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3月《僑協雜誌》145期 2014年3月《僑協雜誌》145期

42 43

上將，就是二級上將，大家都聊得很高

興。喝完之後，白崇禧付賬，卻把坐在

不遠處的另外兩桌人的賬也付了。

後來，我認識了這兩桌人中的一

位，他對白崇禧欽佩得五體投地說：

「你們廣西那個白老頭子，真是厲害。

那天，幾十桌客人就是我們這兩桌是

有任務的。白某眼睛一掃，就能看破機

關，小諸葛真是小諸葛。」我聽了這個

故事後，有一天問白將軍記不記得有這

回事？他說記得。我再問「您為什麼要

替這些人付賬？」老將軍說：「他們跟

蹤我也很辛苦，這個客我應該請。」

又有一次，白將軍要他的司機老

秦開車出去轉轉。車開了不久，白將軍

命老秦將車在路邊停下，老秦不知有什

麼事，白將軍對他指了指後面不遠說：

「你看後面那輛吉普車拋錨了，你去跟

那些人說，不要著急，慢慢修車，白上

將停車等著，車修好了一起走。」老秦

照著白將軍的意思，去跟那輛吉普車上

的人說了。那些人大吃一驚，也非常尷

尬連聲對老秦說：「佩服！佩服！」

匪諜吳石案連累

白將軍堅信這種小動作，不是出自

老總統的授意，而是下面的某些人自作

主張搞出來的。他去世之後，我聽到的

一些訊息，證明他這個判斷正確。

民國39年，國防部保密局分別破獲

了吳石匪諜案和陳寶倉匪諜案。吳石是

當時的國防部參謀本部中將作戰次長，

陳寶倉是現役陸軍中將，這兩個人在對

日抗戰時都在第四戰區任職，吳是參謀

長，陳是副參謀長，第四戰區的轄境主

要是廣西，白將軍當時是軍事委員會委

員長桂林行營主任，第四戰區是他指揮

下的作戰單位之一，所以與吳石、陳寶

倉都打過些交道。

吳石是留日的，文筆也還可以，

白將軍在抗戰勝利後，就任首任國防部

長，把吳石找去做了國防部史政局長。

吳石後來在調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

任時，淪落成了匪諜，並把他早年的副

手陳寶倉也拉了下水。來到台灣之後，

他們都積極為老共效命，老共要他們提

供在台灣可以爭取的對象，吳、陳不約

而同的列了白崇禧將軍，吳另外還提了

他在福州綏靖公署任職時的長官朱紹

良。

吳、陳在被捕後，為了保命，把這

些情況都招了出來。保密局就是根據這

個資料監控白將軍的，只是白將軍一直

到逝世，也不知道這個由來。

最瞧不起張治中

白將軍對我說過許多他的長官、朋

友、同事、部屬的故事，他特別強調，

全國軍人只有蔣介石、何應欽兩位他沒

指揮過，其他都直接、間接做過他的部

下。他記得很多人有為有守、公忠體國

的故事，說到這些人時，總有所稱頌，

這是非常難能的襟懷，一般人多只記得

別人的短處，或對不起自己的地方，即

使記得長處，也不容易拿出來稱道。

他對著我切齒批評，幾乎認為一無

是處的人，只有一個，那就是張治中。

張治中是白將軍保定軍校的同期

同學，但在校時並不相熟。他們第一次

