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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卢沟桥事变后的平津危局

这是一个注定写入中国乃至
世界战争史的忌日。

1937年 7月 7日，日本军队经
过长期密谋策划，终于采取占领平
津，继而征服整个华北和中国的侵
略行动。是日夜，早已占领北平市
郊宛平城外的日本军队，以走失一
名士兵为由，强行进入宛平城搜
查。在遭到拒绝后，日军突然向卢
沟桥龙王庙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继
之炮轰宛平城。中国守军第二十九
军冯治安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
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
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
中国军民八年抗战序幕随之拉开。

驻守在华北地区的二十九军，
其老班底是一代军阀大佬冯玉祥
旗下的西北军旧部。

1928年夏，以蒋介石为总指挥
的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相继占领
平津，定鼎中原。6月 20日，奉系
军阀张作霖儿子张学良在沈阳老
巢承袭父职，自任奉天军总司令。7
月 1日，张学良通电南京国民党政
府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
等军事巨头，表示愿意用和平手段
统一全国。

1930年，刚刚在名义上取得统
一的中华大地，又爆发了以蒋介石
为首的国民政府中央军与冯玉祥、
阎锡山两个地方割据军阀联军对
决的中原大战———这是民国历史
上最著名的大混战之一，共有 130
万人参战。交战之初，双方势均力
敌，互有胜负。就在彼此打得难分
难解，成一团麻花时，蹲在白山黑
水间的奉系军阀张学良，抽刀拔
剑，亲率 20万东北军携枪架炮以
虎狼之势入关助蒋。

1930年底，因助蒋有功而荣升
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在北
平设置行营，全权掌控东北军政、
兼理整个华北地区军务的张学良，
根据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决议，对
西北军残兵败将进行捕获收编。
1931年 1月，原西北军残部被改编
为东北边防军第三军，6月改为名
义上隶属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国民
革命军第二十九军，由冯玉祥旗下
所谓的“五虎上将”之一宋哲元任
军长，辖冯治安、张自忠两个师，驻
防山西正太路一带。

晋东南原为山西军阀阎锡山
经营多年的老巢，二十九军驻防此
地自是处于寄人篱下的地位。处在
夹缝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宋哲
元与二十九军将士于饥寒交迫加
白眼中，做梦都想得到一块属于自
己的地盘儿，以便东山再起。

机会终于来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不抵抗将军”张学良统率的东北
军未放一枪退守关内，东三省沦
陷。整个西北、华北局势立刻变得
严峻起来。出于多方面考虑，1932
年 8月，国民党中央行政院会议任
命宋哲元为察哈尔省主席兼二十
九军军长，所属部队随之向西北一
带转移。未久，其军队扩编为三个
师辖八个旅。察哈尔虽仅辖 16县，
地狭人稀，天荒地老，但毕竟是个
落脚之地，也是命悬一线的二十九

军死里求生的唯一依托。1933年 2
月，二十九军被调往北平以东的通
县、三河、蓟县一带驻防，未久，奉
命参加著名的长城喜峰口、罗文峪
抗战，有效地狙击了日军侵略，受
到中国人民的广泛赞誉，名震一
时。

1935年 6月，迫于日本的强大
压力，著名的《何梅协定》签定，蒋
系中央军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
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
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
会”成立。二十九军经过一阵左右
摇摆，瞅准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发展
缝隙，宋哲元趁机坐大，一身兼任
二十九军军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委
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
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
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

借了乱世风云的契机，得到
冀、察、平津政权，今非昔比的宋哲
元，同样深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
硬道理，开始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
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
铁路交通税等钱财，打着准备抗战
的幌子，以各种名目大肆扩军，并
通过种种理由和方式向国外购买
军火。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
部下已有 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
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
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总兵
力达到了 10余万众。

二十九军所属部队分别驻守
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各地区的
省市最高行政长官亦分别由驻军
首领兼任，冀察二省与平津二市完
全成了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的天下，
并复现以前军阀割据局面。

以蒋介石为首脑的南京中央
政府，对这块具有特殊性质的半封
建、半殖民地，半独立地盘上的一
切军政事务，已无力直接控制指
挥。而自认为羽翼丰满，不可一世
的宋哲元在截留税收、白银南运、
故宫宝物南迁等一系列关乎国家
民族大是大非问题上，更是不把中
央政府放在眼里，双方矛盾加剧。

卢沟桥事变之前，宋哲元为躲
避日本人的纠缠，正猫在山东乐陵
县老家为死去的父亲挖坑修墓，一
切军政事务全部交付驻平的冯治
安与秦德纯办理。当宛平城枪声响
起时，秦德纯以职业军人特有的干
练与魄力，当即于二十九军司令部
电令长辛店守军何基沣旅二一九
团团长吉星文率官兵奋起抵抗。吉
星文得令后率部死打硬拼，给日军
以痛击。

7月 8日晨，秦德纯打电话到
庐山，向正在牯岭召开会议的中国
军政最高统帅蒋介石，报告事变经
过以及北平面临的危急情形。蒋介
石闻讯，大惊，继而对日军制造这
一事变的真实意图，以及中国将如
何采取应对策略，作了反复思考与
细致推敲。

