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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用扎實的史料還原歷史的真相

萬斯白此人，為 20世紀 20—30年代著名的國際間諜。原籍意大

利、後來入籍中國的他，經歷非常複雜，曾經參加過多次戰爭，為很

多國家的間諜機關效力過。這位冒險家在“一戰”期間在遠東地區為

協約國情報機關工作，後來又被“東北王”張作霖招募，成為張作霖

對付東北地區的白人異己分子的得力幹將。“九一八事變”後，他被

日本特務機關脅迫，成為日本在東北的別動隊首領，專門替日本軍方

搜刮東北的民脂民膏。日本人搜刮的對象，不僅僅是中國人，還包括

在東北的白俄和猶太人。與其說本書是一部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史，

不如說本書是一部活生生的日本巧取豪奪生活在東北的中國人民和他

國僑民的掠奪史。

萬斯白在本書中披露的很多細節，讓人看到日本侵略者無所不用

其極的罪惡面目，會令讀者怒髮衝冠。尤其是萬斯白的頂頭上司—

日本在東北的情報機構的負責人的赤裸裸的表述，更能讓讀者了解，

日本軍方的高層是怎樣的用心險惡，他們使用一切手段對中國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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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居民和他國居留在中國的僑民進行了殘酷的掠奪—他們綁票、販

毒、敲詐、勒索、殺人越貨，縱容黃賭毒氾濫⋯⋯國際公法在他們眼

中形同廢紙，人性、人權在他們眼中更是一文不值。他們所要做的，

就是無窮無盡地掠奪，用敲骨吸髓來形容也不為過。可是他們的卑劣

手段還不止敲骨吸髓，他們為了達成手段，時常草菅人命—不管他

是窮人富人，也不管他是哪個國家的人。

萬斯白所做的工作就是幫日本軍方斂財，他的對象之一竟然是在

東北的日本軍憲警員，因為他的上司告誡他，日本從東北搶掠到的財

富是屬於天皇的，日本的軍憲警員如果從受害者那邊把錢弄到手，萬

斯白也要從他們手中再把錢財榨出來。很多日本軍憲警員的中國和俄

國協從人員，為此丟了命。

雖然萬斯白一直違心地為日本特務機關服務—日本特務用他家

人的生命安全來要挾他就範，他的工作也是非常“得力”，但是日本

人對待他還是非常不好。日本特務機關長期拖欠他的薪餉，逼得萬斯

白走投無路，只能出賣自己的房產，來獲取生活的費用，可是就是這

樣，他還被日本法官和會計大敲竹槓，最後拿到手的錢少得可憐。

萬斯白一直是一個非常富於正義感的人。他在為日本特務機關工

作的時候，也利用自己的身份在為東北抗聯服務。他總是力所能及地

幫助受害者。在李頓調查團在東北調查期間，他冒著生命危險，傳遞

出了極有價值的情報。正是由於很多像萬斯白這樣的人，在秘密地為

李頓調查團提供情報，調查團最終的報告書才令日本灰頭土臉，在國

際上的形象大打折扣。萬斯白對日本特務始終充滿了痛恨，對於日本

特務的幫兇也是同樣如此，他也曾巧妙地給予這些人教訓。

最後由於萬斯白與日軍的反對者走到了一起，日本特務準備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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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毒手。在朋友的幫助下，他潛逃到了上海，並開始撰文在報紙上公

開發表，將本書的內容公之於眾。萬斯白的書稿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罪

惡進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畫，令當時的國際輿論紛紛譴責日本軍方，這

在當時是日本軍隊的巨大醜聞。最後在萬斯白的威脅和他的朋友的幫

助下，他被日本軍方扣押的妻兒被解救出來，可是他妻子的全部積蓄

和細軟被日本特務掠奪一空。

日本軍方對萬斯白的刻骨披露火冒三丈，處心積慮地想要除掉萬

斯白，可是萬斯白這位資深的間諜卻遠渡重洋，跑到了海外。萬斯白

最終還是沒有逃脫厄運，日本偷襲珍珠港後，偷襲菲律賓，並很快攻

佔菲律賓。當時定居馬尼拉的萬斯白被日本特務發現，並於 1943年

被殺害。萬斯白雖然被日軍殺害了，但是他的反戈一擊卻將與世長

存。他的這部書稿對日本帝國主義掠奪中國東北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和

生動的揭露。抗戰勝利 70週年即將到來，相信該書的出版對於讀者

認清日本侵略者的本質將起到積極的作用。

張憲文
2013.12.5 於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

（本文作者為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現代史學會榮譽會長，

中國近現代史史料學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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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

不僅僅為了重提舊事

這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雖然初版於 76年前，今天看來仍具有

獨特的意義與作用。

萬斯白所著《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是以作者自己的親身經歷為

內容所寫的一本紀實性作品，曾被當年英國《曼徹斯特衛報》駐北京

記者、《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作者 H. J. 田伯烈先生（Harold John 

