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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关于日本在中国战

区的投降细节，学界关注较多，尤其是对日本陆军的研究，可以说已达到
细致入微的程度，而对日本海军尤其是投降舰船的研究，却相对粗疏。

中国海军史研究专家、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生导师陈悦
最近对这批投降舰船做了梳理，写成《日本投降舰船志》一书。他告诉记者，日军全
面侵华后，海军力量非常活跃，它参与了淞沪战役、南京战役、武汉会战等诸多大战
役，到投降时，日本海军还残留不少舰船，这些舰船如何处理，又归于何处？本期“史
说”邀请到陈悦，请他细说这批日本投降舰船的传奇故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一艘逃跑的军舰

记者：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
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时的日本海军拥
有多少舰船？

陈悦：日本海军发展很早，但在太
平洋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舰船损失非
常巨大，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日
本海军残留的航空母舰、战舰、巡洋舰、
驱逐舰、海防舰、运输舰、潜水艇等大型
舰船，总数250余艘，其他各类小型舰
艇和自杀舰艇还有数千艘，主要分布在
日本本土、中国、朝鲜半岛、越南、新加
坡以及菲律宾等东南亚地区。

在全面侵华战争中，日本海军非常
活跃。当时日本海军的第三舰队专门
在中国作战，以上海为中心，下属的第
11战队直接深入长江，在上海至宜昌
的整个长江中下游沿线活动。其余的
舰艇则在中国沿海部署。这支海军参
与的较大的战役包括淞沪战役、南京战
役、马当战役、武汉会战、进攻海南岛、
入侵香港等等。日本海军还一度将航
空母舰派遣到中国近海，以海军航空兵
配合侵略作战。

1945年抗战胜利时，日本在中国
还停泊着不少艘舰船。根据同盟国的
安排，分布在日本本土之外的舰船，由
各相关同盟国就地受降接管。中国海
军在中国战区（包括台湾、澎湖以及北
纬16度以北的越南地区）总计接收日
伪投降舰艇458艘，其他辅助船舶892
艘。

南京是接收日本投降军舰的重要
地区，一共接收了60艘日本投降舰船，
总吨位6700余吨。虽然数量不是全国
十个受降区中最多的，但是在南京区接
收的日本投降舰船包括了日本海军曾
经在长江上耀武扬威的全部主力炮舰，
例如炮舰“兴津”“势多”“鸟羽”等，是接
收的投降舰艇中“质量”最高的。

记者：接收的过程是怎样的，是否
有意外发生？

陈悦：8月15日，冈村宁次就收到
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签发的电令，其
中就要求日军的飞机和舰船必须原地
停留，等待接收；为了方便办理，中国方
面共分为南京、上海、九江、武汉、青岛、
舟山、厦门、台澎、广州以及海南十个
区，由海军司令部派出接收人员直接办
理。但也有个别日本海军军官是有想
法的。比如停泊在上海的“安宅”舰，便
抢在中国军队进入上海之前，自行离开
黄浦江。当时该舰上全部舰员有154
人，还携带了大量家眷。从它的动向
看，显然是不甘心做阶下囚，它是想冒
险逃回日本。

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补给不足，
或是其他原因，这艘并不擅长外海航行
的军舰最终没能离开中国近海，而是藏
身到长江口外浙江方向的岛屿间，漂泊
不定。直到当年9月中旬，美国第七舰

队来华时才被发现，最终这艘逃舰被俘
虏、押送回了黄浦江内。到10月中旬
被移交给了上海区接收，中国海军为这
艘舰改了一个颇具政治意味的名字：

“安东”，寓意使东方安定。

抽签分配，中国抽到“上上签”

记者：刚刚谈到，日本本土之外的
舰船由同盟国就地受降接管，那么，日
本本土内的舰船又作何处理？

陈悦：当时，日本本土也有海军残
余舰船，最终做了分类处置，主要有四
类：

1.日本海军在战争中劫掠而来的
舰船，修缮后物归原主，包括中国海军
的“逸仙”号；2.对进攻性舰艇，进行摧
毁处理；3.剩下的舰艇，排水量较大的
（约150艘），改造成特别输送舰，由盟
军供给燃料，负责将海外的日本军政人
员和侨民运回日本；4.一些吨位较小的
舰艇，被大量投入用于日本沿海的扫雷
作业。

