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11月《僑協雜誌》143期 2013年11月《僑協雜誌》143期

32 33

遠征軍在昆明
讀《沈昌煥1946年日記》有感

今年10月12日，國史館發表前總統

府秘書長沈昌煥1946年日記，多處提及

馬歇爾將軍（Gen. George C. Marshall）
來華調停國共內戰事，極其珍貴。

中國遠征軍昆明辦事處

研究近代史無不重視1946至1949年
的中國。國民黨政府雖贏得抗戰，局勢

卻迅速逆轉，最後撤退台灣，中共控制

整個中國大陸。其間變化之速，因素固

多，然戰時「中緬印戰區（China Burma 
India Theater，簡稱CBI）」參謀長史迪

威將軍 （Gen. Joseph W. Stilwell）恐難

卸其責。他對中國的誤解與偏見，影響

▓劉本炎

馬歇爾的對華態度，亦影響美國輿論，

最後肇致中國劇變，美國也飽嚐苦果。

筆者父親劉廣濟（字璞珩）將軍，

曾於民國32年3月史迪威時代，調任遠征

軍昆明辦事處主任，負責與美軍駐昆明

司令部聯絡協調、整訓部隊。33年9月我

軍攻克松山天險，收復惠通橋，緬甸局

勢穩定，乃改調第一戰區參謀長。

「珍珠港事變」後，英、美向日

本宣戰，中國成為同盟國一員。蔣委員

長考慮日軍必然進攻緬甸以奪取中南半

島，而內地唯一陸路運補通道滇緬公路

即受威脅，乃於30年12月23日與英國簽

訂《中英共同防禦滇緬公路協定》，而

同盟國也規劃「中緬印戰區」以協同作

戰，由蔣委員長擔任戰區總司令，美國

派馬歇爾愛將史迪威擔任參謀長，兼任

駐華美軍司令、美國總統特使。

既然要奔赴緬甸作戰，中國於31年

3月在雲南楚雄設置「中國遠征軍司令長

官部」，下轄第5軍、第6軍、第66軍。

民國32年春，日軍進攻行動愈發緊迫，

遠征軍作用也愈加重要，3月間，委員長

命令陳誠擔任遠征軍司令長官。

沈昌煥滿面春風令人可親

遠征軍司令部雖然設在楚雄，但在

楚雄東方約120公里外的昆明，地位卻

更形重要。昆明交通便利，是飛越駝峰

的航線終點，「飛虎隊」駐紮在附近巫

家壩機場，來華作戰的美軍都在昆明整

補，經常有一萬多人，反攻緬甸時，甚

至還多達四萬人，蔣委員長認為有必要

在昆明設置辦事處。

父親一生戎馬，根本不曾和洋人打

交道，也不會英文，如何擔任這辦事處

主任？蔣委員長乃派沈昌煥來昆明。

父親和沈昌煥共事非常愉快，兩人

也成為好友，在子侄輩中，只有我喊他

「沈叔叔」。

我的長輩們多是軍人，往往不苟言

笑，相當嚴肅，望之可畏，只有「沈叔

叔」滿面春風，令人可親。這印象，由

小到大，從未改變。

李登輝時代，「沈叔叔」在國民黨

中常會發言惹惱李登輝，就叫文工會發

通稿到各報，內容極具指責性，前所未

見，我那時在《中央日報》擔任主筆，

看到這篇新聞稿，立刻打電話報告「沈

叔叔」，他只是笑一笑，什麼都沒說。

後來他不擔任總統府秘書長，比較

空閒，我去看他，也和朋友們一起為他

打抱不平，但他都仍然笑一笑，不說什

麼，臉上也從不見不滿或憤慨的樣子。

我覺得所謂古賢相風骨，也就如此吧！

比之當今官場，相差豈可以道里計。

和美國人打交道就是要忍

有一點他很堅持。我記者出身，當

然想打聽蔣經國晚年的政情，但他從來

不講，怎樣磨都不講。

我也問過當年跟沈秘書長在總統

府工作的人，都說蔣經國晚年非常信任

沈秘書長，常說：「這件事秘書長看過

沒有？看過就辦吧！」這也讓他壓力極

大，往往一件總統批可的重要公文，他

還一看再看，生怕有什麼不周延，這可

見他的為人。臉上雖然常掛微笑，但卻

認真負責，謹守本分，絕無因權力在握

而踰距，這是他最了不起的一點。

在新書發表會上，有人說，這本書

只記1946年的事，會不會過兩年又拿出

另一本日記？我看是不會。他能保留下

1946年的日記已經很不簡單了，還得要

感謝他的哲嗣沈大川將之公布。

在昆明的這一年半，父親曾說，陳