Timperley）及《紅星照耀中國》作者、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先

生（Edgar Snow）審讀推薦過，儘管日本人曾竭力否認並詆毀誣陷，

但這本書內容的真實性是不容置疑的。

本書名為《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但仔細閱讀後我們就可發

現，書中除了記載作者作為一個意大利人在偽滿洲國為日軍做情報工

作的經歷外，充斥全書的就是日本人的各種在華陰謀暴行的記錄，這

對於向世界揭露日本殘忍的戰爭暴行和在佔領區的法西斯統治，揭露

日本軍閥內部的黑暗，具有實證性的作用。因為其所記錄的均為作者

的親歷親聞，其真實可信性高，對日本法西斯的殺傷力強烈，故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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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出版，作者就受到日方通緝追捕並加以連續刺殺，而日本外交官

則甚至無恥地宣稱作者不存在。

雖然從個人歷史的角度全面分析，萬斯白是個經歷複雜的人物，

但他寫的這本書能被日本法西斯這般敵視，就一定有其突出的優點與

價值。

這本書的內容特色有以下幾點：

一是揭露了若干歷史大事件的真相。如日本人在皇姑屯謀殺張作

霖、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東北、日方破壞李頓調查團在

東北活動等，這對釐清這段日本侵略史無疑具有重要作用。

關於“皇姑屯事件”，萬斯白在敘述他所知道的內幕真相後，斷

然寫道：“日軍是暗殺張氏的幕後操縱者，這是毫無疑問的。”他還

揭露了在爆炸前，與張作霖同車的日本軍官找藉口躲到末節車廂去的

一個細節，進一步證明日本人是製造事件的兇手。他指出：張作霖死

後，張學良繼承了權位，他主張直接反抗日本人。“於是日本人實現

他們的計劃（指發動‘九一八事變’）就近在眼前了。”這些論斷有

理有據，令人信服。

萬斯白在書中揭露：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佔領中國

東三省之後，為掩蓋侵略真相，曾策動在東北各地的俄國僑民上街歡

迎日軍，製造侵略有理受到擁戴的假象。但可悲的是，歡迎儀式剛結

束，這些俄僑還沒清醒過來，就遭到了日軍普遍的搶劫、強姦等暴

行。如一對俄國母女被日軍輪姦後去找日本領事館控告，結果又被那

裡的日軍輪姦，並關入“偽滿”監獄，“罪名是無照賣淫”。一個月

後，當其丈夫“從中國人方面得知妻女的遭遇，他被迫出 500元把她

們贖了出來。日本人收了款⋯⋯對他說，若他再有一個字提到日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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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要槍斃他”。也許，在一般的人看來，日軍的這種行徑已經是罪惡

至極，但看完全書，你就可了解，對於日本軍隊來說，這件事只不過

是太普通的一件小事。作者揭露說：“1932年 2月 10日早上，在離

日本騎兵營不遠的地方，我看見兩具中國女孩子的屍體，她們是被絞

死的。而一位中國先生很勇敢地去報告警察，說他看見有兩個日本兵

在前一夜將這兩個女孩子帶走，結果這位先生就被捉住從此消失不見

了。”萬斯白在書中還指出：“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政府為了實現

永久佔領東三省的野心，在軍力一時難以達到的農村，有計劃地輸入

帶武裝的民眾，即所謂“日本開拓團”，試圖同化滿洲，使日本人成

為東北的主體民族。

關於日方如何阻撓國聯李頓調查團來華調查“九一八事變”真

相，該書揭露了許多不為人知的史實。作者寫道：“李頓調查團到滿

洲來調查，當然是要想知道事變的真相。日本人當然不會讓調查團知

道真相，於是不得不想盡一切辦法來掩蓋真相，使調查團陷入他們所

設的圈套。他們那種過火的做作，現在已經成為愚蠢的世界紀錄，成

為許多人談笑的話柄了。”他揭露說，在調查團到達之前，“按照日

本軍事當局的命令，這次所逮捕的社會不穩定分子，必須要待離開之

後，方可釋放。這些所謂的不穩定分子全都被拘禁在土牢中，和一小

窩土匪和其他兇犯關在同一地方。”

在迎接調查團儀式上，有一個在偽滿機構工作的朝鮮籍人士金

谷，冒死送遞了一份請願書，要求調查團關注日本霸佔朝鮮的情況，

解救水深火熱的朝鮮。他立即遭到日本憲兵的逮捕，“當調查團在哈

爾濱盡情享受著日方安排的首次宴會的時候，可憐的金谷正在另外

一個地方受著酷刑”。“在調查團留在哈爾濱的 14天中，就有五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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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和兩個俄國人因為想要呈遞信件給調查團而被槍殺。⋯⋯一共有

