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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壯丁非正常減員近千萬
— ᅺһԝࡊ߹̝̄ܜՒ۞ګԩጼа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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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抗日戰爭勝利 60 週年期間﹐不少網站圍繞如何評價國民
黨在抗戰中的作用等問題﹐展開了十分激烈的爭論﹐其中一個熱
門話題就是“抓壯丁”的真實性。
2005 年 7 月 14 日﹐某報在“城市精神探蹤”的主題下﹐發表
了關於“川人抗戰”的一系列文章和討論。其間﹐著名老作家流
沙河先生慷慨陳辭﹕“拉壯丁有沒有呢﹖……也有﹐但是我告訴
你﹐不到萬分之一。”“中間也有逃兵﹐但都是個別的。” 1
在包括一些主流網站在內的大量網站和論壇上廣為轉載﹑轉
貼的〈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願去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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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川人抗戰形象不能歪曲〉﹐《成都晚報》2005 年 7 月 14 日﹐第 32 版。

流沙河先生甚至斷言﹕《抓壯丁》“這個戲絕對不真實”﹐是“誹
謗舊社會”﹗ 2
據當年國民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長何應欽公佈
的數字﹐抗戰八年全國實徵壯丁 1405 萬人。3 照流沙河先生的算
法﹐抓來的壯丁僅有一千來人。
大量史料證明﹕流沙河先生的上述斷言﹐嚴重違背史實﹗
以下﹐讓我們鑒證﹕對於流沙河先生斷然否定的“抓壯丁”
歷史﹐當年國民黨兵役司令官是如何坦白的﹐蔣介石的親信是怎
樣報告的﹐當年美國駐華文武官員是怎麼記述的﹐再聽一聽當年
壯丁的哭訴﹐看一看流沙河家鄉《金堂縣誌》上的記載及金堂縣
兵役官員的交代﹐讀一讀西方的史學家的評說﹐最後找一找﹐在
他們當中有沒有不“誹謗舊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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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抗戰時期曾任國民黨四川省達梁師管區司令官的周開勳先
生著文記載﹐國民黨政府於 1939 年頒佈新兵役法後﹐組建了龐大
的兵役機構﹐各省均設立了軍管區司令部﹐其下設若干師管區司
令部﹐再下又設若干團管區司令部﹐以專司壯丁徵調和新兵訓練。
1943 年夏天﹐時任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長兼軍事委員會參謀總
長何應欽召集各省軍﹑師﹑團管區司令共計 170 多名﹐到重慶復
興關中訓團開會。會議期間﹐國民政府兵役署長程澤潤在其所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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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沙河的抗戰回憶﹕百分之九十九的壯丁是自願去的〉﹐參見http://cul.sina.com.
cn/bbs/2005/1010/17122590.html。
3
萬金裕﹕〈抗戰八年四川人民在徵兵服役上之貢獻〉﹐《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總
第 11 輯﹐第 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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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工作報告中稱﹕自 1939 年實行新兵役法起﹐到 1943 年 5 月止﹐
全國（東北不在內）所徵出的壯丁將近 1200 萬人﹐其中四川徵出
220 萬人﹐河南﹑湖南兩省各徵出約 150 萬人﹐其餘各省徵出一百
萬或幾十萬不等﹐甘肅﹑寧夏因為人口少僅各徵出十多萬人。
程澤潤報告四年期間總共徵出 1200 萬壯丁﹐本來是作為兵役
機構成績來宣揚的﹐不料﹐當場受到何應欽的置疑﹕全國軍隊包
括警察在內也不過七百萬人﹐而徵出的新兵數卻比此數大得多。
至於傷亡﹐根據各戰鬥部隊報告﹐綜合起來也沒超過 240 萬人。
你們徵了 1200 萬壯丁﹐各部隊的長官反而還天天來電報叫喊補充
新兵﹐這是什麼原因﹖ 4
1938 年 11 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湖南南嶽召開軍事會
議。會議制定的“第二期抗戰指導方針”﹐“側重於整訓部隊﹐
恢復和培養戰鬥力”。中國軍隊 242 個師﹑40 個旅（特種兵在外）
的整訓內容﹐“主要是加強教育訓練與改定部隊編制兩大方
面”。就是說﹐在第二期抗戰中﹐國民黨最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
任務。 5
如此﹐何應欽的“壯丁賬”若繼續算下去﹐能讓所有的人不
寒而慄﹕四年中﹐將近一千萬的抗戰壯丁神秘地失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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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何應欽的責問﹐這幫專司徵兵的司令官們叫苦不迭﹕
4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78 頁。
5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中卷》﹐解放軍出版社 1994
年 4 月﹐第 425~42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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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兵困難”﹐“逃兵太多”。
這話不假。據抗日戰爭時期曾在四川榮威師管區任職的張登
上先生著文記載﹐“所謂送壯丁的部隊﹐實際上如押解犯人的軍
警。由於大多數的壯丁都是被強迫﹑陷害﹑欺騙來的﹐在押送途
中﹐他們常常是被一根粗麻繩一個一個地串聯捆綁著﹐而送壯丁
的官兵則是刺刀出鞘﹑子彈上膛﹐如臨大敵似地在隊列的前後左
右﹐虎視眈眈地押著進行。” 6
即便如此﹐被抓壯丁還是逃亡不斷﹐甚至還有集體“烘營”
（就是全數逃跑而不傷人）的。如 1944 年 5 月間﹐“四川省大竹
縣所接收到的新兵約一排﹐竟奪了守衛者的槍支﹐集體烘營”。7
據抗戰期間曾任兵役機關骨幹幕僚和團管區司令數年的萬金
裕先生回憶﹕四川在 1939 年徵兵工作展開實施“適齡壯丁抽籤”
時﹐因當時徵兵舞弊多﹐壯丁受虐待致病﹑致死嚴重等問題﹐曾
引發嚴重的社會治安問題。1939 年夏﹐四川隆昌﹑新都等地發生
過“規模很大的民變”。1941 年夏﹐四川的廣漢﹑中江﹑金堂等
地因役政舞弊“又一次激起民變”。 8
可笑的是﹐大量壯丁經常性的逃亡﹐甚至給個別據守交通要
道的地方政府帶來“役政”工作的便利。又據周開勳回憶﹐“巴
東偽縣政府曾專派一自衛隊﹐抓由湖南﹑湖北前方逃跑回來的逃
兵﹐最多時每天要抓幾十個人﹐算來一個月即可抓數百名之多。
這樣﹐巴東偽縣政府即可在本縣少抽丁﹐而交新兵的時間反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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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登上﹕〈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成都文史資料選輯》1988 年第三輯（總
第 20 輯）﹐第 25~26 頁。
7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76 頁。
8
萬金裕﹕〈抗戰八年四川人民在徵兵服役上之貢獻〉﹐《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總
第 11 輯﹐第 8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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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 9
抓來的壯丁補入部隊後﹐依然逃亡不斷。就連何應欽也在這
次會議上承認﹕“根據派到各師的點驗委員會報告﹐照每個師的
編制人數應有一萬二千五百多人﹐但有的師只有八九千人﹐甚至
只有五六千人﹐其主要原因就是逃兵關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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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逃兵太多的原因﹐何應欽說是部隊長官“管理教育不
善”﹐“帶不好兵”。這話也不假﹐但很不完全。實際上﹐國民
黨軍隊普遍缺額還有一個司空見慣但大家都不願意說破的問題﹐
就是各級帶兵長官“層層吃缺貪污”。
所謂“吃缺”﹐又叫“吃空”或“吃空額”﹐就是虛報﹑冒
領並貪污部隊空缺人員的兵餉﹑糧代金和武器裝備。“吃空”的
方法﹐通常是有意不把部隊的兵員按編制編滿﹐在向上級申報領
取各項經費時﹐所報的兵員數多於實際兵員數﹐其空缺的兵餉﹑
糧代金和被裝則為帶兵長官私吞。空缺的武器裝備軍官也敢貪
污。貪污之後﹐拿去倒賣或送人﹐並安排在作戰之後上報損失予
以銷賬。
據原國民黨將領郭汝瑰回憶﹐1941 年 10 月他接任暫編第五師
師長時﹐發現前任師長戴季韜的“兵一共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
多人。不特領餉吃缺﹐他甚至把多報部分人的軍裝﹑襯衣﹑被蓋
9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76 頁。
10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7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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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全部拿去賣了。吃缺最厲害的是大米﹐僅一個月就可多領一萬
六千多斤。這些大米賣成錢﹐都被戴季韜等人裝進了腰包”。 11
仍據周開勳先生回憶﹐一些地方徵兵官員也“吃空”﹐他們
在分配兵額時﹐有意增加名額﹐如在原定每鄉鎮分配的 150 名壯
丁基礎上﹐再增加二三十名﹐以此勒索富裕戶出錢。在當時﹐每
個壯丁名額可以敲詐“一二百半開（花錢）”。如果沒有錢﹐則
要求被敲詐人家“以騾馬代兵”﹐如雲南麗江縣政府就曾交給團
管區四五匹騾馬。
壯丁被拉後﹐即送往體格檢查所檢查身體。這時﹐有錢人家
的壯丁只要賄賂體格檢查所三五十塊錢﹐就能作為身體有病不合
格而准予緩徵。
兵役官員受了賄﹐順理成章地就要免去富家子弟的兵役﹐而
上峰派下來的兵役名額﹐自然就要轉移到窮人頭上。
富裕人家可以用錢買丁﹐窮人則千方百計躲避抓丁。對此﹐
保甲長也有辦法﹐白天抓不到壯丁﹐就在晚上派鄉丁去家裡抓人﹔
抓不到本人﹐就把壯丁的父母關起來﹐逼迫壯丁“自願”當兵﹔
本鄉壯丁實在湊不夠數﹐就帶著鄉丁上路亂拉商客﹐錢物沒收﹐
人充壯丁﹐“形如匪盜”。 12
有的兵役官員還專門豢養一批“兵油子”。據《宜賓縣誌》
記載﹕
ϔ઼ 33 ѐ 7 ͡ 6 ͟ĎᎩϹග˛Ȉ̱˟Ȉαर˛Ȉဥ۞ 86 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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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汝瑰﹕《郭汝瑰回憶錄》﹐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9 月﹐第 143 頁。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71~73 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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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我採訪到的情況﹐在一些地區﹐保長﹑甲長一旦完不成壯
丁“徵集”任務﹐保長﹑甲長本人則被抓去充數﹐毫不留情。如
雲南省宜良縣古城鎮北大營村的甲長陸正清﹐自己親自把剛抓來
的壯丁送到鄉公所﹐因為壯丁名額不夠﹐鄉長當場喝令鄉丁將其
捆了起來﹐一併送進了壯丁營。又如國民黨第 184 師山炮營二連
士兵金學義﹐當兵前是保長﹐因為同樣理由﹐被強行充了數﹐送
進了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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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筆者為創作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 — 從國民黨
60 軍到共產黨 50 軍》﹐ 14 先後採訪近兩百名歷史親歷者﹐內有
116 名起義﹑被俘的國民黨官兵﹐包括師職二人﹑團職八人﹑營職
四人﹑連排職 19 人﹑士兵 83 人﹐另有隨軍眷屬六人。說到國民
黨軍隊內部殘酷的等級壓迫﹐特別是壯丁的悲慘境遇﹐起義﹑被
俘士兵幾乎無一不恨入骨髓。
在國民黨昔日的兵役司令官周開勳的記憶中﹐國民黨的役政
“弊病叢生﹐慘絕人寰”﹔壯丁的“衣食住行”﹐“慘不忍睹”﹕
壯丁穿的 —“往往是冬發夏裝﹐夏季不發﹐……每人發一套
汗衣褲﹑一套單軍衣褲﹑一頂軍帽﹑一床灰氈（有時不發）”。
壯丁吃的 —“按規定由縣政府糧食倉庫撥給”﹐由於接送壯
13

