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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双方都努力运用舆论工具，使形势朝着

有利于己方发展。一方面，国民党将事件限定为军纪问题，淡化其政治色彩，企图息事宁人。这种自我辩

解并非全然无功，在相当程度上还是影响了一些媒体。另一方面，中共则不断展开宣传攻势，以争取舆论

同情，且其立足点已不限于事变，而是要求政治上通盘解决。在此过程中，中共宣传技巧的熟稔得以充分

展现。两党的这种宣传交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国民党最终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困境，而中共则借此

大大提高了威望，皖南事变也由此成为抗战时期国共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的一大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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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后的国共宣传战

卢 毅
（中共中央党校 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海淀 100091）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

军军部及其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转移途中遭到国

民党重兵的突然袭击，除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

数被俘，大部牺牲，军长叶挺被扣，政委项英遇害。

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宣传战，

双方都努力运用舆论工具以争取其他力量，使形势

朝着有利于己方发展。关于这一问题，以往学界虽

已有一些研究，但大多集中于论述国共对事变各自

采取的对策，而从舆论宣传的角度对其技巧与成效

加以分析的成果则不多见。本文拟就此做一番探

讨，以求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该问题研究。

一一、、国民党的辩解与成效国民党的辩解与成效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方面于 1月 13日以朱

德、彭德怀等人名义发表抗议通电申明：“我八路

军新四军前受日寇之扫荡，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

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杀敌者则被屠杀，是而可

忍、孰不可忍？”并表示：“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

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

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

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临电悲愤，不

尽欲言。”[1-1]激愤之情溢于言表。

面对中共的强烈抗议，国民党不得不有所回

应。l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宣称

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因此“着将国民革命

军新编第四军番号即予撤销”，“借申军纪，而利抗

战”。同日，军事委员会发言人也发表谈话称：“此

次事件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

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

部队，实行叛变之结果。”在这一谈话中，国民党还

指责新四军“自奉令开动时，即决意不遵令北调，早

已定谋，移赴苏南……期于短期内，掌握京沪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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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地区建立根据地”，故不得不予以剿灭[1-2]。这种

将事变定性为军纪问题的论调，无疑是为自己辩解

和开脱，以求师出有名。当晚，国民党中央宣传部

发出指令，要求各报社原文转载上述通令和发言

人谈话，不许更改，同时配发社论，以配合宣传。

根据这一定调，国民党的宣传机器纷纷开动，

极力渲染中央处理皖南事变之不得已，并强调与

政治无关。1月18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我

们相信这次军事最高当局处理这事变，一定比我

们更痛心、更惋惜。其心理与诸葛孔明挥泪斩马

谡，正复相同。新四军擅自行动，是反抗军令、破

坏军纪的重大问题，这不但与政治问题无关，而且

与其他部队也风马牛不相及，责任完全在叶挺、项

英几个人身上。”[2]23日，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机关

报《扫荡报》也发表社论，仍是从军纪角度加以解

释：“诸葛武侯斩马谡，则以马氏违反军令”，“韩复

榘、石友三等辈破坏军纪，天下皆曰可杀”，“这次

苏皖境内有一部分军队违反军令，擅自移动，罪在

该军少数负责将领身上”[3]。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

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青团中央联合发出宣传

要点，要求各级党部宣传机关对皖南事变的宣传应

注意两点：“一、此次事件纯出于皖南新四军之不遵

命令，攻击友军，在纪律上自应受相当之制裁，乃纯

粹军纪问题绝不含政治的或党派斗争的意义。二、

军纪之执行以行为为根据，此次违抗命令破坏军纪

者只新四军，各言论机关，如有评述，应以新四军为

范围予以评述，对中共及十八集团军可勿涉及。”[4-1]

