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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版緣由
袁梅芳老師

給老戰士的承諾，我們算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完成，也就是將他們的人生

故事，記錄下來並予以出版。移民加拿大多年的范孟襄老戰士給我們師生的

書函有這句話：「我以九十歲之年，能趕上這機會，重溫自己身歷其中的一

樁近代中國歷史大事，十分激動！如果有機會，而作者們又有興趣聆聽，我

亦可以向你們講述一點我自身的經歷，讓我亦能為中國近代口述歷史盡一點

綿力。」1范伯伯的冀盼讓我們師生有了一次不一樣的隔空口訪經歷：由他的

鄰居唐希其先生代我們訪談、追問和錄音，繼而由我們筆錄、核證。范伯伯

在緬甸戰場擔任翻譯官，他參加的是密支那戰役之後的另一支鮮為人知的中

美混合部隊—「5332旅火星特遣隊」。他這非比尋常的翻譯官經歷，可以

讓滇緬戰爭研究者填補緬北戰場歷史的空白。2018年春末，編者到加拿大多

倫多看望范伯伯，跟他核稿之餘，聽到他的期待：「自己的人生故事可以公

諸於世嗎？」這是我們第一次相見，也是最後一次。一個月後，范伯伯在彼

邦與世長辭。我們深盼范伯伯在天之靈，會因為此書的出版而感到欣慰！

本書以入緬遠征軍老戰士為主角，附錄所載的蔡炳堯伯伯不是入緬的戰

士，而是抗戰期間曾經保衞香港的華籍英兵。在華籍英兵的群體中，年近百

歲而又健在，可以侃侃而談的，現在大抵只有蔡伯伯這位老而彌堅的長者一

人了。2019年 3月編者與蔡伯伯在一次敘餐會上相識，蔡伯伯跟編者說：

1	 引自加拿大多倫多范孟襄伯伯給出版社轉交編者的書函內文 (2017 年 7 月 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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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老師，你也可以記錄一下我這個華籍英兵的故事嗎？我天天在銅鑼灣的

退伍軍人會址等你！」我為蔡伯伯的誠意感動！香港保衞戰距今差不多八十

年了，時光流轉，天地無情也有情，蔡伯伯「保衞香港和抗戰」的事蹟，也

是彌足珍貴的。我們認真聆聽了蔡伯伯的故事，並附錄在本書。

今年是抗戰勝利七十五周年，重版本書，並增添范伯伯和蔡伯伯的訪談

錄，藉此喚起讀者的關注，讓我們毋忘中華民族復興的奠定者—抗日英雄，

他們永不低頭，儘管飽嘗戰禍，但他們和萬眾軍民的事蹟都將歷千秋萬世而

永存！

編者獲「陳靜中國歷史教學獎」，陳靜老師是 1945年國立西南聯合大

學 2 畢業生，1949年來港後，以西南聯大的學歷和精神，在香港擔任中小學

教師，作育英才，1988年退休，1992年逝世。2018年 9月她的家人捐資，委

託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成立「陳靜中國歷史教學獎」，以獎勵香

港中學中國歷史科的優秀教師。編者因與學生共同探索抗日戰爭時期滇緬戰

場上的中國遠征軍歷史，有幸成為首屆得獎者。論年齡，編者是陳靜老師的

學生輩，沒能遇上陳老師，藉聆教益，編者深感遺憾！不過，當公佈紀念陳

靜老師教學獎時，我們獲知陳靜老師恰恰是西南聯大畢業生，也走過抗戰，

而我們認識西南聯大的老兵，和她老人家經歷頗相近，情懷應相和，我們為

這緣分而倍感親切！這項教育獎也鼓勵了編者做好老兵訪談未完的工作。

為了傳承和弘揚這段歷史，本書出版後將贈送香港的大學與中學圖書

館。我們殷切期待更多師生的閱讀，並感受那些老兵奮鬥的精神！

2	 日本侵華時期，為保持培養人才。北大、清華、南開三間大學由北京天津走到雲南昆明共同組成國立西南聯合
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由 1938 年至 1946 年止，設立共 8 年，畢業學生 2000 餘人。抗戰勝利以後，西南聯大
解散，北大、清華、南開原址復校。

