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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抗戰史研究中的 
區域研究　

近年，中外史學界對中國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角色有更正面的

評價。自劍橋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

抗戰史的區域角度
——評Tim Luard, 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和
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

●鄺智文

陳瑞璋：《東江縱隊——抗戰前

後的香港游擊隊》（香港：香港

大學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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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院長方德萬（Hans J. van de Ven）

在2003年出版了《中國的戰爭與民

族主義》（War and Nationalism in 

China, 1925-1945）以及其相關論文

〈史迪威在刑架上〉（“Stilwell in the 

Stocks”）發表以來1，學界告別了方 

氏概括的「史迪威迷思」（Stilwell’s 

Myth），即抗戰期間的國民政府腐

敗不堪，蔣介石對消滅中國共產黨

比抗日更有興趣，因此國民黨領導

下的中國在二戰中是盟軍的負累，

並於1944年面對日軍的「一號作戰」

（中國方面稱「豫湘桂會戰」）中一

敗塗地。雖然方氏認同國民政府腐

敗不堪且缺乏效率的觀點，但認為

這並不代表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中

毫無角色可言。相反，國軍精銳自

1942年以來，在中國—緬甸—印度

戰場抗擊日軍，不但有助盟軍穩住

印度戰況，更於1943年起與英聯邦

軍逐步把日軍擊退。他進而指出，

國軍大舉增援緬甸戰場的代價就是

幾乎在中國戰場被日軍徹底擊敗。

國民政府不僅失去湖南等根據地，

此戰更影響了戰後國共雙方的態勢。

方德萬的學生、牛津大學近代

中國歷史與政治教授米德（Rana 

Mitter）於2013年亦出版了《被遺忘

的盟友》（Forgotten Ally）以及《中

日戰爭》（China’s War with Japan, 

1937-1945）兩書，深化了關於中國

二戰角色的研究，進一步強調中國

所作的貢獻2。此外，學者對於二

戰期間各國在戰場內外的互動亦展

開了更廣泛及深入的研究。例如民

國史大家齊錫生於2011年出版了

《劍拔弩張的盟友》，詳細討論中國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與英美兩國的關

係3。2009至2011年間，楊天石

等人亦編集了「中日戰爭國際共同

研究」系列論文集，包括關於第二

次中日戰爭期間的各方戰略、外交

角力、重要戰役，以及地方情況的

研究，充實了學界對這次重要戰爭

的了解。值得注意的是，該系列即

有一卷為區域史而設（《戰時中國

各地區》），可見在相關討論中，區

域研究是重要方向之一4。

關於戰時中國，除了整個中國

戰場的戰局、個別重大戰役（諸如

淞滬會戰、台兒莊戰役、豫湘桂會

戰等），以及國共衝突以外，學界

對中國各地區的戰時歷史亦有所 

研究。例如，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歷史系教授麥金農（Stephen R. 

MacKinnon）與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歷史系教授李友華（Diana Lary）等

人在2007年合編了論文集《戰爭 

中的中國》（China at War），討論了 

抗戰期間中國各地區的情況，特別

是饑荒、難民等問題5。麥金農又

在次年出版了專著《武漢，1938》

（Wuhan, 1938），證明區域研究並

不會與關於中國整體的研究割裂，

反而有以小見大之效6。前述米德

在《中日戰爭》一書中對抗戰陪都

重慶的詳細討論亦與之相似。

以往討論二戰亞洲戰場的著作

大多主要關心以美軍為主的太平洋

海空戰與兩棲作戰、中國在大陸與

滇緬地區的抗戰，以及英印軍和中

美聯軍在印度、緬甸、馬來亞等地

的對日作戰。在各大戰區之間的地

區如中國華南、中南半島等地在戰

爭期間的經歷，則少有成為研究 

焦點。近年，史家已開始關注這些

「邊緣」地區，特別是抗戰期間的華 

南沿岸和廣東省。例如，麥格理

（Frank D. Macri）的《帝國爭霸在華

南》（Clash of Empires in South 

以往討論二戰亞洲戰

場的著作中，中國華

南、中南半島等地在	

戰爭期間的經歷少	

有成為研究焦點。近

年，史家開始關注這	

些「邊緣」地區。《逃離	

香港》和《東江縱隊》

以華南為中心，詳細

地描述了太平洋戰爭

前後華南地區的複雜

形勢，以及各方的謀

略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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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書評 China）7，以及鄺智文關於日據香

