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堂⽆宁⽇
 
 
1936年10⽉的⼀个星期天。
⼀个⼿⾥拿着⼏张打字稿的男⼈靠在窗台上

望着外⾯的⼤上海，他是⼀个被⽇本特勤局判处死刑的
⼈。刚刚读过的那些稿⼦是⾃⼰作为间谍的⽣平回忆。他
正置⾝于⼀场复杂的⽐赛，相信⾃⼰可以拯救他在满洲被
⽇本⼈冻结的资产；拯救他的妻⼦吉安娜，两个孩⼦伊泰
罗和吉纳维芙，当然还有⾃救，因为⽇本⼈已经发觉了他
是与中国⼈有暗中联系的双料间谍。正在写的回忆录对于
保证他取得美国的庇护有⽤：离开中国到美国避难是他的
安全措施。他打算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将其交给⼀位
给⼀些英国报纸投稿的澳⼤利亚记者。他的间谍回忆录是
⽤英语写成的：这是他所使⽤的五六种语⾔中最熟练的。

这名男⼦的名字是阿姆莱托•维多利诺•范⼠⽩
（Amleto Vintorino Vespa），他有意⼤利护照和中国国
籍。53年前出⽣在阿布鲁佐地区群⼭环绕的城市阿奎拉。
他在27岁时离开意⼤利，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他所住的
公寓位于上海的法租界，距离最精致的城市主⼲道外滩只
有两步之遥，在中⽇战争时期，这座城市住着三百多万居
⺠。他必须从这场陷⼊其中的战争脱⾝。在公共租界，⼀
个由法国⼈和英国⼈管理的⾃由区，覆盖着由他的意⼤利
和中国朋友组成的保护⽹，阿姆莱托·范⼠⽩⼏个⽉前从哈
尔滨逃离，他以为⾃⼰和家⼈在这⾥能躲开⽇本⼈⼀阵
⼦。但他很快意识到，上海也不是⼀个安全的地⽅。这个
城市似乎没有发觉到⽇本⼈已经找上门来了。那⾥很快就
会被征服的。在汉语中上海的意思是“在海上”，但对范⼠
⽩来说，它总是显得在⼀切之上，超越了⼈类的道德和常
理。经常乘⻜机经过这⾥，他开始欣赏这⼀交通⽅式，因
为⽕⻋在中国内战期间容易成为军事⽬标。他喜欢望着舷
窗外蔓延⽆度的城市。虹⼝，它的公园就像点点绿岛；闸



北，蜘蛛⽹⼀样的⼩巷，巨⼤的⼯⼚头顶耸⽴着⾼⾼的烟
囱，在⻩浦江⼴阔的河湾中乱成⼀团野蛮⽣⻓。然后是他
在那⾥躲避⽇本⼈的法租界，紧挨着公共租界向⻄延伸⼋
公⾥。有⼀座⼤桥，外⽩渡桥连接着租界南北。桥头是⻩
浦公园，在⼊⼝处的题字为“华⼈和狗不得⼊内”。沿着外
滩的河岸上是座座摩天⼤楼，然后是苏州河，华埠和英租
界之间薄薄的⼀⾐带⽔。

苏州河的另⼀边是古⽼的中国城市，⼀⽚红
⾊的屋顶，依偎着公共租界。静安寺路651号是独家乡村
俱乐部。⼏个街区之遥，555号是意⼤利领事馆。当范⼠
⽩和家⼈离开满洲来上海，逃离⽇本⼈时，罗⻢已经背弃
了南京和蒋介⽯的国⺠政府。更愿意与⽇本和德国达成协
议。外交部⻓加莱亚佐·⻬亚诺在满洲的沈阳开设了⼀个外
交代表处。⻬亚诺准备向⽇本⼈伸出援⼿，这激怒了中国
国⺠党政府和蒋介⽯总统，美国报纸对意⼤利提出批评，
因为其承认了由满洲国政府管辖的“傀儡国家”。

罗⻢-柏林-东京轴⼼刚好组成了“Ro.ber.to”，
⾝处中国的意⼤利⼈讽刺地窃窃私语，担⼼这次的重新洗
牌。罗⻢那些可怜的妄想家，阿姆莱托⼼想，从窗⼝向外
望去，没有特别的⽬的，就是看着汽⻋和⾃⾏⻋还有蒸汽
的浪潮所引起的⽇常交通不便，街上⼀⽚嘈杂混乱。在意
⼤利，他们不知道⽇本⼈是谁，他们在亚洲的⽬标是什
么。墨索⾥尼政府只是⼀个令⼈失望的事实，对⽇本⼈太
迎合，对中国⼈太善变。

