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代表参加了
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吗

戚厚杰

1937年 7月 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开始全面抗战。为国共合作抗战事, 蒋介石邀中国共

产党人派代表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 中共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代表到南京。对于中共代表在

南京是否参加国民政府召开的国防会议的问题,不少抗日战争史的研究者持肯定态度,而对于中共

代表在该会议上的所达成的协议或意见则说法不一。事实真相到底怎样,现根据档案及其他资料

辨证之,也请有关方家不吝指教。

第一,中共代表到达南京日期的问题。

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到达南京的时间有两说: 一是 8月 9日, 如 朱德年谱  ! 和 叶

剑英年谱 ∀ ; 一是 8月 10日, 如 周恩来传 。# 那么中共代表到底是哪一天抵达南京的呢?

台湾出版的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  称: 8月 9日, ∃共军总司令朱德飞抵南京; 龙云自云南抵南

京 %。& 据龙云回忆: 8月 9日,龙云乘坐欧亚航空公司包机在西安停留,经在西安的蒋鼎文介绍,龙

云与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同机飞往南京。∋ 中央日报  的报道也是 8月 9日。(

由此可见,中共代表抵达南京的时间当为 1937年 8月 9日。

第二,中共代表是否参加了国防会议的问题。

对此,一些专家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防会议, 但在什么时间参加了会议说法

甚多, 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说法:

8月 7日说,如 抗日战争大事典  )和何理∗、阮家新 +等, 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朱

德、叶剑英, 出席了国民政府于 1937年 8月 7日在南京召开的国防会议。

8月 9日说,如 八路军史  和宋平等, 8月 9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最高国防会议, 周

恩来、朱德、叶剑英作为中共代表出席会议。

8月 11日说,如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 8月 9日,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由西安飞赴南京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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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会议,并在 11日的会议上, 就我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

8月 12日说,如 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  : 8月 12日, 我党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

代表红军由西安去南京出席国防会议。!

8月说,如徐焰: ∃ 1937年 8月,共产党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的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明确表

示,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是我们坚持的原则立场。%∀

还有一种是没有确定时间,但认为中共代表参加国防会议了, 如张宪文: ( 7月 ) 20日,蒋介石

由庐山返南京。其后,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应邀出席最高国防会议期间, 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

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 荣维木认为: 在共产党参

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

一些人对中共代表参加的会议的名称说法也不一样,有的说是国防会议,有的说是国防最高会

议。

那么中共代表到底参加还是没有参加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 根据中共代表抵达南京的时

间, 8月 7日参加说可以否定。那么中共代表是否在 8月 9日以后在南京期间参加了国防会议了

呢? 据 周恩来传  ,周恩来于 1937年 8月 9日至 21日在南京期间,没有参加过国民政府召开的国

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的叙述。∋ 叶剑英在南京停留的时间最长, 他在朱德 8月 19日、周恩来 8月

21日离开南京后至 11月下旬基本上在南京, 但 叶剑英年谱  没有他参加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

议的记载。(

而 朱德年谱  说,朱德于 8月 11日参加了南京国防会议并作了发言。但 朱德传 )却说 8月

11日朱德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上发言,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事实

究竟是朱德是参加了国防会议还是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呢? 这要看 8月 11

日国民政府是否召开过国防会议。笔者查阅了有关资料, 国民政府没有在这一天召开国防会议或

国防最高会议的记载。而在这一天的下午 4时,军政部部长何应钦、训练总监唐生智等与中共代表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何应钦的官邸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举行谈话会, 也就是 朱德传 中

所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谈话会。∗

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者认为中共代表参加了国防会议呢? 笔者认为, 一是国民党方面确

实邀请过中共派代表到南京参加国防会议。 8月 1日,蒋介石的代表张冲急电邀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问题。第二天,周恩来复电张冲:如开国防会议,则同朱德、叶剑英去;如系

谈话,则同博古、林伯渠、叶剑英去。 8月 4日,张冲回电称: 开国防会议。+ 由此可能让很多学者认

为中共代表到南京一定参加了国防会议或国防最高会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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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7日下午, 国民政府在南京励志社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参加者除了国民政府最高领导

者,还有各地方上的军政长官共 41人。会议的议题是: 1 卢沟桥事变之经过及其措置; 2 军事准

备事项; 3 大计讨论; 4 关于战费问题之研究; 5 各委员发表意见; 6 决议; 7 议长致词。会上,

与会人员 ∃不约而同%起立 ∃作决心抗战之表示 %。!