一百五十多個中國青年和五十多個俄國人在馬迭爾飯店的附近被捕，

有的人根本不是去遞信，而可能只是有事路過，也被無處不在的密探

跟蹤，乃至逮捕。日本人的想法就是，寧可多逮捕一些無辜的人，也

不放過一個可疑的人。”

當國聯調查團破除阻力完成調查之後，萬斯白記載道：“處長⋯⋯

高興地對我說，我們終於能透口氣了！那個蠢貨調查團已經走了。⋯⋯

他們隨便怎樣報告，我們日本人是一點都不關心的。如果國聯承認了

‘滿洲國’，那很好，如果他們不承認，我們也不承認國聯好了。我

們已經用武力征服了滿洲，國聯的一切空話決不會動搖我們吞併滿洲

的決心。為甚麼全世界對滿洲都這樣大驚小怪呢？真是一群蠢貨！當

我們佔領了中國、西伯利亞、菲律賓和印度支那等地，我們要讓全世

界都大吃一驚，他們會看到日本人的偉大。”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隨後發表，明確承認東北三省為中國領土

的組成部分，否認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合法自衛”，確認偽

滿洲國是日本違背東北人民意願而炮製的工具。書中寫道：“日本人

惱怒，是因為他們不懂為何整個文明世界都會一致宣佈日本人為侵略

者。這怎麼可能呢？日本人不是天神的民族、神聖天皇的民族嗎？世

界怎麼敢把罪名加於他們的身上？”

二是對日本在佔領區內實行法西斯殖民統治，瘋狂鎮壓抗日義勇

軍以及推廣煙娼毒殘害中國人等罪惡行徑有深刻的揭露。

日本人對敢於反抗他們的中國東北抗日義勇軍及民眾進行了瘋

狂的鎮壓，手段殘酷；另一方面，他們還謊報戰功，表現出虛偽的

自大。“日本人把這些義勇軍叫作土匪，但這些‘土匪’的英勇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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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心，以及他們對敵人所做的種種事情，知道的人是很少的。1935

年，有 323個義勇軍在黑龍江省離齊齊哈爾一百里的一個小村莊中，

被 2000多個日軍圍住了。義勇軍死守了三天，堅強地反抗著。日本

的飛機往這座村莊裡投了 100多枚炸彈，把大多數的居民都炸死了。

這些中國守衛者的彈藥全部都用盡了的時候，60個受了傷的義勇軍

戰士就帶了刺刀、佩刀和手榴彈半夜裡爬行到日軍的營裡，偷襲日

軍。這場夜間的戰鬥結束後，所有的中國義勇軍全都犧牲了，日本兵

死了 157個，傷了 200人以上。”“敵人戰得越長久，越勇敢，日本

人就越加憤恨。因為他們是只以怨恨和輕蔑對待反對者的，不管這反

對者在防禦或攻擊中是多麼勇敢。除日本的英雄之外，其他的民族不

能再有英雄；除日本民族的勇敢之外，其他民族不能再有勇敢。”“日

本的‘官報’一般都好大喜功，充斥著勝利與輝煌，但它們和事實及

真相是完全沒有關係的。日本軍人做報告最重要的任務，就是竭力宣

揚日本軍隊及士兵的勇敢和無敵。為達此目的，他們是不怕抹殺事實

的，不管那有多誇張。比如說此次發生在橫道河子的襲擊案，我目睹

了日軍被打得七零八落，死亡 143人，但在他們的‘捷報’裡，死亡

人數降到了 4個。明明是失敗，卻說成勝利，越是說得荒唐，軍事當

局就越會歡喜。”“我發現，在一切說到和敵人會戰的日本官報中，

一定是要加入一些一名武士殺死 2000敵人的日本神話，這種連沒有

頭腦的木偶都會發笑的誇大其詞，日本人竟會認真地相信，在他們的

這種大言不慚中，我看到了日本真實的民族精神。”“在我為滿洲日

軍工作的四年半中，我從未見過一篇是說日軍和土匪或義勇軍會戰中

他們被打敗的，假使有人把日軍司令部的報告集合起來，這就是一本

最可笑的笑話全集。”對於不滿與反抗日本的民眾，當局也進行了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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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的迫害與鎮壓，其例子不勝枚舉。“一位 27歲的中國女性，叫曹義

梅，他們為了逼取她的口供，把她腳背用槍彈打成蜂巢一樣，但她依

然說實在沒有甚麼可以招認的，他們便近距離地向她的頭部開槍，

她腦漿迸裂，悲慘地死去了。還有一位蘇俄女性，在她 40天的監禁

中，每天被各種毒刑拷打，她雙手的指頭都已經被剁得七零八落了；

她的睫毛用火柴燒過，有時候他們還把她的腳倒懸起來，幾小時後把

她放下來，再把傷痕斑斑的兩手綁住吊起來。日本人看到從她的嘴裡

確實問不出甚麼了，才把她給釋放了。但她從此成了殘疾人。”

