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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曾參加中國抗戰
破壞日軍設施
本 文 摘 自
《羊城晚報》
2011 年 7 月 30 日
第 B10 版，作者：
楊仁敬，原題：
海明威在廣東抗
戰前線
訪華首站為
何選在韶關
1941 年 ， 第
二次世界大戰打
得炮火連天，我
國抗日戰爭進入
最艱苦的敵我相
持階段。當時，
作為經濟和軍事
大國的美國，還
沒正式參戰，他
們密切注視著日本軍隊在中國的動向，希望中國把日本拖住，給自己
爭取更多的時間，蔣介石也想從美國得到援助。
就在這年的三四月間，美國著名作家歐尼斯特·海明威以紐約
《午報》記者身份、偕第三任夫人瑪莎·蓋爾虹訪華。
對海明威訪華，許多報刊認為目的是 「收集寫小說的中國抗戰材
料」。今天看來，他負有特殊的秘密使命：為美國政府搜集情報，就
是到遠東看看美國與日本的戰爭是否可以避免。
對海明威夫婦的到來，國民黨政府給予了破格的盛情款待，在重
慶，蔣介石親自接見並宴請，由蔣夫人宋美齡親任翻譯，交談了四個
多小時。蔣介石還安排海明威夫婦會見了許多國民黨軍政要員，並飛
往成都參觀了軍工廠和軍事學院。期間，海明威夫婦還秘密會見了周
恩來。
海明威訪華行程的第一站，是從韶關開始的，為何會選在韶關
呢？原來，海明威夫婦是先從夏威夷飛抵香港，然後才進入內陸的。
當時，國民黨軍隊分為八個戰區，韶關屬第七戰區，是距離香港最近
的抗日前線。為親歷中國抗日的最前線，海明威夫婦便選擇了韶關作
為訪華的第一站。當時，日軍已侵入到粵北縱橫交錯的山區地帶，但
機械化部隊變得動彈不得，失去了優勢，雙方呈膠著狀態。
按當時國民黨政府的規定，外國記者到前線採訪，必須經過最高
司令官的批准。海明威夫婦到第七戰區前線訪問，這是破天荒第一
次。
第七戰區司令余漢謀會見海明威
1941 年 3 月 25 日上午 11 時，海明威夫婦從香港機場飛抵粵北南陽
機場，受到重慶兩位禮賓官員和戰區軍官代表的迎接。他們一行七人
乘一輛舊雪佛萊小汽車沿著泥濘礫石路，傍晚到達韶關市內的 「韶關
之光」旅館住下。
第二天上午，海明威受到戰區司令官余漢謀和蔣光鼐將軍的破格
接待。余將軍首先表示熱烈歡迎，然後介紹了抗戰的形勢和爭取最後
勝利的把握，並設午宴招待。
海明威簡述了來華的願望，提出要去前線訪問士兵，余司令答應
了。
宴會後，戰區的楚將軍開車陪同海明威夫婦參觀了一座佛廟。廟
裡有五百尊羅漢和三尊巨大的金菩薩，還有個古老的大鐘。穿著藍衣
服的和尚們列隊歡迎他們。海明威不愛觀光，但看到戰時有些人生活
貧困，出家入廟，頗有感觸。
晚間，廣東省長為海明威夫婦接風，招待他們喝茉莉花茶和吃廣
東甜點心。瑪莎見到好吃的甜點心，第一次露出笑容，默默地為韶關
祝福。
翌晨，海明威夫婦乘一部舊卡車離開韶關，跑了三小時走了 56 公
里，抵達北江岸邊，換坐一艘小汽艇再走到岸邊漁村，一排穿棉布軍
裝的士兵拉著八匹小馬列隊迎接他們一行。
他們冒雨出發，走了好久，到一所士官培訓學校參觀，主人招待海明
威夫婦綠茶和葡萄。接著，他們又冒著大雨走了五英里到達一個師
部。師部門口搭了一座凱旋門，上面貼了好幾條 「歡迎正義與和平的
使者！」等標語。
師部一位將軍給他們介紹了軍事形勢，如軍隊的編制、訓練、裝
備和行動部署。海明威夫婦在交戰區平靜地度過了一個夜晚。
曾在前線破壞過日軍設施
第二天早上，海明威夫婦騎馬走了 8 公里回到訓練營地。海明威
應邀向即將畢業的士官們發表了演說。這位平生不愛演講的知名作家
