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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失利

1937年七七事变后， 日本展开全面侵略中国的大
规模战争。 同年 8月 13日至 11月 12日在上海及周边
地区展开淞沪会战。 战役初期，日军于上海久攻不下，
但日军进行战役侧翼机动，11 月 5 日在杭州湾的全公
亭、金山卫间登陆，中国军队陷入腹背受敌的形势，战
局急转直下；11 月 8 日蒋中正下令全线撤退；11 月 12
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

1937年 11月 9日，上海全部失陷。此时，国民政府
开始准备在上海以西仅 300 余公里的首都南京的保卫
作战。12月 1日，日军攻占江阴要塞，同日，日军下达进
攻南京的作战命令，南京保卫战开始。

1937 年 12 月 2 日江阴防线失守中国海军主力第
一舰队和第二舰队在中日江阴海战中被全数击沉，作
为南京国民政府唯一一道拱卫京畿的水上屏障失守。

1937年 12月 10日日军发起总攻，12月 12日唐生
智下达突围、撤退命令，中国军队的抵抗就此瓦解。 12月
13日日军攻入南京，开始了长达数星期的南京大屠杀。

中方防守战略
从 1937 年 8 月到 11 月， 中国军队在上海与日本

上海派遣军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
战事在日本第 10 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
被袭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 在日军的迅猛追击下，中国
军队的撤退变成了无比混乱的溃逃。 中国统帅部此时
深感事态严重， 在 17 日和 18 日三次开会讨论南京防
御的问题。 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南京
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
生智以南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以及国际观
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南京。 中国最高统
帅蒋介石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纳粹德国的外交调停
有利，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的军事介入。 出于内政和
外交上的考虑，蒋介石最终采纳了唐生智的建议，决定
“短期固守”南京 1 至 2 个月，于 11 月 26 日任命唐（阶
级上将）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 副
司令长则为罗卓英及刘兴。

根据坚守南京的决策，中国统帅部在 12 月初日军
接近南京城之前共调集了约 13 个师又 15 个团共 10
万余人（一说约 15万人）的部队保卫南京。 这些部队中
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上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
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新补充的数万士
兵大多没有完成训练。 唐生智多次公开表示誓与南京
城共存亡，对蒋介石则承诺没有命令决不撤退。 为了防
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生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态度。
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 又将下关至
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汉，还命令第 36 师封锁从南京
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
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日军进攻南京
日本原本打算在上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

从而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屈服。 然而，日本上海派遣军

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
层在是否直接进攻南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因为顾
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 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
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 7日东京将上海派
遣军与第 10 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
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
东。 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南京：15 日，柳
川平助的第 10 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
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 日，方面军
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

“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
南京”。11月下旬，日军上海派遣军和第 10军全面越过

“制令线”，分别沿着太湖的南、北两侧开始向常州、湖
州进攻。鉴于前线进展迅速的既成事实，24日东京大本
营废除了“制令线”，并在 12 月 1 日下达了攻占南京的
正式命令。

进攻南京的作战开始后不久， 疯狂前进的作战部
队就把辎重部队远远抛在身后， 由于日军原本没有深
入内陆作战的后勤准备， 部队立即面临着粮食供给中
断的严重问题， 日本军司令部于是下达了实际是要部
队抢劫的“就地征收”命令。 日军在抢劫中通常伴随着
奸淫妇女的暴行，为了掩盖自己抢劫和强奸的罪恶，日
军除了杀死受害人，还经常放火烧毁整个村庄。