	 西南聯大的屹立，在國難當前，人才輩出，創造中國教育史的奇蹟。而在外敵入侵之際，學生讀書不忘救國，
毅然投筆從戎，把生死置之度外，亦寫下最悲壯的歷史。我們師生有幸記述的西南聯大老兵分別是萬劍舞、王
忠詩、黎模慎、王伯惠和盧少忱五位伯伯，前三者載於本書內，後二者見於《中國遠征軍 II 老戰士訪談錄》。

本書能夠由紅出版順利出版，除了得助「陳靜中國歷史教學獎」獎金外，

有賴余智宏、郭炳偉、溫建國、劉志遠、孫越、林雪微及其他不記名三十多

位友好人士的慷慨贊助，在此謹致萬分謝意！

新版說明

（1）范孟襄伯伯在密支那戰役後，參與了另一支中美混合部隊—「5332

旅火星特遣隊」，擴闊了滇緬戰場的場景。因編排緣故，本書上冊歷史篇《滇

緬戰爭拼圖》未有添加這中美混合部隊在內，冀望滇緬戰爭專家能據此深入

研究，不久將來，能有中文專著面世。

（2）因陳立文教授撰文推介《中國遠征軍 II老戰士訪談錄》時，界定老

戰士跟我們談及的抗戰經歷，做不到建構整場滇緬戰場的歷史。又因老戰士

各述他們人生軌跡，內容廣泛，宜以「訪談錄」為名，故本書下冊人物篇《老

戰士口述歷史》易名為《老戰士訪談錄》。

書於庚子年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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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遠征緬甸

（一）太平洋戰爭前的抗日及國際形勢

1. 中國抗日形勢

（1）日本侵華，圖謀征服世界

日本侵華野心最早源於明代倭患。中國從晚清到民國時期，因積弱而處

處遭受西方列強侵擾，可謂國將不國。反之，日本因「明治維新」迅速崛起，

仿效西方列強，侵略鄰國以擴張國力。日本於晚清時已蠢蠢欲動，甲午戰爭

後成功控制朝鮮、掠奪台灣島等地，民初借 1914年歐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

爆發之機，以保護僑民為名，攻打德國駐山東軍隊，佔領中國膠州灣，作為

侵略中國的跳板。第一次世界大戰（下稱一戰）後，日本一躍與西方列強並

列，侵略野心有增無減。1927年，田中義一繼任為日本首相後，主張武力侵

略，6月在大連召開所謂東方會議，協商侵華政策，繼於其密奏（即著稱於

世的「田中奏摺」）中提出侵略方針：「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

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披露出日本軍國主義者積極對外擴張、意欲吞併

中國，甚至征服全世界的野心。

上世紀三十年代始，日本侵華步伐加劇，1931年在中國東北瀋陽發動

「九一八事變」，1932年又在中國大城市上海發動「一二八事變」，1933年

成立偽滿洲國，其後更迫使國民政府劃華北為非武裝地帶，形成所謂「華北

特殊化」1。大抵「敵進攻東北及進攻我國本土，原是征服世界之手段及過

程」2，偽滿洲國成立之際，中國雖曾向國際聯盟投訴，亦有李頓爵士報告書

證明日本確有侵華行動，但是國際瀰漫着孤立與綏靖氛圍，西方列強對日本

侵華行動未予強力制裁。面對列強冷眼旁觀，中國唯有獨力應對日本來勢洶

洶的進攻。而日後「七七盧溝橋事變」則顯示日本全面侵華的決心，只是列

強對中國事務依舊不為所動，使中國陷於岌岌可危的地步。

1939年德國揮軍波蘭，掀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下稱二戰）的序幕。日、

德、意三國於 1940年簽署《三國同盟條約》，成立「軸心國」。德國和意大

利在歐洲戰場肆意進攻；日本則在亞洲戰場繼續侵華，又於 1941年發動太平

洋戰爭，以凌厲的攻勢席捲東南亞諸國，進攻印度支那、馬來亞、新加坡，

深深威脅盟國的殖民統治。蘇聯先是對日本保持中立態度，後來又忙於對付

德國，因此中國成為亞洲唯一有能力對抗日本侵略的國家，在亞洲戰場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盟國終於意識到中國在二戰中的關鍵作用。