这个指示，一方面坚持所谓“整饬军纪”的说辞，另

一方面也流露出其不欲将事闹大之意图。

1月 27日，蒋介石在国府纪念周发表长篇讲

话。这是皖南事变以来，重庆当局最具权威性的

一次政策宣示。不过，蒋的基调仍是把事件定性

为军纪问题，淡化事件的政治色彩，企图息事宁

人。他说：“这次新四军因为违抗命令，袭击友军，

甚至称兵作乱，破坏抗战，因而受到军法制裁，这

纯然是为了整饬军纪。除此之外，并无其它丝毫

政治或任何党派的性质夹杂其中。”[4-2]显而易见，

该谈话仍不脱自我辩护的窠臼。

那么，国民党的这种自我辩解是否起作用了

呢？长期以来，人们往往认为皖南事变发生后舆

论界都是站在共产党一边，一致谴责国民党，“一切

同情到了我们方面”[1-3]。事实上，当时国内尤其是

国统区舆论界对事变的态度错综复杂，并非完全一

边倒。西南联大教授潘光旦曾撰文说：“在所谓新

四军事件发生以后，大学里很大一部分的忠公体国

的青年，或在壁报上，或在座谈会里，或在朋友谈话

之间，发表了不少义愤填膺的议论，最大的目的是

在统一，在谴责违反军令与政令从而破坏统一的

人。”[5]显然，有不少青年学生还是支持国民党的。

至于舆论界，情况则更复杂。1941年1月19日，《新

华日报》发表一文就指出：“江南惨变，亲痛仇快，而

军事委员会通令与其发言人及重庆中央、扫荡、益

世、商务、时事各报纸则对新四军任意诬蔑，曲解时

事，混淆听闻。即较公正之报纸在言论统制之下，

亦不能揭露阴谋，发表公论，致黑白不分，沉冤难

明。”[4-3]由此可见，当时媒体并非全然同情中共。这

种历史的复杂性，还可从《大公报》《新蜀报》等国统

区报刊的相关报道看出来。

1月 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撤销新四军番

号后，因事发突然，未及了解真相，素来严谨的《大

公报》并未立即表态，仅于次日遵令转载了中央通

讯社的消息。直至21日，《大公报》才发表社评《关

于新四军事件》。这篇社评一方面肯定了事件的

最终发生，“就军纪军令以言，统帅部的处置是无

可置议的”。这无疑是接受了所谓“整饬军纪”的

说法。另一方面，该文又称赞中共在西安事变时

的表现“是极合乎国家民族利益之公的”，并声明：

“就政治观点以论新四军事件，这部分军队原质本

有微异，而且是抗战发动后才加入国军的战斗序

列的，我们虽不必请求政府对之另眼看待，却极希

望统帅部之慎重处理，于整肃军纪之外，不可偶或

渗入感情的成分。我们恳切希望叶挺氏个人能邀

得宽大的处分，更恳切希望中央小心翼翼的处理

此问题，勿使有节外的牵连与蔓延！”[6]似乎对中共

又不无同情。总之，《大公报》最初态度可谓不偏

不倚，基本站在中间立场。
77



《新蜀报》也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影响较大的一

份报纸，与中共素有交往。1月 17日晚，《新华日

报》社长潘梓年、编辑部主任石西民等亲到《新蜀

报》编辑部，说明皖南事变的经过，希望《新蜀报》

不转载国民党中央社消息，或登在不重要的地位，

不写社论。《新蜀报》同仁分析：“我们是中间报纸，

不能像《新华日报》那样拒绝刊登中央社的消息，

但又不愿意违心地报道与事实不符的消息。研究

的结果是在标题上作文章。对中央社所发消息标题

的前半句‘抗命叛变’，我们不用，只用了标题的后半

句‘新四军全部解散’。”[7]平心而论，这确是一个巧妙

的折中之策。但很快地，《新蜀报》便因未及时配发评

论遭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兴师问罪，社长周钦岳不

得不找主笔来商量，并主张“泛泛地谈”[8]。21日，《新

蜀报》在第三版国内外要闻和广告之间登了一篇

300多字的短评《肃军与抗战》。短评一方面依照国

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口径，说这次事件只是军队纪纲

之整饬，与其他一切无关；另一方面也提醒大家要

防范敌人的阴谋，更要加倍集中自己的力量，以争

取抗战之最后胜利，并希望这类痛心的事件，今后

永远绝迹[9]。从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来看，此文显

系敷衍了事，应付国民党。

但蒋介石 1月 27日发表讲话后，许多报刊的

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29日，《大公报》以几乎整

版篇幅刊登了蒋介石的谈话，并发表拥护这一谈

话的社评。在这篇题为《整饬军纪准备反攻》的社

评中，已全然不见同情中共、劝诫国民党的言辞，

相反却一再强调：“国家的军队，组织要一致，意志

要齐一，军令要统一，尤其在战时，需要国家统帅

大权的至高无上。听命遵纪，是军队之常；否则违

命犯纪，便是失常。失常之事，最好没有；假使不

幸发生，国家予以制裁，是当然的。”该文还认同蒋

的说法，将新四军与韩复榘、石友三等军阀相提并

论，并表示：“希望今后我们的军队万万不再发生

违命犯纪之事！”[10]

