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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安仁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陈云革命生涯中的绝

大部分时间是从事组织和经济领域的领导工作。

鲜为人知的是，他曾在危难之际出任中央特科负

责人，率领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开展了一次次卓有

成效的斗争，在保卫党中央安全和获取情报等方

面立下了卓著功绩。

危难之际，26岁重建中央特科

1931年 4月，中央特科发生了重大变故：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央

特科实际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投敌。

此人长期负责党中央机关的保卫工作，掌握了很

多党内核心机密，形势万分危急。

生死存亡之际，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钱壮飞

截获顾顺章叛变的情报，通过李克农汇报给时任

江苏省委书记陈云。陈云立刻上报中央，并全力协

助周恩来在国民党大搜捕前，采取了一系列应变

措施，使党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临时中央机关36名共产党人被捕。危机再次袭来。周

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难继续生存……

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转移到中央苏区，并提

出：“特委的负责人必须以政治坚定、党籍较长，有

斗争历史的干部特别是工人干部担任。”危难之际，

年仅 26岁的陈云挑起了重担，全力投入到中央特

科的重建工作。

如何使重建后的中央特科尽快摆脱叛徒带来

的打击，迅速开辟中央特科新的工作局面，成为了

摆在陈云面前的首要难题。他与潘汉年等同志一

起，短时间内从观念、组织、制度、方式等方面扎实

开展工作，使得党的隐蔽战线迅速打开新局面。

精简特科，重点突出政治保卫

顾顺章叛变后，大部分特科战友按捺不住报

仇雪恨的心情，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盲目要求与

敌人斗争，少部分投机分子则偷偷做起了叛变投

敌的密谋。形势十分危急。

“冷静、沉着”的陈云迅速调整思维，他指出，

“适当采取一些反击措施，打击特务、叛徒的嚣张气

焰是必要的。但是，大家必须明确，中央特科现在的

重点是政治保卫，打击敌人应该服务于保卫工作。”