抗日戰爭對日後的世界戰局絕對有深遠影響。二戰爆發後，中國在亞洲

戰場阻擋了日本南下侵略東南亞、西向進逼中東的行動，牽制日軍於東亞地

區。1940年底，日本陸軍仍有 38個師團於中國，佔日本陸軍當時全部 49個

師團的 78%，而日本本土只剩下 9個師團。3 中國成為分隔歐亞戰場的一堵鐵

壁，阻止了日軍西進、與其餘軸心國會師中東，為盟軍在歐洲的戰事製造了

有利局面。因此，抗日戰爭足可列為二戰中攸關重要的一部分。

1	 郝伯村，《郝伯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3），頁 121。

2	 歐陽鈺，《八年抗戰大畫史》（香港：海風出版社，1969），頁 244。

3	 徐藍，《英國與中日戰爭 1934-1941》（北京：北京師範學院出版社，1991）。引自張願，〈滇緬公路危機與
英國對日綏靖政策的轉變〉，《全球視野理論月刊》2008年第 1期，頁 143。

撰寫：袁梅芳老師、呂牧昀同學　│　資料整理：鄭智霖同學、盧晉希同學、施俊源同學、李皓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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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盟國而言，中國是遠東反侵略同盟的堅強後盾，抗戰期間中國軍民齊

心抗敵，國共兩黨摒棄前嫌，國民黨負責正面戰場，共產黨負責敵後牽制，

攜手抵禦外侮，挽救國家民族。國軍在抗戰中，將一百萬以上的日軍拖在「中

國泥淖」中不能自拔，對二戰，尤其是在太平洋戰爭中作出了巨大貢獻。誠

如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對中國抗日戰爭的評價：「假

若沒有中國，假若中國被打敗了……有多少師團的日本軍可以因此而調往其

他方面來作戰了，他們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

這些地方打下來，他們並且可以一直衝向中東，和軸心國配合起來，舉行一

個大規模進攻，在近東會師，把俄國完全隔離起來，合併埃及，斬斷通往地

中海的一切交通線……」4

大戰結束後，中國在二戰中的突出貢獻，使其擺脫了長久以來在西方列

強眼中積貧積弊的弱國形象，英、法、美、蘇與中國出任了聯合國五個常任

理事國，中國也晉升為世界五強之一，受到世界注目。歸根究底，世界因抗

日戰爭而見識到中國堅毅不屈的民族精神，無論武裝如何落後、敵人如何壓

迫，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面對日本的侵略，中國永遠不會倒下。

中國分擔了二戰的一半戰場，為同盟國的勝利提供了堅實的保障。

如前所述，1941年以前，身陷苦戰的中國急待支援，但西方列強卻如此

冷淡。面對來勢洶洶的日軍，當時的中國實在陷於孤軍作戰的危險境地。

（2）抗日前期，中國孤軍作戰

抗戰初期，日本揚言「三個月亡中國」。「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

但中國未有因日軍進逼而投降，事情發展未如日本原先謀劃的那麼如意，這

甚至是列強也始料不及的。

4	 《羅斯福秘聞錄》（上海：新群出版社，1949），頁 278。引自辛灝年，《誰是新中國》（香港：夏菲爾出版
有限公司，2012），頁 278。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後，蔣介石在 7月 17日廬山會議明言：「犧

牲關頭已到，人無分男女，地無分南北，全面抗戰到底。」5	7月 22日，中

共於是發表了「共赴國難宣言」，國共合作抗日。未幾，日軍南下，進攻上海、

南京，並在南京屠殺平民，南北戰場全面激戰。以國軍軍力，自難與日軍相

比，唯有以持久戰應對。首先是在淞滬會戰後南京陷落之時，將國民政府首

都西遷至重慶，退守大後方。軍事方略則「以空間換取時間」、「積小勝為

大勝」，是為「持久消耗」戰略。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中國獨力抗戰。美英方面，美國在 1937年 10月發