《新蜀报》也一改此前的消极态度，发表了题

为《再论新四军事件》的社论，对蒋介石谈话赞赏

有加。社论开篇指出：“读蒋委员长二十七日国民

纪念周训词，滔天朗朗，全国人民从此可以释下这

一沉重的担子。”并完全肯定蒋介石谈话中的内

容，认为“政府制裁新四军纯是为了军纪之整饬。

这一次新四军事件，也不过政府制裁违反军纪部

队事例之一，毫无特异新奇之处，更谈不到含有丝

毫政治意味”。该社论最后还表示：“全国军民都

应当在一个旗帜之下努力奋斗，相信任何部队都

不会因政府整饬军纪而离心离德，不然将是千秋

万世的民族罪人！”[11]语气之严厉和态度之积极，与

此前大相径庭。

由上可见，皖南事变发生后，《大公报》《新蜀

报》等国统区中立报刊的态度经历了一个演变过

程。如果说它在1月27日前对中共尚存同情的话，

那么27日后就与之拉开了距离。究其缘由，这种转

变固然不无来自当局的压力，如茅盾即曾忆及国民

党当时“向重庆各大报社施加压力，要他们在‘整饬

军纪’问题上表态，拥护中央整饬军纪的决策”[12]。

但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有关宣传和蒋介石27日谈话

对舆论界产生的导向作用也不容忽视。《新民报》负

责人陈铭德、邓季惺后来便坦承，他们发表拥护国

民党的文章，“虽是奉命发言，同时也多少代表了当

时我们和不少资产阶级分子的真实思想”[13]，可见其

中仍有自愿因素。特别是蒋介石这次谈话回应了

外界的一些议论，他说：“新四军事件的处理，本是

极平常极普通的一件事，也是我们抗战治军中必

要的处置，所有一切夸大的宣传和恶意的推测，乃

至企图耸动国际视听的谣言，我敢说完全是出于

敌寇日阀之所为。”[4-4]这就消除了人们对国民党即

将投降日本的顾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国民党的

自我辩解或许并非全然无功。

二二、、中共的舆论反击中共的舆论反击

对国民党拒绝认错、反而指责新四军抗命叛

变的说法，中共是绝不认可的。在他们看来，“新

四军是积极抗日的，北移是服从命令的，现在得着

的是被消灭，被宣布为叛变与被交军法审判。一

切理由都在我们方面”[1-4]，所以必须予以坚决反

击。当然，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的应对方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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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了一个从政治上、军事上的全面大反攻改变

为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过程。最后，毛泽东决定

将舆论宣传作为打退国民党反共高潮的重要手

段，认为“击破反共军，十分之七靠宣传”[14]。

早在1941年1月1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就

联名致电八路军和新四军指出：“周、叶正在重庆抗

议，我们正用朱、彭、叶、项名义发出抗议通电，……

对皖南事变应公开宣传。”[1-5]18日，中共中央又向全

党发布《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调动

一切宣传工具和形式，揭示事变真相，向国民党提

出严重抗议。随后，中共在各地发起了凌厉的宣传

攻势，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

发表通电，谴责国民党制造内战破坏抗战、制造分

裂破坏团结的举动。重庆《新华日报》也愤然刊登

了周恩来悼念江南死难烈士的题词和挽诗，当天报

纸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

在这场宣传战中，有几个特点是值得注意的，

充分展示了中共宣传技巧的熟稔。

其一，宣传目标明确且远大。皖南事变发生后，

国共双方对事变的性质分别做出界定，国民党判定

为军纪问题，中共则认为是政治问题。这实际上争

论的是事变责任应由何方承担。按照国民党的说

法，既然是军纪问题，那责任当然在新四军，因为它

违抗北上命令，擅自向南移动。而在中共看来，这完

全是政治问题，是国民党借此打击中共。因此与国

民党企图将事变性质局限于军纪问题相反，作为受

害者，中共努力将事态扩大，以争取舆论的同情。

1月 17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发言人的谈话和 1
月 27日蒋介石的演讲，都试图将皖南事变定性为

