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戒︾原型鄭蘋如，美人計誘殺漢奸

K2 人物觀察

1939 年 12 月 21 日，上海靜安寺
路段，夜幕低垂，華燈初上，再有
幾天就是耶誕節了。
一對男女手挽手走進了一家名
為“第一西比利亞”的皮草店。女
子衣著華貴，打扮時髦，看上還很
年輕，而邊上的男人中等身材，已
是中年。
奇怪的是，兩人進店不到幾分
鐘，男子突然就從店內沖了出來，
他不顧周圍的人流和車輛，向著對
面別墅弄口的一輛黑色轎車狂奔。
司機見有情況，立即打開車門讓男
子鑽入車內。
幾乎是與此同時，四周傳來槍
響，轎車的防彈玻璃上留下了道道
白痕。司機連忙加速疾行，車子如
離弦之箭般瞬間消失在了混亂沸騰
的街道上。
過了好一會，那位年輕女子有
點沮喪地從皮草店裡走了出來。她
站在門口向四周張望了一眼，便神
色匆匆地走了。
次日，各大報社以大同小異的
文字報導了這起真相不明的槍擊案
。直到汪偽集團在《中華日報》上
以“靜安寺路匪徒槍擊黑牌汽車”
為標題刊登了這則新聞後，人們這
才意會到這是抗日志士的一次鋤奸
行動。
而這次鋤奸行動的目標不是別
人，正是汪偽漢奸集團的頭號特務
丁默邨。
丁默邨，湖南常德人，早年加
入共產黨，後投靠國民黨，在上海
地區進行特務活動。抗戰期間，丁
默邨在利益驅使下又叛投了日本侵
略者，由此可見此人唯利是圖、反
復無常的本性。
投靠日本人後，丁默邨參與組
建了上海極司菲爾路 76 號特工總部
，對抗日救亡運動進行了血腥鎮壓
。期間，他迫害愛國志士，濫殺無
辜市民，短短三年時間內製造了三
千多起血案。“76 號”因此成為上
海灘恐怖的代名詞，丁默邨也被國
人稱為“丁屠夫”。
眼看著汪偽 76 號特工總部成了
日偽屠殺抗日人士的“魔窟”，國
民政府向中統上海潛伏組織下達了
剷除丁默邨的密令。
在此之前，國民政府也曾多次
派人暗殺丁默邨，只是均未能成功
。由於丁默邨曾在國民黨從事特務
工作，完全熟悉國民黨機構的活動
規律，加上他警惕性極強，戒備森
嚴，旁人很難有近身的機會。
面對這個狡猾的對手，時任中
統局駐滬專員的陳寶驊經過深入查
探，終於在丁默邨身上找到了一個
突破口。
在當時的汪偽圈，丁默邨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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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警惕，但其風流好色，愛和漂
亮女子廝混的本性卻傳言很廣。在
得知敵人這個“七寸”後，陳寶驊
決定投其所好，設下美人計誘殺丁
默邨。當然，誰來充當這個美人是
計畫最關鍵的一步。
由於物件是見慣了各色名流美
女的丁默邨，這個女臥底的外貌條
件首先要絕對出色；再者，丁默邨
其人狡黠無比，充當臥底的人還需
聰明謹慎，有極強的應變能力；同
時，此人還要有投身抗戰的愛國激
情，才能忍辱負重，擔此大任。
如此萬里挑一的人該上哪兒找
呢？陳寶驊想到了一個人——鄭蘋
如。
鄭蘋如，祖籍浙江蘭溪，1918
年出生於日本名古屋的一個中日聯
姻家庭。鄭蘋如的父親鄭鉞早年留
學日本，追隨孫中山革命，是同盟
會元老。鄭蘋如的母親木村花子出
身日本望族，是一個賢良傳統的女
人，到中國後曾和丈夫一同從事革
命活動。
鄭鉞和妻子一共育有三女兩男
，鄭蘋如在家中排行老二。鄭蘋如
的童年是在日本度過的，直到 11 歲
才跟隨母親回到上海。
難得的是，鄭蘋如雖然出生日
本，又有日本人的血統，但卻從小
熱愛祖國。這與父親對她自幼的薰
陶不無關係。由於鄭鉞是一個忠誠
的革命者，鄭蘋如也耳濡目染受父
親的影響，她經常跟著父親進出同
盟會老友于右任等人的家中，深受
大人們的喜愛。
1932 年，一二八事變爆發，日
本侵略者進攻上海，市民們和十九
軍齊心對外抗日。期間，鄭蘋如買
了慰問品跟著慰問隊上前線慰問抗
