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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文热心 邓明
通讯员 彭广业 骆国平

8月下旬， 记者沿省道1818线出桂阳县
城，过仁义镇不远，被路边一座将军亭吸引了
目光。人们告诉我，往东5公里处就是刘放吾
将军故居。

刘放吾，就是2009年热播的电视剧《我的
团长我的团》里头“炮灰团”团长龙文章原型
之一。

这是一座四栋三间二层青砖黛瓦小楼。
大门上方挂有“刘放吾将军故居”的牌匾，神
堂上方挂着刘放吾的戎装照。除此之外，这房
子实在不像个“将军第”。

据村民说，这房子建于上世纪40年代，是
刘放吾当团长时寄钱回来让弟弟帮助修建
的，不为光耀门第，只为表示根在这里。

刘放吾戎马半生，后辈子趋于平淡，只挂
了个少将参谋闲职，1949年去台后随着老长
官孙立人的倒霉， 更是沦落到卖煤营生的地
步，最后也就在海峡彼岸告别人世，未能住过
这所房子。不过，他给儿子留下话，一定要回
桂阳看看这所房子。果然，他的儿子伟民三次
来到这里探亲，最近一次是今年7月中旬。

按现在的话说，刘放吾是个“不会运作”

的人。 他的戎马生涯中有着让世界注目的时
刻———解救出被围困在缅甸仁安羌的7000多
英军，可历史功勋并没有为他换取生活实惠。

好在历史终有还原的一天。 这个作战过
程，被艺术家演绎成“炮灰团”团长率部以“极
其惨烈的方法”攻克日军坚强堡垒南天门。虽
然，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为艺术作品，
围绕主题进行了细节虚构， 把人物塑造得性
格鲜明， 但其历史背景、 历史事实却是真实
的。

刘放吾率部曾在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
“真实版”的《我的团长我的团》。其所以“炮灰
团”团长原型之一定在刘放吾身上，就因为他
的身上表现出了“历史真实度与深刻的历史
存在感”。

历史背景就是上世纪40年代初的滇西。
这里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 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日军进军东南亚。

1942年2月， 日本陆军4个师团如狂飙般
突进缅甸———英国在印支半岛上最后一块殖
民地。 英军在毫无情报准备和防御部署的情
况下， 只能眼看着米字旗被日军狠狠地踩在
战靴之下。

惨败让英国军队丧失了坚守缅甸的意
志。但缅甸沦陷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动用了
20万人修筑起来的滇缅公路被拦腰斩断，意
味着盟国的石油、钢铁、武器、药品失去了运
往中国的最后一条通道，意味着3个月后中国
抗日军队可能弹尽粮绝， 意味着中国抗战的
后方———大西南将直接暴露在日军的锋镝之
下。

于是，10万中国远征军挥师入缅作战。但
日军速度很快，3月8日仰光沦陷， 接着3天向
北狂追300公里，将战线推到缅甸中部。

1942年4月，25万中英部队集结缅甸中部
重镇曼德勒，准备与日军主力决战。然而，中
英联合作战方案并未付诸实施。 特别是在14
日，英军第一师竟单独撤离阵地，向仁安羌油
田撤退。日军33师团趁势紧逼，一个3000人的
联队突破英军防线，隐秘地绕到英军后方，将
英军包围。紧急求援，英军把最后的生存希望
寄托在中国军队孙立人师长所率的新编38
师。

接到救援任务后， 孙立人立即命令刘放
吾率113团驰赴仁安羌。

刘放吾时年34岁，18岁考入中央军事政
治军校第六期步兵科，21岁担任军校教导队
学生队排长，24岁即参加“一·二八” 上海抗
战，与日军首度交手。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一
直追随长官孙立人。 此时， 他身为新编38师
113团上校团长。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刘放吾后来回忆这
场战事时写道：“当时我们面对的是战斗力很
强、 配备也很精良的日军33师团……他们不
但有战车和大炮， 还有一队飞机。18日凌晨，
我的部队在协同作战的英军战车及配属炮兵
的掩护下， 向滨河北岸的日军采取两翼包围
态势，开始攻击。这样一来，日军包围了英军，
我军包围了日军，日军腹背受敌，形势不利，
但仍恃其精良配备，负隅顽抗，同时以巨炮及
飞机向我军阵地猛烈轰射。我军以昂扬战志，
必胜信念以及炽热活力，除施以两面夹击外，
并向敌正面反复冲杀，直到午后4时，敌军伤
亡惨重，放弃阵地，纷纷涉水逃窜（至滨河南
岸）。”

