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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4月11日，洛杉矶 《世界日报》登

载了一条消息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芝加哥

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紧紧握住一位93岁高龄

的中国抗 日老将军的手，再三感谢他 50年前于

缅甸仁安羌解救英军的壮举。4月20日，仁安

羌大捷 50周年当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彼

得 ·威尔逊致函这位将军:“我很高兴与你一同

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缅甸仁安羌大捷。我知道

你亲历大战，且对 50年前这段历史记忆深刻。

只有热心忠诚的人，才能领军在战斗中取胜，或

奋不顾身参加战斗，你已经证明了自己出类拔

萃的才能。身为中国远征军第 113团团长，你曾

面临解救英军、美国记者及传教士的艰苦战斗，

虽然兵员损失三分之一，你及官兵仍然克敌制

胜，完成任务。你的英勇，促成战役捷报。”美国

洛杉矶议会议长迪恩 ·巴纳也于同日向这位将

军致贺。6月 10日，英国国防部长马尔科姆 ·

里夫舍德致函这位将军 :“今年是仁安羌战役

50周年，我愿在此向你及你团官兵对英军的支

援，表达最诚挚的谢忱。"7月27日，美国总统

布什也致函这位老将军:“在仁安羌大捷 50周

年之际，我愿再次代表国家，感谢你解救 500名

美国记者、传教士及数千名英军的英勇行为。”

而这位老将军面对如此种种殊荣，却只是淡然

一笑，说道:“那是并肩作战的友军，友军遭遇危

难，援救是应该的，不能列为战果。”老将军对 自

己因种种错综复杂的原因致使半个世纪来承受

的莫大冤屈却只字不提。同年台湾当局也不得

不在半个世纪后给这位老将军补发了一枚陆海

空军甲种一等奖章。

    上面提到的这位将军，就是当年驰骋于中

缅印战场、获仁安羌大捷、令 日本侵略军胆战心

寒的原中国远征军新 38师第 113团团长刘放

吾。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

的腐败和“冒牌将军”林彦章招摇撞骗，致使这

位真正的抗 日英雄蒙冤多年，半个世纪后才得

以真相大白。为什么这枚功勋章拖了半个世纪

才到达将军之手?事情还得从缅甸仁安羌解围

战说起。

      一、在仁安羌战役中刘放吾率部冲锋陷阵

解救盟军立大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于 1942年 1月下

旬从泰国人侵缅甸，3月 8日占领仰光后，便兵

分三路向北追击英军。西路第 33师团由仰光地

区沿伊洛瓦底江向仁安羌方向发展进攻，企图

迅速占领仁安羌附近的油田地区，并协同东路

和中路日军在 5月下旬清除缅甸境内的英军，

切断美、英援助中国军队的路线。日军已将英军

与前哨部队的弹药、医药及粮食等隔断，且加以

两道封锁，令英军无法接近水源。当时的英军司

令斯列姆将军在其回忆录《反败为胜》中记述这

段往事时指出，英缅军由于粮水不继，在烈 日炽

烤下干渴难熬，原已精疲力竭，再受到日军的猛

烈攻击，死伤严重，实际上已完全崩溃，因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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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姆将军于 4月 17日向刘放吾团长发出手令，

请求立即驰援。刘放吾团长正是在这样危急万

分的关键时刻率部驰援被围困的英缅军部队

的。自4月 17日的三昼夜激战中，以 1个团的

兵力抗击 日军 3000余人，迫敌弃尸 1200多具

后向马圭逃窜。是役 ，刘团救出了当时已经绝望

的英缅军第 1师和装甲第 7旅官兵7000多人，

马 1000余匹和300余辆各种车辆，还救出了被

日军俘去的美籍记者和传教士500余人。他们

在被中国军队解救后情不自禁地高呼 “中国军

队万岁!”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仁安羌解围战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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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史册。4月20日也因此被定为 “克复仁安羌解

救英军 日”，战功卓著的刘放吾团长也得到了表

彰。但后来世异时移，世事多变，刘放吾成了“沧

海遗珠”，一度靠卖煤球为生，且子幼妻病 ，过着

潦倒的生活。他虽曾数次向台湾军方求助，竟无

雪中送炭之人。政治待遇一落千丈，就连当年因

仁安羌作战有功获颁的勋章，也迟迟未能到达

他的手上 ，留在身边的，只是一纸奖章执照而

已 。

      二、扭曲的历史记述和冒牌将军的出现使

刘放吾成了“沧海遗珠”