誠交代他四個字：「忍辱為國」，可見

當時和美國人打交道有多困難。父親曾

說，不忍怎麼行？連委員長都得忍。那

時美國人有權無責，中國人有責無權，

不能不聽他的話，可也不能全聽他的

話。又說：「陳辭公為何在任內胃疾復

發？就是被史迪威氣病的。」

陳誠字辭修，是父親保定軍校八期

▲中緬印戰區臂章。

▲滇緬公路向重慶方向延伸的一段，稱為
24道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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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兩人交情很深。雖然父親從來沒

說過陳誠為何找他這個從來沒和美國人

打過交道的老兵，來幹涉外的辦事處主

任，但我猜測，可能當局要找一個夠資

歷、幹練又信得過的將軍駐昆明，不會

受美國人欺壓，也不會被收買。

抗戰時期土匪出沒農村

父親初抵昆明赴任時，母親還住

在湖南沅陵，由沅陵到昆明，路上不平

靜，土匪出沒，公路也很艱險，父親雖

想要接眷，自己走不開，也不願意麻煩

朋友代勞。

到了32年9月，來了一個機會。父

親擔任第26師師長，贏得「上高大捷」

時，師裡有一位少校作戰參謀，非常能

幹，也非常牢靠，就是後來做到陸軍總

司令的于豪章。他剛自重慶陸軍大學18
期畢業，奉調遠征軍長官處，父親就託

他到沅陵接母親同來昆明赴任。

母親回憶這段經過時說，由沅陵

先到貴陽，再沿滇黔公路走，坐一輛軍

用卡車，公路忽高忽低，盤旋在深谷高

山間，非常凶險。有一段路，土著稱為

「吊絲崖」，車行到那裏時，剛吃完午

飯，天下大雨，于豪章叫司機停車，等

到入夜，雨停了，又等了半天，太陽把

路曬乾才開車。也幸好等到中午。天一

亮前面有三輛車就開上去了，其中兩輛

都摔落山谷，只看到車輪朝天。

經過黃果樹大瀑布時，于豪章突然

叫母親閉眼不要往外看，可是已經來不

及了，路邊就擺有好幾顆人頭，而且鮮

血淋漓，顯見才發生不久。就這樣一路

擔心，經過七天，才到達昆明。

抗戰那時已經六年，國弱民衰，地

方上居然還有土匪殺人越貨，可見那時

中國農村的不平靜。

戰時昆明蒼蠅多

戰時昆明很落後，母親常說，昆

明氣候好，只是沒什麼好房子，大家借

住農家，沒有廚房，沒有廁所，到處都

是大頭蒼蠅，美國人弄來很多DDT，

常叫衛生兵來噴，雖然很臭卻可以清靜

幾天。她還說：「黎蘭（沈夫人）那麼

一位嬌滴滴的美人，又要上班，又要顧

家，能吃得了昆明的苦，可真不容易，

昌煥有這樣的太太，真是福氣。」

軍方的人好像習慣這樣稱呼別人的

太太，父親的朋友也都連名帶姓叫我母

親劉超南。但是對於男士卻習慣稱字或

號，而不直接喊姓名，除非沒有字號。

以現今角度看，這也算是性別歧視吧！

在昆明時，父母親和「沈叔叔」是

鄰居，也是好友，在《沈昌煥1946年日

記》的姓名錄中，還記有父親在北平的

地址。那時，父親已調升鐵路軍運指揮

官，指揮部設在北平。

史迪威首戰失利搞失蹤

民國31至33年間，史迪威在我國擔

任蔣委員長的盟軍參謀長。此人非常傲

慢自大，器量又狹窄，對中國人或有種

族歧視，其個性之尖酸刻薄，亦早有定

評。他和直屬上官蔣委員長不和，不僅

抗命，竟然還著墨在蔣委員長的頭部，

叫他「花生米（peanuts）」。

在父親擔任遠征軍昆明辦事處主任

之前，史迪威才吃過極慘的敗仗。

民國31年4月，蔣委員長將國軍精銳

▲滇緬公路旁隨處可見的抗戰海報。

▲駐昆明美空軍與防衛機場的中國少年兵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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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遠征軍交給他指揮，這也是坐辦公桌