1915年，范⼠⽩第⼀次⻅到上海，当时他从
⾹港经海路到了这⾥。那时这⾥⾯积上是⼀个⼤城市，但
⼈⼝刚刚达到五⼗万。

在36年底和1937年上半年之间，⼀些令他震
惊的事件之后，阿姆莱托·范⼠⽩开始写作他的回忆录，讲
述⼆⼗年来他为⽇本特勤局服务的间谍⽣涯。让他感到不
安的是，他已经深陷⼀场游戏，⽽规则由不得他来掌握，
他们已经逮捕了他的妻⼦，⽇本军事当局掌握没收了他在
哈尔滨的财产，现在他们是满洲的主⼈。他的回忆录起草
⼯作可以帮助他在这场双料间谍盘棋上安插⾃⼰能更好地
控制的棋⼦，多个⼼眼才能落得好下场。在哈尔滨莫斯科
饭店妻⼦被监禁好⼏个星期的事件中，宣布在他为⽇本⼈



做了那么多的下流勾当后还是被列⼊了⿊名单。他要联系
记者哈罗德·约翰·⽥伯烈（Harold John Timperley），将
回忆录的材料交付给他。他试图以此将⾃⼰置于美国政府
的保护之下。他请求满洲抵抗运动⼀位中国头⽬的帮助，
他们是⽼战友，⼆⼗年代曾在张作霖掌管下的哈尔滨共
事，现在他是⼀⽀游击队的领导，给⽇本⼈制造了很多⿇
烦。

在那个可怕的⽉份，上海法租界安全的⼀个
公寓⾥，阿姆莱托成功地躲过⽇本⼈，他们开始四处找他
因为已经不再信任他了。钱已经不多了。他不能让家庭陷
⼊经济困境：他的妻⼦吉安娜，他的两个孩⼦伊泰罗和吉
纳维芙，他的岳⺟，忠诚的中国保姆阿妈，厨师和厨房男
孩。不幸的是，⽇本⼈很久没有付钱了。他们给他施加压
⼒，强迫与他们合作，但每次他讨要拖⽋的⼯资时，他的
上司都回答说必须耐⼼等待。他们只在第⼀个⽉全额⽀付
了他的⼯资1400美元，其他的就没有了。同年三⽉，他被
迫卖掉他在满洲的所有物业，包括哈尔滨最优雅的电影院
⼤⻄洋剧院。 但两年来，由于⼀系列官僚主义的托词，想
必是⽇本政府从中作梗，他⽆法收回这笔钱。

因此，他只有⼀个办法来报复⽇本⼈，他们
分配给他的任务在道德上越来越沉重和败坏。将所有的信
息传达给中国⼈和⽇本的敌⼈。但他知道这不是⻓久之
计：必须和美国⼈接触才能摆脱这个陷阱。他的声誉已经
严重受损，这是他⽆法忍受的。他感到⾃⼰要被⽇本⼈吞
噬了。

间谍反倒为他们倒贴，阿姆莱托•范⼠⽩知道
如果他不说出这个故事不那么光彩的⽅⾯，没⼈会相信他
的。让他的揭发显得可信的唯⼀理由（他准备把回忆录交
给⼀名记者来表明他的背叛）是让⼈们知道其中还有⼀个
钱的问题。I saw the colour of their money no more，我
再也看不到他们钱的颜⾊了，他的回忆录⾥这样写。他不
仅被迫害，还感到被愚弄。看到眼前的情况很不妙，阿姆
莱托•范⼠⽩将他⼈⽣的⼀些⽚段重新整理交给了英国报刊
记者⽥伯烈。他有着习惯性的警觉：不到最后不交底。这
种技巧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发熟练。上海光辉熠熠，充
满魅⼒，叫⼈眼花缭乱。但这从来不是他的城市；也不是