表聲明，斥責日本破壞《九國公約》6 和《非戰公約》，即保障中國門戶開

放、利益均霑的國際公約，期望會員國干涉日本侵華行徑。兩年後，美國再

強調不承認「東亞新秩序」，唯日本置若妄聞。而 1938年 9月國際聯盟依盟

約 16條與 17條 7，對日本採取經濟制裁，但實際上根本無強制效力。1938年

英美貸款資助中國抗日，算是最大和最重要的協助。8可見，美國奉孤立主義

及英法陣營行綏靖政策；西方列強及國際聯盟對中國稍有幫助，但多屬精神

上的支援，而無改中國孤軍抗日的格局。

蘇聯方面，史太林派出軍事顧問，又援助中國武器，如飛機與大炮，以

牽制日本覬覦蘇聯的西伯利亞，準備全力對付更加危險的德國可能發動的侵

蘇戰爭，蘇聯的軍事支援對抗戰初期充實國軍戰力有一定幫助。期間日蘇不

時有衝突，如 1938年在中國東北的張鼓峰軍事衝突、1939年的諾門坎邊境

5	 郝伯村，《郝伯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3），頁 122。

6	 全稱《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由美國、英國、日本、法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葡
萄牙和中國於 1922年 2月 6日的華盛頓會議簽署。簽署國同意共同維護中國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同時確
立各國在中國實行「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原則。

7	 第 16條規定，會員國有義務對任何違反盟約進行戰爭的會員國採取行動，直至使用軍事力量；第 17條規定會
員國與非會員國有爭議或會員國受非會員國侵略時，適用前述條款規定。

8	 郝伯村，《郝伯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上）》（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3），頁 142、158-159、165、194、264、267、312、322、337。