此时，中国的形势是，包括热
河在内的东北四省已经沦亡于日
寇之手。就在七七卢沟桥事变一年
半以前，日本又迫使中国政府承认

“满洲国”和华北特殊化，这就意味
着平津地区成为中国北方抵制日

寇最前沿的堡垒，若平津失陷，整
个华北将不可收拾。因而，经过反
复思索权衡，蒋介石认为对方此
次明火执仗的行动，绝非往日任何
一次军事争端与挑衅能与之相比，
华北大难临头，中国政府和军队很
难再有退路，非战即降，非死即活，
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最后时
刻到来了。

面对危局，蒋介石一方面命令
外交部部长、资深外交家王宠惠向
日本驻华大使提出严重口头和书
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撤回原防，
中国保留一切合法要求。同时立即
向宋哲元、秦德纯等二十九军将领
发出了“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属
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电令。

此时躲在山东乐陵老家的宋
哲元，早已从秦德纯发来的电报中
得知卢沟桥事变情形，但这一事件
似乎没有引起他的兴趣和警觉，他
本人也没有立即回平处理事务的
打算。面对宋的暧昧态度，秦德纯
焦急万分，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委
员兼河北省高等法院院长邓哲熙
火速自保定抄近道赴乐陵，促宋速
返北平，以应付危局。当邓氏抵达
乐陵时，宋哲元摆出一副运筹帷
幄、决胜千里的大将军气派，表示
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
面战争，只要自己表示让步，局部
解决仍有可能。于是下了一道“只
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让秦德
纯向前线官兵传达，并表示自己将
考虑与日军方面谈判，力争和平解
决卢沟桥事件。由于宋哲元的迟钝
和迷幻式梦想，导致事件风生水
起，波诡云谲，整个平津前途命运
落入凶险的泥沼而不能自拔。

7月 9日，蒋介石采取积极军
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
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
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
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
桂滋部开赴保定、石家庄一线助
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
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
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同时电召
正在重庆主持川康军事整理会议
的军政部长何应钦速返南京，尽快
着手编组军队，对中国空军实施紧
急动员，准备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
全面侵华战争。与此同时，日本军
政首脑机关采取利用和扩大宋哲
元与南京中央政府矛盾的政治策
略及外交手段，行使挑拨离间之
术，设法控制和麻痹宋哲元，将南
京政府的势力排除在华北以外，促
使宋哲元部放弃抵抗，以达到迅速
占领华北之目的。

蒋介石透过各种军事情报网
络，觉察到日本方面的阴谋，在公
开声明中严正指出，任何协定都须
经南京国民政府批准。面对宋哲元
一直摇摆于战、和之间，置中央政
府训令于不顾，顽固地寄希望于日
军妥协求和的心理与做派，蒋介石
甚为担忧和不满。

南京国民政府几次电令宋哲
元速赴保定相机处理战事，但宋不
但置若罔闻，反而与邓哲熙等幕僚
于 7月 11日化装打扮，悄然无声
地赶到了天津。而去天津的目的，
正如当时的一一 O旅旅长何基沣
后来所言：“不是抗战，而是求和”。

7月 12日下午 7点，根据国民
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陕西、河南、
湖北、安徽、江苏境内的国民党军
队接到动员令，向以郑州为中心的
陇海铁路与平汉线集结；山东境内
的部队担任津浦铁路北段防守；在
南昌的 30架军用飞机立即编队飞
行北上。

宋哲元一行潜往津门后，与三
十八师师长兼天津市长张自忠密
谋求和，这一做法得到了张氏明确
支持。宋哲元心怀忐忑，试探性地
与驻天津日军首领进行谈判，企图
靠自己纵横捭阖之术予以“转丸”。
惜宋氏与张自忠的幻想，皆与时代
大势相违，结果自是一相情愿。当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日本关东军和
日本驻朝鲜军首脑机关，频频致电
日本中央军事统帅部，强烈要求当
机立断，痛下决心，以卢沟桥事变
为契机，实现彻底征服中国之“雄
图大业”。面对国内外局势，驻华北
日军对前来求和的宋哲元采取了
虚与委蛇，以等待大批援军到来的
战略决策。对日军首领的阴谋，沉
浸在“和谈”美梦中的宋哲元全然
不觉。

7月 16日，鉴于外交路线直
接谈判无效，南京政府邀请英国驻
华大使出面进行“调停”，但为日方
所拒绝，中日关系向恶化的方向急
剧发展。此时日本国内的情形是：7
月 11日，日首相近卫文麿觐见日
皇，就中日战争形势举行了紧急会
议，根据会议制定的方案，于 16日
派遣 10万陆军向中国进发。17
日，东京五相紧急会议决定，立即
动员增派 40万日军赴华助战。日
方决心已定，中国方面即是不惜以
重大牺牲为条件，来换取所谓“卢
案”和平解决，亦无半点可能了。日
本军队本着“军刀既已拔出，焉能
不见血而入鞘”的既定方针，加紧
调集大军向平津地区急速推进，全
面战争气氛在华北进一步扩大蔓
延开来。