出身的史迪威，平生第一次指揮大兵團

作戰。

當時緬甸駐有英國人，但英軍並

無意固守，希望盟軍出兵緬甸，以掩護

他們順利撤退到印度，這當然不符合中

國要維護滇緬公路暢通的戰略目標。蔣

委員長看出英軍的動向，乃命令史迪威

不要輕舉妄動，以保衛曼德勒為做戰目

標。

蔣委員長根據長期抗戰的經驗，深

知日軍作戰能力極強，於是又很鄭重的

告訴史迪威，要防禦一個日本師團，至

少需要中國三個師。史迪威沒聽進去，

誤會中國軍隊畏戰。蔣委員長並不放心

史迪威，日記中有「誠無作戰經驗，徒

尚情感，不顧基本與原則，此英美戰略

所以屢戰屢敗也。」等語，但為顧全大

局，還是對他容忍。

果然，史迪威入緬作戰大敗，傷亡

二萬餘人。他沒有報告蔣委員長卻電告

馬歇爾，就匆匆撤往印度，直到他在英

波爾（Imphal）召開記者會，坦承作戰

失敗，重慶這才知道這位戰地指揮官跑

去哪了。

史學家梁敬錞質問：「史迪威決定

離緬入印之日，能有餘暇電告遠在美國

的馬歇爾，而未能請示在重慶之直接上

級長官，是何解說？」

「飛虎隊」指揮官陳納德將軍也

說：「如果他是一名連長或營長，他只

需對其直接指揮的部隊負責，這種行為

確實值得稱道；可是作為身負重任的亞

洲美軍指揮官和中國戰區參謀長，他

擅自離開部隊三個星期音信皆無的行

為，則是一種令人震驚的無知和不負責

任。」

陳誠在昆明時間比在司令部多

遠征軍昆明辦事處專事協調中國

軍隊和盟軍，主要是美軍之間的作戰事

宜，在這個節骨眼上，美軍有那樣跋扈

的長官，其在華之姿態亦可想見。父親

之在昆明和美軍周旋，難度自然極大。

可惜我出生晚，不能見證那一段

歷史，而且我成年後，父親也極少談他

過去。記憶最深刻的是讀小學時，有一

晚父母親在燒一些筆記本，問是怎麼回

事，他們說小孩子不要多問。

後來回憶，那段時候正在偵辦孫

立人案，父親在昆明時，和孫立人將軍

關係很好，他很可能把當時的資料都燒

了。父親過世後，我在他的遺物中，完

全找不到任何當時的書信、筆記、日

記，他留下來的，只有片段的話語還在

我的記憶中。

猶記得父親有一次和上官雲相將

軍在家吃飯飲酒，聊天。那時好像是我

在讀初中的時候。上官雲相來我家時，

都六十好幾了，仍然挺拔，服裝非常整

齊，留個小鬍子，很帥氣。

上官雲相和父親是保定軍校先後

期同學，曾任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

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和父親並肩作戰

過，兩人的私交也很好。

我那時還小，對歷史所知有限，

只知道他們在罵史迪威，說他吃了敗仗

後，不甘心，要復仇，把作戰物資和精

銳部隊都投入緬甸，結果導致其他地方

無兵可用。父親說，那時他壓力極大，

昆明的事，委員長極關心，直接下達

命令。陳誠是直屬上官，對辦事處很支

持，只要他留在雲南，來昆明的時間比

在楚雄還多。

「竇爾敦」與「Gen. Drink」
上官雲相還對我說：「委員長那時

常找你爸爸，有次來個電報，上面就四

字『即時來渝』，那就得立刻搭美國軍

機去。」母親就插嘴說，被叫去還真不

知道吉凶，等他回來才放心。至於去重

慶面見委員長有什麼事，就不知道了。

現在很後悔那時候為什麼不多問幾句。

蕭毅肅將軍是父親陸軍大學特二期

的同學，那時他擔任陳誠的參謀長，反

攻緬甸大獲全勝，就出自他的策劃。

民國32年11月，陳誠因胃病發作，

戰地不宜調養，乃請辭返回內地，由第

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接任。此人行伍

出身，會打仗，但屬於老式軍人，尤其

身邊一些跟來的幕僚，老氣橫秋，沒有

蕭毅肅的參謀作業和父親成功與美軍協

調，很難有輝煌戰果，蕭毅肅也因此役

被譽為中國第一參謀長。

蕭將軍人如其名，非常剛正嚴肅，

從來不笑，雖然他和父親交情很好，但

姐姐和我都很怕他。

我讀小學時，他來我家，一口四川

話，聽起來有點吃力。有回他和父親吃

飯時，聊到一個美國顧問團的竇將軍，

母親就笑著說：「那個竇爾敦啊！」蕭

將軍說：「很多事多虧他從中轉圜。

還好璞珩兄能喝酒，可以和他伙在一

起。」我聽得莫名其妙，什麼竇爾敦？

還黃天霸呢？姐姐問父親，才知道是說

史迪威的副手竇爾准將（Brigadier Gen. 
Frank Dorn）。中國人講不清他的名字，

乾脆喊他竇爾敦。那時他派駐昆明，是

美軍顧問團團長，原是上校，民國33年
在昆明升為准將。

此人會講中文，民國25年就在北平

擔任武官，可說中國通，而且他在讀西

點軍校前，還讀過舊金山藝術學院，父

親說他很有中國儒將的調調。

做過第26集團軍總司令的宋肯堂

（繩武）將軍，也是父親保定軍校的老

同學，來台後退伍，在新竹養雞，寂寞

了就拎幾隻雞往台北跑，只要他來我

家，就知道今晚有雞吃了。

他愛喝高粱，酒量很好，一皺眉就

乾一杯。有回他對我說：「我酒量哪趕

得上你爸？在昆明，美國人喊他  Gen. 
Drink。跟美國人打交道，不喝酒不成，

你爸爸跟竇爾敦，還有其他美國人，晚

上經常就一人一瓶威士忌，喝光了去睡

覺，多少大事，就是這樣談妥的。」還

說：「這種事，陳辭修不會幹，他找你

爸去昆明是對的。」

中國軍方的舊習氣

李雲漢教授認為史迪威在華所犯的

八點錯誤中，有一點就是力主將中國精

銳部隊投入緬甸戰場，而招致東戰場之

失利。他的看法非常精準。父親就在這

夾縫中，調離昆明前往原第一戰區擔任

▲駐昆明美軍顧問團團長竇爾敦准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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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謀長。他雖然很少和我談當年，但是