港的研究，如《孤獨前哨》、《重光

之路》等8，均以華南為中心，從

細部分析華南在二戰和對日戰爭中

的重要性。由於華南地區處於日本

本土和東南亞地區之間，在戰略上

是日本交通線上的重點，因此在此

地發生的戰鬥雖然規模不比其他戰

區，但卻同樣具戰略價值。

本文評述英籍中國新聞記者 

陸雅達（Tim Luard）所撰的《逃離

香港：陳策將軍的1941年聖誕日

逃亡》（Escape from Hong Kong: 

Admiral Chan Chak’s Christmas Day  

Dash, 1941，以下簡稱《逃離香港》， 

引用只註英文版頁碼）9，以及前

新界西貢政務專員陳瑞璋的《東江

縱隊——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隊》

（East River Column: Hong Kong 

Guerrilla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nd After，以下簡稱《東江縱隊》，

引用只註中文版頁碼）bk，均屬「皇

家亞洲學會香港研究叢書」。兩書

以華南為中心，詳細地描述了太平

洋戰爭前後華南地區的複雜形勢，

以及各方的謀略和合作，對於了解

戰時香港與華南地區的歷史，以至

其在整個中國戰場扮演的角色，均

有一定的啟示。本文先就兩書的內

容予以簡述，並就它們的學術價值

作一評論。

二　《逃離香港》和《東江
縱隊》簡述 　　

（一）《逃離香港》

1941年12月8日（東京時間，

下同），日本為了奪取東南亞的歐

美殖民地，以獲取戰略資源並擊敗

已經抵抗逾四年的中國，悍然對英

國、美國、荷蘭等國挑起戰火。日

軍登陸馬來半島數小時後，日本 

陸軍第二十三軍已越境侵入香港。

12月10日，日軍佔領城門碉堡並陸 

續突破「醉酒灣防線」（Gin Drinker’s  

Line）的西端，迫使英軍放棄防

線，其後更從九龍撤退至香港島。

12月13日開始，日軍炮擊港島並

實施空襲，然後於18日登陸，雙

方鏖戰近一星期後，駐港英聯邦守

軍（包括英軍、印軍、加拿大軍，

以及來自香港的過千名華人與混血

兒士兵）最終投降bl。12月25日駐

港英軍宣布投降前，時任國民黨駐

香港代表的陳策海軍中將（抗戰後

任廣州特別市市長、廣州綏靖公署

副主任），帶領數十名來自國軍和

英國海陸空三軍的官兵（大部分水

兵來自屬於義勇軍性質的皇家後備

海軍）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情報

官員，分乘五艘皇家海軍的魚雷艇

逃離香港，途中曾遇到日艦攔截，

但仍順利於26日抵達大鵬半島和

國軍游擊隊會合。及後陳策將軍獲

英皇頒授帝國騎士司令勳章。

《逃離香港》按時序分為五章，

主要講述陳策突圍行動的曲折情

節，並詳述參與其中的人物。首章

「入侵」詳論包括陳策等主要人物、

戰前香港的情況、日軍入侵的經

過、英軍特種部隊的部署、中英雙

方的聯絡，以及日軍登陸港島後翌

日早上英軍魚雷快艇強攻維多利亞

港、企圖攔阻日軍登陸的過程。此

章指出陳策等人早於香港被日軍入

侵前已開始和駐港英軍的情報人員

取得聯繫，雙方約定在戰時共同 

抗日。

1941年12月日軍侵

入香港，在駐港英軍

宣布投降前，時任國

民黨駐香港代表的陳

策海軍中將帶領數十

名來自國軍和英國海

陸空三軍的官兵以及

香港殖民地政府的情

報官員，分乘五艘皇

家海軍的魚雷艇逃離

香港。《逃離香港》主

要講述陳策突圍行動

的曲折情節，並詳述

參與其中的人物。

c152-201504022.indd   128 15年12月8日   下午3:41



