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质疑“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

李吉荪

　　1960 年,唯真的《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刊出( 以下简称唯

真文)。 1987 年,《南京保卫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

记》一书中收入唯真文,用刘斐名刊登。 文中有刘曾参加由蒋介

石召开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问题。1987年 6 月,

王序平、刘沉刚著《刘斐将军传略》将唯真文编成蒋介石、刘斐等人

对话。 数十年来,“三次高级幕僚会议”被称为亲历见证。史学界

相互引用,文艺界添增描绘,似乎可作历史定论。

　　然而,历史是否如此? 细察详查,疑点甚多,值得深思探讨。现

先摘引唯真文:

　　战局的演变,使蒋介石筹建了多年的吴福线和锡澄线国

防工事, 丝毫没有起到阻止敌人前进的作用,出乎意外地迫使

他急于解决南京防守的问题。蒋为解决这个问题,在十一月中

旬连续(在他的陵园官邸)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第一次会议(大约是十一月十四日召开的) ,只有何应钦

(参谋总长)、白崇禧(副总长)、徐永昌(军令部长)、刘斐(作战

组长)等几个人参加……

　　蒋这次的决定,显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

大的部队调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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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符合的。因当时估计吴福线站不住脚,已指导在吴福线的部

队尽力掩护与占领锡澄线之后,即向苏皖边境的广德、安吉、

孝丰等地转移。只七十八军宋希濂是调南京整补的……

　　过了两天,大约是十一月的十五、六, 接着开第二次高级

幕僚会议。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

昌、刘斐之外, 还有唐生智、谷正伦, 另外还有一个人, 姓名记

不清了。谈到守南京的问题时, 唐生智主张南京非固守不可

……实际当时主力部队已下令向广德、安吉、宁国一带退却,

连陈诚、顾祝同等都已到皖南一带去部署部队的整补工作去

了。蒋在这次会上又没有作肯定的决定,也没有要改变以前的

部署,只说: “孟潇(唐生智的号)的意见很对, 值得考虑,我们

再研究研究罢!”

　　又过了一天的晚上,接着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唐生智仍坚

持固守南京。蒋介石明确地同意他的意见, 并问:“谁负责固守

南京为好?”这时没有一个人作声。最后唐生智打破了一时的

沉寂,坚决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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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说: “很好,就由孟潇负

责。”

　　但直接参加南京防守决策的将领与部署南京战役的人,记述

显然不同。

　　关于南京防守问题,蒋介石是找过不少人商议。除唯真文所列

之人外,有文可查的,还有李宗仁、刘湘、黄绍? 、王俊、熊式辉、

顾祝同、陈诚等。虽然在桂系人员中也流传着与唯真文相类似的

“高级幕僚会议”, 但时间、背景、情节等却不尽相同。现举几例,以

供探讨。

　　一、李宗仁在记述蒋介石曾邀请他与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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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永昌及在京高级将领和德国顾问参加研究南京防守对策时,没

有提及有刘斐参加。他在会上讥讽唐生智承诺固守南京时说:“孟

潇,你了不起啊!”他还说:“会议的翌日(十一月十二日)。我便搭车

赴徐州,执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任务。”

　　二、白崇禧是奉命协助唐生智作南京战役部署和战地视察的

人。白也记述有过类似李宗仁所参加的会议,但时间是淞沪会战转

移阵地之前。上海是 11 月 9 日命令转移阵地, 11 月 11 日上海市

长宣告上海沦陷。《刘斐将军传略》亦记述蒋介石“于 11 月 9 日下

令分两路(一路向杭州,一路向南京)全线撤退”。 另外白也和李

宗仁一样,记述中没有提及与会者有刘斐。但写明有军委会第一部

副部长王俊出席。其文如下:

　　淞沪会战转移阵地之前,对南京防守事宜, 蒋委员长曾经

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出席之高级将领有参谋总长何敬之将军、

训练总监唐生智将军、第一部副部长王俊将军与我等等……

唐生智起立发言慷慨陈词, 自愿防守……委员长嘉奖其壮志,

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 

　　三、唐生智是决策南京防守的重要人物,他记述研究决策南京

防守的过程如下:

　　直到上海的部队将要全部撤退的时候,蒋介石在中山陵

园的住宅内, 召开了一次会议,我也在座。他提出了守南京的

问题……我说:“我同意守南京, 掩护前方部队的休整和后方

部队的集中, 以阻止和延缓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 蒋又找我去……我回家以后, 就要参谋处赶快拟

一个城防计划准备次日亲自送给蒋看,并推荐谷正伦、桂永清

为城防正副司令, 或加上罗卓英为总司令。因为罗是陈诚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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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我考虑到将来陈的队伍退到皖南时,他们还可以相互呼