在陈云的带领下，中央特科的工作逐步回到

正确的路线上来。同时，根据少而精的原则，陈云

调整内部组织，将已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不宜再

继续从事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调离；同时撤销第

四科（原负责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通信联络），将

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 3 个科进

行精简缩编。

单线联系，变化多端

为了汲取顾顺章、向忠发等的教训，陈云要求

特科改变原有的活动方式，采取更加严格的保密

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间的往来。

如规定“每个人的住所都严格限制来往人员，

非指定人员都不能让其知道地址”“每个工作人员

都有化名、代号，并且不时更换。”他还要求特科一

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

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

种社会关系，以社会关系掩护特科工作。

顾顺章的叛变不仅摧毁了特科历尽艰辛搭建的

情报网，也让敌人对我方的防范更加严密，情报工作

重建难上加难。在陈云的领导下，特科一方面继续坚

持“打进去”和“拉出来”，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

捕房等重新建立起情报关系；另一方面，探索开创了

统一战线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积极同上

海各阶层同情革命的人士广建联系（如董健吾、杨度

等），为我党情报工作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假自首”打入敌人内部

顾顺章叛变后，敌人实行自首政策，妄图分

化、瓦解中央特科机构。陈云与潘汉年经过慎重

考虑，并报请中共临时中央批准，决定将计就计，

派特科人员以“假自首”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同

时决定，如果保卫机关的干部被捕而无法掩藏身

份的，在不帮助破坏组织（抓人、破坏机关）的条

件下，可以实行“假自首”政策。

事实证明，“假自首”有力瓦解了敌人的自首政

策。一方面，开辟了打入敌人内部的新途径，另一方

面也减少了不必要的牺牲。最重要的是，成功地混

淆了敌人的视听，使他们对“真”“假”叛徒都心存疑

虑。敌人也因此对大叛徒顾顺章失去了信任，将其

秘密处死。陈云等人还经过秘密策划，对敌人的特

务首脑和特科的叛徒进行了公开刺杀，这大大打击

了特务和叛徒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队伍士气，

也为中央特科的反特防奸工作开辟了崭新的突破

口。此外，陈云带领特科人员顺利地完成了对瞿秋

白、牛兰夫妇的转移和营救等保卫任务。

大模大样开铺子做假老板

经过艰辛的重建工作，一度陷于瘫痪的中央

特科恢复了元气，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继续

顽强与敌人巧妙周旋。这期间，陈云还有一段开

铺子做买卖，当“掌柜”的特殊经历。

为了更好地掩护特科，陈云出资由同情革命的

可靠人士出面筹办了 20多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

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

头。陈云本人的办事机关隐蔽在上海山海关路一个

名为“新生”的印刷所内。他“借了一间统厢房，买了

两部小型印刷机”，雇了一位青年工友（特科人员李

士英）和几个学徒，就“大模大样地做起假老板来

了”。就这样，陈云常常打扮成商人、账房先生，灵活

机智地给各秘密联络地点下达任务和布置工作。陈

云后来说，他的印刷所从来没有被破坏过。

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

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共产国际代表

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

一二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一个当年的

国民党特务则在回忆录中感叹：“实行新的隐蔽

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产党内建立的线索，一下

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

我们只知道共党的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

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

们茫然无知。”

长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陈养山回忆说：“在陈

云同志的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

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

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

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显著。”

1932 年 3 月，上海爆发了沪西日商纱厂工人

反 日 大 罢 工 。根 据 工 作 需 要 ，临 时 中 央 决 定 让

陈云离开中央特科，改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

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离开特科领

导岗位，陈云开始了领导工运的新的革命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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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陈赓受

命参加中央特科并担任情报科长。在白色

恐怖笼罩下的国统区，在谍海秘战波诡云

谲的上海滩，陈赓怀着对党的赤胆忠心，深

入龙潭虎穴，历经生死劫难，在隐蔽战线屡

建奇功，忠实履行保卫党中央特别是中央

机关安全的神圣使命，彰显了一名共产党

人忠诚无畏、大智大勇的英雄本色。这段隐

蔽斗争传奇经历，为陈赓波澜壮阔、辉煌精

彩的非凡人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拜托陈赓抓陈赓
1928 年 4 月，经党组织考察选派，陈

