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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义勇队”抗战往事

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路

文 / 杨渡

想、思念他。

家、对社会、对民众有用的人，彻底

他们总要提起在闽北崇安挣
扎于生死边缘的苦难生活，感激李

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友邦带领他们走出绝境，投身全国
抗战，亲历台湾光复，让他们看到

义勇队”， 抗战期间贡献良多，大
体说来有如下诸端， 我们且一一

了更广大的世界， 成为一个对国

道来。

首先是对敌宣传。 义勇队员成
长于日据台湾时期， 因日本强制推
行殖民教育，故他们皆通日语，战时

相提并论。
其次是医疗服务。 台湾义勇队
中医生人数甚多， 有丰富从业经验

忍的急诊患者，得知医生不在，便央
求“要院长亲自看一看”，他当然不
相信医院院长不会看病。 李友邦见

反而成为有力的武器。 平时在审问
战俘、 对敌喊话、 翻译收集日军情

的医生多达三十八位， 所以李友邦
也把医疗服务视为义勇队的工作重

状，一边让人赶紧叫医生回来，一边
前去探视。他摸了摸患者的肚子，询

报、收听广播等方面，得心应手，而
队员中的知识分子， 更能通过刊物

点。 抗战时期，无论前线还是后方，
伤病军民均甚多， 医护人员及医药

问一下病情， 因实在不晓得如何下
药，就在他的肚脐涂上一些薄荷，权

义县一位干部向李友邦汇报，当
地走私集团相当活跃， 严重破坏
经济秩序。 李友邦随即向陈仪反

上写文章、发表公众演讲、参与对敌
政治工作等，为抗日出力。 李友邦就
曾说过：“瓦解敌军和教化战俘，将
是台湾义勇队的主要工作。 ”

器材又极为匮乏， 医疗队成了到处
都急切盼望的重要力量。
起初，因人手和物资有限，台湾
义勇队的医生们， 只能组成医疗巡

当安慰剂。 孰料病人立马说：“好多
了，好多了！ ”
“台湾医生”的医术与口碑不胫
而走，继金华的首家台湾医院之后，

映，陈让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陈
本人兼任总司令） 参谋长柯远芬

与大陆士兵相比，台籍青年对
日本人的心态、生活习惯等了解较

办理。 不料柯非但不管，还把通风
报信者的名字泄露给走私集团。

为深入，经过短期军事训练后，派赴
各抗战部队和各界战地工作团，战

回队， 奔波于我方控制下的浙江城
乡各地。 后来，终于在金华开设了第
一家台湾医院。 这家战地医院为军
人和贫苦民众提供免费诊疗， 对一

几年里在浙江衢州、 兰溪及福建建
阳县，分别设立了第二、第三、第四
台湾医院。 台湾人在大陆民众心目
中的形象， 也随着医术仁心的传播

结果，没过几天，那位尽忠职守的
嘉义县干部， 竟遭到了人身安全

场上往往能收到奇效。
义勇队员还利用一切机会和场
合，宣扬台湾沦为殖民地后的抗日

般患者收取的药费亦仅为普通医院
的七成， 周边各地赶来看病者络绎
不绝。 医生们常常不得不从早忙到

而逐渐改变。
第三，经济生产。战火破坏与物
资短缺， 使地方上支持抗战工业能

革命历史，强调台湾革命与大陆革
命互相呼应、互相依存的紧密关系。

晚， 有时候夜里十一点才能吃上晚
饭。 在战时的浙江，
“
台湾医生”家喻

力相当薄弱， 义勇队中不乏懂得现
代生产技术的专家和技师， 他们派

此种演讲与说明，有助于改变大陆

户晓，成了荣誉与赞赏的代名词。

人协助浙江各县市政府开办樟脑油

军民对台湾人的刻板印象和片面了
解，让大家明白，绝大多数台湾人仍

台湾医院里还发生过一件趣
事：有一天深夜，医生都出去吃晚饭

流动工厂， 因樟脑油可作汽车燃料
用， 效果不亚于柴油。 又建起药品

然保持强烈的家国情怀，不能与少
数甘心为日本侵略者做走狗的败类

了， 只留下并不懂医术的院长李友
邦看家， 偏偏这时来了一个腹痛难

厂，生产军民急需的疟疾药水、药丸
及胃药等。

尽管正当壮年的李友邦未能
李友邦政治上受到冷落，固

而台北市区主干道延平北路上

就将老百姓的私宅、 财产一网打

一展建设新台湾的抱负，反而不明

然与他不属于国民党嫡系有关，

有一家“延平阁”酒家，特意推出

尽。 以至于台湾民间流传着这样

更重要的是，他及“三青团”台湾

一道名菜叫“炒猪肝”，暗将国民

一段话：“国民政府，于公，有专卖

不白地死去，但曾忠实追随他的每
个台湾义勇队成员，仍然不时地回

区团部成员， 大部分是经过长期
抗日的知识分子， 更多偏向台湾

党接收大员中的贪官比喻成猪，
老百姓们恨不得吃他们的心，啃

局、贸易公司；于私，假借各种名
义征收民间物资据为己有。 ”