应。

　　下午,蒋又找我去, 对我说:“关于守南京的问题, 要就是

我留下, 要就是你留下。”我说:“你怎能留下呢? 与其是你,不

如是我吧!”他立即问: “你看把握怎样?”我说:“我只能做到八

个字:‘临危不乱, 临难不苟。’”

　　唐生智时任军委会执行部主任, 负责执行作战计划, 当对南京

防守决策过程十分熟悉,但他却从来没有提起过 11 月中旬还有唯

真文所述“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唐所述上海撤退时参加由蒋介石

召集的有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等出席的研究南京战略的会议,

与李、白相同,没有提到刘斐。

　　四、谭道平时任军委会执行部作战科长,转任南京卫戍司令部

作战科长。11 月5 日,日军在杭州湾登陆, 6 日, 谭受命往前线视察

苏州国防工事, 8 日, 回南京, 立即投入草拟南京防守作战方案。

1946 年,谭著《南京卫戍战史话》出版, 该书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

核准刊行。其中记载:

　　( 1937年 11月)九日晚上, 我去晋见执行部主任唐生智

将军, 把整理的视察报告呈出……唐生智肃然地说道:“……

战争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我们业经决定放弃上海。往后, 战争

是将降临我们门口,南京是我们的首都,我们不能轻易地把他

奉送给敌人, 保卫的责任, 现在毫无迟疑的, 要我们来担负

……

　　
·
在
·
散
·
会
·
以
·
后,才知道唐将军

·
当
·
时(两处重点为笔者所加)

已向委员长报告过,愿意接受守卫首都的责任。

　　十一月十一日起, 执行部开始计划守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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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的记述时间距史事发生较前几种记述要近得多, 因而准确

性应该更大。

　　刘斐是 8 月 4 日与白崇禧一同到南京,后在军委会第一部下

属作战组任职。对当年战备、淞沪围攻、主力西撤皖浙赣等既定战

略方针不甚理解。据查,由何应钦从 7 月 11 日起所组织的统帅部

每日例会,白崇禧是 8 月 4 日后开始参加, 执行部的作战科长谭道

平几乎场场都到, 但未发现有刘斐出席。据此,若按唯真文所述,在

诸多一、二级上将,军委会常委、部长面前, 虽则第一部部长黄绍

正在山西前线,但副部长王俊仍然在座,由一名第一部属下的作战

组中将成员来发表与当年既定战略方针不同的长篇议论, 显然与

当年官场常情不相符合。尤其是改编成对话的关于“第一次高级幕

僚会议”的叙述,其中增加了一段何应钦与刘斐争论有关“十八集

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同敌人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大战,日全

军覆没”的对白, 姑且不论所争的事情谁是谁非, 仅就争论能否发

生而言,也是令人怀疑的。按理, 刘斐是知道当年蒋、何等人对平型

关战役是如何评价的。即使刘斐敢于顶撞,作出“中央军”不如“红

军”的结论,蒋介石能允许在他面前那样争论吗? 根据唯真文而来

的这种戏剧化的描绘, 不合常情,因而也不足为信。

　　至如唯真文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的时间安排在 11 月中旬,

是时李宗仁已去徐州;唐生智、白崇禧已在部署组织战役; 由执行

部改组扩充的南京卫戍司令部已在草拟作战计划。同时,陈诚、顾

祝同已将淞沪撤下的主力部队, 按既定战略方针调往皖南、浙西准

备新阵地。而日军第十军 19 日晨占领嘉兴后, 其司令官柳川平助

擅自决定“军于 19 日晨下令以全力向南京追击”。 在如此背景、

军情之下,才出现“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问题,实难以

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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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合以上情况,从时间、空间、常情、军情诸多客观条件来分

析,均不可能产生唯真文那样的“三次高级幕僚会议”。
(作者单位: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责任编辑 :刘兵)

·简讯·

台北出版《日军在台湾( 1895—1945)》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刘凤翰教授所著《日军在台湾( 1895—

1945)》,于 1997年 6月在台北出版, 全书 50 万字。著者利用中日

双方之原始军事档案, 经深入研究,详实记述了日军占领台湾之军

事措施与主要活动, 内容包括: 日军侵占台湾与早期军事部署;七

七事变后台湾日军之转变; 协助军事占领台湾之宪兵、警察与保

甲;日军在台湾所建要塞、军港与机场; 日军后勤、交通、通信、卫

生,及其兵役行政与组训民众; 日军以台湾为南进基地, 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台湾日军从越海远征到本岛防御,终至日军无条件投降

与遣返。全书作动态撰述, 不特让读者见到珍贵史料,亦在动态中

得知历史之转变。

(以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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