他的中国，在法租界莫⾥哀街上从他公寓的窗⼾向外⾯的
花花世界望去，这⾥距离现代中国创始⼈孙中⼭的遗孀宋
庆龄的房⼦只有⼀箭之遥。她的妹妹宋美龄却成为了蒋介
⽯总统极有权势的妻⼦。错综复杂的上海。  囚禁⻄⽅
⼈ “甜蜜放⾎ ”的城市  - 乔⽡尼 •科⽶索（Giovanni
Comisso）访问时写道 - 从来没有成功引诱过他。相反，
在中国的冒险伊始，满洲被北⻛掠过的⼴阔⼤地就征服了
他。在东⽅边疆的这⽚⼟地上，像蒙古⼀样⼴袤的地区是
通向海洋的⼤门，才能理解像他这样的⼈想做什么，从阿
布鲁佐的阿奎拉磕磕碰碰到了那⾥寻找冒险和成功的机
会。逃避第⼀次世界⼤战⽽来到⻄伯利亚，就像他在路易
吉•巴尔⻬尼（Luigi Barzini）的旅⾏报告中读到的⼀样。
他本来想成为像巴尔⻬尼那样的记者，相反却成为刚刚被
布尔什维克统治的俄罗斯第⼀个打⾕机经销商，后来成了
满洲“军阀”的军⽕商，后来⼜是剧院经营者，最后被⽇本
⼈雇佣为间谍。不过他⼀直在伊尔库茨克和⾚塔之间穿梭
忙于出版⼯作：为那些逃离了布尔什维克⾰命的⽩俄印制
⼀本俄语杂志。

不久他就要离开上海与家⼈⼀起去美国了。
被迫离开他挚爱的中国，以免他的家⼈遭到⽇本⼈的报
复。在哈尔滨，⽇本⼈扣作⼈质的妻⼦尼娜（吉安娜的昵
称）被监禁了88天。惊慌狂乱的时期，上⽓不接下⽓地寻
找解决的法⼦，将两个孩⼦伊泰罗和吉纳维芙托付给外祖
⺟照顾。然⽽，发⽣的⼀切距离南京和上海太远了，范⼠
⽩试图缕清纠缠⾃⼰那团乱⿇的头绪。莫⾥哀街的氛围渗
透进他的那间公寓，那种⽓味和噪⾳带着⼀股肆⽆忌惮的
乐观。世界第六⼤城市，从1929年经济⼤萧条中⾛出，在
⼆战前⼣假装没有注意到正在逼近的灾难：对他来说这是
⼀个没有宁⽇的天堂，忙于求助⾃⼰的意⼤利朋友⽹躲避
⽇本⼈。以前他是满洲军政府秘密警察⽆可争议的强⼤领
导者，但⽬前阿姆莱托•范⼠⽩需要⾯对的情形与那时完全
不⼀样。不过逃离上海是有可能的，在这个城市没有⼈过
问太多的问题。

 
 
 



⽇本⼈的陷阱
 
阿姆莱托•范⼠⽩的命运注定1936年9⽉8⽇在

⻘岛他的妻⼦尼娜被释放，同时试图将两个孩⼦伊泰罗和
吉纳维芙转移到上海。他花了三个⽉的时间才让她被释
放。解决这个问题的是他的⽼朋友，张作霖政府时的战
友。⻓达88天的时间 – 这对监禁来说已经够⻓得了- 恐惧
和不安：想象她落⼊⽇本警察⼿中的样⼦太可怕了。

在努⼒设计拯救全家⼈的⽅案同时，他还必
须解决经济困难。当年3⽉卖掉包括⼤⻄洋剧场在内的满
洲所有产业，试着与⽇本⼈的头⽬进⾏谈判，联系指挥哈
尔滨⽇本驻防军的将军安藤，并向他保证如果归还他的家
⼈，他对⽇本什么都不会做。作为回应，他在报纸上看到
了发⽣在他⾝上事件的另⼀个版本。他们写道，他的家⼈
被捕是因为他从哈尔滨逃⾛时卷⾛了两个经营电影院的意
⼤ 利 合 伙 ⼈ 帕 杜 ⽡ 尼 （ Paduvani ） 和 戴 ⽶ ⻄ 耶
（Demissier）的钱。这个版本由强⼤的⽇本新闻机构同
盟社发布。⼟肥原贤⼆领导的宪兵队是关东军下⾯⼀⽀可
怕的间谍部队，现在开始抹⿊和诋毁阿姆莱托•范⼠⽩的声
誉。

在中国的外国记者称他为“东⽅劳伦斯” ⼼狠
⼿辣诡计多端的⽇本⼈最近创造了⼟肥原社，间谍部队中
的⼀个特殊部门。阿姆莱托写信给安藤将军，如果这场运
动继续下去，他会开始传播⼀些有关⽇本⼈的消息。运动
得到了制⽌，但彻底地危险地打破了⾃⼰与宪兵队，他的
⽼雇主之间的信任。