禁不住即席演講，鼓勵士官們英勇殺敵，為祖國立功！
到了上午 10 點，天氣寒冷，海明威一行又上了路。他們走走騎
騎，走了 40 公里，穿過了一個個村莊。每個村莊都搭起凱旋門迎接他
們。村民們過去沒有見過白皮膚的外國人，特別是孩子們見到他們，
有的激動得尖叫，有的嚇得大哭。
他倆到達了前線一個師部。海明威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懂得
許多軍事知識。一位姓王的將軍與海明威一起研究了軍事地圖。他告
訴客人：1939 年和 1940 年 5 月，日軍從廣州分三路幾乎打到韶關。他
說，日軍如再發動進攻，他的部隊將以山頭上的機槍陣地拖住他們，
後備隊衝上去，藉著大炮的支援把他們消滅。
海明威夫婦半信半疑。他們想，日本人有飛機，中國人沒有，但
日軍確實沒拿下韶關。後來，他們瞭解到日軍慘無人道，到處燒殺，

激起中國農民的憤怒。農民們將農作物和儲備的大米燒光，把不能帶
走的牲畜全殺掉，給日軍留下一片焦土。這一切，加上山區沒有大路
可走，逼使日軍動彈不得，寸步難行。
令海明威開心的是他在前線看到了一場實彈演習。國軍向他演示
如何協同作戰。地點就在離日軍陣地 4.8 公里處。真是地地道道的最
前線。國軍在山頭陣地架了機槍，然後士兵們向日軍的山頭陣地發起
進攻……
海明威在韶關期間，還曾在前線破壞過日軍設施。當時中央社的
報道說 「海明威在韶關時，某夜曾隨中國軍隊分乘三艘沙船向下游駛
去……登陸破壞了日軍的一些設施，拂曉前安全離去。這次冒險證
實：日軍佔領中國大城市之後，晚上常撤至安全地點，以防中國游擊
隊偷襲。海明威對此留下深刻印象，感到十分滿意。」《新華日
報》、《大公報》、《史密斯日報》等都刊載了這一消息。
勸說長官關心士兵冷暖
第七戰區駐地分散，遍佈粵北山區，公路崎嶇不平，加上當時遇
到雨季，道路更是泥濘不堪。但海明威夫婦想盡量多地察看前線陣
地，便有時騎馬，有時步行，艱難地穿行於粵北山路間。
那天的傍晚，海明威的馬在雨中跌倒了，海明威竟抱著馬走。瑪
莎急忙勸他把馬放下，他不放。他認為可憐的馬流血了。後來，經瑪
莎再三懇求，他才讓馬自個兒走。海明威一直步行到目的地，全身都
淋濕了。
據瑪莎回憶錄記述，離開韶關下連隊時，海明威夫婦就注意到陪
他倆的有 「四個穿著褪了色的棉軍衣的士兵，他們看上去都是 12 歲左
右。」到了北江岸邊，他們看到 「一個排的士兵身著被雨水浸透的棉
布軍裝和八名牽著八匹小個頭馬兒的馬伕一起立正站著，迎接我們。
人和牲畜都凍得瑟瑟發抖。」
初春的粵北，寒意甚濃，海明威看到戰區士兵 「通常赤著腳，裹
腿打在光腿上，身著粗布軍裝」，實際上他們仍穿著單衣，怎能禦寒
呢？
海明威看到這些，很生氣。他告訴司令官和參謀長，要他們關心
士兵的冷暖，不能讓他們挨凍，他們才會同心協力去打仗。海明威說
到做到，脫下身上的羊毛背心，送給陪同的夏晉熊先生穿上。夏先生
接過羊毛背心，心裡很感動。
海明威瞭解到，士兵每人每月領到的津貼大約等於 2.80 美元或價
值更小的大米補貼。這點錢只夠買飯吃，買不起其他生活必需品，所
以個個面黃肌瘦。瑪莎說，他們 「像愁眉不展的孤兒」。他倆對他們
窮苦的生活深表同情。
經過與士兵們深入交談，海明威夫婦發現只作防禦戰的國軍如果
沒有空軍支援，是難於有多大作為的。回國後，海明威曾向美國政府
建議增加對華軍援，尤其是飛機和飛行員，幫助中國打敗日本。
上廁所的尷尬
在前線地區吃飯也不容易。正常情況下，海明威夫婦每天吃兩頓
飯，大約是上午 9 時和下午 4 時各吃一頓。每頓每人一碗飯和一杯
茶。海明威夫婦用自己帶的威士忌酒拌開水當飯後的甜食。