中國遠征軍（上篇）—滇緬戰爭拼圖94 95可歌可泣滇緬戰爭

第二次遠征
—緬北、滇西反攻

（一）一支現代化軍隊的誕生

1. 中國駐印軍成立
1942年中國遠征軍第一次入緬對日作戰，以慘敗告終，不僅未能打通滇

緬公路，連緬甸也未能堅守。日軍佔領緬甸全境，繼續封鎖中國賴以生存的

抗戰生命線。為了再次打通滇緬公路，同時也為了一雪前恥，中國一直爭取

早日實現反攻緬甸計劃，中國駐印軍由此而生。

1942年 5月 2日，史迪威將軍在給美國總部的一份急電中，首次提到在

印度建立基地訓練中國軍隊和反攻緬甸的計劃。隨後，中國國民政府將退到

印度的新 38師、新 22師殘部整編為 X部隊，將撤退到雲南的遠征軍與新增

派來的部隊整編為 Y部隊。史迪威又建議蔣介石在印度訓練為數十萬人部

隊，在雲南裝備訓練三十個師，最終聯合英、美海陸軍共同參與反攻。這是

一個由中、英、美三方共同參與反攻緬甸的構想。當中正包含了中國軍隊在

印度接受現代化軍事訓練，提高戰鬥能力以備日後反攻緬甸的計劃。

1942年 5月至 7月，從緬甸戰場撤下來的孫立人新 38師和廖耀湘新 22

師陸續到達雷多駐地，並轉去藍伽。8月，中國遠征軍改名為中國駐印軍，

由史迪威任總指揮，羅卓英任副總指揮。後鄭洞國接替被調任回國的羅卓英，

並且將新 38師和新 22師合併為新 1軍，同時新 30師也併入其中，由鄭洞國

任新 1軍軍長，孫立人升任副軍長。1 直至攻克密支那後，新 22師脫離新 1

軍編制，與龍天武第 14師和潘裕昆第 50師組成新 6軍，由廖耀湘任軍長。

中國駐印軍的當前任務是及早出兵收復緬北，並修築中印公路，打通由

印度雷多到雲南的陸上交通路線。而終極目標自然是重新打通滇緬公路，保

障中國運輸生命線的暢通。

為了進一步加強駐印軍的戰鬥力，及補充初次入緬失利所損耗的大量兵

力，至 1942年 11月，國民政府已利用運輸機輸送了約一萬五千名補充兵往

印度受訓 2，成立新的部隊及補充孫立人和廖耀湘的兩個師，當中不乏熱血報

國的青年學生。這些兵員的加入不僅壯大了駐印軍的規模和戰鬥力，也為原

來的遠征軍帶來生機。大量知識分子的融入，使駐印軍兵員的綜合素質大為

提升，對加強駐印軍的作戰能力極為重要，因為出色的士兵能夠以一敵十，

兵貴精不貴多。藍伽受訓，正是駐印軍徹底改頭換面，成為一支真正強大的

軍隊的契機和過程，也是中國軍隊轉型的重要轉捩點。

2. 印度藍伽受訓
藍伽是印度比哈爾（Bihar）邦東北部的一個小鎮，也是加爾各答至德里

鐵路線上的一個小站。它的土地不肥沃，物產不豐富，市容不整潔，人口也

不多，風景卻很優美，交通十分便利。這兒原本被預作意大利戰俘集中營，

後來盟軍在緬甸作戰失利，英國亞歷山大根據英、美兩國達成的協定，將藍

1	 丁滌勛、王伯惠編，《中國駐印軍印緬抗戰（中）》（北京：團結出版社，2009），頁 30-31。

2	 郝伯村，《郝伯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下）》（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3），頁 993、1007。

撰寫：袁梅芳老師、呂牧昀同學　│　資料整理：鄭智霖同學、盧晉希同學、施俊源同學、李皓揚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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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及其周圍數百公里山區劃出來供美軍使用，繼而成為中國駐印軍的訓練基

地，佔地面積約 52平方公里。1942年 8月 3日，藍伽訓練營正式開始運作。

1943年，國民政府為提高部隊戰鬥力，在中國的昆明、大理和印度的藍

伽等地設立了幹部訓練團和訓練學校，對官兵進行兵器、射擊、戰術等訓練，

並配備盟軍提供的新式裝備。而藍伽訓練營是全國精英所在地，在藍伽受訓

出來的兵員更成為了駐印軍反攻緬甸的最主要戰力。

中國新兵來到藍伽後，美國人會把他們集合起來，帶到一座特設的衛生

清潔站，依次進行嚴格的衛生處理：洗澡、理髮、清除污垢、打預防針等等。

脫下的衣褲堆在一起，潑上汽油燒掉；頭髮、鬍子一律不許保留，統統剃乾

淨以防傳播寄生蟲。經過一番修理，新兵彷彿卸掉許多包袱，個個覺得輕鬆

愉快。清潔完畢後，軍需官按名冊清點，開始分發軍需品，新兵逐一領取。

這僅僅是藍伽現代化整訓的開始，卻體現出此次整訓的仔細與嚴謹程度。

藍伽整訓，其實也是中、英、美三國的一次大合作，由中國提供兵員，

將原來的第 1路遠征軍改組為駐印軍；裝備與訓練則完全接受美援裝備及美

軍制度；後勤補給亦由英、美負責。3中國駐印軍在印度藍伽受訓，是國軍首

次在境外整訓。日後駐印軍對日作戰之所以百戰百勝、勢如破竹，藍伽訓練

功不可沒。藍伽受訓帶給駐印軍的改變，有以下幾個方面：

（1）裝備精良

從前一般國軍的武器配備與藍伽受訓駐印軍的可以說是相距甚遠。在藍

伽，中國駐印軍的武器裝備和經費開支全部由美國政府提供，其標準略低於

美軍作戰部隊，但其裝備也稱得上先進精良。

3	 郝伯村，《郝伯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下）》（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3），頁 991。