共事，是在北伐軍總司令部。白是參謀

長，張是副處長，雖然都是帶著一個

「長」字，地位是差得很遠的。

「戰神」禮讚

白崇禧晚年的一些故事
▓唐柱國

戰功彪炳

被敵國日本譽為「戰神」的名將

白崇禧，從中華民國14年到38年這段歷

史上，是動關天下的顯赫人物。他於32

歲，即被當時新就任的國民革命軍總司

令蔣介石敦請，出任總司令部參謀長。

在整個北伐戰事中，他除了參贊戎機之

外，並多次統率大軍，在前敵攻略，真

的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連北伐的最

後一場大戰，在開灤全殲張宗昌、禇玉

璞，都是他一手完成的。

民國38年，中華民國兵敗大陸，

白崇禧於戰至最後一兵一卒，來到台灣

隱居於台北市松江路，直到民國55年辭

世。這17年中，很少會見外客，多數時

間在讀書及反省過去數十年領軍從政的

得失。這段時間裡，與他聚談最多，也

蒙他深切教誨的廣西籍子弟，就是我。

僕人眼裡無英雄

西方的諺語中，有一條「僕人眼

裡無英雄」，意思是，任何英雄人物被

近距離觀察久了之後，他身上必定是有

潛在的非英雄素質暴露出來，而減低了

觀察者對他的尊敬。我看過一本有英國

最偉大首相之稱的邱吉爾傳記，其中有

一個小故事，邱翁的管家替他在浴缸中

放好水，讓他洗澡。邱老頭子進入浴

室後，不久突然連聲大喊「謀殺！謀

殺！」管家聞聲趕快帶領侍衛衝進浴

室，卻發現什麼事也沒有，只是因為浴

水稍微熱了一點，邱翁一足下去，被燙

了一下，但是管家從此以後，就對邱吉

爾另有看法，覺得邱首相這麼一點事就

大驚小叫，不就跟常人差不多嗎？有什

麼偉大的。

即使有這樣一個故事在我腦海裡，

我仍然覺得「僕人眼裡無英雄」這條名

箴對白崇禧不適用。我雖然不是他的僕

人，但對他老人家確有長時間、近距離

的觀察。我的結論是，這位老將軍確實

跳出了「僕人眼裡無英雄」的鐵律，

他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甚至比尋常

的英雄多出一個等級，應歸於智者或偉

人。跟他相處久了之後，我才領悟出，

什麼叫聰明，什麼叫智慧，什麼叫胸

襟，什麼叫氣度，什麼叫幽默，什麼叫

淵博，乃至什麼叫人性。

情治機關嚴密監視

白崇禧來台之後，長時間受到情

治機關嚴密的監視，他對這種事的應對

就是坦蕩或者說就是不當一回事。民國

四、五十年代，台北市中山北路跟南京

東路交口處，有一間場面很大的高檔咖

啡館「美而廉」。有一天，白崇禧在那

裡請他的幾個老朋友何應欽、顧祝同、

黃鎮球等喝咖啡，這幾個人不是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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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軍官一馬。那時是熱火朝天的作戰