民众的立场， 让趾高气扬的接收
大员们非常不放心。 当时岛内接

他们的肝。
当日，国民党的接收干部，倚

一九四七年初震动全台的
“
二
二八事件”， 就是失望的台湾民众

收过程混乱， 频频传出各种贪污

仗手中权势，常常是“条子一贴”，

对国民党怨恨心态的大爆发。

腐败事件，李友邦接到部下报告，
立即就转达给陈仪， 请他赶紧整
顿。 但陈仪一概置之不理，反而怀
疑李在故意找麻烦。
比如有一次， 台湾西南部嘉

的威胁。
这类政府高官里应外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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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台北有名
的新中华、 蓬莱阁等餐厅门外，
一到夜晚，霓虹 灯 亮 起 ， 必 定 停
满成排的轿车，车主是成群结队

“台 湾 义 勇
队” 中将总
队长李友邦

而来的政府官员，他们到这儿不
用说都是花天酒地， 左拥右抱。

李友邦发起并领导的“台湾

台湾人 有本事

戎装照。

再陷政争 英雄气短
李友邦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施抱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他饱经风雨的一生中最大的
厄运，正悄悄逼近。
“二二八事件”发生时，台湾
岛内局势动荡，李友邦领导的“三

山， 接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副主
委（陈自任主委）。

才八九个月， 不久前发现又怀孕
了， 偏偏突遇牢狱之灾， 不幸小

青团” 台湾区团部许多干部卷入
其中， 一些人甚至加入了台北民

可是李友邦在政治上东山再
起、 重施抱负的好日子并没有持

产，血流不止。 他很担心妻子的健
康， 可事已至此， 纵使他再不甘

众发起的“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
会，尝试与政府交涉。

续多久， 他饱经风雨的一生中最
大的厄运，正在悄悄逼近。

心，也只能一切听天由命。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李友邦

面对民众愈演愈烈的反抗，
陈仪指责“三青团”方面不与政府

一九四九年， 国民党政府在
大陆上败局已定，大批军政人员
撤退来台 ， 而 岛 上 的 反 共 、 清 共

独自带着孩子们在台北市郊北投
的《新生报》宿舍中居住。 十一月
十八日早晨， 一群宪兵突然闯入

整肃，风声也一日紧似一日。 当
年年底至次年二月，以蔡孝乾为
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被
破获，牵连出台湾共产党的几乎

将他逮捕。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
二日， 奄奄一息的他躺在担架上
被押赴刑场枪决。
但国民党官方自始至终没有