19日拂晓， 孙立人下令113团渡河攻敌，
解救英军第一师。刘放吾率部渡河后，猛攻33
师团。日军全力反扑，南岸阵地三次易手，油
田上遍地尸丘。日军自知遇到了强劲的对手，
更担心被中英部队联手吃掉，于下午5时全部
撤出战斗。这一仗，刘放吾和他的800弟兄毙
敌1200人，而他的团也损失了一半人马。

刘放吾以1个团的兵力抗击日军1万余
人， 迫敌弃尸向马圭逃窜。113团不仅救出了
英军7000多人， 还救出了被日军俘去的美籍

记者和传教士500余人。他们获救后情不自禁
地高呼“中国军队万岁”。

史家评论，仁安羌解围战是“二战”中中
国军队在异域御敌首次取得辉煌战果的一次
战役，并作为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
装备之敌的光辉战例而载入史册。

刘放吾在仁安羌大捷后， 随部队到达印
度，并由孙立人保送到陆军大学第七期受训。

如果说，刘放吾打仗有勇有谋的话，那么
对于“经济”之事却显得办法不多。1943年7月
18日， 他在给孙立人的信中写道：“现职家有
七旬余老母在堂， 素乏奉养……下有妻儿数
口，大者尚不盈十岁，正在求学之中，小者犹
在怀抱，嗷嗷待哺，年来全赖几斗军米勉强维
持生命以度活……际此困难严重物价高涨数
百倍之日， 全家大小惟有束手待毙而已。”他
虽曾数次向军方求助，竟无雪中送炭之人。

抗战胜利后，他的生活过得仍然艰难。虽
然升为少将，可职务却是参谋，闲职一份，薪
水甚少。屋漏偏遭连夜雨。去台湾后，孙立人
因为所谓“兵谏”一案而下狱，作为孙的老部
下刘放吾也受到了冷遇、排挤和打击，连一枚
应得的奖章也迟迟到不了他的手中， 留在身
边的，只是一纸发黄的奖章执照而已。仁安羌
解围战这段历史因为“涉孙”，故只提解救之
事，却不提师长、团长的名字。在大陆，就连当
年的远征军总司令杜聿明， 也记错了解救仁

安羌英军团长的名字。
刘放吾性情敦厚，淡泊名利，沉默寡言，

也从来不提“当年勇”。他靠卖煤球维持生存、
养家糊口，后来在好心人的指点下，转做油气
生意，才彻底解脱生活窘境。在公众视野中消
失，刘放吾和他的战功被人们淡忘了。如此，
也就让骗子钻了空子， 国民党军队里一个姓
林的，把自己打扮成当年的113团团长，而且
骗取了1942年的英军炮兵团长、 后任驻香港
司令菲士廷的信任。 直至1963年8月东窗事
发，姓林的在香港被捕才真相大白。

刘放吾在台湾就过着这种平淡的日子。
直到有一天， 刘放吾在看过电影《最长的一
日》后闷坐家中，眼里挂着泪花。儿子伟民问
起，刘放吾这才讲起了心里的委屈。伟民还发
现，父亲在1986年8月6日的美国华文《世界日
报》上发表的《仁安羌痛歼日寇记》旁边，批注
了“杜撰”两个字。再之后，伟民在父亲的战地
日记里看到了真正的“仁安羌痛歼日寇记”。
重现那一幕真实的历史，当事者最权威。

刘放吾和他的战功又被人们提起。在“二
战”胜利50周年的时候，美国前总统老布什向
刘放吾致信说：“很高兴获悉在二次大战中您
领导中国远征军113团的英雄事迹……感谢
您解救500名美国人和数千英军……”英国前
首相撒切尔夫人在1992年4月，还专程来到美
国芝加哥会见时年93岁的刘放吾， 感谢他当
年解救了大批英军。美国加州州长皮特·威尔
逊则致信刘放吾：“您证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
英雄。”

在大陆， 许多媒体先后推出刘放吾的专
题节目， 国防大学出版社将刘放吾的事迹编
入《中国抗日战争60位著名人物》一书中。而
《我的团长我的团》同样是一种对刘放吾的纪
念。刘放吾是仁安羌大捷的英雄，是世界的公
认。

作为生命中最闪耀的时刻， 刘放吾从来
没有忘怀，1995年去世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就
是：“这一仗打得真过瘾！”

“我的团长”刘放吾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与刘放吾在一起。 （本文照片均为资料照片）

小青屋，留在大陆的念头

刘放吾骑马照。

仁安羌，谁拯救被围英军

刘放吾，救出七千英国兵

在台湾，英雄团长卖煤球

最后话：“这一仗打得真过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