時期，公然對最高統帥大不敬，怎麼處

分都不為過。但白將軍想到這個年輕人

受這樣大的羞辱，發句牢騷也是理所當

然，便沒有計較，他讓那個青年軍官走

出門去。

白將軍後來對筆者說，軍中的事

提起是千斤，放下只四兩。林彪當時的

命運是生死一線，想不到二十年後，果

然是他造反最力，居然從東北直打到華

南。我曾問白將軍：「如果當年你槍斃

了林彪，後來的局面會怎樣？」白將軍

說：「還是一樣，這是大勢。沒有林

彪，還會有張彪、李彪，林彪只是剛巧

趕上了那個機會。」

受李宗仁拖累際遇不順

白將軍晚年的不順際遇，可以說

是完全受李宗仁拖累的，但他在李宗仁

由瑞士到北京投共前，從來沒有正面批

評過李，只是有一次，他對我談到外界

傳說李宗仁競選副總統是受到他的鼓動

時，很激動地指著剛逝世不久的白夫人

遺像說：「我當著夫人的遺像，講李德

公（按：李宗仁字德鄰）從北平到南京

宣布參選副總統的意向前一天，我才收

到他的電報說要參選副總統。我馬上拿

了電報去報告蔣主席，主席要我勸他不

要來。因為兩人都是軍人，剛行憲，總

統和副總統都是軍人，國際觀瞻不好。

我奉命後，勸李的電報尚不及發，他人

便到了南京，怎麼能說是我教唆他參選

副總統呢？」

白將軍跟我講了這一段的時候，

韓國正發生軍事執政團內部變故，朴正

熙少將把領導他們完成軍事政變的張都

映上將趕下台，驅逐到美國去。我便問

▲徐悲鴻油畫「廣西三傑」，左起：白崇禧、李宗仁、黃旭初。

北伐中，汀泗橋一役，因為傷亡很

大，戰地草叢中都是血。停火後，總司

令和參謀長巡視戰場，兩人的長統靴上

都沾了許多血漬。

巡畢，總司令在汀泗橋火車站，召

集連長以上軍官訓話，軍官們按階級排

列肅立。參謀長站在總司令旁邊，面對

陣列，總司令一開始訓話，白參謀長就

看到站在第一排的張治中，頭朝下方，

一直扭動，這種動作在軍中是很忌諱

的，白向張瞄了一眼，示意他站好來。

不料，這時張突然上前數步，在總

司令面前單腿跪下，從口袋中掏出白手

帕，往總司令軍靴上細細擦拭，直到訓

話完畢才停下來。白將軍說：「後來軍

中罵人不要臉、拍馬屁，就說『這傢伙

是擦鞋的』。」典故就是由此而來。

北伐後期，張治中外放當了師長。

他的部隊在打徐州時，被敵人打散了，

按當時的革命軍律，部隊長是要處死

的。戰後第二天，總司令和參謀長乘火

車到徐州前線，所有在徐州的師長以上

高級將領到車站迎接，隊列的最後是一

個，用白布綁了的人跪在那裡，那人就

是張治中。

白將軍說，蔣總司令看了他那個樣

子，可能一時心軟，當場下條子「尚屬

知恥，記槍斃一次」。

這兩件事，讓白將軍一輩子瞧不起

張治中。

重慶宴請毛澤東

民國34年，毛澤東從延安到重慶與

政府談判，張治中是政府方面派出的主

要陪同人員。白將軍那時是軍事委員會

副參謀總長，在自己家裡宴請毛澤東一

行人，按說張治中是主要陪同人員，應

該邀同共餐，白將軍說：「我就是不請

這種人，不要讓他污了我家的門檻。」

白將軍請毛澤東吃飯那天，發生了

兩件他事前想不到的事。

第一件是，他當時只有十歲的四兒

子先忠，硬把他從餐桌上拉下來到客廳

門口，很緊張地問：「爸，那個就是毛

澤東呀！」白將軍回說是。白先忠很鄭

重地說：「你怎麼不去喊警察捉他。」

林彪說往事

第二件事是，毛澤東的隨員林彪忽

然說：「報告副總長，我們快二十年沒

有見面，你大概不認識我了。」白將軍

很訝異說：「我印象裡，我們沒有見過

面呀！」

林彪這時說了一個故事。北伐攻

克南昌之後，蔣總司令特別召見在這一

戰役中立了戰功的黃埔學生，大家列好

隊後，總司令和參謀長從室外走進來，

蔣總司令是最講究軍容的，一路巡視過

來，忽來看到一個個子特別小的軍官，

服裝不整，站著也顯得很沒精神，總司

令頓時很不高興對著那個軍官說：「你

出去！」

林彪說：「那個被轟出去的，就是

我。」他並說，當時他羞愧難當，一面

往外走，一面口中輕聲說著我們過二十

年再見。這時他見白參謀長回頭看了他

一眼，他覺得白參謀長一定聽到了他這

句含有恨意的牢騷話。說到這裡，林

彪站起來對白將軍打了個拱子，並鞠躬

說：「真謝謝副總長當時沒處分我。」

白將軍這時想起當年確實有這樣一

回事，他當時是有意放了那個小個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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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了李宗仁。李宗仁處置了楊騰輝之