台湾义勇队意义最深远的一项

来自殖民地的台湾孩子， 往往

方拉来中国参加“天皇圣战”。 现在

表讲话， 希望借他在台湾民众中
的声望和影响力平息事变。 但李

全部组织机构。 中共台湾省工委
张志忠的妻子季 因与严秀峰

交代一句话： 这位黄埔二期出身
的义勇队中将总队长， 这位深受

工作，当数成立
“
台湾少年团”了。
义勇队中有一群平均年龄不足

能以家庭和自身受难的经历， 被迫
告别故乡流离失所的苦楚， 来控诉

他才慢慢意识到这是一场侵略战
争，中日两国的大人小孩，都是战争

友邦予以拒绝，答复称“局面已经
到了这个地步， 无法以三言两语

认识，在 特 务 的 诱 使 下 ， 打 电 话
给严，约 她 出 来 见 面 ， 后 者 立 即

台湾民众拥戴的本土抗日志士，
这位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第二号

十岁的孩子， 多是由于家里大人要
投入一线抗战或其他原因而无力照

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他
们弱小的身躯， 出现在浙江各地的

的受害者。最后，梅本原一下决心走
到反战阵营中来。 这是负责看守战

讲清楚”。 不用说，此举彻底得罪
了陈仪。

遭到逮捕。
身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高层

人物，到底犯了什么罪？
临刑前不到半个月， 李友

顾的， 他们曾是李友邦最感棘手的

街头，尽情诉说台湾故事，感动了许

俘的国民党部队军官都没想到过的

“二二八事件” 经国民党军
队武 力 平 息 后 ， 李 友 邦 遭 远 芬
逮捕关押，移送上海。 后来全凭
妻子严秀峰赶赴上海面见蒋经

的李友邦， 他的妻子如何与“共
谍”之妻季 有来往？ 严秀峰本人
到底是否亦为潜伏的“共谍”？ 个
中情节复杂传奇， 有如大陆热播

邦才刚刚度过他的四十六周岁
生日。

“
难题”。教育本为少年儿童所必需，
但艰苦而奔波的客观条件， 让义勇

多民众，说服力比什么都强。这一支
特殊的抗战队伍所到之处都受到极

事， 因而对台湾少年团刮目相看，
特地写信给义勇队大加赞扬。

队很难长期负担这一责任。于是，李
友邦决定因时制宜， 以培养年轻一

大的欢迎，《东南日报》（国民党浙江
省党部机关报）刊文称赞他们是“抗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仍然
健在的台湾少年团成员接受采访，

代、储备未来干部为原则，组成“台
湾少年团”。
“
台湾少年团” 为孩子们提供的

日宣传的有力劲旅”。
少年团团员在对日本战俘的反
战宣传中， 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

回忆起五十多年前的战斗岁月，依
旧感概万千。 那位九岁时不得不哭
别父母， 跟随少年团的爱唱歌的小

主要课程，分为
“
教育”与
“
实际”两部
分，前者有政治、军事、自然科学、台湾
革命史、日文、英文及艺术训练等，后
者则包括舞蹈、歌唱、绘画、墙报等，经
过一段时间训练合格后， 即将这些少
年团成员派赴各地参加抗日宣传。

用。 他们跟一位名叫梅本原一的战
俘聊天时， 梅本想起自己的孩子跟
眼前这帮稚气未脱的少年一般大，
忍不住掏出家人照片看了又看，竟
然哭了起来。 他在日本老家时是一
名普通木匠， 也搞不清为啥就被军

姑娘黄莘，六十多岁的人了，忆及李
友邦时， 还像女儿怀念父亲一样动
情地说：
“
他最喜欢抱着我坐在膝上，每
次有委屈就去向他哭诉， 虽然他很
忙，待我们却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

合作，有煽动“二二八事件”之嫌。
到了三月二日， 陈仪一面急电南
京，“台湾发生暴乱，已及全省，形
势危急， 请速派国军赴台救援”，
一面想让李友邦通过电台广播发

国，一一 细 述 台 湾 的 实 际 情 况 ，
以及李友邦在整个事件中的真
实态度，才将他营救出来。 而在
整个事件中备受非议的陈仪，
则被撤职赋闲。
一九四八年底， 蒋介石的亲
信陈诚接任台湾省政府主席。 陈
诚力邀同为黄埔系的李友邦出

电视剧《潜伏》的续篇，值得另书
一笔，暂且按下不表。
表面上看， 李友邦暂时平安
无事， 但特务早已在他家附近的
巷子口布哨，实行严密监视。 这段
难熬的日子里， 他偶尔会煮了鸡
汤， 装在保温瓶里带到监狱给严
秀峰喝。 妻子刚生下第五个孩子

作者生于台湾台中市， 诗人、作
家、媒体人。 曾任《中时晚报》总主笔，
辅仁大学讲师，台湾中华文化总会秘
书长。 2016 年推出简体版作品《一百
年的漂泊：台湾故事》，获选为年度十
大“华文好书”之一。 本专题文章及图
片均选自其新著 《在台湾发现历史：
岛屿的另一种凝视》（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2017 年 8 月出版）， 文字
略有改动，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抗战胜利前夕，仍以日文印行的台湾报纸上登载的“
原子弹轰炸广岛”的新闻。

一九四五年九月，台湾光复，回归祖国。

少年强 中国强

大宋朋友圈

苏东坡的“
政治联姻”
文 / 李开周

一个人的朋友圈能有多大，主
要不是取决于这个人的性格是否
外向，而是取决于他的名声、地位
和财富。
就拿苏东坡家族来说吧，以前
世世代代都在眉山务农，圈子很小，
亲戚和朋友网络无论如何出不了四
川。 幸好苏家有些田产，家底不算
薄，到苏东坡的祖父苏序那一代，成
了方圆百里远近闻名的地主，再加
上苏东坡的二伯父苏焕高中进士，
才逐渐跟一些富贵家族结亲。
苏东坡和苏辙兄弟俩发迹前，
他们家最拿得出手的亲戚有两家：
一个是眉山当地的程氏家族，一个
是四川绵阳的文氏家族。
程氏家族发达较早，出过两个
进士，其中一个做到夔州路转运使，
相当于副省长。 苏东坡的祖父苏序