为了召开这次会议,会前国民政府通知各地军政长官到南京赴会。据 中央日报 报道: 山西

的阎锡山 8月 2日到南京; 广东的余汉谋、湖南的何键在 8月 3日到南京; 广西的白崇禧于 8月 4

日到南京;何成浚 8月 5日由汉口到南京;贵州省主席顾祝同、湖北省主席黄绍竑于 8月 6日分由

重庆、武汉到南京,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也在这一天由上海来到南京。云南的龙云准备 8月 8日偕卢

汉乘欧亚航空公司包机由成都与刘湘同来南京,但刘湘 ∃以各项要务,亟待请示中枢 %,决定提前于

8月 7日晨乘中航机飞南京。∀ 龙云于 8月 8日飞成都, 9日过陕飞南京。# 笔者认为国民政府因

抗战事急迫而提前召开了国防联席会议, 中共代表与龙云才没有参加。对此,程潜在国防联席会议

上所作的报告可作旁证: ∃自 ( 7月 ) 8日敌人向我挑衅发生战事后, 以时间的不允许等待,特提前召

集各方同志,来讨论制敌救亡的大计,已于今晨在国府会议厅开会。这次各位同志的踊跃参加, 或

远道赶来,这实是我战必胜的象征。同时,各位同志都有重任在身,对于会期也就加以缩短了。%&

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参加国防联席会议的不仅中共代表和龙云,还有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他也是

8月 9日抵达南京的。

一些学者可能将 8月 11日的国共双方的军政长官的谈话会当成了国防会议。 8月 11日下午

4时,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的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黄绍竑、卫立煌、陈继

承等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举行谈话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都作了发言。∋

可以断定,蒋介石邀请中共代表参加的既不是国防会议, 也不是国防最高会议,而是国防联席

会议, 中共代表实际参加的是国共双方军政长官的谈话会。

第三,专家们对中共代表在南京与国民党会谈中磋商的主要问题、国共双方达成了什么共识说

法也不一样,主要观点有: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 11日的会议上, 就我党关于全国抗战的战略

方针和作战原则作了阐述。(

张宪文认为,中共代表在南京期间 ∃与蒋介石在南京就红军改编后的人数、设立总指挥部和保

持独立自主等问题,继续进行磋商%。)

阮家新说,国共 ∃全体一致议决应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 以转变优劣

形势, 争取最后胜利%。∗

徐焰说,中共代表向国民党当局明确表示, ∃在整个战略部署下, 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是我

们坚持的原则立场%。+

罗焕章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就中共中央关于战略计划与作战原则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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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说明:不可因外交谋略而动摇抗战决心, 应迅速部署全国军民的动员,按作

战方向划分战区,确定部队作战序列,依北伐时期的经验,统一施行军队政治工作,立即派出力量组

织敌后民众,注意发动回蒙等少数民族群众参加抗战。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持久战的基本方针相

当一部分重要建议,实际上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采纳。!

荣维木说, ∃在共产党参加的国防会议上,两党进行了抗日作战的分工, 即由国民党军队担负

正面抗击日军侵略的任务,而由共产党的军队担负侧面牵制日军的任务 %。∀

综合 周恩来传 、朱德年谱  、朱德传 、叶剑英年谱 等资料, 笔者认为中共代表在南京期

间与国民党方面主要磋商了八路军改编与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中的有关问题。同时

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红军改编后参加抗战的作战方针, 中共代表与国民党方面进行了反复的谈判。

蒋介石、何应钦最后同意: 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执行只作侧面作战,不作正面战,协助友军、扰

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任务。#

另外,中共代表在与国民党军政长官谈话会上就抗日战争作战的战略战术提出建议。朱德在

谈话会上的发言最有代表性,他说: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是持久防御战, 在战术上则应采取攻势。在

正面集中兵力太多,必然要受损失,必须到敌人的侧翼活动。敌人作战离不开交通线, 我们则应离

开交通线,进行运动战,在运动中杀伤敌人。敌人占领我大片领土后, 我们要深入敌后作战。目前

用兵方向主要是华北,但从目前情况判断,敌人必然会进攻上海,以吸引我国兵力。在抗战中应该

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

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

朱德还建议开办游击训练班等。&

周恩来、叶剑英还就民众动员,武装民众, 战区划分,军制和利用北伐经验,开展军队政治工作,

粮食与外交等提出了建议 ∋ ,这些建议对国民党以后的抗日作战无疑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作者戚厚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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