四川省宜賓縣誌編撰委員會﹕《宜賓縣誌》﹐巴蜀書社 1991 年 10 月﹐第 474 頁。
高戈里﹕《心路滄桑 — 從國民黨 60 軍到共產黨 50 軍》﹐解放軍出版社 2004
年 1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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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的長官肆意剋扣壯丁的糧餉﹐軍糧“發給新兵部隊時﹐則摻入
沙土細石”﹐且“每人每日八兩”﹐吃摻了沙子的稀飯還要求三
分鐘吃完﹐美其名曰“培養戰鬥作風”。剋扣下來的餘糧﹐則相
機賣出﹐中飽私囊。
壯丁住的 — 在雲南大理三塔病兵集中處﹐10 月深秋季節﹐
“輕重病員同塞在一間大房裡﹐全無被蓋﹐只是用些稻草鋪點蓋
點﹐滿屋糞便狼藉﹐臭穢逼人﹐慘不忍睹”。
壯丁患病 —“政府對新兵的待遇和生活不重視﹐使新兵穿不
暖吃不飽﹐有了病無醫藥”﹐相當一部分壯丁“未到前方就病死
了﹐因此人人怕當兵”。
壯丁之行 — 1948 年冬﹐雲南大理師管區送出壯丁三千人﹐
送到重慶時﹐只剩下八百人﹐且全是病兵﹐故部隊拒絕接受。經
查﹐是周開勳的前任司令官蘇令德“依仗陳誠的關係﹐在任期內
貪污舞弊﹐並利用職權販賣鴉片煙”﹐致使“三千新兵全無被蓋﹐
從雲南步行到重慶要走 30 餘日﹐每日白天走得疲困﹐加之單身衣
服為汗所濕﹐晚上又無物禦寒﹐因此沿途疾病者不斷發生﹐病後
即拋之中途﹐相繼死亡者甚眾”。這件事情雖然發生在抗戰結束
之後﹐但有力地說明了國民黨政府役政積弊未改﹑難改。
總之﹐用周開勳先生的話來說﹐就是“沒有把新兵看成是
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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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抓壯丁的現象就更普遍了﹐就連專司兵役的司令官們也承
15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71~7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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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拉捆壯丁現象各省都有。”
這話﹐在張登上先生〈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中﹐能得到
一個極富有諷刺意味的“佐證”﹕
全國第二次兵役會議後﹐國民黨政府軍政部針對“各管區辦
理兵役的基層幹部積弊甚深的問題”﹐“決心建立全國性的兵役
視察網”﹐於 1941 年 4 月和 11 月﹐“遴選‘兵役幹部訓練班’
優秀學員 120 人﹐重新在‘兵役調查班’施以專業的視察技術訓
練﹐學習結業後分別派駐各師管區擔任駐區視察員”。
1943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四川榮威師管區來了一位派頭不小
的兵役視察大員﹐行禮如儀後﹐開始訓話﹕“本視察員奉命代表
軍政部前來視察﹐一切有關違犯兵役法令的問題﹐都要嚴肅處理。
言出法隨﹐決不姑寬﹗爾等全體士兵有苦訴苦﹐有冤鳴冤﹐切勿
疑懼不前﹐因循自誤……”
話聲未落﹐掌聲驟起﹐被抽查的該師管區新兵第五中隊的新
兵個個激動得熱淚盈眶。
當場統計﹐全連竟有 90％以上的新兵都有冤屈﹐訴說起來聲
淚俱下。“大部分壯丁均是攔路邀劫強拉而來﹔有一些是地方上
的鄉鎮保甲貪污受賄﹐大搞移花接木欺騙來的﹔有一些則是因為
得罪了‘地頭蛇’被陷害來的”。這當中﹐“竟有兩個年僅十五
六歲的中學生﹐因回家度假也被強拉來充作中籤的壯丁﹔還有一
個出差來自外地的全副武裝的下級軍官﹐亦被拉來充了數”。“剩
下少數幾個沒有喊冤枉者﹐也是不得已出賣自己﹐替紳糧富戶子
弟頂名的中籤壯丁﹐即所謂‘志願’來的”。
不僅如此﹐“這些被估拉﹑被陷害﹑被欺騙或頂名來的壯丁
們隨身所有衣物錢糧﹑生產工具和備賣商品都先後被剝奪光了”。
面對“最高領袖”派來的“青天大老爺”﹐壯丁們祈望撥雲
見日﹐豈知﹐這又是一場騙局。
9

