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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汪伪政府的中共情报员
曲折的早年经历

他是中日两国血统的混血
儿， 出生在日本东京； 在斗争
的风雨中， 参加了中国共产
党， 潜伏在汪伪政权即南京临
时政府中， 担任汪精卫的日文
翻译、 私人秘书， 为中共搜集
汪伪政府与日本 “交易” 的各
种机密情报， 及时上报党组
织， 他叫汪锦元， 中共地下秘
密情报员。

作者：姚华飞

汪锦元（1909—1992）江苏省苏
州人。 1909 年 10 月，他出生在日本
东京，父亲是中国人，叫汪钟卿，在
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读书； 母亲是
日本人，叫大桥对子，是东京美术专
门学校毕业生。 汪锦元出生时父母
给他起了中日两个名字： 汪国梁和
大桥俊男。
在上海艰难地过了 5 年多光
阴。 1922 年因大桥对子与汪钟卿仅
靠教书收入生活难以为继，13 岁的
汪锦元被母亲托人带到东京， 开始
孤独的生活在异国他乡， 没有父爱
母爱， 还要承受日本人对于中国人
根深蒂固的民族歧视。 1929 年春，
汪锦元的母亲到日本探亲，20 岁的
汪锦元才再回到自己的故乡中国苏
州，不久，又因生活境况奔赴到了上
海，并改名汪锦元。
因为汪锦元日语熟练， 母亲让
他在日本朋友日森虎办的“上海通
讯社”当抄报员，任务是把日森虎翻
译的稿件刻成钢板油印， 再分送给
用户。

在斗争中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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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通讯社， 汪锦元接触到
的一名好友也是日本人， 而这位日
本人，竟然是中国共产党员。他叫手
岛博俊， 日本记者， 经常来到通讯
社。日森虎不在的时候，他经常和汪
锦元聊天。熟悉以后，汪锦元将有关
中国共产党的文件、 资料等情况告
诉手岛。 手岛的另一个身份是日籍
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 手岛博俊是
由中央特科成员王学文介绍秘密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
上海通讯社只有老板日森虎和
他的妻子及汪锦元三个人， 这个小
小的通讯社怎么能获得如此机密的
材料呢？ 显然是中共党内有人透露
出去的。 手岛立即向党组织进行汇
报， 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责成手岛
查清，手岛请汪锦元协助查清出处。
然而， 机密材料每次都是来人直接
送给日森虎或他自己亲自取回的，
旁人无法知道底细。很快机会来了。
一次，日森虎突然患病不能出门，但
这天正巧是他出去拿材料的日子。
日森虎想让妻子代劳， 但妻子是日
本人，不懂中国话，对上海的街道不
熟悉， 弄不好反会出事； 如若不去
拿，稿子和资料发不出去。日森虎转
念一想，汪锦元平时不声不响的，看
来还靠得住，又熟悉上海情况，就叫
汪锦元去一趟。
汪锦元按照日森虎给他的地
址， 来到沪西周姓人家， 取到了材
料。紧接着，汪锦元立即将那人的姓
名、地址密告给手岛博俊，手岛及时
将情况告知中共地下党组织， 上海
地下党立刻经过调查， 弄清了泄露
机密的人是一位姓周的区委书记。
组织上马上切断了与这个严重危害
组织安全的败类周某某的联系。 日
森虎也得不到什么秘密文件了。
这件事使手岛和汪锦元进一步
加深了联系，在思想上产生了共鸣。
随着形势的发展， 手岛博俊让汪锦
元辞去了上海通讯社的工作。 由手岛
介绍到
“
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 在这
里， 手岛遇见了曾经在上海通讯社
认识的名叫日皋（亦叫日高）的日本
人。 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
手岛在与日皋闲聊中， 了解到
日皋要到共产党的中央苏区江西瑞
金去。汪锦元还注意观察，发现日皋
和日本海军司令部有联系。 他把这
一情况也报告给手岛博俊。 手岛要
求汪锦元时刻关注日皋的动向：这

