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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凌晨， 日本以大量
的海军、 空军突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
要海军基地珍珠港， 两波袭击， 击沉
了美军9艘战列舰中的4艘、 击伤4艘，
摧毁了265架飞机， 导致2403名美军死
亡， 1778人受伤， 致使停泊在港内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军覆没 ，
史称 “珍珠港事件”。 12月8日， 美国
正式对日宣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

美国疑似事先知道日本偷袭计划

虽然 “珍珠港事件” 已经过去78
年， 但争论并未停止。 袭击珍珠港这
场前所未有的、 极其大胆的行动， 即
使是日本海军的高级官员也反对说 ：
“风险太大了。” 为何偷袭珍珠港这么
大的动静， 情报网络高度发达的美国
事先却没有一点察觉？ 难道一点预感
都没有吗？ 三艘航母真是碰巧离港才
幸免于难吗？ 偷袭发生前， 时任美国
总统罗斯福就命附近港口的医疗组织
准备大量的医疗物资和人员， 这仅仅
是巧合吗？ 美国事先对日本的偷袭计
划真的一无所知吗？ 还是美国为了战
局的发展有意 “促成” 了这一事件的
发生？ 美国真的不知道吗？

至今仍有许多人坚持认为， 美国
事先的确不知道日本将偷袭珍珠港 ，
至少罗斯福未见过这样的信息。 但是，
随着战后军事解密工作的进展， 越来
越多的人倾向认为， 当时作为中立国
的美国事先知道日本的偷袭计划， 只
是出于某种军事目的并未有所反应 。
类似的看法在日本也存在。

历史学家通过调查认为， 在 “珍
珠港事件” 爆发前， 美国联邦调查局
通过间谍确实截获了一份有关日本侦
察珍珠港的微型照片调查表。 然而多
方调查核实证明， 除联邦调查局前局
长埃德加·胡佛和他的助手之外， 美国
总统及官员们均未见过这份调查表。

高级军官曾建议罗将太平洋
舰队撤到美国西海岸

偷袭珍珠港计划的日本设计师源
田实在其 《袭击珍珠港 》 一文中说 :
“关于美方得知日军偷袭问题的时间，
据我所知， 事前美国政府领导人已得
到了情报， 至少在袭击珍珠港的11个
小时之前， 罗斯福总统对我方的动向
了如指掌。 他没有通知前方的原因只

能用他的深谋远虑来解释。” 总统罗斯
福事先已经知道日本的袭击计划， 他
和其他华府的高级官员， 包括美国陆
军和海军的将领们， 故意把他们的军
队力量置于极度危险之中。 在日本偷
袭珍珠港之前， 美国一直仗着自己得
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置身于亚欧非战场
之外， 孤立主义主导着美国人民对战
争一直保持绥靖的态度 ， 难以撼动 。
早就洞悉纳粹意图的罗斯福为了美国
的霸主地位和利益， 只能用太平洋舰
队做诱饵， 勾着日本先开第一枪。

1940年， 美日关系进一步紧张时，
太平洋舰队的指挥官就曾建议罗斯福，
将舰队从容易受到攻击的珍珠港撤回
到美国西海岸， 但却遭到了拒绝。 罗
斯福说太平洋舰队驻扎在珍珠港是一
个维护 “和平” 的威慑力量。 这件事
被不少人认为是罗斯福投放诱饵的第
一步。

苏联打探到日本准备偷袭珍
珠港情报

1941年1月， 苏联、 秘鲁的情报人
员陆续打探到了日本准备偷袭珍珠港
的消息。 秘鲁还电告美国国务院。 在
《罗斯福总统与1941年战争的来临》 一
书中 ， 美国修正派代表比尔德写道 ：
1941年1月27日， 在向国务卿赫尔送达
的一封电报中 ， 美国驻日本大使说 ：
“根据秘鲁的日本公使告诉我们大使馆

工作人员的一份口讯可知， 他了解到
日本军部正在拟订一项秘密的计划 ，
即如果与美国发生事端， 日本就会对
美国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实施全
力攻击。” 这就是说罗斯福有意对日本
进攻珍珠港的事实不加重视。