萬斯白在偽滿日本情報機關工作，接觸到許多日本殖民統治的黑

暗內幕。最典型的是他們用大煙、妓院和毒品來殘害中國人。請看：

“在一本日軍司令部發給在滿日軍的小冊子中，可以看到以下

的規則：‘第十五條：毒品是不配於日本人這樣的優秀民族的。只

有像中國人、歐洲人和東印度人這樣頹廢的劣等民族才會沉溺於

毒品當中。這就是他們注定要成為我們的奴隸以及終將被消滅的原

因。’”“朝鮮人將敗於惡行，中國人將成為鴉片及其他毒品的犧牲

者，俄國人將為伏特加所滅。”“那些警察、軍官都得不到餉銀。所

以有門路的警察和憲兵只能靠搶劫、走私、賭博、販毒、開妓院去

弄錢。”

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出，萬斯白的上述記載，對於讀者們全面了

解日本在東北佔領區的行為是有很大作用的。

三是本書對於日本在東北淪陷區的大肆掠奪與殘害中俄朝人民有

明確而深刻的記錄。這對於進一步徹底揭露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

的本質具有獨特的作用。

作者感慨道：“駐滿洲的日本軍官，在期滿之後不帶四五萬回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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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去的是很少的。關於日本軍官斂財的情況，朝鮮、台灣和滿洲的無

數受害人能夠提供許多證據。”本書中記載了哈爾濱馬迭爾飯店俄籍

老闆約瑟．開斯普之子被日本憲兵綁架勒索巨款，因開斯普不肯低

頭，其子最後在遭受割耳斬手酷刑後仍被殺害等許多事例，以及日本

警局發明“戶籍調查”、製換“門牌”、在松花江上“取冰專賣權”、

“打掃煙囪獨佔權”等林林總總敲詐勒索民眾的手段，攫取不義之財

的事實，“不僅百姓聚會會被抓，甚至老百姓玩紙牌、打麻將、唱歌

跳舞也被日本警察冠以擾亂治安的罪名，其目的，當然是要錢”。“綁

票、拘禁、暗殺、搶奪，日本人用盡一切暴力的手段征服滿洲，現在

滿洲似乎已經成為日本人口中的一塊肥肉了。”這就是在日本統治下

所謂“大東亞共榮”、“王道樂土”的真相。

書的最後，萬斯白記述了他因日本人長期扣發他的薪金使他不

得不賣房度日卻橫遭盤剝勒索的經過，以及他決定出逃被日方恐嚇追

捕，截捕他的家眷關入牢房，直到他運用關係請求抗日義勇軍出兵以

日俘交換才得以使家屬脫身的驚險經歷，為全書作了精彩的結束。

萬斯白最後總結說：“我在這本書裡所敘述的全部都是事實，我

差不多都參與其中。不熟悉日本人的讀者讀到這些，可能會覺得這是

一場可怕的噩夢，讓人難以置信。但對於曾經接觸過日本人且對他們

很熟悉的讀者，一讀到這些就知道我所說的都是真實發生過的。”

“世界對於日本的認識錯誤的記錄，可成巨帙。英國盛讚新興的

日本民族雖矮小但勇敢，勤勉努力，世界各國也都為之迷惑。但我知

道，日本以及日本的一切東西，都像是海市蜃樓，在騙人的光學作用

下，五光十色，極為壯觀，但當你走近時，才發現這是一個幻覺。你

越走近，越覺得這幻覺背後的虛假與可怕。”“日本人愛好鞠躬，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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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去彬彬有禮，但很多人是在裝模作樣，他們的客氣像是包著一層

紙。日本的武士道認為只要能達到目的，一切手段都可以拿來用，

即使是說謊、詐騙、密謀、背叛、偽善，只要有利可圖都可以幹。

而且，我認識的日本軍官，對於他們人性中的這種獸性，並不感覺卑

劣，而是覺得再自然不過。⋯⋯日本還是一個‘抄襲’的民族。他們

的文學、倫理、宗教、美術，全都是抄襲別的民族。⋯⋯至於道德這

個方面，一個把數萬名少女賣給販奴者做娼妓的民族，還有甚麼道德

可言呢？他們將少女的貞操‘租’給妓院老鴇數年，然後合約期滿後

又讓少女們回家嫁人，裝作若無其事一般，除了日本，還有哪個民族

能幹出這樣的事來呢？”

“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們把有一百萬士兵和巨量的軍火投放到中

國的土地上，數百萬無辜的人民被屠殺，不可計數的財產被摧毀。但

這個民族對中國人的暴行才剛剛開始，日本人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國人

變成奴隸，就像他們已經把滿洲人民變成奴隸一樣。現在時間還不太

晚，我向世界提出警告，我們要把日本民族的真實面貌赤裸裸地暴露

出來。”

“我希望中國大眾像我一樣，能在這本書裡親眼看到日本軍閥的

醜惡形象，了解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這是我寫這本書的根本

目的。”

