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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青年 抗战悲歌
编者按 / 去年 11 月，本报曾刊发中国台湾知名作家、诗人杨渡先生的文章《一个台湾人的抗日之
路》，忆述台籍抗日志士李友邦传奇而悲壮的一生。 日本窃据台湾五十年间，台湾民众对外寇侵略与殖民
统治的反抗，前仆后继，可歌可泣。 尤其是祖国大陆发动全民抗战后，宝岛热血青年，纷纷翘首西向，以各
种实际行动，汇入抗日洪流，奋力改变屈辱的命运。 然而这些民族精英，有不少像李友邦一样，迎来抗战
胜利、台湾光复，却不幸卷入党派政争，面临白色恐怖，终于身陷囹圄或竟惨遭杀戮，以致往绩不彰且身
蒙污名。
台湾作家蓝博洲先生，多年来多方寻访幸存者及昔日志士的遗属、好友，以口述史方式，留下了一段
段曾经湮没的英烈事迹。 本报特节选若干片段刊发，供今人尤其是大陆读者了解与追怀，并谨以此文，纪念
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爆发 81 周年。
本文主要讲述者之一李薰山（前左一）与“台北帝大”豫科同学合影。 抗战期间，不少台湾知识青年，基于民族情感，心念祖国大陆，渴望为抗日
救亡出力。

文 / 蓝博洲

一九五○年十月十五日，台北

《中央日报》发布公告：
前基隆中学校长锺浩东， 李苍
降，前汐止镇军民合作站书记唐志堂

……连续共同意图以非法方法颠覆
政府而着手实行，各处死刑，各褫夺
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其家属必

需之生活费外没收……经奉“
国防
部”核准，昨（十四）日上午六时省
“
保
安司令部”军法处将锺浩东、李苍降、

唐志堂三名各提庭宣判， 验明正身，
发交宪兵绑赴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
三十八年后，另一个故事开场。

抗日之家 一门英杰
“
我父亲虽然没有投入实际的抗日运动，但民族意识也很强。 因为这样的家风与身教影响，我们兄弟三人懂事后，也都具有强烈的抗日精神与祖国意识。 ”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台北阳
明山岭头，一间搭盖在树林中、没装

“
国语”， 解释他如何打听到我的住
处。 他说， 他刚好住在山下的雨农

电话的简陋违建小木屋。那是我跟一
个下级军官退休的老兵租的。当时不
到三十岁，单身，没有固定在哪里上
班的我，经常南北奔波，在台湾全省

路， 天刚亮， 就沿着山脚的石阶步
道，一步一步，爬上山来找我。他说，
他是新竹的客家人， 一九二二年生
于竹北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 杨梅

各地采集有关锺浩东校长，以及其他
刚刚听到名字的白色恐怖牺牲者的

公学校毕业后考进州立（编按：日据
时期设新竹州）新竹中学校，然后又

生命史，然后回到这周遭有鸟叫虫鸣
而无机器噪音的寮舍，试着从那些芜
乱碎屑的残篇断语中，整理出一份可

考上台北帝国大学豫科（编按：该校
是日本殖民时期在台湾所建，二战后
台湾光复，中华民国政府接收改组为

以粗见头绪的人物报道。
那天清晨，在睡梦中，我硬是被

国立台湾大学；豫科是旧制高等学校
升入本科前的准备阶段，学业期限一

一阵阵陌生的、 带着浓重客家口音
的、坚持叫唤着我名字的苍老声音催

至三年），再进入工学部第一届。 他
向我透露，说他和郭 琮医师是曾

醒。我起身下床，穿好衣服，走去打开;
那扇木门。我看到一个不曾见过的身

经一起战斗过的老同志， 所以我那
篇报道使得已经步入老年的他的心

穿运动服的老先生站在门前。他立即
向还未全然清醒的我表明身份。他说

灵受到强烈震撼。
他还告诉我， 那篇报道在长期

他姓李，名叫李薰山，是坐过牢的政
治犯，读过我前一年七月在《人间》杂
志发表的有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白
色恐怖的报道：《美好的世纪——
—寻

不能见光的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难
人中间，也有了从未有过的反响；因
为， 喑哑了几十年之后， 他们的青
春、 他们的理想终于初次在台湾社

