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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话题 “台湾义勇队”抗战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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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通过整合简并建立合理的消费税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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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二十年

治，冒险潜返大陆，入读
广州黄埔军校， 投身大
革命。 但因思想上接近
左派，卷入“分共清党”
风暴， 无端遭受牢狱之
灾。 直至全面抗战爆发，
才迎来人生转机， 积极
组织“台湾义勇队”，重
新投入抗日斗争。

“
台湾少年团”成员多为十岁左右的孩子，是
“
台湾义勇队”中一支特殊的力量，因表现出色，当时官方报纸刊文称赞他们是
“
抗日宣传的有力劲旅”。

先锋话题

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路（下）

友邦，决心发动身在大陆的台籍抗
日志士，筹组“
台湾义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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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要重视“无主”上市公司的治理

E4

在胜利的时刻，李友邦当然比谁都更想重返家乡，可他还有
公务在身，于是委派义勇总队副总队长张士德为代表。 李友
邦还特地要他带一面国旗回台湾。

代， 台湾热血青年李友
邦为反抗日本殖民统

上回说到， 全面抗战爆发后，
国共迎来第二次合作，出狱后一度
在杭州以教授日文勉强谋生的李

美编 / 谢楠

“我们胜利了！ ”

上篇回顾：

文 / 杨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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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友邦此举，得到国民党桂系
领袖之一、 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
支持，又获他的狱中难友、中共浙
江省委统战工作委员会委员骆耕

荒，处境极为艰难的数百名台胞。
刚刚抵达崇安“台民垦殖所”，
李友邦便一家一户去察看， 发现台
胞们大多只能在当地孔庙及旁边临

抖；原本住在福州、厦门这样的大城
市， 生活优裕的医生， 不得不上山
“垦荒”，干砍柴、搬石头的粗活，营
养不良，自身难保；有些人想私自逃

模具体协助。 义勇队的第一项任
务，是救援战时因“日特嫌疑身份”
被迫迁徙到闽北山区小县崇安垦

时搭建的寮子里安身， 根本无法称
之为
“
家”。 一些人患了疟疾，躺在床
上， 盖着厚重的棉被， 全身还在发

走，却被看管的军人抓回来，用扁担
打得流血不起； 而极度绝望试图偷
偷自杀了结者，不在少数。

创业艰难义勇队
筹组
“台湾义勇队”的努力并非一帆风顺，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黄埔军校的旧关系，到处请人帮忙，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提供财
政上的补助。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当
年参加过“台湾义勇队” 下属组织

抗战。”李友邦答道。他说，小孩们都
懂日语，可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诉

到了当父亲的年纪，却依然单身。他
安慰孩子们说：“你们不要难过，你

情，因为被拘押流放的这三四百名
台胞，杀之并无真正的日本特务罪

“台湾少年团” 的王正南与高仲明，
回忆起五十多年前李友邦在“台民

说台湾变成殖民地的悲哀，大家如
果不起来抗战，下场会像台湾一样

们都是我的孩子，我会照顾你们。 ”
李友邦身边的友人都知道， 那时候

证，放了又与当初以此名义逮捕的
做法不符，正是进退两难呢。 李友

垦殖所” 广场上召集他们发表演讲
那一夜的情景，仍难免心潮起伏。

凄惨。
当即就有七八家台胞受到鼓

每次有人为他介绍女朋友时， 他总
是拒绝：
“我许过愿， 台湾没有光复

邦的到来，无形中倒替他找到了一
条退路。

李友邦对濒临绝境的台湾同
乡们说：“你们再住在这里，即使不

动，全家报名加入义勇队，有些家庭
因为要照顾妇孺老弱，无法参加，只

我就不会结婚。 ”
孩子们并不知道， 他们眼中这

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数十年，
那时候的台湾人， 理论上都是日本

饿死也会病死，活不下去啊！ 与其
这样死了， 不如起来一齐抗日吧！
要死也要战斗而死，不能默默死在

能流着眼泪留下。
那一年， 少年王正南十一岁，
高仲明才九岁。 同样才九岁的小女

位抗日英雄和亲切体贴的叔叔，自
身处境其实也非常艰难。
筹组“台湾义勇队”的努力并

“
国籍”，而大陆上从官方到民众，对
“汉奸走狗”深恶痛绝，台湾人的尴
尬身份确实非常不利——
—无论你怎

这里！ ”