赓化名“王庸”，担任刚组建不久的中央

特科首任情报科长。通过专门培训，除

精通基本工作技能外，陈赓能根据身份

变换形象，有时西装革履，像租界的洋

行买办；有时长袍马褂，礼帽缎鞋，扮作

巨商。扮什么像什么，穿什么像什么。

由于个性风趣亲和，交友广泛，“王

庸”与国民党特务机关、警察局、党部等

部门人员、巡捕房的耳目，乃至上海各

帮会地痞均有往来。不论是国民党特务

机 关 活 动 的 场 所 ，还 是 外 国 租 界 巡 捕

房，必要时陈赓都能随时进出。有一次，

在法租界一家戏院里开会，有许多共产

党员参加，租界巡捕和国民党特务突然

包围现场，情况异常紧急。为掩护同志

们转移，陈赓灵机一动，同前来围捕的

警 探“合 作 ”充 当“蟹 脚 ”，独 自 把 守 出

口，悄悄将这些党员放走。

同时，陈赓极富表演天赋，精通多种

方言，流利的上海话达到以假乱真的地

步。敌人对他没有丝毫怀疑，而且认定他

是自己人。租界巡捕政治部的洋探长兰

普逊一次与“王先生”聚餐，拜托他抓捕

一直在上海活动的陈赓，“王庸”一口答

应。敌人做梦也没想到，神出鬼没、威震

敌胆的陈赓，就在他们眼前，还配合他们

上演一出“让陈赓抓陈赓”的闹剧。

“龙潭三杰”建奇功
根据党中央指示“选派极少数同志

到国民党部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破

坏工作”的要求，1929 年，在周恩来直接

领导下,中央特科派遣李克农、钱壮飞、

胡底组成三人情报小组，打入国民党特

务首脑机关，组织关系也由地方支部转

到陈赓手中。

1931 年 4 月，中央特科的顾顺章护

送张国焘和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完

成任务后，顾顺章化名“黎明”，在武汉

登台表演魔术，因被叛徒尤崇新认出而

被捕。顾顺章并未受到刑讯逼供。他主

动向国民党反动派投降并要求面见蒋

介石。求功心切的侦缉处长蔡孟坚连续

给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主任徐恩曾发去 6

封绝密电报，全部标明“徐恩曾亲译”。

当时值班的恰好是徐恩曾的机要

秘书钱壮飞。钱壮飞利用偷拍的密码本

将绝密电报破译出来，十分震惊。电文

主要内容是: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并已投

降，如能迅速转到南京，三日内可将中

共机关全部肃清。顾顺章供称国民党特

务机关核心有共党分子潜伏。钱壮飞深

感事态十分严重，立即将情报报告给李

克 农 。李 克 农 当 即 向 陈 赓 和 周 恩 来 报

告。中共中央果断采取措施，使党组织

避免一次惨重的灾难。

4月 28日清晨，大批国民党军警特务

包围了上海几十处中共秘密机关，结果一

无所获。安全撤出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包括

周恩来、瞿秋白、王明、博古、邓颖超、聂荣

臻、邓小平、陈云、陈赓……“龙潭三杰”犹

如插入敌人心脏的三把尖刀，在情报战线

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人生。

锄奸“白心”
1929年 8月 24日下午，上海公共租界

巡捕突然闯入新闸路经院里12号，将在白

鑫家中“打牌”的几个人全部押走。白鑫家

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处秘密机关。这场“牌

局”，是中共中央军委的一次秘密会议。围

坐在麻将桌四周开会的人，分别是彭湃、杨

殷、颜昌颐、邢士贞、张际春以及白鑫。

陈赓通过“王牌内线”杨登瀛很快查

明，出卖党的领导干部的叛徒就是“黄皮

白心”的白鑫。白鑫早在一个月前就向国

民党上海市党部秘密自首，企图在中共

中央军委开会时，将中央和江苏省的军

委负责人一网打尽，以此作为倒向国民

党的投名状，并获取一笔丰厚的奖赏。

周恩来决定严惩叛徒，决不能让白鑫溜

掉。在弄清其具体藏身住址和出逃时间后，

中央特科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和合坊周围

布下一张大网，数名“红队”队员装扮成补鞋

匠和小商贩，守住弄堂到霞飞路的出口。陈

赓租住在紧靠范公馆的27号3楼，严密监视

白鑫的举动。周恩来亲自到现场观察，确定

在白鑫动身那天将其处决的行动计划。

11月 11日 23点，东躲西藏了两个多

月的白鑫，终于在和合坊 43 号后门口出

现。他在自己的政治保护人、国民党上海

市党部常委兼市警察局侦缉队督察员范

争波及保镖簇拥下，疾步走向送他去码头

的汽车。陈赓率领“红队”队员一拥而上，

数枪齐发。白鑫吓得魂飞魄散，一边拔枪

抵抗，一边夺路逃命。陈赓等人紧跟不舍，

终将罪大恶极的叛徒击毙在71号门牌前。

上海滩报界对霞飞路锄奸行动大

肆渲染。《申报》称此为“暗杀巨案”，外

交报纸使用套红标题《东方唯一的大谋

杀案》，把枪战描绘得有声有色。上海租

界和国民党反动派为之心颤胆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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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批授衔的将军中，