不僅如此﹐這個榮威師管區和榮縣縣政府﹐後來竟然“因兵
役工作著有成效”﹐“受到了上峰的傳令嘉獎”。 16

̱ďΔ̂७ܜ೬ᜨē!
ਖ਼ొזฤ۞Ӵ˚Ϊѣα̶̝˘!
時下的知識界﹐否定“抓壯丁”史實的不止流沙河先生一人。
在一部被大陸官方認可並獲獎的敘述國民黨軍隊抗戰事跡的
作品中﹐作者代“許多學者”宣稱﹕《抓壯丁》“這部電影和後
來一些以抓壯丁為題材的影視劇﹐不能反映四川人民在抗戰中的
主流﹐有以偏蓋全醜化四川抗戰形象之嫌。” 17
抗戰期間﹐國民黨政府“抓壯丁”究竟是不是“主流”﹐我
們可以用當年記載的數據說話。
被西方史學家稱為“蔣介石的知己”蔣夢麟﹐早年為前清策
論秀才﹐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獲哲學及教育學博士學位﹐回國
歷任北京大學校長﹑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行政院秘書長等
職。蔣夢麟於抗戰期間出任紅十字會會長時﹐視察役政情況有一
段回憶﹕
дෳว˘࣎Ӵ˚ќटٙ྆Ďԧഅགྷᇃэֽ۞Ӵ˚ኘྖĄԧ
યēņҰࣇଂֽࣹ྆ĔŇࣇᄲēņᇃڌѡѯֽ۞ĄŇņҰࣇ˘В
ѣк͌ˠĔŇࣇᄲēņԧࣇଂѡѯજ֗۞ॡ࣏ѣ˛ѺˠĎΞߏன
дΪ౺˭Ȉ˛࣎ˠ˞ĕŇԧᄲēņިົΪ౺˞Ȉ˛࣎ˠĔߏ̙
ߏдྮ˯˞ĔŇࣇᄲēņ՟ѣˠબĕਕࣹ྆ז
ΝĔྮ˯ркг͞ਣ୲ໂ˞Ď̙ҭ՟ѣڌҘЫ۞Ďాಅ۞ͪౌ՟
16

張登上﹕〈國民黨兵役視察目擊記〉﹐《成都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27~29 頁。
鄭光路﹕《川人大抗戰》﹐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5 月﹐第 415 頁。該書於 2006
年度獲“第五屆四川文學獎”。
17

10

ѣĄԧࣇֽڻĎॲώ՟ѣ౯ϾࢴĎѣ۞г͞ѣЫĎЫ˘ᕇĒ
՟ѣЫ۞ĎಶΪрख़ዴĎΞߏྮ̙ݒਕ̙֕Ą҃ͷркг͞۞ͪબĎ
ಅ˞̝ޢĎಶٛև̄Ąٛև̄Ďଈ൬়Ď˫՟ѣᘽĎٙͽొ̂ڻ
̶ˠౌѪ˞ĄŇ
ԧ࠻זркӴ˚జᘰ̄߃дᒉ྆ĎُࣇĎᖎۡ՟ѣක୮
Җજ۞ҋϤĎજ˘જಶख़χ˞ĎҌٺЫ۞ڌҘĎՀߏ͌҃㔉Ď
่ߏჯ߿Ď̙΄ࣇዴѪ҃̏Ąдണᅖ۞ޞ࿃˭ĎркӴ
˚ᔘ՟ѣז྿݈ቢಶѪ˸˞Ą
ԧдശҘďᇃҘ۞ྮ˯Ď၇Ѩ࠻֍ֱ֤ࢴۋۓЯѪ˸҃జϴ
ଫ۞Ӵ˚ގវĎѣ۞Ҭͼᔘд֤ᙝ٩☇ĎΞਕᔘ՟ѣԆБѪΝĎ
ܮගःซΝ˞ĕ
дෳวݱγĎѣ˘Ӵ˚གྷ࿅۞г͞ĎЯࠎୢ͉ގкĎ۩ঈ྆
·႕˞፧ধ۞ਙঈĎ΄ˠோि୬ယĄ
дำ˘ݑπĎԧ࠻֍˘Ᏹһԝ۞ˠĎϒдኯ౾Ďѣ˘࣎ݬ
Ѫ۞Ӵ˚дय़ᙝĎ˘ГࢋՐēņගԧ˘ᕇͪಅĎԧ˾ഽબĕŇᏱһ
ԝ۞ˠܧҭ̙நĎ҃ͅޤᓏಅቩēņҰႋฟΝĎд྆ጂ̦ᆃĔŇ
ͽԧ༊ॡҤࢍĎдˣѐԩጼഇ̰ĎϏˢฤ҃Ѫ˸۞Ӵ˚Ď
ᇴ̙д͌ᇴĄ༊ĎѡѯӴ˚ଂ˛ѺˠѪ౺Ȉ˛࣎ˠĎΪߏ˘࣎প
অ۞ּ̄Ď̙Ξүࠎ૱ּĄ༊ॡԧഅҤࢍ۞ᇴфШְ৺ءܜ
ࣇྙયຍ֍Ďࣇள˾ТᓏгᄲēņΪົк̙ົ͌ĄŇ
ԧдໜྮෛ၅ͽ݈Ďഅࢳࢦـᇉ˘ѨĄԯ౯р۞˘ቔ
ְ༊Ԋ۞בቇĎගౘྕ࠻˞Ąܜရ˞˘ᓏᄲēņԧԯҰ۞
ܫᅍ˯ΝӐĄŇԧᄲēņ̙ࢋĎԧҋ̎ົᅍ۞ĎңυឰҰཋˠĔŇ

據 1941 年 7 月蔣夢麟關於兵役狀況視察報告記載﹕
ጼְޢᇴѐ̚ĎፂࡓȈфົᗁϠགྷរĎαӴ˚̚˘˘ঽ˘
ѪĎ҃ЪॾˢЁ۰ĎΪα̶̝˘ĎߏࠎѺ̶̝˟Ị̏Ąͽྙ̝һ

11

ࣶ̂ĎݚᏜ̂тߏĄࡶͽனдּ̝ࢍ̝Ďऻ̙̈́Ѻ̶̝ȈջĄ 18

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
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
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19