个别事件和纯粹军事问题。针对这一论调，中共

及时调整并统一了宣传口径。1月18日，中共中央

在《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中专门就宣传工作提出

了要求：“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露国民

党当局自抗战以来对人民、对革命分子则肆意压

迫与屠杀，对日寇汉奸则消极应付与宽容，有功者

罚，有罪者赏等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

面；指出只有改革政治机构，实行民主，才能使抗

战坚持到最后胜利。”[1-6]这显然已不限于皖南事

变，而是要求从政治上通盘解决。

1月 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

时局的决定》又指出：“他（蒋介石）现在宣称目前

的问题是军事问题非政治问题，是局部问题非全

局问题，是内政问题非外交问题。我们必须全部

揭破他的这种阴谋。必须指出他的先消灭新四

军，再消灭八路军，再消灭共产党，再消灭其它人

民抗日力量的各个击破政策。必须指出目前的问

题是政治问题，是全局问题，是与外交分不开的问

题。”[1-7]这更是直接反驳国民党对皖南事变的定

性，宣告了自己的立场。

其二，宣传材料丰富且具有针对性。如前所述，

国民党的自我辩解并非全然无功，其将皖南事变解

释为军纪问题确有相当的迷惑性，一些国统区媒体

亦曾附和了这一论调。所以，如果不能驳倒这种混

淆视听的说法，那便无法达到争取普遍同情的效

果。为此，中共方面做了精心的准备，从逻辑和事实

上澄清了事变的真相，从而占据了“有理”的位置。

1月 19日，在周恩来的组织下，南方局军事组

撰写了《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并

通过各种渠道秘密散发到重庆全市的许多地方。

该文概括了八个问题，逐条驳斥了国民党对新四

军的诬蔑之词。其中，第一条“关于所谓新四军违

反命令不受调遣的问题”，列举了叶挺、项英在答

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中已公开表示江南新

四军部队可全部渡江北移，而且大部已于 1940年
12月开始出动，陆续经苏南渡江北上的事实，来证

明在这次调往江北行动中，“没有丝毫违犯上级命

令之处”。第二条“关于新四军渡江路线问题”，则

指出国民党指定经皖南渡江北上的路线绝无可

能，“主要的是由于敌人封锁，与友军包围阻截”。

新四军为了避免与友军发生冲突，要求从苏南渡

江北上，这也获得了国民党方面的同意，并非违抗

军令、不遵调遣。第三条“关于新四军移动的时间

问题”和第四条“所谓藉端要索问题”，更是痛陈国

民党拖欠、克扣新四军军饷、弹药的事实，以此来

反驳所谓“藉端要索”之罪状。第五条“究竟谁打

谁的问题”，则从逻辑上直截了当地质问：皖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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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军只有军部、直属部队及其后方人员万余人，其

中伤病人员即有二千余人，其余亦大多非战斗人

员，“难道还能对比自己力量大约七八倍的友军发

动攻势吗？”第六条“所谓要在江南建立根据地问

题”，同样从逻辑上质问：既准备在江南建立根据

地，为什么原在该区的第一、第二两支队及三支队

一部先后开往江北而不开回江南呢？假定是准备

建立江南根据地，为什么去年顾祝同、韩德勤要新

四军江北部队调往江南时，新四军不趁机南下

呢？“凡此种种，都说明‘建立江南根据地’之说是

妄言”。第七条“叶、项正副军长与新四军部队”和

第八条“取消番号与审判军长”，则针对国民党强

调新四军事件的责任在于几位长官的说法，指出

叶挺、项英都是抗战有功的将领，国民党也曾多次

予以褒奖，而如今“还有些官家报纸，比着叶、项正

副军长为韩复榘、石友三之流，这不仅是侮辱民族

战士，而且是泯灭良知”[1-8]。

同一天，刘少奇也发表通报驳斥国民党的有

关言论。他指出：（一）新四军确实遵命北移，此前

已与国民党方面接洽沿途事宜，皖南军医院药品

及伤兵员均交红十字会派人接受，存粮和印刷所

器械、纸张等也交当地接收，并发表《告别皖南民

众书》，这些迹象均表明新四军准备北移。（二）改

变北移路线之原因，是由于国民党事先宣传新四

军北上路线，引来日军和顽军的严密封锁，所以不

得不经苏南转移，况且，“本来蒋及第三战区所指

示路线，一条向铜陵，一条经由苏南北上，并无一

定限制”。（三）所谓我方先开枪袭击友军，纯属捏

造。“我军如果有进攻友军企图，则决不至如此事

前毫无准备而致全军覆没”[1-9]。

以上一系列文章均写得理直气壮、义正词严，

通过列举大量的事实和严密的逻辑分析，详细揭

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极具针对性地反驳了国民

党扣在新四军头上的种种“莫须有”的罪状。这些

文章的散发和传播，对于澄清人们的疑惑产生了

重要作用。

其三，注重宣传策略且有节制性。中共在展

开猛烈的舆论攻势同时，也强调宣传应注意策

略。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皖南事变

的指示》中便提出：“在大后方应经过各种不使党

的组织遭受破坏的、侧面的、间接的方式去动员舆

论与群众，特别抓住物价高涨去提高人民的不满

情绪到要求驱逐亲日派，改组国民政府，实行民主

抗日的水平。”[1-10]这就跳出了皖南事变本身，不再

就事论事，而是抓取了国统区群众最不满意的物

价问题做文章，以求起到“有利”的舆论鼓动作用。

在此期间，中共在“有理、有利”的同时还十分

注意“有节”，并未直接点名批评蒋介石。1月 19
日，毛泽东与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刘少