李克农上将似乎是其中的“另类”，终其军旅生涯，始

终未在正面战场上掌管过一兵一卒。而他作为隐蔽

战线队伍的领军人物，曾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以

“无形”的方式，极大地影响着一场场“有形”的战争。

沉默的军队

1941年 9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情报部，

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统一的军政情报战略机

关，担负新的情报任务。李克农被任命为中央情报

部副部长，参与到了中共情报工作由警报性、保卫

性情报向获取军政战略情报转变的工作中。

在李克农的领导下，新生的中央情报部将

《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

定》作为开展情报工作的理论依据，并总结情报

工作长期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进一步改进情

报工作的方阵和做法：

以政治、军事情报为中心，以获取有关中央

决定战略的情报为目的。具体地说，以日伪、国民

党、欧美三方面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其政治、军

事、党派、人物、特务、社会情况等主要动向和各

种具体材料。

不仅要获取机密的战略性情报，而且要周密

系统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把公开的调查研究工

作与秘密的情报工作结合起来。

要注意广泛利用广大社会人士的关系，加强

上层情报联络工作，把上层情报联络工作与内线

工作结合起来。

此外，中央情报部与负责内部审查保卫的中央

社会部“一套机构、两块牌子”。因此，李克农长期领

导我党反间谍、锄奸、肃特相关工作。

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部是我党情报部门建

设历程中的重要标志，也是如今国家安全部的前

身。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

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这支

“沉默的军队”，一直为党中央承担着隐蔽战线配

合公开战场的职能。

从侦察兵到领军人

李克农之所以能出任中央情报部、中央社会

部的领导人，与他此前成功“潜伏虎穴”和长期建

设党的情报队伍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1929 年冬，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部署之

下，一支“侦察兵”秘密潜伏进入了“作战位置”。

这个情报小组由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组成，

由李克农担任组长。这一决定基于共产党中央的

指示，“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部以及

某种反动机关做侦察和破坏工作”。

1931 年 4 月，顾顺章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旋

即叛变。4 月 25 日，钱壮飞将绝密电报拿到，提前

获悉了这一紧急情况，交给李克农。李克农直接

找到陈赓，将警讯传递给了周恩来，为党中央紧

急转移赢得了时间。

此后，在党中央的安排下，李克农回到中央

苏区，在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开展情报、保卫

工作，主要负责肃清间谍、保卫中央，以及大战役

后高级军官俘虏的审查处理工作。中央红军组建

红军政治保卫局后，他担任红军政治保卫局局

长，后又在红军保卫局改组的红军工作部担任部

长。在长征中，李克农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

令，他和红军情报队伍调查敌情、扫除敌探，研究

最新情报供党中央决策参考。

而对于李克农本人而言，他也完成了从“孤身潜

伏”，到带出一支能征善战的情报队伍的“隐蔽长征”。

十万军情系一纸

欧美几大著名情报机构，以暗杀、色诱、渗透破

坏为能，甚至在银幕上极力夸耀自己的特工形象，但

我党的隐蔽战线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与他们有根

本的不同。

对于我党隐蔽战线而言，情报工作本质上是做

“人”的工作，为我所用，甚至转化为自己的同志。

在战略地位重要的华北地区，李克农利用自身

在北平的合法条件，在华北国民党军政机构内部建

立情报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被李克农发

展的重要情报骨干包括国民党第十一战区长官司

令部一处少将作战处长谢士炎、军法处少将副处长

丁行之、二处少校参谋石淳、代理作战科长朱建国、

北平第二空军司令部参谋赵良璋等人。值得一提的

是，这些情报员后来都成为中共的优秀党员。

在这张情报网的基础上，李克农领导隐蔽战

线成功获取了国民党军队突袭华北解放区的作

战计划。

1946 年 8 月初，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长官司

令部司令孙连仲令谢士炎拟定袭击张家口的作

战计划。谢士炎将作战计划拟好后，先通过联系

人将作战计划送给了叶剑英和李克农，随信送到

的还有谢士炎自拟的反击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计

划。经周恩来批准之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

臻立刻根据这份重要情报组织迎战，部署反击，

有效阻止了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的阴谋。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央情报部、

中央社会部在陕甘宁、晋察冀、晋绥、华中、重庆、

西安甚至上海和香港都以类似的方法建立了稳

固的情报据点和组织。这些组织的建设和发展，

为中共获取和及时传递重要战略情报、夺取全国

革命的胜利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兵不血刃揽人心

在李克农领导下，我党情报队伍历来重视通

过做“人心”工作争取各派人士为我党所用。“统一

战线”的诞生，就与我党情报队伍有直接的关系。

早在红军胜利会师陕北之际，我党就开始着

手争取张学良。李克农特为此前俘虏的东北军团

级军官高福源“量身定做”了一部话剧，成功攻破

高福源思念东北故土的心理防线，使其主动向张

学良传递中共立场的信息。后李克农亲自作为代

表与张学良谈判多次，成功敲定了红军与东北军

合作的细节，为日后“西安事变”、建立全国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延安期间，李克农主持了对埃德加·斯诺等