在韶關前線期間，海明威夫婦晚上就住在軍隊駐地的大棚屋裡，
山區天寒地凍。他倆與衛兵之間僅用一張草蓆隔開，入睡時凍得渾身
發抖。
不過，令瑪莎焦急的是：在村裡往往找不到女人方便的地方。在
一條村裡，公廁是個紀念碑式的竹塔樓，由一個竹梯通上去，頂部用
草苫子蓋著，下面地上放個大罈子收集大糞。瑪莎望著高高的竹塔
樓，小心地爬上晃動的梯子，心裡很緊張。這時，恰好有人敲響引信
帽作為空襲警報。村裡人都疏散了，連豬也給趕走了。
海明威站在遠處，對著瑪莎笑著說: 「
現在怎麼樣呢？」
瑪莎答： 「
沒什麼！我在這兒！」
這時，一個中隊的日本轟炸機從空中飛過，似乎是飛去轟炸昆明
的。
瑪莎小心地走下竹梯。海明威迎著她，開心地大笑。
喜歡上廣東的蛇酒
短短三天的訪問快結束了。又遇上滂沱大雨，公路全給水淹了。
海明威夫婦只好坐船返回韶關。動身前，戰區舉行了最隆重的送別宴
會，為他倆餞行。
宴會菜餚特別豐盛。一道道菜接著上桌。前線的將軍們和上校們
圍著一張長桌而坐。海明威熟練地用筷子吃著自己喜愛的廣東菜。瑪
莎不習慣用筷子，只好悄悄地拿出隨身帶在兜裡的湯叉和銀匙來用，
微笑地吃著佳餚。
沒料到，宴會迅速變成一場友好的酒仗。海明威勇敢地面對 14 個
中國軍官的挑戰。
一個軍官站起來敬酒，海明威起身奉陪，然後兩人對飲乾杯。他
們喝的是一種黃色米酒，瑪莎稱它為 「
中國的伏特加」。
不知經過多少巡的連續鬥酒，14 位將校軍官有一半醉倒在桌子下
面，海明威從未喝過那麼多米酒，身子有點搖晃，卻是一副勝利者的
氣派，彷彿他在中國前線打了一場勝仗。
其實，海明威最愛喝威士忌。他在香港發現了廣東的蛇酒和鳥
酒，很快就愛上了，所以到了廣東前線，他便入風隨俗，暢飲米酒。
他在給朋友的信中開心地描述蛇酒 「是一種特製的米酒，酒瓶底盤著
幾條小蛇。它們是死蛇。」又說， 「蛇泡在酒裡是當藥用的。鳥酒也
是一種米酒，但酒瓶底泡著幾隻死杜鵑。」他特別指出，蛇酒可治療
脫髮，他比較喜歡。
在坐船返回韶關以前，海明威夫婦路經一個村子，海明威特地進
村買了一壺蛇酒和幾串爆竹。他打算帶些蛇酒送給他的美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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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環球時報》2005 年 01 月 31 日
第 23 版，作者，史克棟，原題為《墨索里尼
的秘密：拈花惹草逼死情婦和私生子》
最近，意大利國家電視台播放了一部名
為《墨索里尼的秘密》的記錄片，歷時兩個
小時，通過大量事實及對當事人的採訪，向
世人揭示了墨索里尼將情婦伊達和私生子迫
害致死的詳情。
墨索里尼立據認子
墨索里尼年輕時就喜歡拈花惹草，一生
中有過多名情婦。但據記載，真正給他生過
兒子的情婦只有一人，即伊達·迪爾薩。伊達
性情活潑，聰明能幹，曾在法國學習美容專
業 ， 後 在 米 蘭 開 了 一 家 東 方 美 容 店 。 1912
年，伊達與當時擔任意大利社會黨機關報
《前進報》社長的墨索里尼相識。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墨索里尼由於支持
參戰，被社會黨開除，便自己創辦了《意大
利人民報》。當時墨索里尼經濟非常拮据，
伊達變賣家產，積極資助其創辦《意大利人
民報》。
1915 年，就在伊達已經懷孕之時，墨索
里尼的另一女友拉凱萊為墨索里尼生下一個