奇等人，对皖南事变后的应变措施作了指示，明确

提出：“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

要步骤。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但暂时不

提蒋名字）。”[1-11]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彭德

怀、刘少奇指出：“八路人员暂时亦不发表反蒋言

论。”[1-12]25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彭德怀、刘少奇、周

恩来提醒：“蒋现尚未提及八路与中共，故我们亦

不提及整个国民党及中央军，八路及中共人员亦

不公开出面，看蒋怎样来，我们便怎样去。”[1-13]

28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在《关于皖南事变

后新四军行动方针致刘少奇等电》中又强调：“惟

在蒋没有宣布全面破裂时（宣布八路军及中共叛

变），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

字或其它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名字。”[1-14]29日，中

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同样指

示：“在蒋介石没有宣布全面破裂以前，在他还只

是宣布所谓新四军叛变，没有宣布所谓八路军与

共产党叛变以前，我们亦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

在公开发表的文字中则用当局字样或其他暗指办

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1-15]30日，总政治部也致电

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部指出：“中央决定目前

除中央军委及新四军表示与蒋介石尖锐对立的态

度外，八路军将领暂时对外保持沉默态度，不发表

宣言通电演说等文件……对蒋暂时不要提打倒口

号，也不要提拥护口号，在根据他的命令及演说作

社论时，称他为蒋介石氏，民众团体发表文件指责

政府时以当局二字代替蒋介石的名字，而中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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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骂日寇与亲日派联合发动内战消灭抗日军队的

阴谋。”[15]

应该说，中共中央这一决策在其掌控的部队

中是得到坚决贯彻的。彭雪枫即曾多次强调：“在

政治攻势中，我们一打一拉的，没有提出‘打倒蒋

介石’与‘组织新中央’的口号，这就是我们的‘限

度’。”[16]而这种既针锋相对又有理有利有节、富有

灵活性的斗争策略，显然为此后局势的缓和埋下

了伏笔。毛泽东后来就总结：“我们这种有理、有

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

必要的，且已收得成效。”[17]

其四，宣传范围广泛且特别注意国际宣传。

1941年 1月 12日，刚刚获悉皖南事变的周恩来就

发动中共在重庆的工作人员四出向国民党元老和

抗战派、国共以外各党派、文化界、外交界和新闻

界揭发何应钦、白崇禧的反共阴谋[18]。28日，中共

中央组织部长陈云又指示港沪地下党组织：“利用

各种矛盾一切可能，有计划地发动对国际、中国内

地、敌战区的宣传工作，应是当前很重要的任务”，

尤其是应“用侧面的间接的各种方法（如利用英美

策动国际舆论，运用中日矛盾在敌伪报纸透露部

分真的消息，发动中间分子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

不同语调、不同立场主持公道或印发小册子等），

动员舆论，公布真象”[1-16]。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

人员以上海同胞的名义致信美国在沪报纸《密勒

氏评论报》，驳斥国民党的有关宣传。该信针对国

民党对事件的定性明确提出：“我们对重庆方面所

称此次事件是单纯的军纪问题的说法，不能满

意。在亲日派的阴谋下，这次事件不能不是政治问

题。……我们以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军纪问题，

而是‘反共’‘亲日’阴谋的一个表示。”同时指出，皖

南事变的发生“削弱了抗战力量，同时也就是大规

模内战开始。结果，日本就能在中国事件上为所欲

为，和希特勒进攻英国相配合，并实行南进。因此，

这个问题不仅有关中国人民，也和一切民主国家人

民有关，特别是和英美的侨民有关”[4-5]。这就向国

际社会分析了此事件给抗战带来的危害。

这一时期，八路军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

利用国民党无力在香港进行新闻封锁的有利条

件，通过在香港和东南亚华侨中有着广泛影响的

国新社和《华商报》发表了大量文章，揭露皖南事

变经过，引起了侨胞们的密切关注。他还通过正

在香港的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报道事变真

相。据斯诺回忆，“对于这次屠杀事件的详细情

况，我比别的记者知道得早，是新四军的后方联络

官廖承志告诉我的”，“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属实之

后，我决定把它报道出去”，虽然“我的报道不可能

通过重庆的新闻检查，因为重庆的官员矢口否认

这事有任何根据。但是我还是能通过香港发出几

则电讯”。他还说：“由于我的报道，我在重庆的同

行记者都受到查问，伦敦和华盛顿则要求它们的

使节立刻作出报告。……后来我才知道华盛顿对

这些电讯极感兴趣，以致它中断了向中国提供一

笔新贷款的谈判，摩根索先生（美国当时的财长

——译注）甚至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

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19]