国际友人的接洽工作，通过斯诺等人，成功在国际

上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的声

音，为争取国际合作和援助创造了非常有利的局

面。解放战争期间，李克农通过王玉、阎又文等情报

干部成功对傅作义施加了极大影响，促成北平和平

解放。渡江战役前，中央情报部更是在李克农领导

下，接连策动国民党海、陆、空军多次起义，大大加

快了解放战争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李克农又在外事谈判上作出

了极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后期，李克农受党中央

委派入朝，全权领导对美谈判。李克农利用谈判技

巧和多年军事政治情报经验，幕后指挥中朝代表

团挫败了美方多个阴谋，达成停战协议，捍卫了中

国人民志愿军战士以鲜血换来的胜利成果。

回顾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李克农总结道：“我

一生不外乎做了两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

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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虢安仁

“小开”意思类似“富二代”，源于老

上海话，专指那些没有独立经济来源、仗

着老爸或老家的财势过日子的富家子

弟。在我党隐蔽战线史上，也有这么一位

被毛泽东亲切地称呼为“小开”的同志，

他就是红色传奇人物——潘汉年。

如此称呼潘汉年并非他是富家子弟，

而是因为他常年带着一副金丝框的眼镜，

举止儒雅，风度翩翩。就是这样一位“小

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

争及解放战争时期，多次为党获取重要战

略情报，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获取向忠发叛变口供

1931 年初，年仅 25 岁、刚刚调任江

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接到一项命

令，要他紧急赶往上海。原来中央决定调

他到中央特科，接替陈赓，开展上海的隐

蔽战线工作。从此，潘汉年与隐蔽战线结

缘，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

担任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后，在周恩来

的直接指挥下，潘汉年积极参与中央机关和

有关负责同志的转移，迅速开展对内部的清

理工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顾顺章叛变影

响的清理。原来，顾顺章叛变后，潘汉年发

现，顾顺章的家属仍与其保持联系，明里暗

地还在向顾提供情报。中央特科及时执行了

组织措施，惩处了内奸，消除了隐患。

潘汉年还用极大的精力将已经失去功

能的情报网点恢复和组建起来，开辟了更

多的情报来源，形成了情报工作有名的“潘

汉年系统”。华克之、关露、黄慕兰等令后人

无比敬仰的红色特工，都是他的部下。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叛变

投敌的真相就是通过潘汉年的情报网点

搜集到的。向忠发因擅自外出被捕，党中

央多次组织营救，均告失败。就在党内大

多数人误以为其已被国民党秘密枪决，要

为其举行追悼纪念活动的时候，潘汉年却

获得了新情报。原来，向忠发在党中央营

救之前就已经叛变投敌了，他不仅供出了

任弼时夫人的住所和中央秘书处机关，还

供出了周恩来、瞿秋白、博古等人的秘密

住所。为了证实这一情报的可靠性，潘汉

年通过内线取得了向忠发全部口供的抄

件，经周恩来审阅，确认叛变投敌。

就这样，潘汉年利用这些可靠的情报

有效地保护了中央领导机关和许多同志。

暗杀首恶分子王斌

顾顺章叛变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在

上海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地下工作受到

了很大的打击。上海的敌特机关反共气

焰十分嚣张。中央保卫机关决定组织一

次突击行动，镇压一名首恶分子，鼓舞