孩黄莘，也难过地辞别父母，哭得眼

非一帆风顺，李友邦只能不断动用

样积极抗日， 都免不了被别人怀疑

有人问他：“要怎么抗日呢？ ”
李友邦回答说：“大人可以扛起
枪上前线，用日语对日本人做宣传，
让他们反战。 ”
“那小孩子怎么办？ ”有个当父
亲的情绪激动地问道。
“小孩子一起来，我们一齐宣传

睛都肿了，她父亲是医生，要参加义
勇队。
大人们也在流泪，没有人敢想
分别之后有没有再见的可能，唯有
盼望义勇队和中国的抗战能够成
功，彻底改变大家的不幸命运。
那一年李友邦三十三岁，早已

黄埔军校的旧关系， 到处请人帮
忙，希望国民政府同意立案，提供
财政上的补助。 就连奔赴崇安去拯
救受难台胞，动员他们加入义勇队
一事， 也是通过黄绍 写介绍信，
找到时任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才
得以办成。 陈仪乐得卖这个顺水人

为日本特务。
李友邦所做的一切因此也有
着双重意义：就大局而言，台胞共
同参与抗日，可以扭转台湾屈辱的
殖民地命运； 从切身利益出发，也
唯有借此才能洗清“台湾歹狗”的
恶劣形象。

只要抗日 来者不拒
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是打着
“革命”旗号，图谋个人私利名位，但大敌当前，只能求同存异。
由于李友邦以往与国民党左派
渊源太深， 国民政府对他牵头发起
的“台湾义勇队”，并不是全心全意
支持的，义勇队虽宣告成立，但申请
公文迟迟未获官方批复。

地位和实权的黄埔同学帮忙， 加上
台湾义勇队的实际抗日行动逐渐获
得各界肯定（详见本期 E2 版相关文
章《
“台湾义勇队”抗战往事》），国民
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终于通过立案，

（编按：谢氏时任国民党调查统计局
设计委员及 《大陆报》 编辑等职，
1949 年后留居大陆， 为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二届人大代表、 第三届人大
常委会委员）共同组织“台 湾 革 命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召

雨，忙完一天公务的李友邦照例

开的开罗会议，是一个确立二战
后世界新秩序，同时也决定台湾

回家吃饭。 一家人刚刚在二楼走
廊的饭桌前坐定，楼下突然传来

命运的转折点。 各同盟国在会上
达成共 识 ， 台 湾 、 澎 湖 、 东 四 省

一阵阵叫喊声：“投降了！ 投降
了！ ”随后一位本地报纸的记者

（编按：即奉天、吉林、黑龙江和热

跑上楼来，赤着双脚，高举双手，

河四省，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东北三

脸上湿淋淋的，不知是雨水还是

省及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部分地
区）等遭受日本侵占的土地必须

泪水。 他扯着嗓子欢呼道：“日本
投降了，我们胜利了！ ”

