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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4月 1日正午 12时袁
野皇后鱼冶号的僚艇野海狐冶号发来
讯号袁 报告它用鱼雷对一艘日本
运输船进行了攻击遥 由于牛山岛
海域地处台湾海峡咽喉地带袁距
日占区只有 18海里袁攻击行动可
能会遭到日军反击遥

21时 15分袁野皇后鱼冶号在牛
山岛东北约 8公里的海面上浮巡
逻袁 此时浓雾弥漫袁 四周一片漆
黑遥 舰长拉福林意识到袁这种天气
极有可能被对手利用袁 而此时他
所能依赖的就是经验和声呐遥

22 时袁声呐显示距野皇后鱼冶
号约 15 公里的东南方向出现一
艘日军战舰遥 22时 25分袁野海狐冶
号通报发现日本军舰遥

拉福林下达了靠近攻击的命
令遥23时袁野皇后鱼冶与目标舰艇距

离约为 1100米时袁发射了 4枚鱼
雷遥 发射的鱼雷接连爆炸袁23 时
05分袁声呐显示敌船信号消失遥

10多分钟后袁野皇后鱼冶 号赶
到沉船现场遥 从飘满重油和橡胶
的海面上袁 只救起一名昏迷的幸
存者遥

这次成功的攻击并没有给拉
福林带来荣耀遥 在以后的很长时
间里袁他都不停地向各种人申述院
在能见度极低的浓雾沉沉的海上
之夜袁 最后当手下救起那个死里
逃生的日本俘虏时袁 他才明白他
可能击中的不是一艘军舰遥

沉船的名字叫野阿波丸冶遥
8天后袁日本政府通过中立国

就这一事件向美国政府发出质
询袁一时间袁野阿波丸冶事件引起世
界的关注遥

1977年 5月初袁由海军 J101号尧
J503号打捞船袁 交通部上海救捞局
沪救 3号打捞船组成的打捞作业船
队正式进驻牛山岛以东作业海域袁
交通部与海军共同成立了打捞作业
现场指挥部袁 统一实施对打捞作业
的指挥袁双方还进行分段打捞分工遥
海军派出的舰艇巡逻编队随即也抵
达了作业区现场袁 并展开了对作业
区的巡逻警戒遥 中国政府有关部门
对外发布消息和航行警告袁 宣布在
牛山海域打捞阿波丸沉船遥

参加打捞工程的海军官兵和救
捞局职工勇闯潜水禁区袁 取得了令
人鼓舞的成绩袁海军 J101号袁J503号
船袁 上海救捞局沪救 3号船袁 共有
600多名潜水员参加了水下作业袁各
船平均作业 332天袁 共潜水 3604人
次袁水下切割 2379.1平方米袁水下爆
破 650次袁捞起锡锭尧橡胶尧水银尧铌
钽尧 云母尧 光化玻璃等物资共 5418

吨袁总价值 5000多万元人民币遥 另
外还打捞起日本人的尸骨 368 具袁
由中国上海市红十字会交还给日本
红十字会遥

在这次打捞作业中袁 没有发现
黄金的存放处袁也没有找到一两黄
金遥 这还是个迷袁引起了外界的不
少猜测遥 虽然各方面的情报表明袁
阿波丸确实是装载了黄金等贵重
物品袁 但就是不知是如何消失的遥
存在几种说法院一是日本人在驾驶
室内安装了自爆装置袁在阿波丸遭
到鱼雷袭击时袁 眼看大势已去袁为
了不使黄金落入敌手袁日本船长按
下了自爆按钮袁装有黄金的箱子即
被炸得粉碎遥 打捞发现袁阿波丸号
船从驾驶台以下断成两截袁船首位
于东南方向袁 船尾位于西北方向遥
还有一种说法是阿波丸根本就没
有装载黄金遥 这个说法还有待于我
们进一步考证遥