此外，早在 1940年 12月国共关系十分紧张

时，周恩来就交给另一位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一

份长达26页的文件和资料，并嘱咐她暂不发表，将

来等通知再发。1941年2月初，已回到美国的斯特

朗接到通知，立即用这批材料在《先驱论坛报》发

表了一篇文章[20]。不久，她又发表了《不适时之中

国奋斗》和《中国国共两党的危机》等评论文章，与

斯诺的信息相互印证，颠覆了国民党对外界的宣

传，在美国各界引起了巨大反响。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和《新华日报》还

安排专门人员准备材料，通过不同途径送给各国

新闻媒体驻重庆的记者，并安排南方局外事组的

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人冒着生命危险逐一造访

各国使馆、记者，向他们说明事件的真相。龚澎还

作为周恩来与外国记者之间的联络员，经常“步行

到外国记者招待所去，手提包里放着延安最近广

播稿的复本”[21]。周恩来也亲自会见了苏联驻华大

使潘友新、大使馆武官兼驻华军事总顾问崔可夫，

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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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以及美国记者斯特朗、白修德等人，向他们提

供了国民党制造摩擦的丰富材料。由于外国记者

们只能得到官方新闻发布会上对中共的攻讦消

息，所以十分欢迎中共方面的报道。一些外国记

者就向国民党中宣部明确表示：如果不让他们报

道国共双方的观点，他们就拒绝发表蒋介石的讲

话，“他们公开蔑视审查制度，将全部消息航寄到

香港去发表。结果，全世界都知道了事实真相，而

不单是听国民党提出的经过仔细篡改的说法”[22]。

三三、、各界的反应各界的反应

皖南事变的发生和国共两党围绕这一事件的

宣传交锋，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从国内民主

人士的反应来看，事变发生后不久，宋庆龄、柳亚

子、何香凝、彭泽民等民主人士就于1941年1月12
日联名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

明确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

案，发展各种抗日实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1-17]。另

据中共所编《皖南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报告，事变发

生后，各小党派及中间派对国民党大为失望，第三

党章伯钧、青年党左舜生等拟发起成立民主联合运

动，要求与中共积极联合以抵抗国民党的压迫。黄

炎培也对新四军表示同情，并说：“不论事情经过之

是非，当局如此措置绝对错误，希望大事化小，小事

化无。”[1-18]

皖南事变的发生，在国民党上层也引起了轩然

大波，“老党员甚至说出这样做恐至自取灭亡，国民

党人员亦多忧虑愤慨，表示此事做得过火”[1-18]。当

初充当和事佬的冯玉祥、于右任、张冲等人，则大骂

何应钦，说何搞阴谋，骗了他们，现在让他们“没有

脸见人”。冯玉祥还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

知，此次被政府消灭，政府方面实没有办法能挽回

人民的反对。”[1-19]甚至连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

珊、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四川的刘文辉、

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等地方实力派，也“多数

感到新四军之被解散即为解散地方势力之先声

……因而表现恐慌与对我同情”[1-20]，“在此次国共斗

争中都站在中间派地位”[1-21]。

海外侨界对皖南事变同样深表遗憾。据当时舆

论反映，“海外侨胞从国内时局的演变和自身的经验

中，日益厌恶重庆当局的‘反共’措施”[1-22]。巴拿马

华侨郑华秋对记者说：“皖南事变的发生，诚为抗战

以来最不幸的事件之一，而且也是最痛心的事。”[4-6]

加拿大华侨黄寄生也认为：“在今天，民族公敌在

前，各党派应团结一致，枪口对外。”[4-7]旅美华侨各

社团亦发表通电申明：“消息传来，遂令侨胞惊惶万

分，不寒而栗。良以当此国家民族危机千钧一发之

际，正需团结而不暇，岂容分裂而内战。”[4-8]