˛ďĮᆓ̚රϔ઼Ϋįྶē!
˘Ὴһฟ̈मٕܧጼѪ˸!
對於國民黨政府﹑軍隊抓壯丁方面的史實﹐在大洋彼岸﹐我
們也能找到確鑿的證據。
抗戰時期﹐美軍駐華總部政治顧問謝偉思在寫給華盛頓的一
份報告中講述了“好幾個可怕的故事”﹐其中提到﹕“一個外國
人看到﹐因飢餓或疾病而快要死去的士兵被活活打死﹐這樣﹐就
可以免除背扛肩抬他們的麻煩了。” 20
費正清主編的《劍橋中華民國史》大量引用西方國家的文獻
及美國國務院檔案資料後﹐如是記述了國民黨軍隊的徵兵工作﹕
ѣѣ๕۞ˠᔖᇈΡĎ҃๕۞઼ϔజૻᇈˢЁĄѣֱ
ྺϔᖎۡߏдϣ྆౻ү۞ॡ࣏జԹΝ۞ĒΩѣ˘ֱߏజॏΝ۞Ď
ֱ֤̙ਕ෴఼ྮֽ̄۞ˠߏٺಶజበˢฤĄ
າһ૱૱జϡᘰ৶इдࣇ۞ᐚ̄˯Ꭸ˘זĄ؆྆ĎࣇΞ
18

蔣夢麟﹕《西潮與新潮 — 蔣夢麟回憶錄》﹐東方出版社 2006 年 1 月﹐第 323~328
頁。
19
蔣介石﹕〈知恥圖強〉﹐原文載於《中華民國史事紀要》中華民國 33 年 7~9 月
份﹐第 151~152 頁﹔本文轉引自王奇生﹕〈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
戰”的回應〉﹐《抗日戰爭研究》2004 年第三期。
20
約瑟夫‧W‧埃謝里克﹕〈在中國失掉的機會〉﹐《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
陸﹖》﹐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第 38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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ਕజࣤЍҗڇĎͽ֨ࣇռĄಶࢴ֏҃ۏĎࣇΪ͌זณ۞ѼĎ
Яࠎᇈһ۞̎˘˞ࠎࣇءռӀĎၚ૱ņ݊љŇගዳĄಶֽͪᄲĎ
າһΞਕ̙̙ଂྮᙝ۞ͪڪӫ྆ͪ — ߏ͔ཛᕫ۞˘࣎
఼ࣧЯĄ়ঽޝԣдᑕᇈາһฤ̚߹ҖฟֽĄ
1944 ѐ 10 ͡ĎᗬᇇᔙܐፉЇቼ۞ણᏖܜᖚચॡĎᒢྋ
̀זһЯ͉ऴ̙҃ਕҖĎ֭ͷ̙Ξਕѣड़гχĎࣧЯкΗдٺ
ࣇߏΗዴ۞ĄЯࠎࣇءܜ௫ͽࠎ૱гࠎҋ̎ņ݊љŇ̶ొ˘̂ޝĄ
ፂְ࡚៍၅ءᘲતӅᇇᜋ३ྶĎ1945 ѐд
ҘݑүጼॡĎ઼࡚៍၅छ൴னௐȈˬࠤҌ̙ਕՎҖ˘̈߱ᗓĎ
ņ˘̂ԲଫฤĎ҃ѣధкˠЯໂბዴ҃ᘓٺѪ˸ŇĄ࡚Β༄ᇇ
˯७ಡᄲĎ࠻઼זϔᛨ̀һࣇņҖ̙֧ࡻ˘זĎಶອອ।।
ࣆ˭ֽѪ˞ŇĄĮ̳̂ಡį۞˘Ҝ۰ᄲēņฤฟ࿅ͽޢĎдྮ
य़ਕ൴னѪ˸۞̀һĎ˘࣎ତ˘࣎ŇĄ
ௐȈˣௐȈˣरజෛࠎ˘͚ྵр۞ొฤĎ1942 ѐᔘዸд͞ޢ
ϏણΐጼĎݒϤٺѪ˸ٕฟ̈मĎι۞ 1.1 ༱ˠ̚ѣ 6 ˼ˠεᖸ
˞Ąֹ̂ޥෞኢēᙷҬ۞ഴࣶதдٙѣડ࿆хдĄӈֹ
ቚďගዳ྅౯р۞ࡧݑ؟ჟዟొฤĎፂᄲ 1943 ѐᅮࢋྃ·۞
ͧதࠎ˘࣎˘༱ˠ۞रՏ͡ 600 ˠĄ
઼઼࡚ચੰᑫ९̚۞Į˘઼࣎̚າჷ۰۞ 1943 ѐ 5 ͡സΔ
ጼԝޢญҘസડ֍ჷį٣ᜨĎ۞͞ءࢍጱᇹ۞ඕኢēд 800
к༱̀һ̚Ď̂ࡗՏ࣎ˠಶѣ˘࣎ΝШ̙ځĎ̂ໄ̙ߏฟ˞̈मĎ
ಶߏܧጼѪ˸Ą 21

ˣď߹ՒګछฏһԝࡊܜϹē!
тߏԹӴ˚!
據流沙河先生家鄉負責兵役工作的金堂縣第三任軍事科長鄒
21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 11 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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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哲撰文記載﹕
дᇈአӴ˚͞ࢬĎߏ΄ڱᇈΡዋ᛬̚ចӴ˚Ď҃၁ᅫ˯ಶ̙
˘˞ؠĎ৷ოͽᝋ๕ֽؠĎౌߏૻᇈ۞๕۞ళࡴѺؖĎٕҤ
ٛ࿅ྮࡴ˧ď̈થྼӃһĄ੨ᇈһᗝ̂˞Հົጂņᗗࢳۓ
ྯŇďྮᕝˠංĄ˘ਠܦӴѐౌ̙γ˯ྮĎѣ۞ٕ؋γгᖟ
ઠĎֶٕٺܢᝋ๕ĎܲБҋ̎Ν˞Ą
дҤٛ۞Ӵ˚༊̚ĎдᎩဩͽ̰إϏਖ਼֕ͽ݈Ďѣᝋ๕۰ᄲ
ଐĎإΞϡΩγ˘ˠአೱٕဌˠΝଫĄҭдЧ͞ࢬᄲଐౌᅮࢋ܅Ď
тШܲฏԸĎ၆ତһాழ఼ĎՏЩӴ˚ᅮเȈዶϮĞࡗˬ˼ዶ
͝ğĄт࿃كזѩᝋ๕̢̙࠹ឰĎ൴Ϡۋጂୠ۞˵дٙᙱҺĄ
Ᏹநྵӧᙱ۞ߏ 1943 ѐ۞˘ϥ˘˚ĎЯᇴᗝᆧ̂ĎᏱநՀᙱĄ
ฏܲˠࣶ࢝΄߆ٺĎΞ؉ңĎૻٛ෴Ӵ˚јࢲĎѣԯҁѐΝଫ
ᙿᝰ݂·ѐᅅ۞ĒѣૻٛဃĞإ̀ğര֖ᇴᗝ۞Ą̚ϡ
ၑბՀкĄдܲϥ༊̚Տਖ਼˘ЩӴ˚ĎᝊזЧ͗ᑕ۞к̙͌˘Ď
тܼҤٛᅈ͞۞ˠٙਈϡΞਕֱ͌ĎΪගٛ͘ˠ۞ˠ˘̷
ϡĒтܼώܲϥ҃˫ѣछᛳ۞ϡಶࢋкֱĎՏЩ̂ࡗᅮเȈዶ
ϮĄͽࢋ˫̚హർ̶ֽĎർ۞ጂ̵۞छᛳϡкֱĎహ۞
ϡΞਕֱ͌Ą̚มགྷ͘ˠĎܲϥˠࣶĎଂ̚లѳ۞˫̙ۢк͌Ą
ၑბ৾ҌᯬֽĎ˭৺ءСந̙౼நĎ̝Ї̝ĎՀѣൃ፩̚Ď
̂౬ϾזЫņˠᐝŇĞҤٛ෴Ӵ˚ğĎΪࢋ၆˯ਕᇳࢉĎ
၆˭ਕᑣπĎ˜ࠎਕ͘Ďٙ߱͘פໄ̙࿅યĎࣹგళࡴϔிၝዎᏩ
០ࣵ෦Ą 22