“阿波丸”号沉没之谜
阴朱志斌

1945年 4月 1日午夜袁 作为一
艘有盟军安全保障的日本万吨巨
轮袁 有什么理由在这片漆黑而危险
的海域全速行驶呢钥

按照日美双方约定袁野阿波丸冶
的图纸已事先通报给了美军袁 而且
野阿波丸冶当时打开了夜航灯袁拉福
林有什么理由判断它是一艘即将发
动攻击的日本军舰呢钥

拉福林的报告提到袁攻击野阿波
丸冶 的鱼雷是从艇尾的鱼雷发射管
发射的袁这意味着如果野皇后鱼冶号
从后面追赶野阿波丸冶的话袁需要掉
转艇身才能攻击袁 这合乎逻辑吗钥
野皇后鱼冶号潜艇是二战期间美军群
狼战术中最凶猛的头狼遥 以它多次
作战的丰富经验袁 怎么会发生判断
上的失误呢钥

野阿波丸冶事件袁远没有文件上
看起来那么简单遥 让我们再次回到

1945年 4月 1日的午夜遥
野阿波丸冶上袁滨田船长向盟军

汇报航程遥 客舱里袁大家正在为新生
婴儿庆祝袁 忙碌一天的厨师下田勘
一郎走到甲板上想透口气遥 就在这
时袁 攻击发生了遥 据他回忆院野阿波
丸冶一离开新加坡袁就有美军飞机低
空飞行袁第二天美军潜艇开始跟踪遥

如果他的话属实袁 拉福林的解
释不足以令人信服遥

二战期间袁 美军潜艇执行任务
都是由情报部门统一提供情报袁舰
长独立指挥遥 1945年 3月 10日袁野皇
后鱼冶号和僚艇野海狐冶号执行前往
台湾海峡的攻击巡逻任务遥 然而半
个月里它没有攻击任何船只袁直到 4
月 1日袁野海狐冶 号在牛山海域攻击
了一艘日本运输船只遥 随后袁野皇后
鱼冶号潜艇对野阿波丸冶进行攻击遥 难
道这一切都是巧合吗钥

对于这次攻击袁 在美军军事
法庭上袁拉福林辩解说院当时由于
浓雾笼罩袁能见度几乎为零袁据声
呐显示的信号判断袁 这是一艘军
舰遥 此外袁9个小时前野海狐冶刚攻
击过敌运输船袁 因此以为是日军
要进行报复遥

日方则认为袁野阿波丸冶 是按
照规定路线行驶的袁 这是一次蓄
意的攻击行为袁 应该赔偿日方一
切损失遥

最后袁 美国政府承认对击沉
野阿波丸冶负有责任遥 对于赔偿问
题袁 美国政府希望在战争结束后
以战胜国身份再解决袁 以取得更
多主动权遥

1945年 4月袁 美军开始冲绳
岛战役袁日本南大门被打开遥 8月
10日袁 也就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的前 5天袁 日本政府向美国提
出索赔要求院 赔偿现金 72 万美
元袁 向日本赔偿同类船只以替代
野阿波丸冶遥 在讨价还价声里袁随着

原子弹一声巨响袁二战结束遥 8月
15日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遥

战败的日本经济处于崩溃边
缘遥 然而 1949年 4月 14日袁日本
首相吉田茂却代表日本政府在协
议书上签字袁宣布正式放弃因野阿
波丸冶被击沉而产生的各项要求遥

日方不但放弃了索赔权利袁
并自己出钱抚恤死难者家属遥 拉
福林则因野阿波丸冶违约装载战略
物资而免予起诉袁 后来他成为海
军司令遥

野阿波丸冶事件中唯一的幸存
者下田勘一郎袁 始终对那天夜里
所发生的真相保持沉默遥

关于野阿波丸冶事件的调查袁
从此很少被双方政府提起袁 而民
间探求野阿波丸冶之谜的呼声却从
未停止过遥 野阿波丸冶是如何沉没
的钥它究竟装载了什么钥日方为什
么突然宣布放弃索赔要求钥 谜底
或许就在牛山岛附近几十米深的
蓝色水下遥

二战后期袁日本万吨
巨轮野阿波丸冶在中国台
湾海峡的牛山海域遭美
军潜艇袭击后沉没袁船上
2008人葬身大海遥 与野阿
波丸冶一起沉入海底的据
说还有 40 吨黄金尧12 吨
白金以及大批工业钻石袁
其中更有无价之宝北京
人头盖骨遥 上个世纪 70
年代袁中国开始了漫长的
打捞遥 时至今日袁沉入海
底的野阿波丸冶谜团依旧
困扰着世人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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