如果说美洲华侨的态度尚属温和，那么南洋

华侨的反应则更为激烈。菲律宾华侨看到中国共

产党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小册子后，“无不万分关

切，义愤填胸”，发表通电要求当局释放叶挺[23]。有

些报刊则严厉抨击国民党制造分裂的行径，斥责

他们“直欲扩大事态，造成全面内战，弄到国亡种

灭而后甘心”，严正声明：“凡我爱国侨胞，无论其

属于任何党派或无党无派者，均不愿意看见我们

国家民族由分裂而灭亡。”[4-9]并大声疾呼：“大敌尚

未打倒，国人仍须团结。”[4-10]有些华侨社团还尖锐

指出：“事实证明，新四军问题完全不是单纯的‘军

令’问题，而是国共摩擦的问题”，要求国民党政府

真正实行民主政治，彻底清除出那些顽固分子[4-11]。

国外媒体的反应同样十分激烈。苏联《真理

报》便表示：皖南事变“无异扩大内战，而内战唯有

削弱中国而已”[4-12]。这在国民党看来，显然是“开

始评责本党，谓此事系本党持狭隘之党见所致。

且谓其他共产党军队亦将被政府解决”[24-1]。而英

美等国的舆论界也认为皖南事变会影响到中国抗

战前途与英美利益，于是纷纷予以谴责。香港英

文《南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甲、新四军之撤退

区域闻已被汪精卫军队所占领。乙、中共的力量

已经被公认为整个中国抗战力量中不可忽视的部

分。丙、不管从哪一方面来观察，中共对于中国的

基本要求与希望及其远见，要比保有封建的民族

领袖强得多。丁、国民党还是要整顿自己内部的

纪律才行。”[1-23]英国《曼彻斯特导报》也说：“解散皖

南新四军事件，只有日本最为兴奋”，因此“必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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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努力来恢复团结”[25]。

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外国政府的态度。但

据蒋介石身边亲信观察，“同情政府之处置者并不

普遍，尤其苏英美各国人士”[26-1]，他们“群以中国将

发生大规模之内战为惧，且颇多受共产党方面宣传

而不直政府之处置者”[24-2]。首先是当时大力援助中

国的苏联。1941年1月17日，国民政府新任驻苏大

使邵力子举行到任后的第一次宴会，宴请苏外交、

贸易两部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外长莫洛托夫本已

答允赴会，但因皖南事变消息传来，便借故缺席，以

此来表达对皖南事变的反对态度。25日，苏联驻华

大使潘友新又在会晤蒋介石时称：“苏联政府对于

此次之冲突与斗争，非常关怀。”并质疑：“新四军为

数不过六、七千人，何敢进攻邻近之大军？”[27]苏联驻

华武官崔可夫也先后质问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现

在正在和侵略者打仗，为了打赢这场战争，人民应

该团结一致。何以要打自己人，要屠杀自己的士兵

和军官呢？”[28-1]并暗示蒋介石：如果“他进犯共产党、

调转枪口对准人民，而不是侵略者，这可能影响苏

联方面提供军事援助”[28-2]。

出乎蒋介石意料的是，英美等国也不赞成国

共分裂，“无论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赞成蒋

介石对共产党的军队采取敌对行动，……他们对

蒋介石行动的不满是认真的”[28-3]。事变发生后，他

们普遍认识到“这种情况直接影响中国解放战争

的前景和英美的利益”，因而“要求英美统治集团

向中国统治集团施加压力”[29]。英国驻华大使卡尔

面见蒋介石提出：“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攻击”[30]，

劝其停止国内冲突，还以中国内战危险尚未消除

为由，表示暂缓开放滇缅公路。

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知名人士和团体也纷

纷发表通电或联名致电蒋介石，对皖南事变“表示

惊骇与抗议”，指出“这样的行动只会帮助日本而

有损中国在美国的令誉”，希望蒋介石“谨慎处

理”，“使不致使事态发展为中国的危机，轴心国远

东盟友之胜利”[31]。对美国朝野的这种舆情，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驻纽约办事处主任李夏曾向国内报