是一个极端阴险的人物。 经地下党
了解，手岛告诉汪锦元：日皋是受日
本海军情报部指派， 准备打入到江
西瑞金长期潜伏的间谍。
汪锦元在手岛博俊的指导下为
中国共产党做了不少工作。 手岛在
离开上海前， 将汪锦元的表现与工
作情况详细地向日籍中国共产党员
西里龙夫 （王学文介绍加入中国共
产党）作了介绍。
1934 年底， 在工作?践中，西
里龙夫帮助汪锦元进一步认清了日
本军国主义的本质， 他向汪锦元介
绍中共的斗争历史， 并给他看中共
中央机关报刊《红旗报》。 这使汪锦
元收获颇多， 也使汪锦元重新确立
了人生目标。
有一次， 西里龙夫和汪锦元谈
到上海地下党组织经济有困难时，
汪锦元一声不响地立即将自己刚拿
到的薪水给了西里龙夫，还说：党组
织的困难也就是我们自己的困难，
我应当全力支持。 并提出自己希望
早日成为中共党组织的一员。 西里
龙夫向党组织汇报了汪锦元的要
求。 此后， 西里龙夫先后介绍潘子
刚、陈一峰（又 名 陈 汝 周）等同志与
汪锦元联系，每星期见面一次，?际
上是对他进行教育考察。1936 年 12
月，汪锦元由陈一峰介绍，加入了中
国共产党。

打入汪伪“临时政府”
1940 年 3 月 30 日， 头号大汉
奸汪精卫在南京粉墨登场， 当上了
伪临时国民政府的代理主席、 行政
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几
乎每天要和日本人打交道， 急需找
一个既精通日语又特别信得过的人
担任自己的日语翻译兼随身秘书。
最终选定了汪锦元。
汪锦元之所以能打进汪伪临时
政府，做汪精卫身边的日语翻译、随
身秘书， 和他在上海的经历有很大
关系，加上地下党为他积极活动，以
及汪锦元的母亲为儿子奔波， 诸多
因素促成了这一美差。
1937 年“
8·13”淞沪抗战爆发，
此时汪锦元住在上海老闸北路苏州
河以北， 西里龙夫住在日军占领的
虹口区。 汪锦元几乎每天冒着生命
危险来回穿插送递情报。
伪上海市政府 1938 年成立后，
汪锦元的母亲中文、日语都不错，又
长期在上海当教师， 于是当上了伪
市政府教育局长顾澄的翻译。 上海
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 指令汪锦元
要想办法打进伪市政府秘书处工
作。这期间，汪锦元以“
汉奸”面目出
现，他的活动与工作，也被顾澄看在
眼里，认为是个人才，将来可以为他
们做些事情。
伪国民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周隆庠当上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
亚洲司司长，因工作繁忙，遂提出另
外物色一个人给汪精卫当日语翻
译。 周隆庠向汪精卫推荐了自己早
就考虑过的汪锦元。
1940 年 9 月的一天， 汪精卫、
陈璧君夫妇对汪锦元进行了当面考
察，当他们看到这位 30 岁的白面书
生时，陈璧君先表态说：很好。 汪精
卫也表态早些搬进“汪公馆”，职务
是“汪主席” 的随从日语翻译兼秘
书。 于是，1940 年 9 月开始至 1942
年 7 月 29 日，潘汉年情报系统的汪
锦元， 在头号大汉奸汪精卫的伪临
时政府潜伏了近两年时间， 为中共
搜集了大量的战略情报。

中共上海情报组织为了加强在南京
的情报工作， 正式成立了南京情报
小组。这个情报小组由三人组成：组
长为李德生（又 名 纪 纲 ），成员有陈
一峰（化名陈汝周）和汪锦元。 受吴
成方（曾是刘少文情报系统成员，后
加入潘汉年情报系统）领导。李德生
在南京的掩护身份是开诊所的中
医； 陈一峰是日伪“
中华联合通讯
社”的首席记者；汪锦元是汪精卫的
日语翻译和私人秘书。 他们的公开身
份对打入敌特内部而言可谓上乘，又
有日籍中国共产党员西里龙夫 （日
华中派遣军总司令部报道部奏任级
嘱托、“中华联合通讯社”的指导官）
和中西功 （南满铁路上海局事务所
任职）的两同志协同作战，致屡次获

得日方军政方面重大战略情报。
作为汪精卫的日语翻译和随身
秘书， 汪锦元每天到颐和路“汪公
馆”上班，参加汪伪最高层的各种会
议，处理汪伪各种最机密的文件，因
而获得的日伪情报更有价值。 这些
情报得到周恩来的赞扬。