作者的上述結論，已經充分地說明了他寫這本書的目的與意義，

而其價值至此自不必再加贅言。

當然，我們應當看到，萬斯白個人並不是一個反對法西斯侵略的

勇士，他經歷複雜，甚至違心地為日本侵略者做特務工作。可是日本

人還是虧待了他，又要置他於死地。但無論如何，萬氏在這本書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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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述的一切，基本上都是可信的事實，並且通過這些史實揭露了日本

軍閥的醜惡，暴露了日本人本質的陰暗面，這就體現了本書的重要價

值，就這一點而言，是必須給予充分肯定的。

中國有句俗語，形容壞人之惡劣叫作“好話說盡，壞事做絕”，

然而看了這本書及其他記載日本侵略者暴行的資料後，我們只能評價

日本人在侵華戰爭中的行為是“謊惡說盡，壞事做絕”。

對於七十多年前的那段侵略歷史及其所犯下的滔天罪惡，如今

的日本政府不僅不加反悔，反而蠢蠢欲動試圖翻案，在他們的大力鼓

噪宣傳誤導下，整個日本社會急劇右轉，兩國老一輩領袖和人民努力

培育起來的中日友好形勢發生逆轉，當年侵略軍的旗幟、軍歌、膜拜

天皇儀式乃至被擊沉軍艦的名號，如幽靈般再現，種種惡行，令人作

嘔，不禁使當年被害國人民義憤填膺，全世界為之愕然。

在這種時刻，萬斯白《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一書的再版，其意

義絕不僅僅在於回顧歷史與舊事重提，而更重要的還在於其以史為鑒

的警示作用。

歷史已經證明，不接受教訓，悲劇就會重演。

馬振犢
2013 年 12 月

（本文作者為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民國特工史研究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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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滿洲歹土
—本書的歷史背景

《日本在華的間諜活動》的作者萬斯白是一個經歷相當豐富、背

景也十分複雜的人物。而他在這本書中描述的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

中國東北，也是列強在那裡逐鹿爭奪，導致國際關係犬牙交錯的地

方。譯者康狄囑我為本書寫一篇導讀，以方便讀者讀懂書中涉及的各

種複雜的關係。在通讀本書的精彩內容之前，讀者朋友們預先了解一

下那個時代的中國東北很有必要。

中國東北在地理位置上與俄羅斯交界，所以是沙皇俄國從 17世

紀以來就一直覬覦的地方。雖然 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曾一

度阻止了沙皇向東擴張的步伐，但隨著近代中國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

打開國門，俄國的勢力也迅速地擴展到黑龍江、烏蘇里江一綫，俄國

成為當時佔領中國領土面積最大的列強。越過那兩條江進入中國東

北，對於俄國來說輕而易舉。當然，俄國在這一地區佔有的優勢地位

自然也引起同樣覬覦中國東北的其他列強的擔心與不滿。開始，英、

美也認為自己在中國東北有自己的利益，認為俄國的擴張是對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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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脅。而作為近鄰的日本則更視俄國為該地區競爭的勁敵。於是，

圍繞在中國東北的利益，列強間的矛盾不斷，衝突頻仍。

1895 年，日本在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勝利後，迫使中國割地賠

款。但是，由於開始的條款中涉及遼東半島，成為列強干涉的口實。

俄羅斯聯合其盟友法國及德國先迫使日本退出對遼東半島的佔領，同

時又借款給中國以償還對日賠款，取得了中國清政府的信賴，達成了

“共同”修築中東鐵路的協議。

1903 年開通的中東鐵路的綫路在地圖上呈丁字形，西起滿洲

里，與俄羅斯境內自莫斯科開始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相連，東至綏芬

河，接俄羅斯境內烏蘇里鐵路直抵海參崴（符拉迪沃斯托克），從滿

洲里與綏芬河的中間位置的哈爾濱，鐵路開始向南到達大連。從地圖

上可以看出，當時的中東鐵路構成了橫跨俄羅斯西部到東部的西伯利

亞大鐵路的一部分，因為那時俄國的統治者認為中國東北地區像楔

子一樣插入俄國的遠東地區，所以不想繞道黑龍江北部地區從俄國

境內將西伯利亞延伸到海參崴，而要穿過中國東北走一條“捷徑”。

這種將中國東北視為自己領地的做法顯然打破了列強在這一地區的平

衡，英、美先是在鐵路建設方面與之對抗，而當俄國利用中國國內發

生義和團運動的機會出兵佔領中國東北後，日本更找到了藉口，通過

1905年的日俄戰爭終於達到了與俄國分據中國東北南北部的抗衡局

面。中東鐵路也相應地分為兩部分，日本控制了自長春到大連的縱向

部分，即“南滿鐵路”，俄國保留了滿洲里到綏芬河的橫向部分，即

“北滿鐵路”。

到 1907年，日俄依據第一次密約，更明確地瓜分了中國東北及

外蒙古和朝鮮。即中國東北南部為日本的勢力範圍，中國東北北部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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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的勢力範圍。日本與俄國，以及與這片土地有千絲萬縷聯繫和利