到1947年，撤运人员结束后，特别
输送舰和用于扫雷的部分舰艇，一共
232艘，改称为特别保管舰，由盟国处
理。

对这批舰船该如何处理，盟国尤其
是中国，早有想法。在抗战胜利结束之
际，中国就提出，希望全盘接收日本舰
船，以此来作为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战争
的赔偿。但美国考虑再三，决定改由中
美英苏四国共同分配这些军舰，由4国
分4次抽签获取。

记者：抽签分配？
陈悦：对。这批舰艇型号复杂，大

小不一，舰况良莠不齐。所以最后是从
232艘中选出92艘保存还不错的来分
配。为公平起见，主导此事的美军将每
次的赔偿舰都先均分为四份，再由四国
派出海军人员到东京，以抽签方式随机
抽取。

从整个抽签情况看，中国当时抽得
的属于“上上签”，共获得34艘日本赔
偿舰，是日本赔偿舰中规模较大、战斗
力较强的部分。比如第一次抽签就抽
到了日本海军的明星舰“雪风”号。

在当时，日本赔偿舰对英国、美国
这些海军实力较强的国家而言，实际上
是无用的“垃圾”，接收之后大多作了报
废、拆解处理。但中国和苏联因为在二
战中海军力量损失较大，则尽量加以运
用。比较有意思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苏联在将旅顺基地交归我们
时，一并还赠送了一些舰艇，这其中就
包括了苏联获得的日本赔偿舰。

很多舰船在国共内战中起义

记者：这批舰船，后来怎样了？
陈悦：这批舰船，后来分散编在国

民党海军海防第一、第二舰队，以及江

防舰队和各个炮艇队。在国共内战中，
国民党海军共有97艘各型舰艇起义加
入人民军队，这其中除了“重庆”舰等少
数属于抗战胜利后的英国援助、美国租
借军舰外，绝大多数都是原日本投降舰
和赔偿舰，起义的第一艘国民党海军军
舰“黄安”号（1949年2月12日在山东
青岛起义，开抵连云港解放区）就是一
艘日本赔偿舰。

前面我们提到的“安东”号也是起
义舰之一。当时，解放军八兵团司令陈
士榘在林遵陪同下在南京下关检阅了
这艘舰船。考虑到国民党方面对起义
舰船必定要采取报复行动，所以，“安
东”号被疏散到安徽当涂东梁山附近江
面。几天后，参加起义的“吉安”“楚同”

“永绥”“惠安”“太原”等舰相继被国民
党空军炸沉，而“安东”号在1949年9
月24日也没有逃过这个厄运。国民党
空军在搜寻另一起义的“长治”舰时，误
认它是“长治”舰将它炸沉了。

此外，国民党军队败退时，在大陆
还遗弃了大量原本日本投降的25吨炮
艇、登陆艇等小艇，这些舰艇后来很多
被华东海军设法修复。在人民解放军
建设的初期，原日本投降和赔偿军舰，
可以说一度是我们的舰船装备的主要
力量。例如华东海军中著名的主力舰

“南昌”舰、“瑞金”舰，追根溯源，都是日
本投降和赔偿舰。

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华东海军
在东南沿海不断取得对国民党海军
作战胜利的小炮艇，实际上主要是
抗战胜利时接收的日本海军 25 吨
长江炮艇，华东海军利用这些原本
只能在内河中活动的炮艇，在沿海
岛屿作战中创造了奇迹，现在陈列
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

