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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利用在海口开商行之便为日本收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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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多年前! 海口市博爱路是该市最繁华的商业街道"

而在现博爱北路
#!

号!当时有一个最豪华#生意最好的百货
商行$$$胜间田商行"

商行的主人是一位旅居海南的日本人胜间田善作" 这位
被一些日本人称为 %海南岛之王&%海南岛之主&%海南岛的恩
人& 的商人在经商的同时! 也在主动地进行着情报的收集工
作" 虽然没有史料明确指出他是一位日本间谍!但说他是%编
外间谍&并带领其家族进行间谍活动!应该是比较确实的" 而
他的第三个儿子胜间田义久! 就有史料确凿记载其隶属于日
军特务机关"

也正因为胜间田善作为日军侵琼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情
报!立下%马前卒&的%汗马功劳&!在他

$%&"

年
&

月
'

日死去
的当日!日本皇室便追授他五等瑞宝勋章" 这一专门授予日本
官员和军人的荣誉授予了一位商人!颇值得玩味"

日军侵琼研究专家# 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兴吉的研究成
果提供了有力佐证'日本军队攻占海南前!日本人对海南岛的
调查!就日方公布的著作情况来看!胜间田家族进行的调查时
间最长#范围最广!窃取的情报也最多"

受托登陆海南

胜间田善作
$(!&

年出生于日本静冈县" 其家族中的每一
个人!包括其妻子#

'

个孩子(长子晖睹!次子政胜!第三子义

久)和其弟胜间田长马及妻子!都曾在海南岛生活"

$(%)

年!

**

岁的胜间田善作受雇于一位英国商人! 前来
海南岛从事动植物标本采集工作" 此后!直到

)!

岁时在海口
去世!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南岛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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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不再受雇于英国人的胜间田善作在海口开办了
名为%健寿堂&的药店(胜间田商行的主要组成部分"!主要从
事药品#杂货生意" 此后!他的事业迅速发展!商行活动范围也
日益扩大!在金江#嘉积设有分店!在各县有

$'

个办事处!业
务主要是把药材#毛线针织品#棉布等日本商品输入到岛内!

同时把岛内所产的天然蚕丝向日本输出* 胜间田家族还在当
时的海口郊区$$$原白沙乡君尧村西边开办了农场! 在琼东
县的乌场设有水产收购站!在屯昌设立天然丝制造厂"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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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拍摄的一张照片看!胜间田善作已成当时海口
的一位头面人物" 和他合影的是广东南区委员#多次出任海南
岛最高行政长官的黄强" 而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驻海南岛的国
民党军人准备策划暗杀胜间田善作时! 当时的海口公安局还
曾派出了

)

名警员负责其家庭的保卫工作" 后在黄强的保护
下!胜间田善作于

$%'(

年离开海南!迁往台湾"

海口市琼剧团原艺委会主任#退体老人吴梅还记得!在现
在的博爱北路

)!

号!有一家老海口人都知道的公司叫精华公
司" 这家公司拥有一间

'

层楼" 胜间田商行租用的就是这间
楼" 吴梅带我们到现场指认说!现在的安娜布艺商店和文和楼
肯定有一家原先就是胜间田商行" 根据史料和我们对一些老
人的走访! 胜间田最早在得胜沙开一家商行! 其家也安在这
里" 博爱路的这间商行应该是在日军侵琼后再开的"

主动收集情报

据
$%'%

年的+东京朝日新闻,披露!胜间田善作常对妻子
说!海南岛终有一天会成为日本的国土!如果看到太阳旗在岛
上飘扬!他会高兴得流泪的"

张兴吉说!从这句%肺腑之语&中!我们看到了作为日本一
位普通国民对海南的领土野心-

正因为有了这种%觉悟&!胜间田善作才会主动地#不遗
余力地对海南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 而且他的调查从一开
始就立足于将成果介绍到日本国内!以引起日本官方及民间
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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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胜间田善作雇用当地中国人绘制了海南岛全
图! 并交给一位日本人带回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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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又把他在海南岛
*"

多年实地探查测量的结果和对当地人的访问材料!携往日
本国内!交给日本有关研究者" 胜间田善作还怀揣海南岛地
图!奔走于日本各政府机关之间!呼吁日本政府重视海南!开
拓南方"

胜间田善作先后
$""

多次来往于日本和海南岛之间" 作
为一个商人!胜间田善作实际上已非正式地参与了政事"

胜间田善作的调查材料引起了日方的重视" 这是因为他

的调查时间较早! 内容广泛而细致" 他到过海南岛很多地
方!连黎母山这样偏僻之地也曾涉足"其父子的调查成果集
中体现在他们出版的 +海南岛现势大观,+日海语集成,+最
近的海南岛事情 ,+海南岛最近事情 ,+在海南岛的矿业 ,等
著作中"