害關係的列強各國有勾結、有爭奪，這種局面就構成了本書作者在中

國東北活動的歷史背景。這一歷史背景說明：列強之間圍繞中國東北

的權益存在諸多的利益衝突與矛盾，這些衝突與矛盾的激化甚至導致

了戰爭的發生。但是戰爭的結束，幾乎都是通過犧牲中國東北的利益

得到實現的。

另一方面，在那一時期，積貧積弱的中國面對列強在中國東北的

為所欲為則幾乎沒有抵抗的能力。清末的改革雖然力圖振興東北，但

在對外關係上官員們要麼主張“聯俄拒日”，要麼呼籲“聯日拒俄”，

最後則提出“放任列強進入，在列強競爭的縫隙中尋找機會”的無奈

的建言。雖然這些主張的思想與理論基礎都是千百年來形成的“以夷

治夷”思想，但是，處於朝氣蓬勃的強盛的漢唐時期中國的“以夷

治夷”，和沒落到對列強的進入沒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清末民初時期的

“以夷治夷”，顯然不可能有同樣的結果。寄希望於列強競爭的“以

夷治夷”，其結果必然是“為夷所制”。從這個意義上，沒有任何列

強能夠真正考慮中國的利益。對於中國來說，這些列強只有獲取利益

的多少之分，沒有正義與非正義的區別。

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東北的開放程度相對比較高。從

地域上看，特別是中東鐵路沿綫，尤其是哈爾濱和大連這兩個城市，

哈爾濱與俄羅斯的關係、大連與日本的關係，都是在那樣的歷史背景

下形成的。

本書的許多事件在哈爾濱發生，因為哈爾濱自中東鐵路修建後，

就成為很重要的中心城市。哈爾濱自 1906年對外開放，從那時起，

東正教傳入，先後建設了二十餘座教堂；大量僑民流入，先是來自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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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繼而來自日本和其他許多國家。

俄國僑民的流入伴隨鐵路的修建，由於中東鐵路公司設在哈爾

濱，所以鐵路公司在這裡掌握有相當多的附屬地，開始有大量俄國工

人和工程技術人員定居，然後是各種行業人員陸續進入。所以，中東

鐵路公司提出在附屬地建立自治公會，即將該地作為“國中之國”的

自治地區。當時主要分為道裡區、南崗區和道外區三大部分的哈爾濱

市區中，前兩部分都屬於自治會管轄，可見其勢力很大。

日本僑民也不甘示弱，從中東鐵路建設開始也迅速進入，在俄國

自治會控制的道裡區建立了僑民團體松花會。到 1916年，共 9萬人

口的哈爾濱市內有俄國、日本、波蘭、英國等僑民 4萬人。

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發生後，大批俄國僑民遷居中國東北，特

別是哈爾濱，形成俄國僑民遷居的高峰時期。1923年定居哈爾濱的

俄國僑民竟然達到 20萬人，甚至超過當地中國居民的數量，成為當

時中國最大的俄國僑民聚居中心。

哈爾濱市自然成為重要的國際大都市，先後有二十多個國家在哈

爾濱設立領事館，以照顧管理本國僑民，也充當了干涉中國正當權益

的先鋒。大量居住在中國東北的外國僑民產生的種種需求促使東北社

會各行各業的發展，其中很有特色的是外國報刊書籍的出版與發行，

當然，大量外國僑民的流入呈現的是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局面，也

為許多不逞之徒提供了嶄露頭角的機會。這是作為國際間諜的萬斯白

在當時的中國東北活動起來並不顯山露水，沒有絲毫障礙，甚至如魚

得水的重要原因。

萬斯白在東北地區活動的那一時期，也是東北政局發生劇烈變

動的時期。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後不久，趁其國內戰爭混亂無暇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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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周邊，並曾宣佈廢除沙皇俄國和一切國家訂立的不平等條約，中國