偶而會發發牢騷，說他去那裡，是軍方

派系角力下的安排，根本無法做事。

父親朋友中，蕭毅肅應該最了解這

事，但到我想問他時，他已經走了，只

好去問于豪章；他曾隨父親赴任，擔任

第二處處長。

民國63年12月27日，于豪章在接任

參謀總長前夕，直升機不幸墜機，傷及

脊椎，不能行走，一生戎馬，就在前途

燦爛之際，突遭橫禍，困頓在家，真是

情何以堪。

每隔個把月我總會去探望他，有天

他午睡起來，一邊餵花園中的鳥，一邊

就和我聊起父親調職一戰區的事來。

抗戰打到中期時，中國戰場上很明

顯的出現三個具有實力的戰區司令官，

其中最強的是三戰區的陳誠，擁有六個

集團軍，轄區為江西、湖北、湖南。其

次是八戰區的胡宗南，擁有三個集團

軍，轄區為西北的陝西、甘肅、寧夏、

綏遠。第三是一戰區的湯恩伯，擁有三

個集團軍，轄區為河南、湖北北部。

當史迪威把中國的精銳集中於遠征

軍，開始反攻緬甸，而日本就在河南集

結大部隊，發動「河南會戰」，湯恩伯

部主力盡失，潰不成軍，敗退至湖北、

四川邊界，震驚重慶，幾乎動搖國本。

蔣委員長立刻指派陳誠馳援，並整頓湯

恩伯殘部。

湯、陳二人不合，湯的力量瓦解

後，不得不依附陳，又怕陳不信任他，

所以主動輸誠，請陳誠派人來一戰區做

參謀長，父親就在這種情況下去了湯

部，當然處處掣肘。

魏德邁建議車輛靠右行駛

到了民國33年秋天，蔣委員長無

法繼續容忍史迪威的專斷，決意電請羅

斯福總統召回史迪威，甚至不惜退出同

盟國，單獨抗日。羅斯福在這年10月19
日，下令調離史迪威，由魏德邁將軍接

任，可惜，時不我予，亦難挽狂爛

魏德邁作風完全不同，他了解中

國。他在回憶錄說：「蔣一直是四面作

戰：對抗日本；對抗以中共為代表的蘇

俄；對抗以前軍閥或半獨立省份文武官

員所代表的離心勢力；對抗『西方帝國

主義者』，尤其是英國。」又說：「美

國人以為只要蔣介石下一道命令，它就

會被執行。我則體認到委員長不僅不是

一個獨裁者，事實上只是一個鬆散聯合

政府的首領，有時會在獲取其屬下服從

一事上，遭遇極大的困難。」

魏德邁對中國貢獻很多，譬如整編

國軍兵力與建立後勤補給中心等，學者

多有論著，不再贅述，但是比較少有人

知道的是，現在大家行車靠右，也是出

自他的建議。

前財政廳長任顯群曾任遠征軍交通

處長，也是父親的好友。他們家的家務

事很多都來尋求母親為他們調解，譬如

顧正秋事，元配章昀茜是天主教徒，堅

不離婚。又如他三弟任星崖由日本回國

居住，卻和他不合，要脫離兄弟關係。

再如他四弟夫婦因為實驗室爆炸起火，

雙雙殉職，遺留一對子女的撫養問題等

等，因此他是我家常客，但從未聽他聊

時務，除了家務，就是談往事。

他說魏德邁最功德無量的，就是建

議蔣委員長車輛靠右行駛，大大減少車

禍。魏德邁來華不久就發現中國車禍頻

繁，因為過去習慣車輛靠左行駛，而抗

戰時中國的汽車十之八九都是美製，駕