告说：事变发生后的几周里，“美国民众所听见的

当然只有激烈攻击国民党与中央政府的一面之

辞”。他因此哀叹道：“我们这种在美负责宣传的

人员，……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32]。

为了挽回国际声誉，1月 18日，蒋介石致电正

在美国争取援助的宋子文，希望借其在美的个人

影响向美国各界作出解释。蒋介石谓：“新四军抗

命谋叛，兹已将其全部解决，明令撤销其名义番

号，故江南共军已经肃清，以后可无后顾之忧。共

党因无实力，故只有扩大宣传，摇撼国际视听，一

面以内战不利于中央名义，使中央对其不敢制裁，

其实中央抗日之外，确能控制国内一切，决无他虑

也。外人不明底细，易为共党谣惑，请详告各友放

心为盼。”[33]但从后来情况看，宋子文的游说似乎并

未奏效。2月 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新四军

问题余波未平，美国因受共党蛊惑，援华计划几乎

动摇，子文甚以此为虑。”[34-1]显然，他这种企图通过

贬低中共宣传、展示自身实力来平息舆论的做法

没有获得美国认可。

究其缘由，此时美国朝野之所以充斥对国民

党的不利言论，一方面虽然是出于对国共内战的

担忧，另一方面也源于中共的宣传。1月 30日，时

任驻美大使的胡适致电重庆外交部，要求提供皖

南事变材料，以便进行宣传。他说：“新四军事件，

美国人士颇多疑虑。其左倾者则公然批评我政府

……故深盼部中将此事详情及本月初以来之经

过，电告本馆，以便随时向美国朝野解释。共军十

一月佳电已见，倘蒙将何、白两部长十月皓电及其

他重要文件摘要电示，并将全文航寄，至感。”胡适

还表示：“共方宣称十四个月不曾领饷械、药品；又

称彼以五十万人至今犹领四万五千人之饷云云。

此类宣传最能惑乱视听，故切盼多得资料证据以

供急用。”[35]由此可见，中共的国际宣传颇为有效，

而手头缺乏材料、不了解内幕的胡适则是百口莫

辩，难为无米之炊。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于 1月 29
日向蒋介石声明：“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

致大规模的自相残杀的斗争。”2月 8日，美国总统

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访华，在会见蒋介石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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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述了罗斯福给蒋的口信，罗氏表示希望国共双

方消泯歧见，更密切地合作，俾有利于对日本作战

的共同目标[4-13]。居里还说，美国“闻中国内部发生

摩擦，有发生内战之虞者，咸感不安，因而影响其

援助中国之热诚”[36]。并表示：“美国在国共纠纷未

获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助中国，中、美之经济财政

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37]对此，蒋介石曾在日

记中感叹：“美国朝野已深受中共宣传之影响，殊

为遗憾。”[34-2]其高级幕僚亦深感：“抗战时对共党作

战，容易失去国际同情。”[26-2]

面对这种四面楚歌的舆论环境，蒋介石已是

内外交困。毛泽东即曾总结说：“蒋从来没有如现

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

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1-24]为了摆脱窘

境，蒋介石不得不慎重考虑，暂时收敛反共势头。

1941年 3月 6日，他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上表示：

皖南事变“不牵涉党派政治”，保证“以后决无剿共

的军事”行动。14日，他又主动约见周恩来，答应

解决国共之间的一些具体问题，国共关系开始趋

向一定程度的缓和。至此，以皖南事变为顶点的

第二次反共高潮实际上就被打退了。

总之，皖南事变后，尽管国民党的自我辩解曾

经俘获了一些人心，但由于中共舆论宣传的方针

正确，在斗争中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策

略得当，形式灵活，从而取得了巨大的成效，在很

大程度上引导着社会舆论的走向，使中共及其军

队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博得了国际舆

论的称赞和声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

治威望。这是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力量的一次大

检阅，正如毛泽东所评价：“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

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

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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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paganda War between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fter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LU Yi

Abstract: After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Kuomintang(KMT)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carried out a fierce propaganda war. Both sides have made efforts to use public opinion tools to make

the situation conducive to its own development. On the one hand, KMT defined the event as a discipline

problem, weakening its political color and trying to make quick reconcile. This self justification was not totally

ineffective, an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t affects some media. On the other hand, CPC continued to launch

propaganda to win sympathy from public opinion, and its foothold was not limited to the incident itself, but

requiring for a overall political solution. In this process, CPC's proficiency in propaganda skills was fully

displayed. This propaganda confrontation aroused strong repercussions, and KMT finally fell into the plight

while CPC greatly improved its prestige. The Incident has thus become a major turning point of political power

change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Key word: The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Kuominta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ublic Opinion,

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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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析皖南事变后国共双方对中间党派的策略及影响

33. 图说皖南事变

34.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至皖南事变国共关系之我见

35. 皖南事变与国共力量消长

36. 浅析十年内战时期国共两党的宣传战

37. 中国共产党对皖南事变经验教训的总结和吸取

38. 朱德论宣传战

39. 亲历皖南事变

40. 我军舆论宣传战萌芽初探

41. 试析舆论战与宣传战之区别

42. 皖南事变后国共党首会晤失之交臂

43. 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一次高级会晤

44. 外军这般宣传战斗英雄

45. 试论皖南事变对国共合作产生的冲击

46. 1941年苏日签约引发的国共宣传战述论

47.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述评

48. 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探析

49. 皖南事变国共误判之剖析

50. 北伐中的宣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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