那时他就联系了⾃⼰的中国上校朋友。上校
⼲得很好。他绑架了31名⽇本⼠兵，并要求释放他意⼤利
朋友的妻⼦尼娜，作为⼈质的赎换条件。伊泰罗和吉纳维
芙交由外婆照顾，阿姆莱托在漫⻓的谈判过程中对他们放
⼼，但是⽇本军警对宾馆囚禁中妻⼦的⾏为叫他提⼼吊
胆，只能指望反叛上校与他们的周旋。

尼娜有⼀副强⼤的性格 - 阿姆莱托冷静地思
考 - 当然⾝体不是很好，有⼼脏病，但她是⼀个能够⾯对



所有困难的⼥⼈。就像在1917年那样，与她的⺟亲和其他
贵族家庭⼀起从俄罗斯逃到⻄伯利亚，这次她也能挺过来
的。

然⽽哈尔滨的情况却⽇趋复杂，因为满洲的
主⼦⽇本⼈即将占领上海，他们雄⼼勃勃的帝国主义计划
是征服整个中国。当阿姆莱托•范⼠⽩完成回忆录的起草⼯
作后，1936年12⽉，他的妻⼦和他的所有家⼈就会来上海
与他团聚。⽇本⼈释放尼娜的消息刚好在1936年圣诞节前
不久传到了阿姆莱托那⾥。

在回忆录的字⾥⾏间，他回想起⽇本⼈给他
和家⼈布下的罗⽹和逮捕，回忆起他⼋岁的⼉⼦伊泰罗及
时给他通⻛报信他才得以逃脱，这救了他的性命。

如愿以偿。九⽉⼋⽇，他在⻘岛这个港⼝城
市迎接⾃⼰的家⼈。这个城市本来是德国的⼀个租界，但
在1914年改由⽇本⼈控制。他爬上刚刚停泊的汽船，直奔
头等舱，看到两名⽇本警察在⼀间船舱外站岗。门打开
着，他可以从远处看到尼娜哭着坐在床上，吉纳维芙伤⼼
地倒在⼀边，⽽⼩⼩的伊泰罗正在安慰着他的⺟亲。他犹
豫了⼀下⾛近，伊泰罗看到他，装作在和⺟亲说话，⽤意
⼤利语⼤声喊：“赶快⾛，我们都被逮捕了，他们也想逮
捕你。”他有两个聪明的孩⼦，能识别情况，并没有失去勇
⽓。这让他感到骄傲。尼娜的被捕让他确信与⽇本⼈的这
场⽐赛中⾃⼰已经决定性地失败，他不得不去美国避难，
离开中国。

最后⼀个警告信号已经出现在法租界他的房
⼦旁。他被⼀个⾃⼰认识的⼈跟踪，中村，他是⼟肥原的
⼈。他知道他住在⽇本的总领事馆，王浦路25号 当他离开
外滩的⼀家⽇本银⾏时，他决定跟随他，吓他⼀跳。当⾃
⼰在他⾯前冒出来，挡住他的去路时，⽇本⼈黯然失⾊，
his natural yellow color turned to saffron，他的天然⻩⾊
变成了橘⻩⾊，他在打字稿中写到。中村紧张地宣称⾃⼰
在上海是为了公务，⽆意打扰他。不管怎样⽇本⼈的警告
⽬的已经达到了。

上海即将被⽇军占领。此后没⼏个⽉，在
1937年7⽉，东京的⺠族主义政府将会启动他们的计划，



企图征服并统治整个中国。

 
“亲爱的范先⽣，美国有门罗主义，我们也

有，东⽅所有的地区都在我们的势⼒范围之内，⽽且必须
受我们控制。”

宪兵队的征募⼈员在哈尔滨聘⽤他之前就已
经有了明确的想法，并预演了⽇本⼈在中国的战略。范⼠
⽩记下了所有的谈话内容。

“我看你在记笔记 - 征募⼈员训斥他 - 这是⼀
种糟糕的⽅法，笔记本很容易丢失或被盗，依靠记忆更
好，我知道你记性相当好。”

他坠⼊了⼀个陷阱，凭着情报和狡猾，在俄
罗斯帝国垮台和布尔什维克⾰命之前，他已经能够从⻄伯
利亚跑出去，然后和那些在中国横⾏霸道的“军阀们” 合作
然后服务于扶植满洲国的⽇本⼈。但景观突然彻底改变
了。他在哈尔滨的中国朋友⽹现在都在反对⽇本⼈的占
领。