日將士，為負傷的將士們洗衣、倒
水、擦臉。
除此之外，她還自己花錢印了
許多宣傳抗日的傳單，與同學們一
同到浦東張貼和散發。在學校組織
的抗日愛國文藝演出中，鄭蘋如自
編自演的話劇《抗日女生上前線》
博得了師生們的一致好評。
學生時代的鄭蘋如是一個非常
優秀耀眼的學生。她不僅長相漂亮
、舉止大方，而且聰明好學，興趣
廣泛，尤其喜歡柔道和話劇表演。
因為相貌出眾，15 歲那年，她演出
的劇照就登上了《民國畫報》。
1937 年 7 月，鄭蘋如在時隔 6 年
後，再次成為了雜誌封面的主角。
這 一 次 她 登 上 的 是 第 130 期 上 海
《良友》畫報。在當時，良友畫報
是全國最為重要、最有影響力的畫
報。
這一年，19 歲的鄭蘋如還在上
海政法大學讀書，沒有什麼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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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地位，卻能上良友這種級別的
雜誌封面，其相貌氣質可想而知。
同年，鄭蘋如與時任上海航空
作戰大隊隊長的王漢勳相戀，兩人
原定秋天到香港結婚。奈何天有不
測風雲，繼盧溝橋事變之後，淞滬
會戰硝煙再起。
未婚夫全心投入對外作戰，鄭
蘋如也成為他的得力幫手。期間，
鄭蘋如除了捐贈錢物以外，還幫王
漢勳的戰友家屬做了不少事。當時
一些航空戰士在與敵機作戰中不幸
犧牲，鄭蘋如就帶著禮品一戶戶登
門探望，給予他們慰問和幫助。
1937 年 11 月 11 日，上海航空作
戰大隊接到命令將於午夜西撤。夜
間，王漢勳匆匆趕來，向未婚妻作
最後的告別。他從衣袋裡摸出了一
張自己新近拍的全身照，照片的背
面寫著：“親愛的蘋如，留念！永
遠愛你的漢勳。”
王漢勳還向鄭蘋如承諾，等打
完了日本鬼子再結婚。夜幕之中，
兩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他們不知
道，此次一別，便是永訣。
11 月 12 日深夜，隨著駐守上海
的最後一支中國軍隊西撤，上海淪
陷，租界成為“孤島”。鄭蘋如的
父親鄭鉞時任上海特區法庭最高檢
察官，因為不願為日本人賣命，他
對外稱辭職在家養病，並暗中轉入
地下抗日工作。
期間，陳寶驊向鄭鉞提出，希
望他能同意女兒鄭蘋如正式加入中
統地下抗日組織。
陳寶驊為什麼突然會提出這個
請求？事情要追溯到 1937 年的一次
友人聚會。陳寶驊在聚會上第一次
見到這位光彩照人，青春活力的女
孩，就能認出了她是在《良友》畫
報上出現過的美女。接談後，他才
知這是老友鄭鉞的女兒。
閒聊之際，陳寶驊得知鄭蘋如
是政法大學的女學生，懷著強烈的
愛國熱情。再細細端詳其天生麗質
的容貌，想著她既有高官身份的父
親，又有日本血統的母親這種特殊
家庭背景和精通日語的條件，陳寶
驊即產生了一個大膽的設想，邀請
這個小姑娘“加入團體”。
想到可以“更好地抗日，更好
地報效國家”，鄭蘋如欣然接受中
統的邀請，成為一名為未受訓練的
女特工。
其間，聰慧過人的鄭蘋如憑藉
自己的中日混血身份打入了上海日
軍機關的中上層交際圈，還在日軍
報導部擔任軍部電臺播音員，獲取
了大量高端機密，初步展現情報工
作天分。
鄭鉞事後得知後，一方面驚訝
于女兒的魄力，一方面也表示首肯
，還教勉女兒“為了國家，什麼都
可以犧牲”。1938 年 1 月，鄭蘋如
正式加入中統情報機關。
1939 年 3 月 7 日，忠義救國軍六
縣遊擊司令熊劍東被日軍俘獲。而
在這不久前，陳寶驊剛剛接到剷除
丁默邨的密令。至此，他想到了鄭
蘋如，並把解救熊劍東，接近丁默
邨的臥底工作交給了她。
陳寶驊選中鄭蘋如的原因有二
，其一就是前面說的她在長相、語
言、情報工作等方面的優勢；其二
是鄭蘋如在民光中學念過書，而丁
默邨曾任民光的校長。
因為這一層關係，鄭蘋如在日