南京城的陷落
1937年 12月 8日，日军全面占领了南京外围一线

防御阵地，开始向外廓阵地进攻。 11 日晚，蒋介石通过
顾祝同电告唐生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
12日，日军第 6师团一部突入中华门但未能深入，其余
城垣阵地还在中国军队手中。 负责防守中华门的第 88
师师长孙元良擅自带部分部队向下关逃跑， 虽被第 36
师师长宋希濂劝阻返回，但已经造成城内混乱。 下午，
唐生智仓促召集师以上将领布置撤退。 按照撤退部署，
除第 36 师掩护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从下关渡江以外，其
他部队都要从正面突围， 但唐生智担心属于中央军嫡
系在突围中损失太大，又口头命令第 87 师、第 88 师、
第 74 军和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
江”， 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使中国军队的撤退更加混
乱。 会议结束后，只有属于粤系的第 66军和第 83军在
军长叶肇和邓龙光带领下向正面突围， 在付出巨大代
价后成功突破日军包围，第 159 师代师长罗策群战死。
其他部队长官大多数没有向下完整地传达撤退部署，
就各自抛下部队前往江边乘事先控制的船只逃离。 这
些部队听说长官退往下关， 以为江边已经做好了撤退
准备，于是放弃阵地涌向下关一带。 负责封锁挹江门的
第 36 师没有接到允许部队撤退的命令，和从城内退往
下关的部队发生冲突，很多人被打死或踩死。 12 日晚，
唐生智与司令部成员乘坐事先保留的小火轮从下关煤
炭港逃到江北， 此后第 74 军一部约 5000 人以及第 36
师也从煤炭港乘船过江，第 88 师一部和第 156 师在下
关乘自己控制的木船过江。 逃到下关的中国守军已经
失去建制， 成为混乱的散兵， 其中有些人自己扎筏过

江，很多人淹死、或是被赶到的日军射杀在江中。 大部
分未能过江或者突围的中国士兵流散在南京街头，不
少人放弃武器，换上便装躲入南京安全区。 13 日晨，日
军攻入南京城。

无差别级轰炸
无差别轰炸，即战略轰炸，不分军事目标还是民用

目标，通通轰炸。
1937年 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

使用法》，其中第 103条规定：“站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
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
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 ”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
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 突破了战争
伦理的底线。

1937年 9月 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
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一部分历史学家
认为，这是更广义的南京大屠杀的起始日期。

这一天， 日本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下令所
属第 2联合航空队（1937年 9 月 10 日刚刚从大连转场
到新落成的上海公大机场） 对南京市区进行“无差别
级”轰炸。

上午 8 时 15 分，警报声大作，江阴要塞瞭望台报
告：大批敌机正自下游向江阴飞来！ 海军各舰炮手均各
就各位。 几分钟后，只见一个由 33 架敌机组成的庞大
机群在 3000米高度向西南飞去。

这天正是著名的“9·19 空战”日，敌机被我空军第
四大队击落 4架，击伤 1架。 中国空军后来的传奇人物
刘粹刚自此一战成名。 9时 20分左右，警报声又起，海
军见 1 小时前西飞的敌机群正杂乱无章错落地返航，
料定必是被我空军击败，便以排炮“欢送”。 敌机惊魂未
定，无心恋战，未发一枪，未掷一弹，均高速向东逃窜。
下午 2 时 30 分，又传来警报声，见敌机 28 架，又在南
京被中国空军击溃。 这次，该机群未敢沿江飞行，绕开
中国高射炮火有效射程返航。

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纪实（上）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

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占南京开始持
续了 6 周，直到 1938 年 2 月南京的秩序才开始好转。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 20 万以上乃至 30 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
军杀害，南京城被日军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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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攻南京中华门

日本军队侵入南京城

声明
孟凡闯、霍晓玲夫妇

不慎将儿子孟泽润出生
医学证明丢失， 证号：
O130376680，声明作废。

声明
柏乡镇会计委托代理

中心不慎将开户许可证正
本 丢 失 ， 核 准 号
J1325000021902，开户行：
柏乡县城关信用社， 声明
作废。

声明
邢台中尧建能保温

材料工程有限公司不慎将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丢
失 ， 注 册 号 ：
130503000007620，核准日
期：二 00八年十二月十五
日，声明作废。

声明
成广辉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为 ：
1305280020011000790，声
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