	抗戰史的區域	 129	

	角度	
第二章「逃亡計劃」詳細交代

了英國特勤處（Special Operations 

Executive, SOE）人員簡道爾（Mike 

Kendall）率領的「Z部隊」如何研究

和陳策一同逃脫、魚雷艇隊和Z部

隊的準備、駐港英軍戰敗投降以 

及英方通知陳策將軍等人的經過。

英軍投降前，駐港英軍司令莫德庇

（Christopher Maltby）已指示部分參

謀和情報人員和陳策一同突圍；海

軍亦已準備兩艘魚雷快艇供使用，

並於投降前特地通知陳策，要他與

英軍人員前往南區乘坐魚雷快艇 

離開。

第三章「突圍」縷述了陳策一

行人於英軍投降之時乘車由市區出

發，在日軍追擊下和魚雷快艇會

合，再乘艇突圍而出的過程。此章

內容最為精彩，宛如小說情節。雖

然陳策一行人在途中曾遭日軍攻

擊，更和快艇失去聯絡，但最終仍

能會師逃出香港。快艇突圍期間曾

被日軍軍艦發現，但快艇作勢攻

擊，嚇退日艦。

第四章「行軍」承接前章，詳

述陳策一行人和黃文虎、梁永元等

國軍游擊隊會合後的行動，以及他

們在日軍「佔領」範圍內行軍四日

抵達國軍據點惠州後受到歡迎等情

節。此章指出抗戰中期粵東地區的

國軍游擊隊活動、日軍所謂「佔領」

範圍的薄弱，以及惠州等國軍控制

地區的情況。雖然侵華日軍為數過

百萬人，但根本並無足夠兵力控制

鄉郊地區，只能依賴附日部隊或任

由游擊隊活動。

第五章「回家路上」分述陳策

等人回到中國和英國的過程。除了

敍述書中各人物的故事外，從此章

亦可見抗戰中期，特別是日軍在

1944年「一號作戰」中大敗國民政

府前國府控制地區的內部情況。 

第五章之後有一「後話」，講述書中

各人物逃出香港以至戰後的經歷，

包括陳策將軍自殺、英國宣傳部 

在港負責人麥道高（David M. Mac-

Dougall）在戰後出任民政事務司，

指導重建香港等事。

（二）《東江縱隊》

香港淪陷後，日本陸軍在港施

行「軍政」統治，史稱「三年零八個

月」，成為一代港人的慘痛回憶。

日軍據港期間，新界部分地區以及

鄰近的廣東省地區仍有各路勢力繼

續活動，包括粵南的國軍第七戰區

屬下部隊及游擊隊、英軍情報組 

織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中共的東江縱隊、和日軍

合作的「偽軍」，以及組成與規模不

一的土匪團夥等。在此亂局中，中

共的東江縱隊從兩支規模極小的地

方民兵逐步發展成為盟軍在廣東其

中一支主要的抗日力量，更於日軍

投降後數星期內與國軍爭奪廣東

省，並嘗試佔領新界。

陳瑞璋的《東江縱隊》亦大致

以時序為經，分為七章，分析東江

縱隊的誕生、組成、活動，以及成

員在戰後的經歷等各方面。陳著雖

以《東江縱隊》為名，但該書的討

論主題是「抗戰前後的香港游擊

隊」，實際上集中討論東江縱隊港

九獨立大隊（以下簡稱「港九獨立

大隊」）。

書中第一章「引言」交代了中

國與華南地區自晚清至1930年代

的歷史背景，以及抗戰前共產主義

在中國的情況。該章提到華南地區

日軍據港期間，新界

部分地區以及鄰近的

廣東省地區仍有各路

勢力繼續活動。在此	

亂局中，中共的東江

縱隊從兩支規模極小

的地方民兵逐步發展

成為盟軍在廣東其

中一支主要的抗日力

量。《東江縱隊》集中

討論東江縱隊港九獨

立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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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書評 族群混雜和械鬥的傳統，以及中共