“头门山海战英雄艇”，就是一艘原
来的日本投降艇。

记者：那我们去博物馆的话，现在
还能见到它。

陈悦：也只能到博物馆去看了。从
二战结束到现在，这批舰艇早超出服役

年龄了。
在日本投降和赔偿的主要军舰中，

使用时间最长的一艘舰艇一直用到上
世纪70年代末。比如“南昌”舰，原本
是日本海军侵华的“宇治”舰，投降后更
名“长治”舰，1949年9月19日在长江
口外起义，后来停泊在南京燕子矶江
面。因为担心被国民党空军飞机炸沉，
9月23日在燕子矶江面自沉。到1950
年2月24日打捞出水，修复后更名“南
昌”号，成为华东海军/东海舰队的主力
舰，一直到1979年才退役。

另外人民解放军海军南海舰队最
早的主力舰“南宁”号，也是一艘日本投
降舰。它原本是日本海军的“满珠”号
海防舰，抗战胜利后被中国海军接收，
更名为“七号”，广州解放时被人民解放
军接管，1955年修复后命名为“南宁”，
长期担负着南海舰队主力舰的角色。

“南宁”舰曾多次率领巡逻编队前往西
沙。这艘军舰也是到了1979年前后才
退役。

在日本投降、赔偿舰中，还有一艘
舰史非常特殊的军舰，就是我之前提到
的“雪风”号。这艘军舰是旧日本海军
中著名的“祥瑞舰”，在太平洋战争中
曾参加过著名的圣克鲁斯海战、第三
次所罗门海战、俾斯麦海海战、科隆班
加拉海战以及“大和”舰最后的特攻
出击等，同时参战的其他军舰大多
非死即伤，只有这艘军舰每次都全
身而退。赔偿给中国后，被用江苏丹
阳的地名命名为“丹阳”舰，从此也开
创了国民党海军用带有“阳”字的地
名命名军舰的历史。1949年8月，台
风横扫台湾海峡，锚泊在澎湖马公港
的“丹阳”号竟在风中挣脱锚链，漂到
马公港附近的莳里湾搁浅。国民党
败退到台湾后，才把它打捞起来修
复。在台海风云中，这艘舰船曾扣押
向大陆运输航空煤油的苏联轮船，也
曾参加金门炮战。1971年，在一场风
暴中，“丹阳”号触底搁浅，最终没有逃
脱被拆解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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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启事：罗长青，男，身份证
号码：1101*******2099。
因需要确认以下事项：（1）
F&F Chemical Co., Ltd.
（“F&F”）是否全额收到
2006年12月江苏泰特尔
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特尔”）股权转让时香
港中信国际有限公司支付
给 F&F 的股权转让款；
（2）罗长青、F&F对F&F作
为泰特尔股东期间的股
权变动是否有异议。请
罗长青在看到本启事后
及时联系李成（手机号码
17620355086，邮箱
licheng@allbrightlaw.com）

江苏泰特尔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常州烨程生态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根据2021年8月3日股
东决定，拟将注册资本从
300 万元减至 60 万元，现予
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常州烨
程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2021年8月3日
公告 本单位由于：撤离本
市，从未在南京承接工程。
企业决定退出南京建筑市
场，拟申请全额退还民工工
资保障金。根据有关规定，
本公司民工工资债权人在公
告刊登之日起十五天内清算
债务。否则，本公司视为清
算结束。特此公告。江苏高
阳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江苏思頫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根据2021年08月
03日股东会决议，江苏思頫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拟将注册
资本从1000万元减至500万
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
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要求
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 江苏思頫通信科技有
限公司 2021 年08月03日

※ 遗 失 ※※ 遗 失 ※
南京社科书店营业执照正
副本、公章遗失，注册号：
3201061500646，声明作废。
遗失南京社科书店批发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公章，注
册号：3201061501060，声明
作废。
江苏京明翰仪器设备有限公
司因单位名称变更，原公司
名下公章、财务专用章、法人
章，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本人赵倩颜遗失南京语山
棠花园购房收据一张，金额
742674元，票据号 1940392，
现声明作废。
遗失汤 伟 身 份 证 ，证 号 ：
320322197907203131，声 明
作废。

史史说说

起义之后停泊在南京附近起义之后停泊在南京附近
江面的江面的““安东安东””号号

1947 年 6 月
28 日，在日本东
京盟军总部进行
日本赔偿舰第一
次分配抽签，中国
海军代表马德建
抽中了“上上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