      当年刘放吾团长在枪林弹雨下率部出生人

死，以劣势装备 1个团的兵力击溃了装备优良

的日军的 1个师团，解救出众多的被围盟军，立

下了赫赫战功。但在长期以来的历史记载中，多

只提到中国远征军新 38师挥师解救盟军，甚少

突显隶属于新 38师的第 113团的战功，更少谈

及身先士卒 、冲锋陷阵的第 113团团长刘放

吾。而刘性情敦厚，淡薄名利，沉默寡言，也从来

不提“当年勇”，并始终认为“援救友军是作为一

个军人应当做的”。没想到这倒反被“冒牌将军”

林彦章钻了空子。这个骗子，经过精心策划、巧

妙包装后，把 自己打扮成在仁安羌战役中解救

出英军炮兵团长菲士廷的恩人，而且骗取了时

任驻香港英军司令菲士廷的信任。他到处招摇

撞骗，捞取大量钱财，直至 1963年8月东窗事

发，林彦章在香港被捕总算水落石出。同年 10

月18日，台湾《中国时报》前身的《微信新闻报》

刊出刘放吾专访，真假将军的谜底终于揭晓。

                        军事历史 2002年第4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缅甸仁安羌战役中，

陷于 日军重围的 7000余名英缅军为中国远征

军新 38师第 113团解救，其中包括英军一名炮

兵团团长菲士廷。战后，此人官运亨通，1950年

晋中将军衔，并被任命为英国驻香港陆海空三

军司令。菲士廷常想，要不是当时刘团长救了自

己的命，哪来今 日之辉煌。感恩之余 ，他到处打

听刘团长的下落，欲表谢忱。在中缅印战场上，

戎马恍惚，大家的移动性很大，因此英军的菲士

廷将军与救他之命的刘团长始终未曾见过面。

据新 38师第 113团第 1营营长杨振汉回忆，当

时英、美军中常常提到中国部队的这位团长。他

的看法是，之所以有 “林国章”的名字而被林彦

章冒用，可能是因为外国人口中“刘团长”三字

以为是姓名而误解的。实际上 ，在中国远征军

中，并没有一个叫林国章的团长。至于当年由孙

立人将军亲率解仁安羌之围的刘放吾团长，于

部队到达印度后 ，即由孙将军保送转人陆军大

学第七期受训 (刘为黄埔军校六期生)，毕业后

调新 7军任少将高参，1949年后过着隐居的生

活。假如他也能到香港的话 ，成为新闻人物的应

该是他，而不是“冒牌将军”林彦章了。

    不过，林彦章冒充为将军，也颇下过一番功

夫的。首先他打听到北角荣华茶楼里的一位掌

柜，曾是中国远征军的一位副师长，于是他便设

法与他打交道，混熟之后，始将该前任副师长的

军服及勋章，全部借了下来;其次，他搜集了不

少中国远征军当时的历史，这样居然把菲士廷

骗过了。菲士廷因以为林彦章就是当年的“林国

章”，高兴之余，除给他帮不少忙外，还和林彦章

同拍了不少照片，谁知这些照片，就成了林以后

招摇撞骗、肆意活动的幌子。他拿着菲士廷与他

的合影以及一些来往信件，到处显示、炫耀他的

“特殊身份”。本来穷困潦倒的他摇身一变成了

菲士廷的“救命恩人”和显赫的一时的“将军”，

出人上流社会，与港府及英军都大打交道。他正

是凭着这块“金字招牌”，到处行骗，数年来捞得

盆盈钵满，大发横财。

    1963年 3月林彦章又在新界活动，声言要

集资 1000万，在当地开辟菲士廷新村，向新界

乡民宣称，新村建成后，他们将有怎样的去处，

信以为真者不乏其人。正是这件事的招股，给他

带来麻烦，香港当局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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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有关法令于 8月 24日将其拘捕。林被捕