百般努力， 终于让儿子苏洵娶了程
家的一个姑娘， 也就是后来苏东坡
的亲生母亲程氏。

忘，继以新姻。 ”意思是二人因为上
一代的亲戚关系而展开交往，后来
又亲上加亲， 让双方儿女结成婚

的世家：曾巩是高官，曾肇是高官，
他们的弟弟曾布甚至做到宰相，
哥仨的父亲曾易占是高官， 曾易

做了高官，领袖文坛，声名显赫，无
论社会地位还是江湖地位，都配得
上了。

恶俗之极。可是古代中国男女之间
授受不亲，青年男女在成婚之前见
面都困难，自由恋爱的概率自然更

再后来，苏洵多年考进士未果，
又把他跟程氏生的女儿苏八娘嫁到
了程家。虽说是亲上加亲，但因两家

配。 但严格讲，跟文同结成亲家的
并非苏东坡，而是他弟弟苏辙——
—
苏辙的大女儿嫁给了文同的儿子

占的父亲曾致尧也是高官， 堪称
世代簪缨。
而王家是河北临城的名门望

黄庭坚是苏东坡的门生， 曾经
想让自己的儿子娶东坡的孙女，结
果没能如愿。 苏东坡也曾经委托亲

低，双方父母从旁代劳，肯定依照
自己成婚多年的经验教训，只会考
虑更加功利的因素，而不去考虑什

地位悬殊，苏八娘在程家备受虐待，
十八岁就亡故了。 这个苏八娘就是
苏东坡的姐姐，后来苏东坡记仇，与
程家断绝来往， 多年以后才跟表兄
程正辅有一些书信往来。
文氏家族发达于何时不得而
知，只晓得文家出了一个非同寻常

文务光。
苏辙的女儿比较多， 根据现有
文献推断，他可能生了六个女儿，一
个嫁给文同的儿子， 一个嫁给曾肇
的儿子， 还有一个嫁给王正路的儿
子。曾肇是大文学家曾巩的弟弟，官
至知府，相当于市长；王正路是副宰

族，从苏辙的亲家王正路往上追溯，
父辈、 祖父辈、 曾祖辈都是人中龙
凤，有的立下赫赫战功，有的在文官
系统平步青云。
我们再看看苏东坡的结亲
对象。
苏东坡的二儿子苏迨娶了大文

家做媒， 要把堂兄苏位的女儿嫁给
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 结果也没能
如愿。 婚姻大事，非同儿戏，双方都
要互相考虑许多因素，例如相貌、人
品、才华、门第，苏东坡之所以不答
应黄庭坚的求亲， 司马康之所以不
答应苏东坡的求亲， 很大程度上是

么爱情。
最后， 我们不妨再读读苏东坡
这位不成功的媒人写给堂兄苏位的
信中的一句话：
“
君实之子名康，昨来明经及第，
年二十一二，学术文辞行检，少见其
比，决可谓佳婿也。 ”

的人物：擅长画竹子的著名画家文

相王

的儿子，官至知州，也相当

学家欧阳修的孙女， 三儿子苏过娶

因为门第不配。当然，苏东坡绝对配

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 刚刚通

同文与可。 文同比苏东坡大二十
岁， 早 苏 东 坡 八 年 中 进 士 ， 按《宋

于市长。
苏辙与文同结亲， 还是旧圈子

了大政治家范镇的孙女， 大儿子苏
迈的女儿又嫁给了范镇的侄孙。 像

得上司马康， 但他堂兄苏位默默无
闻，碌碌无为，既非进士，也非名人，

过科举考试， 今年二十出头， 学问
好，文章好，人品好，年轻人当中不

史》本传记载，他是苏东坡的表哥，
说明他们家跟苏家至少在上一代
就结了亲。
苏东坡《祭文与可学士文》中写

的延续， 但是他把另外两个女儿分
别嫁到曾家和王家之时， 却完全跳
出了苏家上代的交往圈子， 向上提
升了一大步。

欧阳修和范镇这样的高官， 苏东坡
的父辈和祖父辈无论如何都是高攀
不上的。 为什么到了苏东坡这一代
却可以跟人家结亲呢？

跟司马康是不般配的。
依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 婚姻
该由儿女做主，只要儿女们互相爱
慕，天王老子也拦不住，如果父母

可多得，将来前途无量，绝对是您首
选的女婿。
你瞧， 苏东坡夸了司马康那么
多好处，没有一个字涉及爱情。

道：
“
与君结交， 自我先人。 旧好不

要知道，曾家是江西最了不起

原因无他， 苏东坡中了进士，

以门第和财富为理由去干涉，简直

作者为专栏作家，现居开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