傳統的中國軍隊，普遍使用老式漢陽造步槍、戴布帽、穿殘破單薄的軍

裝，然而經過在藍伽的整頓後，軍人手中的步槍換成了美制 M4湯姆式衝鋒

槍，戴 MK2/M1防彈鋼盔，都是清一色的美式配備。在重武器方面，M4A3

美式戰車取代了 CV33戰車，駐印軍的火力立即得到了提升。4 步炮比例達到

三比二，又成立了坦克團，擁有了與日軍對拼火力的能力與資本。此外，駐

印軍還獲得了盟軍的空軍掩護，打破了日軍在緬甸壟斷已久的制空權。可以

說，此時的駐印軍在火力、機動力、數量等多方面皆遠勝日軍，連日軍也自

歎不如。

從軍資品來看，駐印軍的待遇簡直無可比擬。釘有銅鈕扣的卡其布軍服

（夏冬裝）各兩套，羊毛衫夾上衣一件，棉織內衣內褲兩套，短襪、襯襪及

呢絨綁腿各一副，帆布膠鞋、大頭皮鞋各一雙，還有毛毯、橡膠雨衣、橡皮

墊褥、水壺、手電、遮風鏡、防蚊頭罩、毛巾、鋁飯盒、行軍背囊等。而以

前的國軍別說武器了，連最基本的軍用裝備都幾乎沒有，甚麼毛毯、雨衣根

本就不敢想像。即使數十年過去了，不少老兵如今對昔日藍伽整訓仍是記憶

猶新，印象深刻。

4	 參：薩蘇，《突破緬北的鷹》（上海：文匯出版社，2012），頁 6-7、15、173。

來自夏威夷檀香山的安德魯．盧（Andrew	Loo）
中尉教一名中國士兵握舉湯姆槍的正確姿勢。
（1944 年 5 月 2 日）

兩名中國士兵研究如何操作新款的機關槍。
（194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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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駐印軍的增兵方案為：整建兩個步兵師—孫立人的新 38師和廖

耀湘的新 22師，另增三個炮兵團、一個工兵團、一個通訊兵團、兩個戰車營。

除步兵以外，統帥部又從國內調派兵源在印度成立了幾個汽車兵團、騾馬輜

重兵團、獨立步兵團、高射炮營、兵工營、憲兵營和人力運輸部隊等。5除了

分派各類輕重機槍、手提機槍、防毒排等，部分部隊更獲配M2火焰噴射器，

增加了進攻日軍防禦陣地的成功率和效率。

據資料顯示，日軍每一個師團有一個炮兵聯隊有 36門山炮和 12門野炮，

是戰力很強的軍部裝備；駐印軍每一個師有四個炮兵營（48門炮），故一個

師可對抗日本一個師團；另尚有軍炮兵三個團，火力極強，所以在緬北連戰

皆捷。而蔣介石堅持炮兵分配權：各部隊每個軍至少有一個炮兵營、每個集

團軍至少有一個炮兵團（國軍有較精英的部隊，也有較弱的部隊，蔣為免偏

重前者，所以將炮兵分配在各軍之中），故炮兵設置是《租借法案》的重點，

同時也是駐印軍戰力提升的重點。

在通訊器材方面，國軍在抗戰初期缺乏有效和數量充足的聯絡器械，軍

情的傳遞極為不便，中央往往難以掌控地方部隊的情況。當時國軍通訊裝備

缺乏，只有師以上才有無線電機。6但在藍伽，每營都必須裝備無線電機，團

部裝備兩架。

總而言之，這次從頭到尾的裝備大換血，使這支軍隊今非昔比。

5	 朱浤源，《孫立人將軍紀念館史料及中英文導賞內容、結案報告》（台灣：陽光房出版，2012），頁 8。

6	 郝伯村，《郝伯村解讀蔣公八年抗戰日記一九三七—一九四五（下）》（台灣：遠見天下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2013），頁 978、1084、1219。