女兒。當拉凱萊發現墨索里尼有另一個情婦
時，以死相逼，墨索里尼才與拉凱萊辦理了
結婚登記。
伊達只好孤身帶著身孕度日，直到 1915
年 11 月 11 日 生 下 了 兒 子 貝 尼 托·阿 爾 比 諾
（貝尼托是墨索里尼的名字）。有歷史資料
顯示，墨索里尼曾在公證人面前立下字據，
承認貝尼托·阿爾比諾為其親生兒子，允許其
姓墨索里尼，並註明在有這個孩子時，墨索
里尼還沒有任何婚姻關係。之後不久，墨索
里尼與奧地利軍隊作戰時掛綵，在米蘭一家
醫院治療。伊達與拉凱萊在此不期而遇，兩
人都自稱是墨索里尼的妻子，扭打在一起，
躺在病床上的墨索里尼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最後在醫護人員的力勸下，兩人才分開，伊
達被迫離去。

墨索里尼的秘密﹕到處拈花惹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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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情婦送進精神病院
創辦《意大利人民報》後，墨索里尼社
會影響日益擴大。在伊達的申訴下，法院判
墨索里尼每月要定期付給伊達母子生活費，但墨索里尼還
是想將兒子與伊達分開。性格倔強的伊達到處講她是墨索
里尼的妻子，墨索里尼便通過警察部門將其監視起來。不
久，墨索里尼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組織，1922 年率領黑衫黨
進軍羅馬，被國王任命組閣並出任首相，政治地位發生了
根本變化。
擔任首相後，墨索里尼為消除伊達母子對他的消極影
響，利用手中權力，強行將母子拆開。伊達的兒子被警察
強行帶走，伊達則被關進了精神病院。
伊達被關進精神病院後，曾給墨索里尼寫過許多封
信，請求他的寬恕。她還給教皇和社會各界寫過信，但大
部分信都被警察沒收了，未能寄出。1935 年，伊達曾從醫
院逃出，想看一眼兒子，但當時兒子也已被關在另一所醫
院裡，未能見面。很快，伊達就被警察抓回。她知道自己
在有生之年再也不可能見到兒子，便給兒子寫了一封信，
信中寫道： 「你別哭，我會帶著你的心到墳墓裡。」直到
1937 年伊達死去，都未能再見兒子一面。
怕私生子帶來麻煩
伊達的兒子貝尼托最初被墨索里尼托付給自己的弟弟
代管。其弟去世後，墨索里尼為便於對貝尼托的監控，把
他送進了寄宿學校，之後又送進了海軍軍校學習，但一直
處在被監護中。據當時的一些人回憶，貝尼托與墨索里尼
長得很像，而且他逢人便講，他的父親就是現任首相墨索
里尼。一位當年的記者回憶說，貝尼托在學校填寫表格
時，總是在名字後加上首相的縮寫。貝尼托的四處宣揚，
使墨索里尼非常惱火。
1934 年，貝尼托軍校生活結束後，隨海軍出征到了上
海。1935 年，伊達
還在人世時，貝尼
托便被告知母親已
經去世。貝尼托對
此難以接受，他憤
怒地責罵墨索里
尼。之後不久，貝
尼托被調回意大
利，一回國，就被
以精神有問題為名
送進了軍隊醫院。
當時的見證人說，
醫院曾給貝尼托多
次注射胰島素，使
他處於昏迷狀態。
1946 年，貝尼托病
死。母子倆都未能
安葬在自家的墳墓
裡，而是葬於精神
病院的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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