士气。任务下达之后，潘汉年就开始认

真调查和选择合适的暗杀对象。

当时，国民党当局在租界内逮捕共产

党员或破坏革命组织，都是通过王斌向租

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捕获之后，也由王斌

负责办理引渡手续。如对这个坚决反共的

国民党头面人物予以镇压，可收到杀一儆

百的作用。于是中央特科决定拿王斌开刀。

不过，令潘汉年大伤脑筋的是，党的

情报系统中无人能提供王斌及其社会关

系的任何情况。一次偶然的机会，潘汉年

看到一条查禁书刊的新闻。细心的他立即

联想到几年前，他在主编《幻洲》杂志时曾

与光华书局的经理张静庐、沈松泉两人相

识，并听他们说起，为疏通官方撤销对某

些书刊的查禁，一些书店的经理曾多次宴

请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有关人员。

果不其然，张、沈两人不仅认识王

斌，还知道王的住址和电话号码。潘汉年

又侦查到王斌每天乘坐黄包车从其住宅

后门出入。最后，确定将南通法租界、北

连公共租界的龙门路作为暗杀场所，这

也是王斌每天乘车必经之地。

一天中午，在龙门路热闹而拥挤的街

道上，一辆装饰考究的“黄包车”正穿行在

熙熙攘攘的人群之中。车上坐着的正是“大

块头”王斌。突然，从街道一侧的小弄堂内

跳出一个人来，手持短枪，飞身一跃，从后

面攀住这辆“黄包车”的后沿，举枪对准王

斌的头部，“砰”的一声，王斌当即毙命。

王斌被镇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华探、淞沪警备司令

部一些反共分子，以及国民党特务、党内

叛徒感到极度恐慌，反共活动有所收敛。

1933 年 5 月 14 日，国民党突然逮捕

了与中央特科有工作联系的两位同志。

这次事件直接影响到潘汉年的安全。为

了防止发生意外，党组织决定将潘汉年

撤往中央苏区担任中宣部副部长。

在日方内部设抗日情报据点

1937 年 8 月淞沪会战打响。1938 年，

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上海成为一片混

乱之地，各方势力都想要在上海占有一

个“席位”。此时，潘汉年又奉命回到了

上海，他的使命是获取日伪的情报。

潘汉年的公文包里总放着一瓶汽油

与一包火柴。他把重要的文件放在随身

的一个公文包里，万一遇到紧急情况，他

就会点燃这些重要情报，防止泄露。

此时，党中央对于潘汉年工作的具体

指令是要他获取国际局势的战略情报，这

个任务非常重要，又格外艰难。

潘汉年想到了一个人。1935 年，潘

汉年派袁殊打入国民政府内部获取情

报，但不小心暴露被捕。当时，袁殊得到

了同学岩井英一的搭救。岩井英一是日

方特务机关的领头人。袁殊出狱后，国

民党军统也看到了袁殊的利用价值，又

派人联系袁殊，希望他能够给军统提供

日方情报。由此，袁殊与多方有了合作。

在袁殊的促成下，潘汉年与岩井英

一见面了。双方交谈中，潘汉年称自己是

中间派的民主人士，不属于任何一方势

力。岩井英一对潘汉年进行了多方的试

探，都被潘汉年不动声色地挡了回去，岩

井英一放下了戒心。岩井英一答应了潘

汉年的提议，那就是两方互换情报。

抗战时期，与日方私下交易情报，这

不是通敌叛国吗？其实，潘汉年提供给岩

井英一的，大多是无关紧要的消息。这些

消息对我方无关紧要，但对日方来说，他

们是没办法接触到的。所以，在日方的眼

里，这些情报相当的重要。凭借潘汉年的

这些情报，岩井英一得到了重用，此后他

更加依赖潘汉年的情报。

反观潘汉年，他从日方获得的情报

都是重要的机密情报，还有很多是国际

性的情报。其中就有西方国家妄图牺牲

中国向日妥协及国民政府私下里与日

方接触等情报。这些情报的及时传递，

对中国的抗战事业有着重要的作用，有

效地维护了抗战统一战线。

岩井英一所领导的情报机构在上

海有 4 个部门。在潘汉年和袁殊的努力

下，我方牢牢掌握了其中 3 个部门的相

关情报。潘汉年能够把我党的抗日情报

据点放在日方的情报据点内，这是情报

史上的奇迹。

潘汉年作为我党隐蔽战线的卓越

战士，抗战时期的红色特工，在长期的

革命斗争中忠实执行并出色地完成党

组织交给的任务，对党的文化工作、统

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在开展对敌隐蔽斗

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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