在⻄安，张学良曾经扣押过国⺠党政府的领
导⼈蒋介⽯，强迫他抗⽇，同时与⽑泽东的共产党⼈和莫
斯科合作。张学良是张作霖的⼉⼦，12年前的1924年，正
是张作霖将他这个意⼤利⼈范⼠⽩提拔为范司令，任命他
担任安全事务主管。因此，为东京政府⼯作的抉择，显⽰
了⼀个细⼼观察中国事物的伟⼤观察者的严重疏忽。1937
年2⽉下旬，尼娜和孩⼦们，厨师和中国保姆在法租界的
公寓⾥和他在⼀起。

尼娜讲述了她遭受的审讯，间接的威胁，以
及她在监禁期间被迫⻅识的酷刑场⾯。

“你的丈夫在上海，正在写⼀些反对我们和满
洲国的东⻄ ‘ – 那个审问我的⽇本军官对我说 – ’让他知
道，如果他想再次⻅到⾃⼰的家⼈，就不要再写⼀句他所
知道的东⻄ 。”

“让我丈夫⽆话可说的最好办法是你放我去上
海。”



“你是⼀个固执的⼥⼈，但要⼩⼼，我们⽇本
⼈懂得如何让固执的⼈开⼝说话。”

“瞧，‘–他对我说，指着⼀名被拖进办公室的
俄国妇⼥–’她不开⼝，我们就把她的头发⼀绺⼀绺地从头
上揪下来，再看看她的指甲。”

“恐怖，她的头上没有⼀根头发，所有的指甲
都从⼿指上拽掉了。”

“你可以折磨我，但是请记住，我的丈夫是⾃
由的，如果你认识他，就像你说的那样认识，你就应该知
道他会怎样关照你对我做的事情。”

“他们把我带回了牢房，那时我看到很多俄国
⼈和中国⼈都⾝体好好的从牢房⾥出去，但是躺在担架上
回来，缺胳膊少腿，我设法和他们交谈，让他们告诉我名
字，让他们讲述遭受的折磨。”

“你知道你的丈夫和国⺠党有关系吗？他是犹
太⼈吗？是共济会吗？和⼟匪有关系吗？”

“我⽤听起来可信的天真回答说，你从来没有
跟我谈过⼯作上的事情，你也从来没有往家带过信或⽂
件，⼜过了九天，我被送到了萨斯（Sace）的办公室，这
次是⼀名⾼级别的⽇本⼈，名字我不记得了，但英语说得
很好。”

“我们被告知 ‘–他断然地对我说–’在过去的18
个⽉⾥，你的丈夫从外国银⾏那⾥得到了20万美元，⽤来
雇佣⼟匪，炸毁⽇本列⻋，我们确定你的丈夫接受英国共
济会和犹太⼈的命令，并且与许多中国官员接触，晚上去
会⻅他们，经常伪装成⼥⼈。你有没有去过哈尔滨共济会
的分堂？”

“我回答说，我什么都不知道。”
妻⼦尼娜这样说他就放⼼了。

满洲所有的财产被没收后，终于要离开哈尔
滨了，⼀位中国⽼朋友前去送别。临⾏时，朋友把⼿放在
了他的肩膀上。

“记住”他要他作⼀个承诺，对他说“你是唯⼀
⼀个能作证⽇本对满洲的中国⼈犯下滔天罪⾏的⽩⼈，如



果，我希望并确信，你会安然⽆恙到达中国，请尽可能地
让全世界知道满洲悲剧发⽣的真相，简单明了的真相...你
答应我吗？”

他在打字机上写下了⾃⼰记得清清楚楚的谈
话。

满洲变成了他的中国。曾经保护过他的那块
⼟地使他感到中国⼈很器重他，尊重他，不管他富有还是
贫穷。他曾经的梦想实现了，在阿奎拉，⻘少年的他曾是
战地记者巴尔⻬尼的崇拜者；曾保护过他的⼟地如今正遭
受不祥之兆。他必须得帮这个忙：写下⽇本⼈的恶⾏，保
护他的中国朋友。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

“满洲的中国⼈是我⼆⼗年的乡亲，我学会了
爱他们，并且⼗分看重他们坚强的品格，但今天我看到的
是他们被压迫，折磨，杀戮。”

正是这种感情让他选择了背弃⽇本⼈，并且
决⼼远渡美国。

在离开监狱的时候，指挥审讯的⽇本军官对
尼娜说：“给你的丈夫捎句话，告诉他不要在上海的报纸上
发声，还要告诉他，不要帮助他在满洲⼟匪中的朋友， 我
们在上海和世界上他能想得到的地⽅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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