後，覺得程思遠立了大功，便把他提拔

成自己的機要秘書。後來，又選他到義

大利留學，他就是這樣起來的。」

白將軍說到這裡，很感慨地說：

「我生平看不起賣主求榮的鼠輩，他能

賣第一個，當然就能賣第二個，我怎會

用這種人呢？後來李德公一直提拔他。

我雖然看在眼裡，只是覺得這樣一個小

角色，用不著我費口舌去說他什麼。他

就這樣一直跟在李宗仁身邊，成了李的

親信。」

白將軍對我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程思遠幫同中共引誘李宗仁由美國投奔

北京的事尚未發生。過了一、二年，程

思遠因誘回李宗仁有功，而被中共發表

為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副秘書長的事見了

報。白將軍知悉後，有一天對我說：

「你記得我對你講的程思遠的故事嗎？

他這不又把李宗仁這個『主』賣了。」

白將軍有十個兒女，他內心裡最喜

歡、看重的是他最小的兒子先敬。

「白七爺」聰明絕頂

先敬排行老七，為人極聰明而有

膽識，但是極頑皮。白將軍對他的判斷

是，將來不是大好，就是大壞。我前一

陣看大陸的電視劇「大宅門」，那主角

也叫「白七爺」，頑皮得驚天動地。我

一度懷疑那個「白七爺」是以這個「白

七爺」當原型創作的。

台北「白七爺」十幾歲就敢跟他

以聰明智慧而名滿天下的老太爺鬥智。

有一次他佈的一個局，白將軍竟然戳不

破。白將軍的性格是，愈是弄不清的東

西，愈要急著弄清楚，這時便施加很大

的壓力，要「白七爺」說清楚，究竟是

怎麼一回事？

「白七爺」便跟他父親談判：「不

處罰我，就講；處罰我，就不講。」白

將軍當場答應不處罰他，「白七爺」才

一五一十將他的局對父親解開。

白將軍聽了，果然信守言諾不予處

罰。事後，跟我說了一句：「老七這傢

伙真是聰明絕頂！」（作者為史學工作

者）

▲白崇禧與五子白先勇攝於1963年。
▼2013年3月10日，白先勇舉辦《父親與民

國》新書發表會。

白將軍：「當年在廣西，所有實權都在

你手上，而且大家都知道李德公無論那

方面都不及你，你為什麼不把他弄走，

而一直把他奉為頭頭呢？」白將軍說：

「我怎會做這種事？今天你捉起他，明

天我捉起你，這成什麼話？」

李宗仁過人之處

白將軍對我說，李宗仁這個人有他

過人之處。

第一是他天性孝順，當年在桂林

陸軍小學求學時，操課弄得學生精疲力

盡，每到星期天，大家都睡個懶覺，恢

復體力，只有李宗仁每到星期天起得特

別早，然後沿著桂林走40華里路回到兩

江的老家，因為李宗仁的母親星期天都

挑著一百多斤的大米出門到桂林賣，李

宗仁是趕到路上接母親的擔子，幫老太

太挑米到桂林。

第二是李宗仁的毅力驚人，他因為

生長在農村，在進陸軍小學之前，根本

沒見過單槓、雙槓之類的體育器具，所

以入學之後，每上體育課都被拿來出洋

相。他受了這種刺激，每天在同學睡了

之後，偷偷爬起來練器械，三年之後畢

業時，他居然是體操全能第一。

第三是他的平易近人是真誠的，

自然而不做作，他指揮台兒莊大戰時，

下面部隊大多數是原來馮玉祥的部下，

馮玉祥統兵嚴厲，下屬見了馮，像是老

鼠見了貓一樣。龐炳勛原是馮部重要將

領，曾被馮當眾罰跪。這時他以軍團長

的身分到了李宗仁麾下，李知道龐好吸

烟，在跟龐第一次見面個別談話時，特

別備好了烟，當龐受寵若驚地拿起烟

時，李更劃燃火柴湊了上去，把龐炳勛

感動得痛哭流涕，當場對李起重誓，以

死相報。後來，果然打仗打得精采。

白將軍說，凡是直接跟過李宗仁做

事的，差不多都有這樣的體驗。

程思遠相面露玄機

白將軍夫人馬珮璋女士，生前喜歡

看相，也確實看得很準。有一次，在聊

天時，我問白夫人：「跟隨白將軍的人

這樣多，妳看誰的相最壞？」白夫人毫

不猶豫一口說：「程思遠。」她背著相

面的口訣「腦後便見腮，此人何處來？

對面不見耳，問是誰家子？」她說這種

面相的人，心懷叵測。賣主求榮。

程思遠是名演員林黛的父親，做過

廣西綏靖公署政治部主任。當年在桂林

跟先父也是很熟的人，我叫他程叔叔。

白夫人講這一段時，白將軍也在旁邊，

於是我順口問白將軍：「程思遠既是這

樣一個人，你當年為什麼重用他呢？」

白將軍瞪了我一眼說：「我什麼時

候重用過他？」說完就很不高興地走開

去。他老人家瞪起眼睛時，非常威猛，

他這樣瞪我是唯一的一次，當天的話題

就此打住。

過了幾天，白將軍把我叫到他的

書房裡，叫我坐下，跟我說：「我講一

段程思遠的發跡史給你聽。北伐完成之

後，中央要削藩，跟所謂桂系的關係很

緊張，於是派人來策反廣西的基本部隊

第七軍軍長楊騰輝，楊受了重賄，承諾

『反水』，寫了一封決心書要交給來策

反的人。但楊的字寫得很難看，想找人

抄一下。程思遠那時在第七軍軍部當司

書，字寫得還可以，楊軍長便讓他抄，

程抄完後，暗中將底稿留下，找機會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