访战士郭 琮大夫的足迹》。
我赶紧请老先生入内， 让他在

会得以公开了。他接着就表明来意，
说他今天专程来找我， 主要是希望

只有一张从外头捡回来的矮茶几，

我除了郭

不像客厅的客厅的榻榻米上坐定。
烧水，泡茶。 老先生喝了一口茶，继

几个值得后人纪念的他认识的老同
志的历史写出来。然后，他就向我口

续操着那口听起来不太清晰的客家

述了他的历史证言， 也介绍了包括

琮之外，还能够继续把

芦洲李家子弟李苍降在内的几个牺
牲者的简单事迹。
那天之后， 一直到二○一四年
十一月， 李薰山老先生都热情地帮
我联系，然后亲自带着我四处拜访那
些牺牲者的亲友故旧， 一点一滴地
采集他们生命史的零碎片段。
严秀峰（李友邦遗孀）：我是芦
洲（编按：今属新北市）田仔尾李家媳
妇。 李家祖籍是闽南泉州府同安县
兑山。 清乾隆年间，来台祖第十七世
李公正与兄弟东渡来台， 卜居旧名
和尚洲的芦洲， 并以勤劳俭约和耕
读发家，受到和尚洲乡亲的赞仰。
李公正的次子李濯夫（讳清水）精
通堪舆、医学，又勤奋耕作，陆续购下
六笔土地，建立
“
李长利记”字号。 李濯
夫育有七子。 三子李树华曾任清朝台
湾区秀才主考官， 安平县兼理凤山县
儒学正堂，人称
“
李老师”，曾获光绪皇
帝赐颁
“
外翰”清誉，颇具声望。
一八九五年左右，李树华七兄弟
合资，重修扩建父亲李濯夫创建于一
八五七年左右的家宅。他们为仿照大
陆古厝的建筑形态，特别延聘山西籍
的知名建筑师，专程来台主持设计重
修工程，选购泉州石、福州杉等上品
建材，自大陆运来。为此，特从李厝左
侧辟建小运河一条，从宅前的莲花池

偷读“禁书” 向往抗战
“有一天，我在帝大图书馆
偷了两本重庆版的白话本
抗日禁书， 其中一本的书
名是《清算日本》。 ”

直通淡水河口； 最终建成为正身三
进，带内、外护龙，呈方整矩形的四合

场地， 招来无数为殖民地探求出路
的人民群众和抗日社会运动家，也

“
田野美”的李宅，
院大宅。 这栋人称
宽五十点六八公尺，深卅四点二八公
尺，面积约一千七百平方公尺，共计
九厅、六十房、一百二十门，在规模

招来监听监视的日本警探。因此，他
和蒋渭水、王敏川、赖和、连温卿诸
先辈结成忘年的友情。一九二二年，
他和胞弟李承基联络激进抗日青年

上，相比于一般官宅毫不逊色。 十年
后，因为人口众多，李树华七兄弟均

袭击海山郡派出所。 一九二四年三
月，他再召集林木顺、林添进等八位

分家产，散居各地。 一九八五年八月
十九日，李氏古厝正式列入中华民族
文化历史古迹，定名为台闽地区第三

同学，突击台北新起派出所（今台北
市长沙派出所），因事态严重，被师
范学校勒令退学，并招警逮捕。他于

级古迹
“
芦洲李宅”。
李苍炯：李苍降是我大哥。父亲

是越墙连夜潜逃至高雄， 与林木顺
等人会合，然后潜离台湾，前往祖国

兵入伍。 一九四三年，九月廿
三日，台湾总督府发表台湾人
实施征兵制度的办法；十月廿
五日， 开始临时征召学生兵，
同时取消文科大学生缓征的

李友诗（讳传兴）与李友邦将军是芦
洲田仔尾李家第四世的堂兄弟。 我

大陆的上海，又转厦门。 同年九月，
进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代之黄埔军

资格；十二月一日，中、英、美
三国首脑会议，发表《开罗宣

们是二房。 李友邦是四房。
严 秀 峰 ： 李 友 邦（1906~1952

校二期，继续为台湾革命运动奋斗。
李苍炯： 苍降大哥生于友邦叔

言》，宣告“三国之宗旨在剥夺
日本自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

年）自幼就不满日寇统治台湾，具有
强烈的民族意识。 一九一八年考进

逃离台湾的那年六月。我们的父亲原
本在迪化街从事两岸生意，搜购台糖

界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
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

台北师范学校就读。 当时正值第一
次世界大战末期，殖民地自主、民族
自决的风潮渐起， 对于充满矛盾的
殖民地台湾，起着一定的冲击作用。

布袋，转售厦门；后来在关渡经营果
园。 他和母亲育有三子七女。 除了大
哥之外，二哥苍土，生于一九二六年。
我是老三，生于一九三二年。 堂叔李

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
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
中国……使朝鲜自由独立”。
随着日本帝国在太平洋