归还中国，朝鲜独立建国。 至此，
台湾的未来已相当明确：如果中
国打赢对日抗战，台湾就可以摆
脱殖民地的角色，不必再受日本

李友邦一家连饭也顾不得
吃了，一起跑上了街头。 龙岩县
城不大，主要街道就那么几条，
一时间被闻讯而来欢庆的人群

人的欺侮。
开罗会议公报内容传回国
内， 台湾义勇队上下闻讯士气为
之大振， 各界对他们的期望也不
断升高。国民政府顺势而为，将台

塞满。 所有人，无论互相认识不
认识，无论男女老少，每一张脸
上，都是泪水混合着雨水， 互相
拥抱，如同亲人。 特别是对李友
邦他们这样被迫背井离乡，为

湾义勇队升格为“台湾义勇总
队”，李友邦任总队长，他的官阶
从原来的少将升格为中将， 人事
任命由第三战区 （对日作战所辖

生存和尊严而苦苦抗争的台湾
人来说，这一阵及时的雨水，洗
刷着多年来大家内心最沉重的
压抑， 也洗净了长期流离失所

范围主要为江苏、 浙江、 福建数

的悲伤。

省）发布。 李友邦因此更受瞩目，
俨然是未来担当台湾省政的不二
人选。
从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五
年抗战胜利前，台湾义勇队多次
在福建沿海参加对日抵抗行动。

大概过了半个月，九月二日
夜里十二点多，美国太平洋舰队
司令寇英上将造访台湾义勇总
队队部，事先没接到通知的李友
邦非常惊讶，赶紧起来接待。 这
才知道，第二天太平洋舰队有飞

比如潜入日人占据的厦门
市内张贴反日传单， 虎口拔牙，
既从政治上给日本侵略者直接
心理威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
在日占区随时可以来去自如，同

机要去台湾， 接受侵台日军投
降。 这位美国将军问李友邦，要
不要派人同行。
在胜利的时刻，李友邦当然
比谁都更想重返家乡，可他还有

时也鼓舞当地百姓，为他们带来
希望。
他们又利用队员通晓日语
的优势，担任情报工作，突击鼓

公务在身，于是委派义勇总队副
总队长张士德为代表。 李友邦还
特地要他带一面国旗回台湾。
九月三日，搭载中美受降代

浪屿上的日本海军军火库。 还曾
配合国民党一个师的部队，对厦

表的太平洋舰队飞机降落在台
北松山机场。 九月四日上午，张

门进行武装突击，强有力地震慑
打击敌人。

士德由太平洋舰队军官陪同，
在台北宾馆升起了五十年来飘

抗战胜利前夕，美军提出了
一个轰炸日本军事基地的大规

扬在台湾土地上的第一面中国
国旗。

模计划，台湾义勇队奉命参与其
中，发挥谙熟日语的优势，负责
刺探日方情报，供盟军参考。
随着台湾义勇队在一次次
实际作战行动中民间声望不断
壮大， 不仅身在大陆的台湾人
纷纷前来投奔，也吸引厦门、泉
州一带的抗日民众纷纷加入，
加上潜伏敌后的地下工作者，
最多时达七百余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黄
昏，闽西龙岩县县城，天下着小

从十几岁时怀着一腔热血
袭击台北的日警派出所而被迫
流亡，到年近不惑时以国民政府
中将身份重回故土，李友邦朝思
暮想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
复台湾”的心愿，终于变成现实。
此时此刻，他意识到自己肩上的
责任更加重大了。 他要带着台湾
义勇总队的六七百名战士回到
故乡，为战后重返祖国怀抱然而
百废待举的台湾，筹划一个美好
的未来。

衣“褐”还乡
准备暗杀李友邦，以便取代他的地
位。 幸而那两人良心发现，最终一
五一十向李友邦透露实情，并交出
了刘为他们准备的行刺 武 器——
—
钢笔手枪。

义勇队经费无着落，一开始全

很快批复申请并拨下经费， 供义勇

团体联合会”。

靠李友邦自掏腰包，自行设法。 最
穷困时，每日两餐，早餐稀饭，下
午干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只好
几个人就着一块豆腐乳下饭。 少

队使用。
尽管困难重重， 李友邦仍依靠
招募到的台湾同胞， 根据各人的能
力和特长，设法开展工作。应募加入

尽管李友邦明知有些台籍人士
是打着“革命”旗号，图谋个人私利
名位，但大敌当前，只能求同存异。
他的宗旨是：只要是真心诚意，有助

上活跃的农运团体“台湾农民组合”
的重要干部，后赴大陆参加抗战，并
投靠国民党特务机构军统。 抗战胜
利台湾光复后返台，当了新竹县长，

刘启光本名侯朝宗， 是台湾岛

年团的孩子们正在发育期，特别容
易饿，却总是吃不饱。 有一次队部
转移到乡下，孩子们在一个水塘里
抓到些泥鳅、小鱼，都兴奋得跳起
来。 几十年后，这些“老小孩”回忆

