」

「民」兩黨，應協力做好沙盤推演，

甚至主動出擊，例如柱姐的「一中同

表」。

其三、小心共產黨按捺不住了，出

其不意地舉起「中華民國」這招牌向著

台灣「招」過來，或是「糟」過來，或

是「罩」過來，甚或是「砸」過來。

大膽假設，不予求證。（作者為建

築師）

幸醫療院內。（註16）（作者為本會會

員）

註釋：

註1：《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第

102章〈永別了這半壁破碎河山〉。

註2：高伐林著《汪精衛之死—女

兒女婿細述經過》，2010年11月9日刊

於《老高的博客》，網址：http://blog.
creaders.net/u/3843/201011/72830.html

註3：蔡登山編、周佛海著《往已

集》第68頁〈盛衰閱盡話滄桑〉。

註4：蔡登山編《汪精衛集團》第29
頁，征鴻著〈汪精衛被刺目擊記〉。

註5：蔡登山編《汪精衛集團》第

34頁，平凡著〈中央黨部刺汪案內情補

述〉。

註6：同註2。
註7：蔡德金著《汪精衛之死》，刊

於《百年潮》雜誌1998年第6期62頁。

註8：《周佛海日記全編下》。

註9：同註2。
註 1 0 ：《日本陸軍軍醫部將校

錄》，網址：http://admiral3166.ddo.
jp/31page/a/ps.htm

註11：同註7。
註12：日本名古屋大學附屬醫院

出版之《名大史》第21〈汪兆銘（汪精

衛）の梅〉。

註13：同註7。
註14：同註2。
註15：汪政權「宣傳部」公報。

註16：同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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