北京政府有可能改變對蘇俄政策，解聘俄國的鐵路局長。但是，新生

的蘇維埃政權很快改變了態度，不願將中東鐵路讓與中國，宣佈鐵路

所有權屬於蘇聯，任命新的蘇聯方面的鐵路公司會辦和鐵路管理局局

長。通過與中國簽訂的《中俄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在哈爾濱臨時開

設總領事館，蘇聯一方面繼承了沙皇時期奠定的在中國東北的權益，

另一方面則要求在哈爾濱的俄僑選擇是否加入蘇聯國籍，導致在哈爾

濱的俄國僑民大批南下遷居，留下的則面臨生活的艱辛，產生巨大動

盪。這一動盪則直接影響了當時中國東北的社會環境，削弱了蘇聯在

中國東北北部的影響。

民國初年，東北政局的混亂造就了各路軍閥勢力走馬燈式地上場

下場，逐漸顯露出張作霖的能力與手腕，同時他也要應付來自國內外

的種種壓力，特別是與各列強周旋。所以在他的周圍也聚攏了一批來

自不同國家的各色人等，其中就包括萬斯白。萬斯白也得以近距離地

觀察東北政局的變化對社會各個層面的影響，特別是東北地方當局與

日本人之間的斡旋與交涉。

在這一過程中，從鐵道守備隊發展起來的關東軍代表了狂熱的以

佔領“滿蒙”利益綫為目標的日本軍部少壯派的政治主張，悍然發動

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東北的政局。在東北三省逐步被日本

軍隊佔領，並在日本的控制下成立了“滿洲國”傀儡政權的過程中，

日本與蘇聯及各列強的關係也發生了相應變化。1935年 3月，蘇聯

把中蘇共同經營的中東鐵路北段（北滿鐵路）以 1億 4000萬日元賣

給了日本扶植的偽滿洲國，終於使東北成為日本完全排他的“一統天

下”，包括萬斯白在內的長期生活在中國東北的外國政客、間諜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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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人等也失去了浪跡生活的空間。

對於研究這一時期的中國東北歷史，對於認識日本與列強在爭奪

東北權益方面的種種手段，認識日本軍人和特務在東北的卑劣行為，

萬斯白的這本書確實是值得一讀的。

步平
2014 年 2月

（本文作者是中國抗戰史學會會長，中日歷史共同研究委員會中方首席代表，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所長、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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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版序

我被邀為這本書寫序言，就冒昧地將此書出版的情形作一簡略說

明，並敘述一點著者萬斯白君的情況。

我是 1936年秋在上海初識萬君，他找我，是因為他的太太由大

連乘船來上海與他會面，卻在青島被日本當局扣留了，要我幫他發佈

這一消息。我寫了一個字條介紹他去見當地辦報的一位同業，過後我

就不知道他到哪裡了。

1937年末，萬君又來見我，告訴我他已寫了一本書，敘述他在

滿洲受雇於日軍特務機關的經歷，並讓我設法替他出版。我問他為甚

麼要來和我商量這件事，他答道：“因為你知道這些事情，更因為你

也與日本人發生過糾紛（註：1937年的 12月，我在和日本當局打官

司，因為他們將我發給《曼徹斯特衛報》的電訊扣留了，而他們沒有

權力這麼做），所以我相信你不會對這件事置之不理。倘若日本人知

道我寫了這本書，他們會馬上置我於死地的。現在我已脫稿，我想儘

快將它出版，然後我就可以帶家眷離開上海了。”

我答應他考慮一下，但這是隨口敷衍的，因為我自己也正有一本

書在手頭，我知道我是分不出時間去閱讀萬先生所寫的稿子的。

過了一兩天，他將原稿送來給了我，我把它交給一位有批評能力

的報界同業，請他給我一個坦白的答案。使我驚異的是，我接到了一

個極其熱忱的回覆，但是我還是不滿意，決意再測驗一下。我對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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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腹朋友說明了情形，他是一位外國官員，因為地位的關係有便利的

機會查明萬氏的敘述是否真確。讀完原稿後，那位官員問我能否約著

者見面。他們見面後，經過幾次長談，他深信萬氏說的是實情。

那位外國官員寫信給我說：“對於書中所述的許多惡行，我雖然

在調查中知道了事實，但讀到其中揭發出來的日軍在征服中國人所用

的那些野蠻的方法時，還是感到非常震動。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自命是西方文明的保衛者，這書對他們乃是一種

大大的譴責。我相信就是他們，倘若他們讀到這本書的話也將非常吃驚吧。

“因為保守主義籠罩英國，英國人習慣於綏靖政策，本書將給那些

姑息養奸、養虎為患的人們一個教訓，如果英美等國還在太平洋地區

實施孤立主義政策，坐視日本侵略亞洲而無所作為的話，日本軍國主

義的炮口也定會轉向他們。日本的侵略暴行已經違背了西方國家的法

律觀念，也侵犯了西方列強主導的國際秩序，如果他們任由日本肆行

無忌，而不對受日本侵略的國家的人民施以援手，他們在亞洲的利益

也難以保障。

“這是我讀過的一個民族對異族侵略的最有力的控訴狀。日本侵

略者的少數頭目建立了一個非正義的掠奪財富的精密體系，中國東北

數千萬民眾生活在黑暗之中，他們的血汗養肥了成千上萬的寄生蟲。

日本侵略集團內部的傾軋也非常嚴重，大魚吃小魚的現象比比皆是。

日本人在東北粉飾太平東北，可是廣大民眾在水深火熱中苦苦求生，

生活在穢亂和飢餓之中。”

為得到第三個人的意見，我請了我的朋友、《西行漫記》 的作者

埃德加．斯諾將原稿閱讀了一遍。他交還給我時附有下列評語：“據

我所知，書中提及的幾樁事情都具有十分真確的內幕實證。這是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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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重大秘密的書，有著毫無疑問的獨特價值。”