1941年夏， 苏联收到了情报人员
佐尔格在日本获得的关于日本准备偷
袭珍珠港的情报。 斯大林指示将此情
报告知罗斯福， 但罗斯福压下了这一
情报。 这都说明罗斯福等美国政府决
策者早在 “珍珠港事件” 前很久已经
掌握了日本偷袭的情报， 他们故意隐
瞒， 不让珍珠港设防。

太平洋舰队三艘航空母舰恰
巧外出幸免于难

早在1941年春天， 美国自己就成
功破译了日本高级外交密码 （紫色密
码）， 并陆续制造6台名为 “魔术” 的
破译装置， 可罗斯福却不让夏威夷拥
有这种装置。 他甚至给菲律宾都装了
“魔术 ”， 却不给太平洋舰队装一套 。
“魔术” 截获并破译的大量文件清楚地
表明日本最关注的是夏威夷珍珠港的
美国太平洋舰队， 特别是明知战争逼
近的时候， 罗斯福等决策者未令太平
洋舰队的舰只出海而是聚集港内， 意
图就是诱使日本偷袭。

珍珠港偷袭发生时， 太平洋舰队
的三艘航空母舰恰巧全部外出， 并因
此幸免于难。 而更蹊跷的是， 袭击爆
发前不久， 罗斯福曾命人尽快在美国
西海岸的一个港口集结一批医务人员
和急救物资。 美国红十字会夏威夷分
会也在战前通过正常渠道， 从总部获
得了2.5万美元的医疗急救物品， 还通
过秘密渠道接到价值5万美元的药品和
物资。 这批额外补给， 在珍珠港被袭
后的急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罢， 偷袭珍
珠港迫使美国参战， 成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转折点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战后， 为了表示日美友好， 美国政府
给偷袭珍珠港计划的设计师源田实 ，
颁发了一枚 “将领级军团殊勋章”。 为
了礼尚往来， 日本竟然授予了投掷1万
吨燃烧弹火烧东京、 导致近10万民众
死亡的美国将军李梅授勋 “一等旭日
大绶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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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12月7日， 大雪过后
东欧最寒冷的一天 。 刚刚对捷
克、 波兰进行国事访问后， 当时
的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
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
难者纪念碑下， 向纪念碑献上花
圈，肃穆垂首，突然，双腿下跪，并
发出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 愿
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 勃兰特
以此举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
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 并虔
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 赎
罪。 此举， 被誉为 “欧洲约一千
年来最强烈的谢罪表现”。

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统赫利同
时向全世界发表了著名的赎罪
书。 消息传来， 世界各国爱好和
平的人们无不拍手称赞。 勃兰特
任内采取了一系列的 “新东方政
策”， 使联邦德国同东欧在二战
期间深受希特勒纳粹侵害的国家
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1971年12月
20日， 勃兰特因此获得了诺贝尔
和平奖。

勃兰特1973年接受意大利著
名女记者法拉奇采访时， 谈到了
自己当时采取这一出人意外的行
动的感受。 他说： “我明确区分
罪过和责任。 我问心无愧， 而且
我认为把纳粹的罪过归咎于我国
人民和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公平
的， 罪过只能由希特勒等发动二
战的战犯去承担。 尽管我很早就
离开德国 （二战期间勃兰特流亡
国外， 从事反法西斯斗争）， 但
对希特勒上台搞法西斯主义， 我
也感到有连带责任。 出任德国总
理后， 我更感到自己有替纳粹时
代的德国认罪赎罪的社会责任。
那天早晨醒来时， 我有一种奇异
的感觉， 觉得自己不能只限于给
纪念碑献一个花圈。 我本能地预
感到将有意外的事情发生， 尽管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情。 献完花圈
后我突然感到有下跪的必要， 这
就是下意识吧。”

勃兰特之后的德国总理施罗
德曾经亲自去波兰， 为刻有下跪
谢罪情景的勃兰特纪念碑揭幕。
德国还在首都柏林著名的勃兰登
堡门附近建立由2700根方柱组成
的纳粹大屠杀受害者纪念碑， 这
使得希特勒后裔也因为强烈耻辱
感而决定永不结婚生育， 让那个
罪恶家族断种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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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太平洋舰队疑似做了诱饵
日本偷袭珍珠港罪行仍无法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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