流沙河先生稱﹕“拉壯丁……不到萬分之一。”可是﹐他家
鄉的《金堂縣誌》卻記載﹕“（民國）28~34 年﹐全縣共徵抓壯丁
15763 人﹐其中自願參加遠征軍的青年學生 50 餘人。”
即便在動員 50 餘名學生“自願參加遠征軍”的過程中﹐兵役
22

鄒浚哲﹕〈解放前金堂縣徵兵概況〉﹐《金堂文史》﹐第 391~392 頁。

14

機關也是“以出國留學或遊歷等花言巧語麻醉學生”的。 23 流沙
河先生的家鄉甚至因役政腐敗舞弊﹐於 1941 年夏激起民變。 24

˝ďһԝ፟ᙯϒё̳͛٣ᜨē!
тߏņЫŇӴ˚!
據查史料﹐民國 28 年 2 月 14 日至民國 33 年 5 月的“軍政部
訓令”和“軍政部代電”陸續記載﹕
Чొฤ۞ତһొฤĎкֶ̙ࢨזᎩĎ֭ͷ̙ᛸڇ྅ďගዳď
ᘽݡĒٕගዳᖼమݡۏĎԓဦႢӀĒזᎩͽޢĎӈШ߆ٕعგ
ડથࣄϡĎт̙ࣄĎӈᖣ˾Ͼࢴ̙ૉĎ١ќһĒٕк͞߄
Ď࿃ְәՐĎͽဦಡೇĄҌତќາһ̝ޢĎෛТβϚĎᗆౕ˘
ވĎࢴاĎႝ̙ᙯ͕Ď়ঽѪ˸ĎЇୢĄЧ৺ొЇຍҖ
જĎٕᛸாᛳĎሄఽٺĎٕЫಅ္ኯĎࡧүнࠎĄ
ତһొฤঙಡତһᇴϫĎ೩݈ӔಡˢᒉĒܬӌਨይďҖЧ
ĒܬӌĞࢨטďၫᗔď݊љğࢴĎЇ΄̀һዴĎ̙ᜪ̀һ
ঽĒљ൴ᓟᅹĎॗϡགྷથĒ൸Ğͣ൴ďአೱğ̀һజڇĎ̙ᜪ̀
һರҽĎЇ΄ϤҽঽĒܬӌᗁᘽĎ̙ᗁ̙ᘽĎ̙ᜪ̀һ়ঽ
ϠĎЇ΄ϤঽѪĒٕߏᒉ۽ᖎٽĎ՟ѣઉన౯Ď̙ᜪ̀һჂ্Ē
ᖣ߇՟ќďˢᒉາһ۞ੑۏĎ̙ᜪ̀һӀৈĒܬӌ̀һିֈགྷ
Ď̙ᐌќᐌĎӈӈԝĒጽᗓฤЁĎռనᇀٗĎ̙ᄃ̀һТϟ
ВࡴĒζԝາһĎᜭֹٶᙛ̈́ፉఢͽؠγ̝ݡۏĒૻ࢝ঽһҖ
ĎᗛፀࢅޞĒୢঽһĎ௲ЍҗڇĎࠤҌϏѪႀ୭ٕ̟߿ःĒ˫
ѣྦٸӴ˚ĎҤٛڻҖމ۰Ą
23

鄒浚哲﹕〈解放前金堂縣徵兵概況〉﹐《金堂文史》﹐第 392 頁。
萬金裕﹕〈抗戰八年四川人民在徵兵服役上之貢獻〉﹐《成都文史資料選輯》
總第 11 輯﹐第 86 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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၆ˢᒉ̝າһЇຍ݊љĎ˯˭̶Ď࡚҃Щ͠ēņỉ̳ڦ
̝̙֖ĄŇາһଈঽ۰Ϻ̙ڼᒚĎዴһሴѪ۰̙ۢ˲ೀĕтາ˟
Ȉ˛າһᏱְАޢତќ̝າһѪ˸۰˟ďˬ˼ЩĄ
ፂ઼ߙဥ̠ܜēČČБဥՏ͟Ѫ˸ĎѣॡҌ˟ȈዶЩĄ 25

國民黨軍隊內部的貪污腐敗風氣及壓迫士兵的種種暴行﹐早
已是公開的秘密﹑不爭的事實。也正因如此﹐國民黨軍令部長徐
永昌在其日記中記載﹕“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 26

ȈďҁѺؖᏐீϫ༜ē!
тѩࢅď୭Ӵ˚!
昆明市官渡區曉東村人高正中著文回憶﹕1942 年 8 月間﹐曉
東村來了一支來自四川師管區準備“補充抗日隊伍”卻又“交不
了”的壯丁隊。“自住進人家戶後﹐一天也不見他們吃上一粒大
米飯”。由於飢餓﹐村民家中的豬食都經常被飢餓難忍的壯丁爭
搶吃光。
Η̝࣎͡ޢĎֱາһజዴࢬเ҉ሴĎ֕ྮߏ߮ڌҘࣆĎ
ᇠᇠĎѣ۞ా̙ۊ˵ۊֽ˞Ąࣇ̂ᓏ̈ᓏӤēņև̄ዴĎ
և̄ዴĕŇ಄̂ᓏ˘ᕇ۞Ďႀ۞һזĎᔘΝχᆜ͐̄Ą
˫ߏ͇ˬ࿅ޢĎዴ۞ײ಄ᓏ˵̙˞זĎдѪ˸ቢ˯ଲ͙
۞ฆ۞າһઃͤ˞ײӛĎ˘୧୧гჂĄˠᔵѪ˞Ď҃ீ
༗ᔘд༟ĎԧΝ࠻˞˘ீĎৌૉचُĄһ۞ˠĎଂາһ̚ᔘԱ
25

尚宗釗﹕〈國民黨接兵部隊的醜聞和對壯丁的虐殺〉﹐《邛崍文史資料》第二
輯﹐第 187~188 頁。
26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徐永昌日記》第七冊﹐本文轉引自王奇生
〈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抗日戰爭研究》2004 年
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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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ਕٶѪˠΝः۞ˠĎΪрѪдЧछ۞ϤЧछٶΝःĄ
Հണᅖ۞ߏĎঽዴ۞̙ۊֽ۞Ď˵జٶΝ߿ःĄזٶӫᙝజ
ଯ˭ΝĎঽ۰˵ۢߏࢋः˞Ď̙ᙸѪĎ˯ـ͘۞ԹĎ
ࢋ߿ĕΞႀ۞һ͕ࠛݒгϡႀћԯଯ˭ӫःଫ˞Ą 27