（2）士兵素質優秀

抗戰打響後，各地學府的青年學生，尤其是西南聯合大學的學子們，紛

紛棄筆投戎。這些高學歷的知識分子部分被送往印度藍伽編入駐印軍，或參

與前線進攻，或成為部隊中的翻譯官，各自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美國教官驚

歎中國軍人學習新戰術、新技巧、新事物的效率，遠超他們想像。

不單是士兵，駐印軍不少領兵打仗的將軍，素質也十分高，他們皆曾接

受中西方高等教育，學歷比當時國內的大部分將領都要高。當中不得不提孫

立人和他的部隊。在他的部隊中，匯聚了各國留學歸來的軍事精英，因此也

被旁人稱作「八國聯軍」。

駐印軍新 1軍副軍長、前新 38師師長孫立人，於清華大學及普渡大學土

木工程系畢業，後又考入與美國西點軍校（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齊名的著名軍事學院美國維吉尼亞軍校（Virginia Military Institute）。該校

以訓練嚴格著稱，培養了無數軍界精英。擁有如此學歷背景的孫立人學識

淵博，貫通中西學，能講一口流利的英語。作為新 1軍統帥，他在戰場上也

具有運籌帷幄、致勝於千里之外的本事。新 38師前副師長齊學啟也是一名

文武雙全的大將，他也是清華大學與普渡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的，是孫立人

九年的同窗好友，其後又在諾維琪大學（Norwich University）（注重騎兵訓

練）畢業，是一位接受中西方教育的出色將領。後期的新 1軍副軍長賈幼慧

於清華大學畢業，並曾入讀普渡大學，後來去了美國丹佛炮兵學院（Denver 

University）。總的來說，他們都是駐印軍中典型的美國背景軍人。

孫立人另有一個出色部下—譚展超，他於 1927年在香港拔萃書院高中

畢業，1928年入讀意大利陸軍軍官學校，1931年入讀意大利陸軍騎兵專門學

校，1932年入讀意大利炮兵專門學校，1935年入讀意大利陸軍大學 65期，

軍階為上尉。二戰爆發，使譚展超無奈回國，後因其在騎術與山地戰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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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北滇西反攻歷程

駐
印
軍

滇
西
遠
征
軍

1942 1943 1944
29日，
日軍佔領臘戌，
第一次遠征軍歸
國之路被切斷。

2日，
史迪威提議中國
派十萬人到印度
受訓，為駐印軍
之始。

3日，
畹町失守。

10日，
反攻騰衝失敗，
撤兵怒江。

盟軍找到
在野人山
迷路的第
5軍。

駐滇幹訓
團在昆明
成立，配
備美式裝
備。

第一次遠征軍撤出
緬甸，主力經野人
山回國，只有新38
師及新22師部分部
隊撤向印度。

28日，
軍令部頒發
「部署聯合
中英美反攻
緬甸作戰計
劃」。

第5軍新
22師轉道
入印度。

新38師、
新22師組
成駐印軍，
後加上新
30師。

3日，
開始在藍伽
受訓

新38師前
往野人山
區，掩護
修築中印
公路。

中印公路，
動工修築。

月底，開始
反攻緬北，
首戰—新
平洋之戰爆
發。

29日，
新38師攻克
新平洋。

1日，
新38師攻佔
泰伯家。

31日，
新22師攻
佔大洛。

23日，
新22師攻克
腰班卡。

8日，
新38師攻取
拉加蘇。

29日，
新38師攻取
于邦。

4月 5月 8月6月 11月 1月 4月 10月 2月1月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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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月 6月 8月 9月 11月 12月 1月 3月2月
1945

