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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少为人知的万家岭大捷

万家岭大捷遗址墓碑。

金松 摄

中国军队与日军在长沙展开激烈巷战。

长官包括兵团司令薛岳也都亲临一线指挥。当
晚，106 师团全线崩溃，第 4 军突击队一度还冲到
了其司令部仅数百米处，
如不是黑夜中目标不清，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极有可能被俘。这时，冈村宁
次为拯救 106 师团的残兵败将而严令增援各部不
惜一切代价向万家岭一带靠拢。10 日后，日军三
个师团、三个支队分别从东面、背面杀奔而来。此
时，
鉴于基本歼灭 106 师团的目的已经达到，
薛岳
于 13 日晨果断命令全军撤出战斗。
万家岭大捷共歼灭 106 师团四个联队，仅司
令部千余人得以逃脱，这是抗战以来歼敌人数最
多的一次，也首创了中国军队基本全歼日军一个
师团的战例。消息传出后，各地纷纷举行祝捷大
会，
武汉全市更是锣鼓喧天，
爆竹之声昼夜不绝于
耳。

焦土抗战：
被人为烧毁的长沙城

近日，由董亚春
执导、张丰毅主演的
大型电视连续剧《长
沙保卫战》在央视八
套热播，该剧主要讲
述了抗战期间在长
沙进行的四次攻防
战 。 剧 中 ，被 称 为
“老虎仔”的广东名
将薛岳临危受命，其
在长沙大火后赴任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指挥数十万虎贲将
士逐退了日军对长
沙的三次进攻，由此
稳固了重庆大后方
并为抗战胜利立下
卓越的功勋。抗战
结 束 后 ，薛 岳 曾 于
1949 年 12 月 担 任
海南防卫总司令并
组织“伯陵防线”，次
年 4 月被击败后撤
入台湾。

﹃老虎仔﹄薛岳与长沙保卫战

战火伤城：

文 本\刊特约撰稿 金满楼

1938 年 7 月，日酋畑俊六大
将指挥 70 万华中派遣军沿长江
两岸围攻武汉，国军则以 120 个
师总兵力约 110 万人迎战，武汉
会战由此拉开序幕。7 月下旬至
8 月 初 ，日 军 第 11 军 所 属 的 第
106 师团沿南浔铁路两侧向江西
德安方向推进，但在这里，他们遭
遇了成军以来的最大噩梦。
赣西北是第九战区第一兵团
司令薛岳的防区，这一带为典型
的江南丘陵地区。为适应山地行
军，第 106 师团长松浦淳六郎命
所部放弃战车及重武器，除一部
留守马回岭外，全军主力一万余
人改编为驮马大队，以利于穿隙
前进。10 月 2 日，106 师团主力
进抵万家岭地区，但他们做梦都
没有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枕戈待
旦的十万国军。
薛岳的计划，就是要让日军
长驱直入，然后利用地势将其一
举围歼。用薛自己的话来说就
是，
“ 我这个反八字阵势，如袋捕
鼠，又如飞剪，敌犯右则左应，犯
左则右应。敌若钻进来，就很难
逃出去。”从 10 月 3 日起，松浦淳
六郎即感觉情形不对，之前进军
途中只受到小规模袭扰，但进入
万家岭一带后，明显有师以上的
中国军队对其展开攻击。
日军第 11 军司令官冈村宁
次也发现了这一情况，其立即命
令 106 师团向北转进，并向 27 师
团迅速靠拢；同时，又令 27 师团
警戒 106 师团右翼，企图把 106
师团接出重围。但是，日军的救
援在麒麟峰遭到国军李汉魂部的
顽强阻击，直到战役结束，27 师
团仍被隔离在万家岭主战场外。
10 月 4 日后，十万余国军陆
续靠拢，对 106 师团合围之势已
成。在薛岳的命令下，第 18 军阻
击赶来增援的第 101 师团；第 4
军死死卡住 106 师团的退路并展
开正面攻击；第 66 军、第 25 军也
都相继加入战斗。在此情况下，
松浦淳六郎仍想按冈村宁次的命
令向北突围，但在张古山遭到吴
奇伟第 74 军的顽强阻击。
从地形上看，张古山是座毫
不显眼的小山头，但其山势极其
险峻，为日军前进的必经之地。
最奇的是，这座小山头正好堵在
了整个万家岭战场这一狭隘走廊
的道路中间！换言之，如 74 军卡
住张古山，不仅彻底封死了 106
师团的出路，而且居高临下，为聚
歼顽敌创造最有利的条件。值得
一提的是，死守张古山的不是别
人，正是王耀武第 51 师下属的张
灵甫第 153 旅。这一战，也是张
灵甫的成名之战。
在之后几天里，双方在此展
开了极其激烈的争夺，张古山几
易其手，白天日军凭借空中优势
和重炮攻下阵地，晚上张灵甫再
指挥部队以夜战夺回，双方打得
头破血流，尸横遍野。尽管牺牲
极大，但国军将士仍顽强死守，任
凭日军反复拼杀，终究未能突破
一步。张古山成了 106 师团的噩
梦。
10 月 9 日，各部队向 106 师
团展开了最后的猛烈攻击，各部