又據當年在四川黔江公路衛生站學醫的楊增錫先生著文回
憶﹕
1942 ѐರᘷ͡Ď˘͇˭̾Ďѣ˘ତһాଂෳэତֽ˘ԲӴ
˚Ďࡗ˟ѺˠĎଂԧࣇ݈ܝགྷ࿅ซዸݑሁ˯Ąॡ˵Ď͇ರгࣜĎ
ቿᕝਨߜĄٙѣӴ˚Ďҗ˵Ďੵ˭֗ࡍೀοͯ௭ͽዌ௧
γĎ˯֗ଉజͽໂಏᓠ۞ቌਨᄕҗĎߊይĎՀᜑĎ˘ໄ֔
ཙĒ˵ېĎϩΒᐪĎሴࡶߜՄĎтͽņᗶԛҒŇαфΝԛ
टĎΪѣ࿅̝̙҃̈́ĎᝀࡶዿᜱĎ߿ҬᇹĒҒ˵Ď˘֗ᕉ
โĎᙱ֍ৌϒϩቲĎଘѣ࣎Ϩீ̥дᖙજĒҖ˵ĎҰٛ
ԧĎԧԬҰĎᓂϏϡᘰ॑৶ࡍĎ͇ాј˘ҚĎᝫᝫԪԪĎ
⻁㚽ᖶ҃ҖĄ
ČČѨ͟ⅩĎତһా٪Ӵ˚ـസΔ͞ШฟΝĎ̙˳Ďᐶѯ
ᎩથົົܜՂұߐďңጯтඈˠֽШϠ৭ᓑᘭᄲēņྍତһాд
Չ͢₧˘г͞Ď߿ڻः˞˟Ȉ˛࣎Ӵ˚ĎϏጫᐝొĎ؊؊ޞᑧĎ
ԧࣇΝֽะ̚дܝڌγౘЅำछ۞۩ٗ྆ĎኛҰࣇΝගᘽڼᒚ
˘˭ĎүᕇрְĄŇ 28

四川劍閣團管區甚至接到了以陳誠名義發來的“代電”﹐
稱﹕
ČČາһϤၨണ҃ࣜድĎϤࣜድ҃ঽѪĎᐌѪᐌୢĎໂႽˠม
ၝְĄௐ˝रќາһ˘˼˝ѺЩĎҖٯा߉ĎѪ˸۰̣ѺዶЩĒዶ
27

高正中﹕〈抗戰八年﹐國民黨屯兵曉東村的片段回憶〉﹐《官渡區政協文史資

料選輯》第三輯﹐第 39~40 頁。
楊增錫﹕〈壯丁慘狀〉﹐《黔江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第 80~82 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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۰̂ΗҗĎͽቌਨትវĎᗶԛࢬݰĎ؊؊˘िĎϔி༜ѩĎ
̙ရिČČ 29

22ď઼̰γᝋރˠ̀ē!
Ӵ˚ܧϒ૱ഴࣶ 500~1000 ༱ˠ!
在國民黨統治時期﹐兵役﹐被老百姓罵作“兵疫”。
在彌漫赤縣神州整整八年的“兵疫”中﹐壯丁逃亡﹑非正常
死亡﹑致病後被遺棄不知下落﹐以及被“吃空”的壯丁究竟有多
少﹐這裡不妨比較一下按不同估算口徑作的大概推斷。
1﹑按照何應欽的口徑﹐1939 年至 1943 年 5 月四年期間﹐最
高當局沒有部署擴編﹐部隊傷亡 240 萬人﹐而同期卻徵出壯丁近
1200 萬人﹐不明下落的壯丁接近一千萬人。 30
2﹑《劍橋中華民國史》的估算口徑有兩個﹐一是“八年戰爭
期間﹐這類死於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一百萬”﹔二是“在八
百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
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即有四百萬。兩項合計五百萬人。31 如
果加上補入部隊前的逃亡數﹐以及各級部隊長官和各地兵役官員
“吃空”的數額﹐與何應欽口徑數﹐應該不會相距太遠。
3﹑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先生的口徑算賬﹐“四壯丁中一
逃一病一死﹐而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 32 在抗戰八年徵出
的 1405 萬壯丁（官方公佈數）中﹐補入部隊的只有 350 萬人﹐非
29

崔健﹕〈民國時期劍閣地區拉壯丁見聞〉﹐《劍閣文史資料選輯》第 12 輯﹐第
26~27 頁。
30
周開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兵役真相〉﹐《雲南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78~79 頁。
31
費正清主編﹕《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第 11 章。
32
蔣夢麟﹕《西潮與新潮 — 蔣夢麟回憶錄》﹐第 323~32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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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減員上千萬人﹐其中受虐待致死人數在三百萬以上。
據國民政府 1947 年 10 月公佈的數據﹐在整個抗日戰爭中﹐
國民黨軍隊作戰消耗合計 3227926 人﹐其中陣亡 1328501 人﹐負
傷 1769299 人﹐失蹤 130126 人﹔因病消耗合計 937559 人﹐其中
死亡 422479 人﹐殘廢 191644 人﹐逃亡 323436 人。兩項合計為
4165485 人。 33 如果考慮到傷員傷癒歸隊情況﹐並忽略“吃空”
因素﹐蔣夢麟先生估算的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與抗戰八年部隊實
際減員數是比較接近的。
4﹑蔣介石“統兵大員”的估算。據蔣夢麟當年的兵役狀況視
察報告記載﹐當自己把上述估算告訴一位“統兵大員”時﹐這位
“統兵大員”卻認定﹕補入部隊的壯丁數“若以現在之例計之﹐
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34 據查﹐這位“統兵大員”很可能是時為
陸軍二級上將的陳誠。

23ď઼ϔ߆̳عҶᇴፂࢍზē!
Ӵ˚ܧϒ૱ഴࣶ 801 ༱ˠ!
上述對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在一千萬人左右的估算﹐
我們可以依據國民黨政府及其將領等公佈的數字﹐予以驗證。已
知條件﹑驗證公式及計算結果如下﹕
已知﹕
1﹑抗戰八年壯丁徵出總數為 1405 萬人﹔ 35
2﹑抗戰八年部隊減員總數為 417 萬人﹐含同期逃亡 32 萬人﹔36
33

宋波﹕《抗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華文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第 460 頁。
蔣夢麟﹕《西潮與新潮 — 蔣夢麟回憶錄》﹐第 323~328 頁。
35
萬金裕﹕〈抗戰八年四川人民在徵兵服役上之貢獻〉﹐《成都文史資料選輯》
總第 11 輯﹐第 96~97 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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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不含警察﹑軍事機關﹑軍事院校及
非正規編制的保安部隊﹐下同）人數為 252 萬人﹔ 37
4﹑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為 422 萬人。 38
5﹑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成建制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即所謂
“曲線救國”）50 萬人。 39
計算結果如下﹕
1﹑部隊正常減員數
＝ 抗戰八年部隊減員總數－同期部隊逃亡數
＝ 417 萬人－32 萬人
＝ 384 萬人
2﹑抗戰期間部隊擴編數
＝ 抗戰結束時國民黨軍隊人數－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人數
＝ 422 萬人－252 萬人
＝ 170 萬人
3﹑抗戰期間國民黨軍隊投降日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 50 萬人
4﹑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數
＝ 壯丁徵出總數－部隊正常減員數－部隊擴編數－投降日
寇後編為偽軍人數
36