随父在海南生活了
$(

年的胜间田义久也一直致力于
海南岛的调查活动!被日本出版的 +黎明的海南岛 ,一书称
为对海南岛调查倾尽心血的 %笃志家 &"胜间田善作的次子
胜间田政胜也在日本军舰上印制有关海南话的小册子 !提
供给日军以便其登陆后使用"胜间田父子的调查资料奠定
了后来日本人调查海南岛的基础 !为日军侵琼提供了很有
价值的情报 "

接待日方来客

除了收集情报!胜间田家族还担任起了接待日本来客的
任务" 在日军侵琼前!几乎所有来海南岛调查的日方人员都
和他们有过来往" 可以说!他位于海口得胜沙路的家相当于
一个日本人在海南的地下%交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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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台湾总督府专
卖局事务官池田幸甚到海南考察! 在海口会见了胜间田善
作!两人还提出了赶在欧美前趁早%开发&海南岛的设想" 经
胜间田善作介绍!池田幸甚还会见了当时海南岛的实际控制
者龙裕光"

由于对海南的调查以及在海南对日本官方和民间人员的
接待!胜间田家族在日本有很大的名声!一些日本资料也因此
把胜间田善作称为%海南岛之王&和%海南岛之主&"

正式参与政事

虽然胜间田家族
$%'(

年离开了海南岛! 但他们对海南岛
的%关心&一直没有中断" 在日军侵琼时!他们主动参加了侵略
海南的活动!可谓开始公开#正式地参与了日方在海南的政事"

在日军侵占广州后! 胜间田善作到广州向日方介绍海南
岛!直接推动了当时日方%开发海南岛&的愿望" 他还和日本海
军一起活动!于

$%'%

年
*

月
$"

日随日海军陆战队进入海口"

而他的二儿子胜间田政胜
$%'(

年
$

月主动提出从军!以自己

对于海南岛的知识!直接参与了侵占海口的活动" 三子胜间田
义久也参加了日军在澄迈湾的登陆"

日军进入海口的第二天! 胜间田义久协助日军召集海口
市内的

*""

多位店主开会!之后成立了正式的海口维持会" 胜
间田义久还担任过该会的指导官! 促使许多在日军侵琼后关
闭的商店重新开业" 这期间!在胜间田家族被迫离开海南岛后
而关闭的胜间田商行当然也恢复营业! 并且还与别的资本合
作!成立了胜间田产业株式会社!其业务较前得到了更大的发
展" 胜间田家族的商业活动一直持续到日军在海南统治的结
束!其资产最后被中国方面接收"

在海口市博爱北路
%*

号! 吴梅老人指认当年的胜间

田商行" 海南日报记者 张杰 摄

'#++

年!胜间田善作#左$%胜间田义久&右$与广东南区

委员黄强&中$及其幼女在胜间田海口家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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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胜间田善作和他
'

个儿子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海南
话" 日军侵琼后! 胜间田善作还用海南话劝说过当时的海南
书局经理唐品三出任海口维持会会长"

唐品三的儿子#

("

多岁的唐南椿老人接受海南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胜间田善作不仅仅是一个生意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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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在海口市博爱北路的胜间田商行的正对面!

是赫赫有名的海南书局" 书局董事长兼经理由当时的琼山县
府城城西七里村人唐品三担任" 唐品三同时是海口市商会第
一届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第二届商会主席" 日军在澄迈登
陆当天上午! 正在商会办公的唐品三接到国民政府打来的电
话!告知他这一消息并通知他们早做准备"

商会设在中山路! 离海南书局不远" 唐品三匆匆赶回位
于书局后面的家! 带上两件衣服就出门了" 他先到下洋村的
一个佛祖庙里过了一夜! 第二天天未亮便到东营港找朋友雇
了艘小帆船逃往湛江" 看到丈夫一夜未归! 唐品三的妻子知
道他是出走了" 此前大家已风闻日军侵琼传言" 同为海口商
会会员的胜间田善作当时也通过熟人给唐品三传话' 将来如
果发生什么事!还要请唐先生出面维持海口秩序" 为此!唐品
三对家人交代!如果日军到来!他决不做汉奸" 唐品三走后的
第三天! 其妻也带着几个孩子躲进了位于现泰龙商城的一家
法国教堂"

几天后!胜间田善作带着他的
'

个儿子!一起到法国教堂
打听唐品三的行踪"

不过!第一次!教堂不让胜间田善作进去" 胜间田善作不
死心!找人与法国教堂讲情!最终得以见到唐品三的妻子" 胜
间田善作劝说道! 他知道唐品三逃走了! 唐品三如果回来为
%皇军&效力!还可以继续经营海南书局!否则!日本陆军马上
就会占领书局" 果然!没多久!海南书局便被日军接管"

唐南椿说!在法国教堂呆了一个月!他母亲在外公的劝说
下带着几个孩子也逃到了湛江" 唐南椿听说!此后!胜间田善
作还来教堂找过他母亲"

唐南椿说! 他妻子小时候常到胜间田善作位于得胜沙的
商行玩!对胜间田善作的印象是'很和气"也许!这和他生意人
的身份有关!更和他%编外间谍&的身份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