駛座在左方，如果靠左行駛，駕駛人視

角受限，易出車禍。

任顯群說，此議一出，英國人就緊

張了，好幾個汽車商成天纏他，最後委

員長採納了，抗戰勝利後，國府就頒發

命令，車輛一律靠右。

史迪威公路名稱難服眾

由於昆明也是中美空軍駐紮重鎮，

父親雖是陸軍，也認識不少空軍的朋

友，除了「王老虎」王叔銘外，還有孫

桐崗。

孫桐崗有兄弟四人，他排行老四，

是中國空軍先驅。早在民國17年，他就

由馮玉祥送往德國學習飛行，五年後學

成，在畢業後的第二天，也就是1933年6
月26日，他駕駛一架德國克林姆-32木質

小型運動機啟程飛回中國。

這架飛機是他留學期間省吃儉用

攢下兩萬銀元買來的，只能短途飛行，

孫桐崗加以精心改造，讓它可以增加航

程，但是仍很簡陋。

他途經歐亞15個國家，在7月20日飛

回中國，總共飛行135小時，航程14450
公里，超過林白，期間當然艱辛危險。

他的壯舉，為中國創造了單人駕機跨越

歐亞大陸的世界紀錄。

孫桐崗很受陳納德將軍的器重。

1942年秋，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到達雲南

昆明後，希望與中國空軍會師雲南東部

的沾益縣，共同攻擊越南的日軍基地。

那幾天陰雨綿綿，飛行困難，當時孫桐

崗奉命帶隊試飛，他順利完成任務，全

隊113架飛機均到達沾益。

《沈昌煥1946年日記》178頁註4：
孫桐崗「曾任第三集團軍司令兼第十二

軍軍長等職務」一節有誤，那是他二哥

孫桐萱，他從未脫離空軍。

孫桐崗最膾炙人口的是34年8月26
日，他以南京地區空軍司令身分，率先

飛到南京明故宮機場，隨身帶去一面國

旗，舉行升旗典禮。南京淪陷八年後第

一次升國旗，令圍觀者淚流滿面。

空軍出身的《中央日報》軍事記者

劉毅夫，曾隨機前往，對這一段有生動

描述。目前這面國旗尚珍藏在軍史館。

母親曾說，做空軍眷屬是很難的，

孫桐崗的太太那時留有一頭長髮，每到

孫桐崗出任務，就習慣性的拿把梳子梳

頭髮，直到獲悉他平安降落，往往一梳

就好幾個小時，不知道梳斷多少根髮

絲，梳斷多少把梳子。

孫桐崗他們空軍對史迪威也很有

意見，記得母親有回帶我去他們家玩，

聊起當年在昆明的事，孫桐崗突然很大

聲的說，什麼史迪威公路？憑什麼把我

們苦戰修築的中印公路取他的名字？其

實，不僅孫桐崗有此想，父親的朋友，

幾乎都如此，提到那條公路，不是叫雷

多公路，就是中印公路，從不說「史迪

威公路」。

中印公路於民國34年1月竣工，起點

自印度阿薩姆邦雷多鎮，經緬甸抵達昆

明，全長2,125公里，相信蔣委員長也不

願意把這條路喚作「史迪威公路」，但

為了大局，還是忍別人所不能忍。我國

贏得抗戰，絕非倖致。（作者為本會會

員，前《中央日報》總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