宋波﹕《抗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第 460 頁。
1937 年上半年中國陸軍有步﹑騎兵師 192 個﹐獨立旅 65 個﹐獨立團 79 個﹐總
兵力為 202 萬人﹐預備役 50 萬人（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
史‧中卷》﹐第 5 頁）。
38
據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 1945 年 7 月陸軍整理計劃﹐日本投降前夕﹐國民黨擁有
步兵﹑騎兵 280 個師﹐炮兵 32 個團﹐工兵﹑輜汽兵﹑通訊兵﹑憲兵等特種兵共 81
個團又 50 個營﹐連同挺進部隊在內﹐共有兵力 422 萬人（唐義路主編﹕《中國人
民解放軍全國解放戰爭史‧第一卷》﹐軍事科學出版社 1997 年 7 月﹐第 12~13 頁）。
39
〈兩年來國民黨 58 個叛國將領概觀〉﹐《解放日報》1943 年 8 月 13 日。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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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5 萬人－384 萬人－170 萬人－50 萬人
＝ 801 萬人
上述計算結果﹕抗戰八年壯丁非正常減員 801 萬人﹐佔國民
黨政府公佈的抗戰八年壯丁徵出總數 1405 萬人的 57％。

24ď઼࡚ˠҿᕝē!
ޞࢅצѪ۞Ӵ˚к̀˸ੱٺһ!
上述計算結果雖然依據充分﹐但卻非常保守﹐理由如下﹕
其一﹐在近 177 萬名傷員中﹐多數傷癒後都要歸隊﹔
其二﹐因病死亡的 42 萬人﹐多與受到虐待有關﹔
其三﹐由於“吃空”盛行﹐國民黨軍隊實力始終是一筆誰都
說不清的“糊塗賬”﹔
其四﹐國民黨政府公佈的 1405 萬實徵壯丁數﹐很可能是被人
為壓減下來的﹐實際數遠遠不止。
如果依據蔣夢麟遇到的那位“統兵大員”的估算﹐抗戰壯丁
非正常減員數﹐很可能超過一千萬人。
以抗戰八年實徵 1405 萬壯丁計算﹐這個估算似乎離譜﹐但若
考問抗戰八年各年度的實徵壯丁數﹐又不無道理。
根據何應欽和程澤潤提供的數據﹐1939 年至 1943 年 5 月徵出
壯丁近 1200 萬人﹐年均徵出壯丁三百萬人。1943 年 5 月以後兩年
多﹐準備實施戰略反攻了﹐每年卻只徵出壯丁一百萬人左右﹐降
幅高達三分之二。這不合戰爭動員的常理。
又據當年四川瀘縣國民兵團副團長李克猷回憶﹐該縣徵兵
“過去每年配額是兩千左右。一九四四年卻增加到四千五百名左
右﹐一九四五年加配到六千”﹐並在“一九四五年的夏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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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拉壯丁的高潮”。 40
如此﹐我們不能不推斷﹕作為國民政府的軍政部長何應欽﹐
對“拉壯丁”數額之大﹐對壯丁命運之慘﹐對役政腐敗之弊﹐心
知肚明﹐怕日後有人跟他算“壯丁賬”﹐有損於國民黨政府的形
象﹐把抗戰八年壯丁徵出總數﹐人為地壓了下來。
上述推斷還有一個旁證﹐就是《唐縱日記》。唐縱在大陸期
間曾任蔣介石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內政部政務次長﹑
保密局副局長﹑警察總署署長等職﹐他在 1942 年 9 月 5 日的日記
中記載﹕“據兵役署報告﹐自抗戰以至現在﹐共徵兵一千零九十
餘萬名﹐但恐逃亡者在半數以上。” 41
假設國民黨政府 1937 年 7 月至 1938 年底以及 1943 年 6 月至
1945 年 8 月這兩個時間段的徵兵﹐按照程澤潤 1943 年 5 月報告陳
述的 1939 年至 1943 年 5 月的徵兵強度（即年均徵兵三百萬人）
不變﹐八年抗戰﹐其徵出壯丁總數應該接近兩千萬人。
如果真是這樣﹐按照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的關於死亡壯丁佔
壯丁總數四分之一的比例估算﹐其中被虐待致死的壯丁在數百萬
之眾。
還真有敢說這話的。
1988 年﹐新華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外國人看中國抗戰”叢書﹐
其中《中國的驚雷》﹐作者是抗戰時期擔任美國《時代》週刊遠
東首席記者的白修德和該雜誌政治記者賈安娜。白修德後來成為
普利策新聞獎金獲得者。譯者是曾擔任過蔣介石私人顧問的澳大
利亞籍新聞記者端納。在這本書中﹐作者就斷言﹕“死在路上﹐
死在徵兵過程中﹐死在野蠻的新兵訓練處及長途行軍中的人﹐要
40

李克猷﹕〈瀘縣國民兵團概況〉﹐《瀘州文史資料選輯》第三輯﹐第 50~51 頁。

41

公安部檔案館編著﹕《在蔣介石身邊八年 — 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群

眾出版社 1991 年﹐第 30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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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進入軍中後死的人還多。” 42 而據國民黨官方公佈的數據﹐在
整個抗日戰爭中﹐國民黨軍隊陣亡 132.85 萬人﹐因病死亡 42.25
萬人﹐進入軍隊後死亡人數總計為 175.1 萬人。 43
如此一說﹐更讓人不寒而慄。

25ďѦᇇ۞።Ϋඕኢē!
઼ϔᛨጼಞాጼ࠰Δ۞ᚨඕٙд!
也正因如此﹐朱德同志曾經嚴厲譴責﹕“在國民黨統治區域﹐
徵兵人員貪污枉法﹐草菅人命﹔壯丁受著非人的待遇﹐捆綁﹑凍
餓﹑囚禁﹑鞭撻﹐大小便都沒有自由﹔死亡枕藉﹐或散而為匪﹐
抓來之後能夠送到部隊去的壯丁只有百分之二十。” 44
不過﹐“壯丁賬”算到這個程度﹐再繼續算下去﹐除了數理
考據外﹐實際意義已經不大了。
因為不管是再多算二三百萬﹐或少算二三百萬﹐都不能改變
舊中國﹑舊軍隊存在著殘酷的階級壓迫這一基本史實。
對於國民黨政府腐朽﹑殘酷的役政﹐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嚴
厲的批判態度﹐著名劇作家馬健翎於 1943 年在延安還創作了一部
反映抓壯丁故事的秦腔劇《血淚仇》。據瞭解﹐因為貼近國民黨
士兵的親身經歷﹐這個劇目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過程中﹐得到
的反響﹐不比歌劇《白毛女》小。
也正是基於上述種種史實﹐1945 年 4 月﹐朱德同志才作出歷
史結論﹕“從壓迫人民﹑奴役士兵出發﹐從消極抗戰以至觀戰﹑
42

白修德﹑賈安娜著﹐端納譯﹕《中國的驚雷》﹐新華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第 147
頁。
43
宋波﹕《抗戰時期的國民黨軍隊》﹐第 460 頁。
44
朱德﹕〈論解放區戰場〉﹐《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8 月﹐第 16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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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靠外援出發﹐從保存實力﹑準備內戰出發﹐從排除異己﹑破壞
團結出發﹐就構成了一條反人民的失敗主義的單純防禦的軍事路
線﹐這是國民黨戰場連戰皆北的癥結所在。” 45
無獨有偶﹐美國作家布賴恩‧克羅澤在說到國民黨軍隊內部
的階級壓迫時﹐斷定﹕“即使把其他一千種原因都撇在一邊﹐光
這一點就能解釋為什麼共產黨的軍隊能最後取勝。” 46