本滬西憲兵分隊長藤野彎丈的介紹
下來到“76 號”。見到丁默邨後，
鄭蘋如自稱熊劍東的妹妹，以師生
之誼請求丁默邨放了自己的哥哥。
初見之時，丁默邨確實對鄭蘋
如的美貌動了心，不過一向多疑的
他沒有馬上被美人衝昏頭腦。他一
面應承著自己會辦理這件事，一面
派人暗中調查鄭蘋如的底細。在瞭
解到鄭蘋如曾是正牌大學生，且經
常周旋于日本高官之間後，是個親
日分子後，丁默邨很是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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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後，熊劍東被保釋出獄，
鄭蘋如則成了丁默邨的私人秘書，
可以輕易地進出“76 號”特工總部
。兩人迅速升溫的關係不僅讓 76 號
的許多特工感到吃驚，還一度引起
了日本特務機關的關注。在日本梅
機關特高課長林秀澄的談話記錄中
就有這樣的記載：
5 月中旬，鄭蘋如開始頻頻與丁
默邨接觸，因此經常跟蹤丁默邨，
調查其出入哪些地方，到 12 月底，
丁默邨探訪鄭蘋如家已達 50 多次。
在 7 個月時間裡，丁默邨去了
鄭蘋如家 50 多次。對於一般人來說
可能沒什麼，但是對於丁默邨這樣
的特務頭子，卻是極大的冒險。眼
見時機漸漸成熟，鄭蘋如很快策劃
了第一次暗殺。
1939 年 12 月 10 日，丁默邨像往
常一樣送鄭蘋如回家。車子開到樓
下的時候，鄭蘋如趁機請邀請丁默
邨上樓坐坐。這時候，中統的行動
特工已經隱蔽在鄭蘋如家的後門，
只待丁默邨一下車就開槍狙擊。
只是這天，不知道丁默邨是真
的有事，還是有所預感，無論鄭蘋
如如何邀請，他都以時間緊迫為由
拒絕，不肯下車。就這樣，第一次
暗殺以失敗告終。
由於丁默邨的警惕性太高，平
日裡鄭蘋如很難找到下手的機會。
每一次出席宴會，丁默邨都習慣站
在牆角，這樣他就能觀察到三面的
情況，同時也防止有人從背後偷襲
他；丁默邨平時很喜歡跳舞，但是
為了保命，他只參加日本人的舞會
，且拒絕一切社交活動。
就在鄭蘋如一籌莫展之際，她
很快等到了第二次機會。
1939 年耶誕節前夕，丁默邨應
邀要去參加一個日本“梅機關”舉
辦的宴會。鄭蘋如立即將這條重要
情報彙報給了上級。經過商議，暗
殺小組決定在丁默邨前去赴宴的半
路上動手，地點就定在靜安寺路第
一西比利亞皮草行。
1939 年 12 月 21 日，丁默邨前往
滬西經濟漢奸潘三省家中吃午飯，
鄭蘋如前往作陪。飯後，幾人打起
了麻將。一直到 6 點鐘，丁默邨向
主人辭行說要去虹口參加一個宴會
。鄭蘋如聽了嚷嚷著也要去，丁默
邨不同意。
隨後，鄭蘋如裝出不高興的樣
子表示自己要去南京路，於是，兩
人就一同上了車。車子剛過靜安寺
的時候，鄭蘋如假意撒嬌道：“耶
誕節快到了，你陪我去挑件皮衣作
為禮物送給我吧。”大概覺得西比
利亞不是預定的門店，挑皮衣時間
也不會太長，沒什麼風險，丁默邨
爽快地答應了。
晚上 6 時 20 分左右，丁默邨的
轎車在安登別墅弄口停下，他和鄭
蘋如一同進了靜安寺第一西比利亞
的門店。進店後的丁默邨一邊點煙
，一邊本能地打探周圍的環境。緊
接著，他的餘光掃到了街邊兩個身
著短打可疑之人，特務的直覺讓他
感到情況不妙。
突然，丁默邨走到櫃檯邊，放
下第一遝鈔票，只說讓鄭蘋如先挑
衣服，自己有事要走了。還沒等鄭
蘋如回應，丁默邨就沖出了這家店
。在外等待的現場指揮陳彬和行動
特務嵇希宗都沒想到丁默邨這麼快
就出來了，一時犯愣，竟然沒有開
槍。
丁默邨在這個空檔以極快的速
度穿過人行道。等到兩人緩過神來
開槍的時候，丁默邨已經上車逃了
，而鄭蘋如卻陷入了絕地——她的
身份很可能暴露了。
次日，鄭蘋如按照嵇希宗的安
排，給丁默邨打了一個電話，觀察
對方的反應，而丁接到電話後怒氣
衝衝地對她說：“你算計我，趕快
來自首，否則我殺你全家。”鄭蘋
如當即向丁默邨哭訴，表示冤枉。