史话

万家岭大捷是武汉保卫战中的外围战役，虽
然国军在此重创日军，但整体而言仍处于劣势。
1938 年 10 月 25 日，日军攻占武汉。在此紧张局
势下，长沙古城迎来了建城以来的第一次大浩
劫。
当年 11 月 8 日，日军在攻入湖南北部后轰炸
了长沙。9 日、11 日，
临湘、岳阳接连失守，
中日两
军对峙新墙河，长沙的陷落似乎在指日之间。11
日上午，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接到蒋介石的密
令：
“ 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
备，
勿误！
”
随后，
张治中又接到蒋侍从室副主任林
蔚的电话，其中特别强调了“对长沙要用焦土政
策”
。
日本大举侵华的阴谋暴露后，最先提出“焦
土抗战”概念的广西名将李宗仁，其提出：在敌强
我弱的情势下，作为有纵深地带可以依靠的一方
应“举国一致，痛下决心，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更不惜化全国为焦土，以与侵略者做一殊死之抗
战。”这一思想，一是为了避免失地物资被日军获
取利用，
二也是为了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
接到蒋介石密令后，张治中立即召来警备司
令酆悌和省保安处长徐权，由后者初拟了一份
“焚城计划”。据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许权
回忆，其计划明确要求，
“ 弃守前，需将长沙市的
公私建筑和一切不准备运走的物质全部焚毁，不
资敌用”，计划由长沙警备司令部警备第二团及
长沙市社训总队负责执行，各单位于 13 日凌晨
两点前进入准备位置，放火指挥地点选在了城中
位置最高的天心阁。张治中还特别批示，
“ 限明
晨（13 日）4 点准备完毕，我来检阅。”为此，张治
中还和酆悌、徐权一起研究组建了“破坏长沙指
挥部”，由酆悌负总责，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任总
指挥，社训总队副总队长王伟能及许权任副总指
挥。
13 日零时，
警备二团、
社训总队组成一百多个
纵火小分队带领汽油、煤油等到达准备位置。不
知何故，一部分队员在放火命令下达前即将燃料
浇洒各处，
而此时日军尚在长沙百里之外。凌晨 2
时许，
长沙南门口外的伤兵医院突然起火，
不到一
刻钟，
南门又有三处起火。接报后，
副总指挥许权
判断为
“一处失慎，
三起放火”
，
但他打电话给警察
局长文重孚要求救火时，后者表示警察及消防队
员都已撤离，
而所有消防车已将水换成了汽油。
按计划，举火应有四重规定：一是省政府的
命令，二是警备司令部的命令，三是警报器有节
奏的长短笛声，四是天心阁上有火柱。但南门火
起后，其他放火小分队不明就里，以为行动已经
开始，于是纷纷将点燃的火把投向布置好的油桶
及周边房屋。不久，就连天心阁也火光四射，长
沙片刻间便陷入火场，大火烧了五天五夜，才自
行熄灭。
事后统计，这次大火导致 3 千余人丧生，全
城 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高达 10 多
亿元，相当于长沙经济总值的 43%。11 月 18 日，
蒋介石为平息民愤而将张治中撤职查办，酆悌、
徐昆、文重孚三人经审判后被枪决。

四战长沙：
“老虎仔”大展神威
长沙大火后，薛岳以代理司令长官身份（次

B13
年实任）指挥第九战区对日作战，张治中去职后，
又兼任湖南省主席。次年 4 月，薛岳从南浔赶到
长沙上任时，这座曾经的名城已形同废墟，一片
凄凉，在日军重压之下，要守住这样一座伤城，困
难可想而知。
1939 年 9 月，德国进攻波兰，欧战爆发。受
此鼓舞，日军也加紧发动攻势，企图攻下长沙后
直捣西南，令国民党政府战败投降，以结束侵华
战争。为此，冈村宁次指挥十余万日军分进合
击，从湘北、赣北、鄂南三个方向进攻长沙。在此
情况下，薛岳指挥 20 余万国军沉着应战，在有利
地形的掩护下，日军于 10 月上旬被击退，双方恢
复到 1938 年的原有态势。
1941 年 9 月，日军再次进犯长沙。此时，第
九战区的军队已近 40 万人，薛岳拟将日军诱至
湘北汨罗江南岸后与日军进行主力决战，但由于
敌方兵锋凌厉，这一设想未能实施。9 月 27 日，
日军首次攻入长沙城，但未及站稳脚跟，薛岳已
指挥约 10 个军的兵力进逼其左翼，日军见势不
好，
随即向北撤退，双方再次恢复原态势。
当年 12 月底，在偷袭珍珠港得手后，日军为
配合太平洋战争而第三次进攻长沙。这一次，日
军进展很快，薛岳指挥第九战区的部队逐次抵抗
后撤。1942 年 1 月 1 日，日军主力向长沙发起了
猛烈的进攻，
但守城的国军第 10 军及第 73 军拼死
不退，
日军连攻 3 日仍无法得逞。此时，
薛岳调集
国军主力向日军侧翼实施反攻，日军不得不再次
后撤。由于当时天雨泥泞，
道路难行，
撤退的日军
在国军追击下损失很大。1 月 15 日，日军退过岳
阳新墙河，
回到原有态势。此役后，
薛岳获青天白
日勋章一枚。
1943 年后，美军在太平洋上展开反攻，日军
节节失利，海上交通随时可能被切断。为此，日
军大本营决定开辟一条由中国大陆直通印支的
陆上交通线，以保持日本本土与东南亚之间的联
系。1944 年 5 月 26 日始，日军由湘北分三路向
南进犯，薛岳再次采用后退决战、争取外翼的“天
炉战法”，意图诱敌深入，歼灭敌军主力。但是，
这次日军是势在必得，至 6 月中旬，国军阵地相
继被突破，长沙于当月 19 日被攻陷，后又连陷萍
乡、醴陵、株洲、湘潭等地。薛岳拟在衡阳与日军
决战，但因为增援部队解围不力，衡阳保卫战打
了 40 余天而不得不弃守，日军随后打通了平汉
线南段、粤汉线和湘桂线，
但这已是强弩之末了。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薛岳任南浔线受降司
令官，于南昌举行受降仪式。1946 年 10 月 10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给他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
表彰其在二战中的贡献。

第一次长沙会战期间薛岳（右）与陈诚在前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