26ďཌྷءһ۞ីᅿෘតē!
ஊҕ̂ଠ෦!
解放戰爭期間﹐我軍共消化﹑改造國民黨軍起義投誠 188 萬
人﹐ 47 其基本方法就是開展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
心內容的政治整訓。改造之初﹐起義官兵多有抵觸﹐一經涕泗滂
沱的“淚血大控訴”﹐幾乎是瞬間﹐他們就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
戴天﹗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幹部黃流﹑單俊峰著
文 48 等記載﹐在改造胡宗南嫡系部隊第七兵團政治整訓中﹐控訴
大會開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有的士兵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士
兵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 472 團二營召開控訴大會﹐第一次
就哭昏倒了 31 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 35 人。 49
45

朱德﹕〈論解放區戰場〉﹐《朱德選集》﹐第 160 頁。
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第 387 頁。
47
布賴恩‧克羅澤﹕〈蔣介石〉﹐《國民黨怎樣丟掉了中國大陸﹖》﹐第 387 頁。
48
據中國人民解放軍公佈的戰績﹕三年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起義投誠 177 萬
人﹔從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到 1946 年過渡時期內﹐還有 11 萬人起義﹑
投誠﹔兩項合計為 188 萬（蔡惠霖主編﹕《百萬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紀實》續集﹐
中國文史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 5 頁）。
49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 — 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成都文史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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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控訴大會之後﹐不少人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第 473
團士兵何思勤控訴之後﹐甚至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飯
也不吃了﹐誰勸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在控訴大會
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個紙條﹕“毛
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時﹐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寫個紙
條﹕“毛主席叫你睡覺。”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
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准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
出望外﹐恢復了正常。
第 351 團機一連士兵溫成碧家裡有四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
在舊軍隊裡又遭雞姦﹐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還說﹕
“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
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
苦完了還不夠﹐一人來到會場﹐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
表來到他面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
追悔過去﹐痛罵自己“沒有良心”﹑“忘了本”﹐表示一定堅決
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
訴苦大會之後是“公祭宣誓”活動﹐隆重集會祭奠該兵團起
義官兵在舊社會﹑舊軍隊慘死的親人。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
軍﹐“立功贖罪”。全兵團 10239 名士兵中﹐有 9519 人寫了請
求早日加入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 752 人是用自己的鮮血寫
的血書﹐有 4546 人在申請書蓋上了自己的血手印或用鮮血簽
名。 50

資料》第 29 輯﹐第 173 頁。
50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 — 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成都文史
資料》第 29 輯﹐第 1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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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ďΣયņధкጯ۰Ňē!
ңͽѪ߿̙ٚᄮᖞฤ۞ล৺ᑅ࢝!
面對半個多世紀前上千萬抗戰壯丁的血淚史﹐時下的情況真
讓人感覺滑稽萬分﹕對於當年國民黨軍士兵受壓迫﹑受殘害的史
實﹐當年的美國人有過記載﹐如今中國的“許多學者”卻不認賬﹔
國民黨將領多有揭露﹐卻“傷害”了一些共產黨幹部的“感
情”﹗
廣大國民黨軍官兵以血肉之軀抵禦外侮殊死抗戰的英勇事跡
不容否認﹐但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所基於的階級基礎﹐也同樣不
容否定。
當前﹐正確評價國民黨軍隊實行抗戰的階級基礎和歷史作用
有著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歷史﹐
關係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的道義根基。同理﹐揭示國民黨軍隊
內部殘酷的階級壓迫也有著現實意義﹐因為認知殘酷的階級壓迫﹑
激烈的階級鬥爭和艱難的階級解放這一 20 世紀中國革命史的主
題﹐關係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治國方向。
因為﹐在當代中國﹐一方面﹐被新自由主義者奉若神明的資
本的本性依然是攫取剩餘價值﹐而不良資本所有人和資本不良所
有人又常常通過依仗權貴榨取草根小民的淚血﹐來實現其資本的
積累與增值﹔另一方面﹐毛澤東的旗幟過去曾經﹑今後也能夠聚
集億萬底層民眾爭取自身權利的鬥爭﹐而不同階層的利益之爭一
旦白熱化﹑規模化﹐毛澤東生前擔憂的“血雨腥風”﹐不是不可
能發生的。
說到這裡﹐我不能不對流沙河先生的論點﹑論據再說上幾句。
流沙河先生認為﹐“整個抗日戰爭十分嚴肅﹐不能像《抓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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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這樣去醜化﹐醜化他們就是醜化我們中華民族”﹐是“糟蹋”
“神聖的民族感情”。
這種定論是荒謬的。
電影《抓壯丁》是基於史實創作的﹐同樣基於史實創作的現
實批判主義文藝作品國內外還有不少﹐試問﹕
紹興人對魯迅先生的《阿 Q 正傳》﹐興師問罪了嗎﹖
中國的老百姓對張樂平先生的《三毛流浪記》和《三毛從軍
記》﹐口誅筆伐過嗎﹖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莫泊桑的《羊脂球》和《項鏈》﹐
“傷害”了法蘭西的“民族感情”了嗎﹖
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醜化”了西班牙民族了嗎﹖
沒有﹐從來沒有過。
那麼﹐作為“四川人”的“代言人”﹐為什麼卻要對影劇《抓
壯丁》耿耿於懷呢﹖
流沙河老先生固然有其坦誠﹑率真的性情﹐但在嚴肅的歷史
問題上﹐由著性子率真﹐必然要亂真。
如今﹐流沙河的詩《理想》已經成為人教版課標教材七年級
（上）中的一篇“新課文”﹐他對當代青少年有著不可小視的影
響力。據北京大學中文系趙祖謨的〈《理想》的背後 — 詩人流
沙河走過的路〉﹐流沙河的父親“余營成是一個小地主﹐曾在國
民黨金堂縣政府任軍事科長﹐土地改革時被判處死刑”。 51
縣政府軍事科﹐是 1940 年國民政府施行“新縣制”後﹐由原
來的兵役科更改名稱的兵役機構﹐由此﹐人們不能不問﹕
流 沙 河 先 生 及 持 有 相 同 政 治 立 場 和史 學 觀 點 的 “ 許 多 學
者”﹐他們憑什麼﹐悄悄地以“選擇性失明”的治史手法﹐熟視
51

趙祖謨﹕〈《理想》的背後 — 詩人流沙河走過的路〉﹐《語文建設》雜誌 2003
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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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睹有關抗戰壯丁受殘酷虐待的浩瀚史料﹐並振振有辭地誤導當
代受眾﹖他們憑什麼﹐以“選擇性失聰”的著史筆法﹐對當年勞
苦大眾淒苦悲愴的呼喊置若罔聞﹐毛遂自薦去“代表”受欺壓﹑
受殘害的上千萬抗戰壯丁及其親人﹖他們憑什麼﹐以“選擇性失
音”的論史口徑﹐竭盡全力去粉飾連蔣介石及其文武大員都不得
不承認的歷史罪惡﹐進而在客觀上否定使廣大勞苦大眾翻身解放
的偉大革命﹖
是血脈相連衍生的情感﹑“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形成的立
場﹖還是家境變幻約束的政治視野﹑利益得失鑄就的人生體驗﹖
或是批判現實的情緒延伸﹑非黑即白二元分離的認知模式﹖
時代﹐需要“城市精神探蹤”﹐也同樣需要對“探蹤”的軌
跡進行探蹤。
時下﹐對“探蹤”軌跡的探蹤﹐有利於校正是代表“許多學
者”呼聲還是代表以草根民眾為主體的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探
蹤”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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