基于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义愤， 他参
加了一九二一年公开成立的台湾文

友邦及其两个弟弟先后都参与反帝
抗日运动，可谓一门三烈。 我父亲虽

战争中形势愈发不利，以及台
湾岛内各种隐蔽的反日力量
蓄势待发的可能危机，一九四
四年年初，殖民当局命令宪兵
队学生课直接在北部一带的

化协会； 同时也与校内同学秘密组

然没有投入实际的抗日运动，但民族

织反日结社，策动抗日学运。著名的
李家大宅及院落自然成为文化协会

意识也很强。因为这样的家风与身教
影响，我们兄弟三人懂事后，也都具

在和尚洲举办文化讲演活动的理想

有强烈的抗日精神与祖国意识。

不当“皇民”“反日思汉”
“
苍降大哥就毫不畏惧地站起来反驳，说我们是被压迫的民族，当然没有一中学生开朗。 ”
日据时代，日本帝国在殖民地
台湾实施“差别待遇”的教育政策。
就基础教育而言，设有两种不同的
学校，一种是专供日本子弟及亲日
而有社会地位的台湾子弟就读的
小学校，另一种则是一般台湾人子
弟读的公学校； 两种学校的设备、
教学与待遇都有极大的差别。 李苍
降就读的是台北市日新公学校（第

传统的戏剧与音乐演出、 武术传
授与宗教祭祀。
在这样的时代接受日本帝国主
义“皇民化”教育的台湾青少年，果
真日后被教育成“皇民意识发扬之
一代”的话，也不是什么让人意外之
事吧！
尽管台湾人民的抗日民族解
放斗争已经从文化协会以来有组

良主义者的领袖林献堂，随台湾新

终结。李沛霖、杨友川以违反治安维

民报社董监事华南考察团，历游华
南各地。 五月，台湾军部于总督府
所豢养的《台湾日日新报》披露：林
献堂在上海接受华侨团体欢迎致
辞时有“林某归来祖国”之语。 该报
并连日以头条新闻挞伐林献堂为
“非国民”（日奸）。 六月十七日，日
本浪人卖间某因此在台中公园举

持法及伤害，林水旺、颜永贤则以违
反治安维持法，各裁定有罪，付予公
判。四月三十日，台北地方法院刑事
合议部宫原裁判长在禁止旁听的情
况下宣判： 李沛霖处有期徒刑三年
六个月，林水旺、颜永贤、杨友川三
人，各处有期徒刑三年；未决拘留的
二百四十日算入。

的台湾青年也在日本帝国皇民化运
动高压的时代， 找到一条抗日救国
的路——
—毕业后渡海回大陆， 投入
祖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行列。
许训亭：我是李苍降的台北二
中同学。 当时，台北市一共有四所
男生就读的中学校，其中一中、三
中（今 台 湾 师 大 附 中）和 四 中（光
复后与一中合并为建中），主要收

十九届） 。
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新公学校
毕业后，李苍降与同班同学雷灿南
同时考进主要是台湾人子弟就读
的州立台北二中（第十六届）。

织的社会运动形态， 进入到缺乏
领导、 缺乏组织的沉寂状态，一
些往往是零星分散的、 各自作战
的反日斗争， 依然普遍存在，并
且经常自发地出现。 台北二中也

行的日本帝国台湾始政纪念日庆
祝会上殴辱林献堂， 惹起了所谓
“祖国事件”。
同是台北二中第十二届的台湾
学生林水旺非常同情林献堂的遭

殖民当局唯恐沉寂已久的台湾
学潮因此星星之火而再度燎原，迟
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 才敢对外
公开此一令人难以置信， 但却表现
出台湾青年思汉情急的反日事件。

日本人子弟。 在台北二中，我们的
座位按身高次序排列。 李苍降的
身高和我差不多， 所以一直到毕
业为止，他不是坐我前面，就是旁
边。 因为这样，我和他经常接触。

这一年，恰是日本帝国主义在
台湾大力开展“皇民化运动”的黑
暗年代。 四月一日起，《台湾日日
新报》 《台湾新闻》《台南新报》同
时停止汉文版； 台湾人经营的唯
一的汉文日报《台湾新民报》汉文
版减缩一半， 并限于六月一日全

不例外。
就在李苍降进入台北二中前一
年的二月廿六日， 鼓吹皇道精神的
日本皇道派军官策划了名为
“二·二
六事件”的武装政变。受到这样的刺
激鼓舞，四月廿五日，以李沛霖、颜
永贤、 杨友川等为主的台北二中第

遇， 并且激起潜藏的“思慕中华民
国为祖国，恳望台湾复归于中国”的
抗日情怀，从而与“列星会”的李沛
霖、颜永贤、杨友川等三名主要干部
串联，决意组织
“
中国急进青年党”，
以
“
在中华民国援助下，台湾脱离日
本帝国的统治，复归中华民国”为目