5日，
新22師攻克孟關。

9日，
新38師取下瓦魯班。

28日，
新22師攻佔丁高沙坎、高魯
陽及拉班。

29日，
新22師及新38師會師攻佔沙
都渣。	

11日，
第20集團軍強渡
怒江。

16日，
攻佔北齋公房。

16日，
198師奪回
橋頭和馬面
關。

16日，
新22師及新
38師協同攻
取加邁。

25日，
新38師破孟
拱城。

5日，
50師及中
美混合突擊
隊攻佔密支
那。

7日，
第8軍攻克
松山。

14日，
第20集團軍
收復騰衝。

3日，
第11集團軍
攻克龍陵。

20日，
收復芒市。

15日，
新38師攻佔
八莫。

14日，
50師攻佔	
萬好。

15日，
新30師及新38
師攻佔南坎。

20日，
新30師及新
38師攻佔新
維。

8日，
新38師攻佔	
臘戌。

23日，
第50師攻下	
南杜及西保。

30日，
50師攻克	
喬美。
	

17日，
密支那戰役，中
國軍隊首次空降
作戰。

27日，
新38師攻佔西通。

27日，
新38師攻佔芒友
與滇西遠征軍會
師。

28日，
中印公路通車	
典禮。

20日，
第2、第6、第
53軍協同攻佔
畹町。

第二次遠
征軍反攻
結束

駐
印
軍

滇
西
遠
征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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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滇緬反攻戰的總評

1. 第二次滇緬作戰得失
第二次滇緬作戰，遠征軍斃敵 33000人，傷敵 75400人，俘虜日軍 323

人；獲得的用品有飛機 5架、大炮 186門、卡車 552部、機關槍 643挺、步

槍 7938支。遠征軍的傷亡，只是日軍的六分之一。比擊殺日軍更重要的，是

完成了中印公路的修建，達 1000英里，還有一條中印輸油管道。而中國在

此次作戰所付出的代價，不僅是一萬多人的傷亡，還因為從每個部隊抽調了

二十五萬「機動部隊」之中的二十萬精銳士兵到印度與滇西，使得河南、湖

北、湖南、廣西、江西、貴州這幾個省的防守力量減少到不能作戰的程度，

不僅讓日軍長驅直入，且幾乎失掉了貴陽和重慶。

至於滇西的部隊，第 11集團軍與第 20集團軍均為美式裝備、美式訓練

的部隊，原本也均為機動部隊。美國馬歇爾在 1944年 4月 11日以「停止美援」

威脅中國出動滇西部隊發動反攻，5月初命令滇西遠征軍渡過怒江，對高黎

貢山及其南邊的群嶺仰攻，死傷了 18598名精兵，終在 1944年 9月 14日與

11月 3日先後光復騰衝與龍陵二城，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67

2. 滇緬反攻作戰的勝利因素
這一場滇緬反攻戰就此結束了，然而為甚麼這一次中國遠征軍能夠擊敗

盤踞在緬甸的日軍？甚麼因素促成了遠征軍的勝利，而又導致了日軍的必然

失敗？以下將從多個角度分析當中的細節，還原歷史，探尋真相。

既然此次反攻作戰的主角是中國，那麼首先得從中國在盟軍幫助下獲得

巨大轉變說起。

67	 黎東方，《細說抗戰》（台北：遠流出版社，1995），頁 232。

（1）盟軍協助與中國遠征軍的轉變

正如前文在藍伽整訓中所提及

的，中國遠征軍在武器、兵員素質、

訓練、後勤等方面有了完美的蛻變，

一躍成為世界上戰鬥力最強的陸軍

之一。不過這種轉變是如何影響戰

局進行的呢？

第一，遠征軍在武器裝備上的

改良及提升，對抵抗日軍有極大的

作用。舉個例子，滇西遠征軍雖然

在人數上佔優，但是面對日軍的堅

固工事仍顯得毫無辦法，死傷極大，

推進速度極慢。而最終的制勝關鍵

是美軍的新式武器—火焰噴射器。

利用火焰噴射器，滇西遠征軍把日

軍的碉堡逐個毀滅，才能打開局面，

繼續前進。倘若滇西遠征軍沒有火

焰噴射器的幫助，說不定真的沒法

突破日軍防線，就算是以極大的傷

亡代價、極長的攻堅時間拿下據點，

估計也會元氣大傷，更談不上與駐

印軍會師了。

第二，兵員素質的提升不僅僅

體現在整訓時那速度極快的學習能

中國駐印軍士兵駕駛美制坦克。（1944 年 4 月
10 月）

三位臉型、身型不同的中國士兵，手持的防毒
面具尺寸和類型也不同，從左至右：美制輕型
面具、美軍使用面具、英制面具。（1945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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