自1921年建立以來的主要發展和

在華南的活動。

第二章「東江縱隊的誕生」詳

細討論了海外華人支持抗日的背

景、廖承志等中共領袖在香港和華

南地區的活動、東江縱隊前身「惠

陽寶安抗日游擊隊」和「東莞模範

壯丁游擊隊」的成立、游擊隊領袖

（曾生、王作堯、方方、黃作梅

等）的戰前經歷、中共對游擊隊的

政策，以及香港殖民地政府在日軍

進攻前與游擊隊合作的談判等。此

章提到的大部分事件在其他類似著

作中已有詳細討論bm，但值得注意

的是，陳氏指出諸如曾生、王作

堯、方方、黃作梅等早於戰前已在

華南活躍，並成功利用香港受日軍

威脅的情況促使殖民地政府願意與

游擊隊合作，雖然此計劃最終因為

日軍進攻而未有實行。

第三章「香港和戰爭年代」講

述香港淪陷的經過，林平、蔡國良

領導的港九獨立大隊在香港的組織

與初期活動、游擊隊救援中共在 

港人員、親共知識份子以及盟軍人

員、游擊隊與英軍的關係、游擊隊

與當地人的關係等。陳瑞璋指出香

港淪陷後，港九獨立大隊於1942年

初即潛入西貢活動，並陸續在新界

北和大嶼山擴充其勢力。與此同

時，在港九獨立大隊的協助下，中

共在港骨幹人員以及部分左翼文人

成功逃出香港。至1942年中，英

軍服務團成立後曾嘗試和港九獨立

大隊聯絡，雖然後者強調自身與中

共無關，但英方在國民政府反對下

亦未有和港九獨立大隊有太多合

作。由於國民政府和英國方面均未

有提供支援，游擊隊在戰爭期間主

要依賴控制當地經濟為生，少有對

日軍發動攻擊，主要協助收集情報

以及人員進出香港。

第四章「游擊隊的組織和活動」

繼續第三章的討論，分述港九獨立

大隊各部，並討論該隊營救美國第

十四航空軍飛行員克爾（Donald W. 

Kerr）中尉等游擊隊行動（頁76-77）。 

至1944年春，日軍發動「一號作戰」

把國民政府迫至戰敗邊緣，更使美

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

對蔣介石及其政權失去信心。在此

期間，東江縱隊趁機在廣東擴大勢

力，並以救助克爾中尉等事件拉攏

美方。

第五、六、七三章詳論游擊隊

自日軍投降以後的經歷。其中第五

章「勝利時刻」描述了日軍投降時

游擊隊嘗試佔領新界各地失敗的經

過，以及因此發生的大嶼山梅窩屠

殺事件（頁87-88）。此章亦討論了

英國收復香港的過程、英軍和游擊

隊合作維持新界秩序，以及殖民地

政府獎勵協助游擊隊與英軍的新界

鄉民。第六章「內戰、北撤和退伍」

則詳述1945年8月以來游擊隊在廣

東省與張發奎屬下國軍的衝突、

1946年初至6月29日國共雙方談

判以至東江縱隊約2,400名官兵乘

船北退至山東的過程（頁113-30）。

最後一章「革命後東江縱隊的命運」

是本書的結語，主要敍述東江縱隊

領袖以至一般士兵的戰後生活。

三　簡評《逃離香港》和
《東江縱隊》　

《逃離香港》和《東江縱隊》均

是關於戰時香港的新近著作。自二

陳瑞璋指出香港淪陷

後，港九獨立大隊於

1942年初即潛入西

貢活動，並陸續在新

界北和大嶼山擴充其

勢力。在港九獨立大

隊的協助下，中共在

港骨幹人員以及部分	

左翼文人成功逃出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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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戰結束以來，英國、加拿大、日本

以及香港和中國大陸學者（及業餘

研究者）均完成了不少有關這段時

期的著作，這些作品大致可分為兩

類：（1）學術研究；（2）側重細節

描述的紀實著作。

第一類之中較為研究者熟悉的

包括日本防衞廳的官方戰史《香港． 

長沙作戰》、 香港史專家英定國

（George B. Endacott，又譯安德葛）

的《香港日蝕》（Hong Kong Eclipse）、 

卡文森（Carl Vincent）的《無解》（No 

Reason Why）、英國陸軍上校奧林西 

（Oliver Lindsay）的《香港爭奪戰，

1941-1945》（The Battle for Hong Kong  

1941-1945）、愛默生（Geoffrey C. 