此後，我便親自逐字逐句閱讀那原稿，以我於 1933年至 1935年

擔任《曼徹斯特衛報》 及《亞細亞雜誌》採訪記者遊歷滿洲所獲當地

情況的知識為標準，我深信萬君的為人，大體上承認他寫的是真確的。

關於這本書本身已經說得夠了，讀者無疑想知道些著者的背景吧。

萬斯白於 1888年生於意大利阿基拉 1。22歲服滿軍役後便加入墨

西哥革命軍，在瑪德拉將軍部下當軍官。在墨西哥服役期內曾兩度受

傷，並升至上尉軍銜。據萬君自述，他於 1912年離開墨西哥從事新

聞記者的工作，遍遊美國、南美、澳洲、印度支那等地，足跡曾遠至

中國的西藏、蒙古和俄國的東西伯利亞等邊地。

1916年世界大戰期間，協約國聯軍情報處看重他對於中國軍隊

的了解，將其招募，在俄國貝加爾地區、濱海省和阿穆爾省、尼古拉

耶夫斯克等地工作。在這幾年內，萬君結識了許多中國要人，其中有

時任東三省督辦的張作霖，並於 1920年做了張作霖的幕僚。從那時

起，他就成了滿洲政治舞台上的一個重要角色。

但是不久，萬君就與意大利當局發生衝突，因為有意大利軍火私

運入滿洲，張作霖若要維持其轄境內治安的話，萬君因職務的關係就

應當制止意大利軍火販賣。最後，在中東鐵路督辦朱慶瀾的引薦，並

在東三省特別區警察管理處處長魏永興、中東鐵路路警處處長姚志曾

的保證下，他改換國籍成為中國人。1932年，日本人做了滿洲的“主

人”後，用威脅他家室人身安全的方法，迫使萬君為日軍在哈爾濱的

特務機關效力。這也就是他這本書對世界產生影響的重要理由，他所

1 L’Aquila，位於意大利阿布魯佐區（Abruzz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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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種種是值得我們關注的，而他有勇氣發表他這些驚人的經歷，也是

讓我們欽佩的。

因家人的命運掌握在日本人手裡，所以他必須聽命於日本人，但

他對日本人企圖壓服滿洲所用的方法非常反感，這種反感在字裡行間

都流露出來了。萬君用他那別人模仿不來的風格敘述故事，他懷著憤

怒記敘他痛恨的事情。但是注意，他在書中對於一兩個日本官員，如

武藤大將與尾井大佐，因他們品性篤真，他也會盛加推崇。

在我個人看來日本民族大都是吃苦耐勞的，很像中國、印度或歐

洲的農民。少數握大權的軍閥所幹的種種罪行，日本人民不能負其咎

責。日本人民對於這種種惡行，看上去似乎居於幫兇或唆使的地位，

其實他們是被真相所蒙蔽。我真誠地期望人們在讀完這本書後，對日

本民族的民族性有一個更深的了解，也期望書中提及的種種暴行不要

再重演。

H. J. 田伯烈
1938 年 6月 22 日於倫敦



我為張作
霖工作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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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國籍的意大利人

我從 1916年開始在遠東做間諜，在工作的幾年時間裡我認識了許多

中國軍政官員，其中一位是東三省的軍閥張作霖大帥。他知道我工作的性

質，好幾次要求我報告一些在俄國的中國人生活的實情，以及其他有用的

情報，那些材料我是願意提供給他的。他又一再對我說，倘若我決意留在

東方的話，那他邀請我去為他工作。他的條件很動人，巨大的物質優惠令

我難以拒絕，我又想到了戰後歐洲慘象，決定接受邀約。所以在 1920年

9月 24日，我加入了張作霖的特務機關，張氏那時在滿洲，是人所共知

的東三省督辦 1。

大帥對我的第一個要求，就是除了黑龍江督軍吳俊升 2之外，要我不

得讓其他人知道我是在為他工作。因為吳俊升是他的好友，所以吳就成了

我的直接上級。對外，我仍應假裝著是為自己的政府或協約國列強工作

的。在“一戰”期間，我是由聯軍情報處雇用在滿洲、蒙古、西伯利亞等

處從事各種指定工作的。

我與張作霖大帥見面的次數不多。張大帥在瀋陽召見我的時候，通常

都是在晚上，我得裝扮得像一個中國人，戴上黑眼鏡，頭上戴頂西式的呢

1 東三省督辦是當時張作霖的軍職，又稱東三省巡閱使，是當時中央政府對張作霖統治黑、

吉、遼三省的確認。　

2 吳俊升（1863—1928），奉系軍閥。1928 年張作霖在北伐戰爭中失敗，退兵關外，吳俊

升前往山海關迎張作霖返奉，於當年 6 月 4 日，在瀋陽皇姑屯與張作霖同時被日本人炸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