义勇队的台胞， 大多为医生、 文化
工作者和教师，精通医术与日语，成
了“台湾义勇队”的标志。
借着开设战时医院， 队员们闲
时又开荒种地种菜等方法， 义勇队

于抗日，不管任何党派，一律欢迎！
因此共产党、国民党和无党派台胞，
他都来者不拒。
“台湾义勇队”规模得以扩充，
台 湾 嘉 义 人 刘 启 光（编按：1940 年

在县长任内接手日据时期留下的金
融机构华南银行，加以改组，自任董
事长，很快成为一方财阀，可谓飞黄
腾达。 而许多曾经并肩作战的老同
志， 经历国民党迁台后的白色恐怖

起此事，无不视为当年最快乐的时
刻。 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因为我
们小孩子也可以生产、可以做贡献

总算生存了下来。 一切大小开销由
队部掌握，队员们基本上没有薪饷，
每人只按月领取零用金。

起， 刘氏先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直属
台湾党部筹备处秘书、 台湾工作团
主任等职）从重庆派两名干部到义

时代，不是被枪杀就是长期蹲大狱，
故他们中有些人一直无法原谅刘的
所作所为。

了，最重要的是可以加菜，吃上荤
菜了！ ”
从一九三八年秋天到一九三九
年， 李友邦几度往返于桂林与战时
首都重庆，多方托关系，特别是找有

为了尽可能增强抗日力量，李
友邦认为在大陆的台籍人士应联
合起来， 捐弃彼此过去的派别成
见，成立共同团体。 一九四○年，他
与报人出身的台湾彰化人谢南光

勇队总部驻地浙江金华， 谢南光
也从上海动员二十多名干部前来
加盟。
岂料曾是台湾抗日同志 的 刘
启光， 竟试图收买两名义勇队员，

据李友邦的妻子严秀峰回
忆，光复之初刘启光返台“接收”，
因两手空空， 还求过李友邦帮忙
呢。 人心如此叵测，真是让人不胜
唏嘘。

国民党政府赴台高官里应外合、集体腐败的现象，不仅让李
友邦等人寒心，也越来越让台湾普通民众深恶痛绝。
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意味
着被迫与祖国大陆分隔半个世
纪的台湾，必然要面对一轮重大
的权力转换和社会重组。
一九四五年台湾光复之前，
李友邦就任“三民主义青年团”
（简称“三青团”）台湾区团部主
任。 原来早在一九四二年夏天，
台湾义勇队移驻浙闽赣交界的
闽北南平县时，接到国民党上级
指示， 必须在队中成立“三青
团”，李友邦奉命照办。 没想到，
“三青团” 台湾区团部日后成了
台湾光复之初安定岛内局势最

尚未到位之际，他们填补了台湾
管治“真空”，维护了岛上的社会
秩序，功莫大焉。
相形之下，国民党台湾省党
部却是以少数“半山”（编按：“半
个唐山人”之谓，指原籍台湾，日
据时期旅居俗称
“
唐山”的中国内
地，抗战胜利后返台者）及大陆籍
官员为主， 缺乏本地根基和经
验。 蒋介石委任的台湾行政长
官陈仪前来接收时，对李友邦即
心存疑虑，在基本建设、政务推
动、组织合作等方面，有意处处
防范抵制。

重要的一块招牌。
光复接收后，李友邦领导下
的这个“团部”，几乎囊括抗日精
英及左、右各派的所有重要台籍
领导人和骨干。 当日本殖民统治
失效、国民政府接收机构和干部

不仅陈仪如此，赴台的国民
党特务组织中统、 军统也联手
封杀李友邦， 有些重要的会议
不让他参加， 还刻意封锁不少
关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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