Emerson）的《香港拘留營》（Hong 

Kong Internment, 1942 to 1945）、香

港大學建築系黎偉聰及其團隊對英

治時期香港軍事建築的考察、麥格

理的《帝國爭霸在華南》，以及鄺智

文、蔡耀倫的《孤獨前哨》等bn。

第二類著作亦對此題目有重要

貢獻，特別是提供了不少學術著作

少有提及的人物描寫和事件細節，

最為矚目者包括香港史學家高添強

和沃爾第（Jason Wordie）的《戰爭

遺迹》（Ruins of War），香港軍事史

研究者布東尼（Tony Banham）的《毫 

無希望》（Not the Slightest Chance）、 

《里斯本丸沉沒記》（The Sinking of 

the Lisbon Maru）和《受難者們》（We 

Shall Suffer There）等一系列關於香

港戰役以及戰俘經歷的著作bo。

以上兩類著作所運用的史料和

側重點各有不同。第一類著作多以

藏於英、日等國檔案館的解密檔案

史料為基礎（特別是麥格理和鄺智

文的專著），討論的格局較大，例

如各國決策以至作戰經過，並嘗試

重新審視一些對這段時期的既有史

識，例如加拿大派兵到香港的原

因，中、英、美等國在戰前於華南

地區的合作，或是日軍在香港戰役

中的表現等。第二類著作則少有以

建構或挑戰既有論述為目標，而是

以個人經歷為中心，利用口述資

料、照片、書信、日記等個人記錄

和服役文件等重構歷史細節，但也

能對歷史問題的探究提供一些獨特

的線索。

陸雅達的《逃離香港》屬於上

述的第二類著作，但他幾乎窮盡了

有關陳策將軍逃離香港的中英文史

料，為以後同類著作設立了極高的

標準。他引用的史料來自牛津大學

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

英國國家檔案局、香港大學圖書館

館藏賴廉士（Lindsay Ride〔又譯 

賴廉仕〕，英軍服務團司令，戰後

成為香港大學校長）文件，以及倫

敦帝國戰爭博物館（Imperial War 

Museum）等，並參考了不少二手著

作。記者出身的陸氏亦對戰爭生還

者及其家屬進行了大量訪問，並從

他們那裏獲取了關鍵的史料。此

外，他還利用了牛津大學教授曾銳

生在1980年代和麥道高進行訪問

的記錄，以及陳策之子陳安國編集

的陳策日記（收入《陳策將軍紀念

集》bp）等罕見史料。陸氏研究之仔

細，從《逃離香港》的附圖解說中可

見一班。他從一幅陳策等人抵達惠

州後所攝的大合照中，辨認了全部

六十八名相中人以及一隻狗的名字

（照片頁，無頁碼）。書中其他照片主

要來自生還者及其家屬，大多不可

見於檔案館或博物館，彌足珍貴。

關於戰時香港的新近

著作大致可分為兩

類：（1）學術研究；

（2）側重細節描述的

紀實著作。第一類著

作討論的格局較大，

並嘗試重新審視一	

些既有史識。第二類

著作以個人經歷為中

心，利用個人記錄和

服役文件等重構歷史

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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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書評 正由於《逃離香港》極重細節，