日本的强硬姿态再度给蒋介
石和中国军民以极大刺激。7月 16
日，蒋介石邀集全国各界人士 158
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必要的

“应战宣言”。该《宣言》坚决地声
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
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
土抗战之责任。”

7月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
表了抗战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演
讲，极其干脆地提出了解决卢沟桥
事变 4项条件，同时以慷慨悲壮的
语调提醒全国军民：“卢沟桥事件
能否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日本政
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续绝之关键，
全系日本军队之行动。”积贫积弱
的中华民族己经到了生死存亡的
最后关头，而一旦被逼到“最后关
头，只有抗战到底。我们希望和平，
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
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
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
存免之理。……如果放弃尺寸土地
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
人，那时候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
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此次关于中华民族已到了“最
后关头”的讲话，标志着蒋介石既
慎重又决绝的态度，确立了国民政
府对日政策、战略的总方针，标志
着中国政府彻底抛弃忍让、克制、
退缩的政治军事策略，坚定地转入
共赴国难，全力抗战，生死存亡在
此一举的战略轨道。这一誓死捍卫
国土，不惜身家性命与日军血战到
底的战斗檄文，令全国军民为之大
振。同日，国民政府紧急拨发 300
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
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
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
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
第十师、关麟征第二十五师、刘勘
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拨，沿平
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
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
与日军决一死战。

在天津一直寻求与日本人谈
和的宋哲元，于 18日偕张自忠初
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
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
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
题。”这个时候的宋、张二人尚不知
已落入日本人的圈套，日军真正的
目的是等待援军到达，一举将二十
九军击溃，彻底占领、掌控冀察与
平津政务。

自信摸到日本人底牌的宋哲
元于 19日悄悄溜回北平后，仍把
蒋介石在庐山慷慨激昂的陈词和
一次次急促的电令置之脑后。宋哲
元不顾有识之士再三提醒与竭力

劝阻，置中央政府大政方针与介公
的命令于不顾，擅自下令拆除部队
官兵与北平民众在北平城内各通
衢路口用血汗乃至生命筑起的准
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
各道城门全部打开，放弃一切警
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
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
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
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
的冯治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
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
按宋哲元设想的勾钳之术，在大战
一触即发之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
的，只要中国军队做出放弃一切，
任人宰割的羔羊式“榜样”，日军就
会被深深感动并大发慈悲，开始以
真诚和平的姿态与中国军民共同
建设宏伟瑰丽的大东亚乐土。

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
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
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
塘沽卸下 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
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
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
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 8个
师团约 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同
路线向平津扑来。面对宋哲元极其
反常的荒唐之举，在南京坐镇指挥
的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在大呼一
阵“娘希皮”之后，于盛怒中再度致
电叮嘱宋氏一定要守住平津，并将
在津期间与日军签定的秘密协议
立即报告中央政府，不得自以为
是，擅自隐瞒。

7月 25日，日军已完成军事
部署，大规模攻击平津的战争前
奏———廊坊之战打响。二十九军所
部爱国将士奋起反击，敌我双方伤
亡惨重。

7月 26日，日军增援部队赶
到，并有 27架飞机前来助战轰炸。
中国守军抵挡不住，撤出廊坊。蒋
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令其务必丢
掉幻想，立即恢复一切城防戒备，
死守勿失，决心大战，并拟亲至保
定指挥战事。

7月 27日，二十九军所部攻
复廊坊，激战后不支，随之撤出，廊
坊失守。

与此同时，日本军队在华北驻
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的亲自指挥
下，开始对北平守军展开大规模进
攻。集结在京郊南苑一带约七千余
名二十九军所部将士被迫仓促上
阵，与凶悍的日军展开血战。日军
凭借优良武器和大批坦克战车步
步紧逼，并以飞机数十架低空轮番
轰炸，由晨至午，片刻不停。因宋哲
元一度求和的战略指导思想，导致
南苑直到大战到来的最后一刻都
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仅以简
陋的营围作掩体，在敌机疯狂轰炸
扫射下，营围被撕成碎片，营房变
为一堆废墟，守军部队受到极大钳
制而无法反击。战至 28日拂晓，守
军伤亡惨重，南苑失守，官兵奉命
向北平城撤退。在大血战、大混乱、
大溃退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
阁、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及其所属
三千余名官兵阵亡。

7月 28日夜，宋哲元、秦德
纯、冯治安以及北平城防司令张维
藩等高官大员，率部仓皇南撤。

7月 29日，北平沦陷。
当日傍晚，驻守北平郊外西苑

至八宝山一线的何基沣 一 一 O
旅，在掩护各部撤退完毕后，奉命
向长辛店一带南撤。消息传出，北
平民众悲感交集。北京大学、清华
大学、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
一千多名高校学生，纷纷聚集起
来，走出古城，悲愤交加地向这支
打响卢沟桥第一枪的部队告别。

次日，天津陷落。
（作者：岳南，山东诸城贾悦镇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陈寅
恪与傅斯年》、《从蔡元培到胡适》

《李庄往事》等，新作《南渡北归》首
部全景再现 20世纪中国最后一批
大师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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