事後，那句“趕快來自首，否
則我殺你全家”在鄭蘋如腦海中揮
之不去。想到任務沒有完成，自己
卻提前暴露，可能還會累及父母，
鄭蘋如決定最後賭一把。
12 月 24 日下午，耶誕節前夕，
鄭蘋如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約
丁默邨明日共度耶誕節。次日，她
懷揣一把勃朗寧手槍，打算找準時
機，予以丁默邨致命一擊。
遺憾的是，鄭蘋如此行一去，
卻是羊入虎口。特工總部早已設下
圈套，將其逮捕。
在審訊過程中，為了保全稽希
宗等安全和組織不受破壞，鄭蘋如
決定自毀名譽。她在監獄中將刺殺
丁默邨之事完全說成了一段男女之
間的情事糾紛。監獄裡，她憤憤地
表示：“我要讓丁默邨曉得，天底
下的女人不都是好欺負的！”
不管“76 號”如何審問，鄭蘋
如始終在“桃色案件”中與特務周
旋。所謂的“鄭蘋如間諜案”，最
終審來審去，只給人感覺是一次情
殺行為，丁默邨反而因此成了汪偽
集團的一大醜聞。
1940 年 1 月 16 日，鄭蘋如在關
押地給家人寫了最後一封信，當時
她還不知道這就是自己的絕筆了。
在信中，鄭蘋如表示自己情況還好
，讓家人不要擔心。她還囑咐父親
代她給未婚夫王漢勳寫信，以免他
長期看不到自己信而不安。
此時的鄭蘋如還天真地認為，
只要他們找不到自己刺丁的證據，
就不能加害於自己。但當時特工總
部正處於丁默邨和李士群兩大漢奸
奪權之際，加之丁默邨的妻子趙慧
敏一心要處死鄭蘋如，為了緩和內
部矛盾，汪逆下達了處死鄭蘋如的
密令。
1940 年 2 月 10 日前後的一天，
午後 4 點鐘左右，林之江將鄭蘋如
帶離了囚室，謊稱是丁默邨要親自
見她，汽車七拐八彎，最終開到了
滬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裡。特務
隊長林之江向鄭蘋如連開了三槍，
二中頭部，一中胸部。一代抗戰佳
人的生命就這樣定格在了 22 歲。
鄭蘋如犧牲後，日方曾要求其
父投靠汪偽政府，以此來換取鄭蘋
如的屍首，遭到了鄭鉞的斷然拒絕
。在此之後，鄭蘋如的家人一直得
不到她殉難的細節，連具體的日子
、地點、有何遺言、遺體何在，至
今都不清楚。
鄭蘋如父親鄭鉞在女兒死後，
因悲傷過度，不到兩年就病故了。
1944 年 1 月 19 日，鄭蘋如之大
弟弟鄭海澄，時任空軍第四大隊第
二十四中隊的中尉飛行員，在重慶
空軍基地因飛機失事，為國捐軀。
同年 8 月 7 日，日軍發動衡陽之
役，鄭蘋如未婚夫王漢勳在駕駛運
輸機奉命執行任務的過程中，因天
氣驟變，不幸撞山犧牲。
鄭蘋如一家滿門忠烈，可歌可
泣！
鄭蘋如的事蹟後來被作家張愛
玲改編成小說《色· 戒》，男主人公
易先生的原型是丁默邨，女主人公
王佳芝的原型正是鄭蘋如。
只不過在小說中，王佳芝被塑
造成了一個愛情至上、個人意志並
不堅定的革命者，易先生作為一個
投機大漢奸的惡行也在一定程度上
被模糊。一曲為革命拋下個人感情
、捨棄個人利益、犧牲個人家庭的
英雄悲歌，卻成了一個人們在茶餘
飯後津津樂道的錯位愛情故事。
一個出色劇本的誕生，是文學
界的幸事，但是對於原型人物而言
，這種顛覆的演繹卻常常引起誤解
。
因此，謹以此文還原一個真實
的鄭蘋如，致敬那些在抗戰中犧牲
的隱蔽戰線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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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避免與任何有感冒或類似流感症狀的人密切接觸
→ 將肉和蛋類徹底煮熟
→ 避免在未加防護的情況下接觸野生或養殖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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