陈炳基：日据下的一九二七年，
我出生于台北市的万华。那时，日本
帝国主义已经霸占台湾长达三十二
年之久了。因此，我从公学校开始就
被迫必须学日语，接受做好“忠君爱
国”的
“
日本臣民”的奴化教育。一九

当时， 他家住关渡， 家里有一片
山，种柑橘和花生。 我不太清楚这
是他父亲自己的，还是租人家的。
他经常找同学去采橘子， 也经常
拿花生给同学分享。 每逢台湾神
社（今 圆 山 饭 店）的 祭 典 参 拜 ， 清
晨四点多，我们就要去学校集合；

部废止。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
发，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
略中国的战争， 台湾军司令部随
即发表强硬声明， 并对台湾民众
发出警告，禁止所谓“非国民之言

十二届（一九三三年四月入学）的部
分台湾学生， 在太平町国昌食堂组
织秘密结社
“列星会”，目的是“依革
命手段将台湾脱离日本帝国统治之
下，排除日本于台湾的统治权，变革

的。其后，李沛霖和杨友川与日籍铁
道部见习工斗殴。十月三日，日本特
高因为侦查此事件， 发觉台北二中
一部分台湾学生秘密组织了以“台
湾脱离日本， 复归中国” 为目标的

汉情急的抗日事件， 也就是人们所
说的“
台北二中红毛巾事件”（因为
他们在惩罚日本学生时都把绣有

他都会在港町（今台北西宁北路）
的我家过夜。 在我的印象中，他是
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我从没想到，
他的内心竟然燃烧着那么强烈的
民族情感与社会关怀的火。

动”。 八月十五日，台湾军司令部
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 与此同
时，殖民当局又强迫推行所谓“国
语普及运动”（编按：此“国语”指日
语）， 并且粗暴地限制或禁止民间

日本国体”。 同时决议
“排斥日人为
当前的方针，且为训练斗志武力，要
常与日人打架”；定期在每个月月底
集会；对外广求会员。
三月间，台湾资产阶级民族改

“列星会”，并正准备扩大组织为“中
国急进青年党”， 于是封锁新闻，循
线检举关系人， 并将李沛霖等四人
以
“首谋者”起诉。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九日， 预审

“北二中”的红毛巾挂在腰间），无疑
给李苍降以及我们这些后来进入台
北二中的台湾学生， 上了反日爱国
的第一课。经此反日事件的教训，在
民族纯血的脉动下， 我们这些热血

李苍炯：我听说，有一次，二中
校长批评二中学生， 说他们没有一
中学生活泼。 苍降大哥就毫不畏惧
地站起来反驳， 说我们是被压迫的
民族，当然没有一中学生开朗。

四 ○ 年，我考进台北二中（第十九
届），是李苍降的学弟。就我所知，日
本殖民当局公布的台北二中学生思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
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
爆发。 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四
二年，一月一日，中、英、美、
苏、荷等二十六国在华盛顿签
署共同作战宣言；四月，台湾
殖民当局实施陆军特别志愿
兵制度，第一次征召台湾志愿

校园内安置了大量的人员，着
手调查、搜集台湾学生反日运
动的计划内容与证据，企图加
以镇压。 四月十五日起，连续
三天，宪兵队突然在北部地区
展开大逮捕。 李苍降和雷灿
南，台北帝大医学部学生蔡忠
恕、郭 琮，台北工业学校刚
毕业的刘英昌与唐志堂，女医
师谢娥，以及台北二中的陈炳
基、郭宗清、黄雨生等数不胜
数的反日青年学生被捕入狱。
结果，雷灿南和蔡忠恕不幸先
后死于狱中。
许训亭：我个人不涉政治，
可我记得， 像苍降那样热血的
二中同期同学， 还有死于日帝
监狱中的雷灿南， 与五十年代
死于马场町刑场的林如 。
叶铭聪：我是雷灿南的妹
婿。 雷灿南的父亲是在台湾经
商的福州人，也是光复前极少
数保留中国籍的人；母亲是台
湾人，第三高女毕业后在沪尾
（今淡水）山顶的小基隆（今三
芝）担任公学校教员，曾经教
过李登辉的父亲李金龙。 雷灿
南先就读淡水公学校，然后转
学台北市日新公学校； 毕业
后，又考进台北二中。 台北二
中毕业后，雷灿南按照既定目
标考进台北高等商业学校，准
备日后渡海回大陆，从事抗日
活动。
下转

E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