后，一夜之间关于林彦章的出身问题成为热门

社会新闻，众说纷纭。

    1963年 10月 10日，中央军校第十四期毕
业、于远征印缅各役追随孙立人的方宁，于香港

出版《孙立人将军与缅战》一书，提及 “冒牌将

军”故事。他指出，“新 38军师团长级以上的长

官姓名中，固然无‘冒牌将军’某某人，即香港报

道所载 ‘林国章’团长云云，在全师的营连长中

亦无此名”。那么，真将军又是谁呢?10月18

日，《中国时报》的前身《微信新闻报》刊出刘放

吾将军专访 ，至此真假将军的谜底终于揭晓。骗

子林彦章的假面具终于被彻底揭穿:他是广东

高要县乐隆区马鞍乡人，所受教育不多，是个粗

人。1934年左右在高要县念过初中，不久在当

地自卫队当队员，两年后升为小队长，开始了军

旅生涯。高要县失守后，便逃至广西柳州，以贩

卖衣物为业。柳州沦陷后 ，1944年跑至云南。在

混迹昆明期间，他结交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是

新 1军的吴待旦团长 (华侨义务团团长)，他曾

经说过为英军菲士廷解围的故事。说者本无他

意，听者却别有用心。于是，林便在香港冒充起

“菲士廷的救命恩人”，别人对他也深信不疑，直

至他被捕为止。实际情况是，据吴待旦说，在昆

明时确曾见过林彦章，至于救菲士廷事不得而

知，所谓援救菲士廷之具体细节，纯系林个人杜

撰。

      三、真假颠倒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当局

政治上的腐败

    蒋介石一向把军队视为实现其政治野心的

工具，执行了一条“顺我者昌、逆我者衰”的用人

路线。一些亲蒋派的将领尽管在前线屡遭惨败，

但因“拥蒋”仍可升官发财，而一些非嫡系部队

的爱国将士，虽在战场上奋勇杀敌，但仍遭排斥

打击。军队的高层领导 ，派系林立 ，争功诱过 ，作

风不正。一些战场指挥官官僚主义严重，指挥靠

后，对前线战况和属下的功过是非若明若暗，赏

罚不明。而当骗子林彦章冒充解救英缅军的英

雄大摇大摆地出现在香港时，台湾军事当局竟

无人出来戳穿这一骗局 ，实发人深思。

    当然也有一些当事人在写回忆录时，因事

过境迁难免会有记忆上的错误;有些史学工作

者照抄他人书上的错误记载往往也会产生以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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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讹的情况。前贵阳《中央日报》战地记者、现为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的戴广德先生认为，中

国远征军第一路副司令长官杜幸明在他的 《中

国远征军人缅对日作战述略》书中把第 133团

团长写成孙继光是错的。时任史迪威将军联络

官现为南京市政协委员的王楚英先生，是缅甸

战役的见证人，他也指出，“刘放吾将军 1942年

4月 17-20日参加仁安羌之战时为中国远征

军新 38师第 113团团长，这是铁的事实。”孙立

人去台后被蒋氏父子制造的冤案下狱，因孙将

军被软禁而有关其史料多被销毁或被刻意隐

匿，其中有些史实被歪曲后以讹传讹，这也就不

足为奇了。

    近几年来，随着中国抗 日战争和第二次世

界大战史研究的不断深人，人们发现中国远征

军第 133团团长确系刘放吾，而不是孙继光，更

不是“冒牌将军”林彦章。1994年解放军出版社

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1995年以来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 《第二次世界大

战史》、200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等书中，都记载有中国

远征军第 133团团长刘放吾在缅甸仁安羌战役

中的战绩。

    今年是仁安羌战役胜利60周年。人们更为

思念那些在缅甸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抗 日勇士。

按说，他们理应得到与其贡献相应的光荣和待

遇，但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是事事都很公正。抗

战胜利后，一些在战场上贪生怕死的“狗熊”，升

官发财，光宗耀祖，另一些像刘放吾那样的爱国

军人，得到的却是冷漠、排挤和打击，连一枚应

得的奖章也迟迟到不了他的手中。然而，历史是

公正的。假将军林彦章终于现出原形，被牢牢地

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真将军刘放吾的功

绩也得到了社会的公认 ，赢得了公众的爱戴。他

晚年含怡弄孙，过得非常安逸。次子刘伟民所写

的《刘放吾将军与缅甸仁安羌大捷》一书也在其

故去后不久公开出版发行。逝者若在天有灵，定

会含笑九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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