南京情报组被敌侦破
1942 年 7 月 29 日上午， 从日
本宪兵队的汽车上跳下几名便衣特
工，他们直奔汪精卫的公馆，逮捕了
汪锦元。随后，又逮捕了以开业中医
为掩护的中共情报人员李德生和打
入汪伪中华联合通讯社的陈一峰。
据称他们是以“
理查德·佐尔格国际
间谍案”的中国案犯名义被捕的。他
们被一起关在南京中山北路日本宪
兵司令部， 此案受日本东京检事局
的委托，未加审讯。第二天就押往上
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部，2 个
月后押送日本。
1941 年 10 月，“拉姆扎” 小组
被日本警视厅特高科破获。 尾崎秀
?曾在中国从事反法西斯秘密工
作，和西里龙夫、中西功为密友。 日
本警方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侦察，
于 1942 年 6 月 15 日秘密逮捕了在
中国南京的西里龙夫和上海的中西
功，以及上海的郑文道、金若望（程
维德）和倪志朴亦同时被捕，郑文道
为掩护战友，保卫组织、情报英勇跳
楼牺牲。
汪锦元、李德生、陈一峰等三人
关押在上海北四川路日本宪兵司令
部时， 东京警视厅和检事局派员前
来审讯， 开始敌特着眼于扩大破坏
组织，尔后着重于搞情报内容，边问
边拷打，残酷施刑，李德生的一口牙
齿都被打掉，三人遍体鳞伤，仍信守
不渝，怀念着党，企望胜利的那一天
早日到来。

绝密情报受到周恩来表扬
汪伪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后，

汪锦元

日寇乞和，情报员意外获释

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军国主义
好景不长， 日军在太平洋岛屿争夺战
中不断失利，一蹶不振，又苦于战线太
长，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
际上已经成为日军的主要对手， 在这
样的一种情势下， 日军方面妄图拔出
其陷于中国东南地区的泥足， 而新四
军是其心脏部位的一把利剑。 日军方
穷途末路， 数次企图同新四军接触搭
线， 试探找一条延续他们失败命运的
办法，都被新四军拒绝。
1944 年春，南京日军方物色不到
与新四军可以搭线的人选， 处于焦虑
之中， 在无奈的情况下， 他们想到因
“
佐尔格国际间谍案”受牵连被判无期
徒刑的汪锦元、陈一峰、李德生。
一天， 华中日派遣军总司令部派
专人到珠江路日监狱， 分别叫汪锦元
和陈一峰出牢房问话， 询问他们是否
认识和知道中共重要人员等情况，他
们不由得警觉起来， 怀疑敌特又在搞
什么阴谋， 竟不约而同地答复：“坐牢
后早断了信息， 没有什么关系可寻找
了。”接着，又喊李德生出来，来人向李
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李说：“
过去只认
识刘少文，现不知他的行踪了，只知道
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和饶漱石。”来的日
本人感到李的语气有所松动。 约在 6、
7 月间， 日军方人员到监狱通知李德
生， 要释放他出去寻找新四军长官搭
线联系工作，李想借此找组织关系，并
设法能使他们三人脱离牢狱之灾，就
表示愿意去试试。
同年 9 月，李德生获释。李德生向
党组织汇报了汪锦元等情况。 经扬帆
与日方谈判，他们同意将陈一峰、汪锦
元放回。 5 月 28 日，扬帆、李德生、陈
一峰和汪锦元一行离开南京， 回到淮
南根据地。 30 日抵达葛家港。
南京之行，基本摸清了日方意图，
看出日军上层的低沉情绪。 31 日晨，
扬帆去华中局驻地千棵柳， 向饶漱石
详细汇报了南京之行的情况。
上海解放后， 汪锦元在东方经济
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 1953 年潘汉
年让张建良（华 克 之）来探望汪锦元，
这时他才知道华克之是潘汉年系统情
报人员、中共党员，他在 1946 年曾看
望汪锦元，并送钱物给他，但汪开始还
不敢收。 1955 年汪锦元因“
潘扬案”被
捕。 1982 年 8 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
彻底平反，汪锦元也被平反昭雪，对其
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
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
贡献。 1992 年 3 月 26 日，汪锦元因病
去世。 上海市国家安全局为他举行了
隆重的追悼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