因此它不但填補了關於香港戰役 

和陳策突圍的一些空白，例如作者

使用了大量英國海軍的檔案，詳細

討論了以往較少為人注意的皇家 

海軍在香港的表現，此外，對細節

的注重更有助研究者了解戰前以及

戰爭初期的中英合作。如研究者從

倫敦和重慶國民政府的檔案中看 

當時的中英關係，則很可能會有兩

國不願合作的印象。不少關於香港

以及日據時期歷史的中文著作均 

強調bq：

中英兩國在戰前互不信任，且英人

不信任華人，因此英人既不能和國

民政府共同抗日，亦沒有動員本土

華人參加保衞香港的戰鬥。更有指

英國對日本採取「綏靖主義政策」，

同時卻又對自身實力估計過高，輕

視日本，在香港防務問題上疏於防

範，最終落得被快速擊敗的結局。

可是，近年來如麥格理、費多羅維

奇（Kent Fedorowich）、鄺智文等的

研究顯示，由於香港在戰前已被日

軍重重圍困，因此英國已分別和國

民政府以及中共就防衞香港展開討

論，並招募本地華人抗日br。雖然

共同防衞的計劃在戰前尚未有共

識，但各方在交換情報方面已有合

作，例如國軍派員到香港島監聽日

本海陸軍航空隊在當地的活動，以

及中、英、美官員在香港交換情報

等。從《逃離香港》一書中可見，中

英雙方在港人員的合作比各國政府

之間的合作更為坦誠，而且更有實

效，例如陳策協助英軍解決香港島

的第五縱隊。雖然最終未能阻止香

港淪陷，但中英雙方的合作卻使重

要的情報人員得以逃脫（頁12-50）。

除了為香港在抗日戰爭期間的

歷史填補空白以外，《逃離香港》亦

對戰前的殖民地香港有深入描述，

尤其是一般歷史著作少有提及的部

分。這些細節諸如魚雷艇長肯尼迪

（Alexander Kennedy）上尉和香港

輔政司史美（Norman L. Smith）女

兒之間的戀情、香港的娼妓和駐軍

之間的故事、部分殖民地官員顢頇

無能等（頁4-8）。而部分「小人物」

的個人經歷亦頗具戲劇性，足證歷

史之多變無常。例如魚雷艇員亨特

（Alf Hunt）在1941年12月19日的

反擊中坐艇被擊沉，他被俘後先被

日軍虐待，然後被送進戰俘營。他

在1942年8月被迫登上「里斯本丸」

前往日本，又於該船沉沒後奇迹生

還。最後，他以九十多歲高齡將其

經歷向作者親述（頁46）。

值得一提的是，該書論述了在

陳策突圍中成功逃走者在戰爭期 

間的重要性及其對後來歷史走向 

的影響。例如，麥道高離港後繼續

為香港奔走，於1944年成為英國

政府「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的主管，並於1945年 

9月初抵港出任軍政府的民政事務

司，領導重建香港的工作（頁xiv）。 

討論這些人物，可以顯示個人行為

在歷史轉變中的重要性。

陳瑞璋的《東江縱隊》亦大致

屬於第二類著作。陳氏主要利用中

共在1949年以來累積的關於東江

縱隊的文史資料、他在新界出任西

貢政務專員時和前東江縱隊的領袖

以至普通士兵的訪談記錄，並以香

港殖民地政府和賴廉士的檔案以及

《逃離香港》極重細	

節，因此它不但填補

了關於香港戰役和陳

策突圍的一些空白，

更有助研究者了解戰

前以及戰爭初期的中

英合作。該書還對戰

前的殖民地香港有深

入描述，尤其是一般

歷史著作少有提及的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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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其他中英文二手著作為輔助。一方

面，他大量引用中國方面的史料從

而深入討論東江縱隊的組成、主要

行動以及關鍵人物等內容；另一方

面，他利用的其他輔助史料則有助

呈現香港歷史的複雜性與多樣性，

以及探討各種身份認同的可能性，

使該書不至於成為流於片面的歷史

書寫。《東江縱隊》利用英國和中共

方面的史料，呈現了抗戰期間華南

地區國民政府、中共、英國、美

國、日本，以及地方力量互相競逐

又時而合作的複雜局面，挑戰了簡

單的中／日、日軍／盟軍等二分法。

陳瑞璋提到曾有東江縱隊在新

界招募的人員承認加入部隊的最大

原因是為了保衞家園與出於愛國熱

情，並不是為了支持共產主義。他

亦提到英軍服務團的何禮文（David 

R. Holmes）曾於1942年8月潛入香

港，暗中觀察港九獨立大隊的政治

宣傳，發現關於意識形態的教育內

容不多（頁57）。陳氏亦引述了部

分生還戰士以及戰時擔任義勇防衞

軍、戰後出任新界民政事務司的彭

德（Kenneth Barnett）的回憶來支持

他的論點（頁96）。

《東江縱隊》的最後兩章用上

不少篇幅討論中共中央以及華南的

中共領袖如何以「地方主義」為名

鎮壓了方方等前東江縱隊領袖，並

提到其他在1949年以後留在中國

的前東江縱隊領袖和人員如何在

「三反」、「五反」和文化大革命等鬥

爭運動中蒙難。從中可以看出中共

建政初期的「南北之別」以及黨內

不同力量的衝突，亦可看出廣東的

中共早期領袖如何從1930年代嶄

露頭角，在抗日戰爭期間崛起，然

後在中共建政最初二十年內逐漸 

沒落的過程。陳著亦提到身在戰 

後香港的前東江縱隊人員大多只 

能生活在社會低下階層，其參與抗

日的角色在1997年以後才得以被

香港政府承認。這些細節讓我們對

1930年代以迄世紀之交鉅變中的

中國以及華人的複雜經歷有更深一

層的體會。

《東江縱隊》作者利用

英國和中共方面的史

料，呈現了抗戰期間

華南地區國民政府、

中共、英國、美國、

日本，以及地方力量

互相競逐又時而合作

的複雜局面，挑戰了	

簡單的中／日、日軍／	

盟軍等二分法。

圖中“Area	7”為英軍服務團在1942年記下的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控制的區域。（圖片來源：Elizabeth	

M.	Ride	Collection，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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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書評 《逃離香港》花了大量篇幅描

寫人物，因此全書頗長（英文版內

文約有260頁，中文版內文亦長近

360頁），但第四章以後所述之事

略嫌瑣碎。惟幸陸雅達亦不愧為老

練記者，行文不但流暢，而且有不

少幫助讀者理解內容的細緻描述，

例如對魚雷艇結構和性能的討論；

加上陳策等人逃亡的故事充滿曲 

折起伏，因此可讀性頗高。與此相

比，《東江縱隊》全書的篇幅相對較

短（中文版內文約160頁），但仍能

清楚交代東江縱隊的歷史以及主要

人物，節奏較為明快。

然而，由於《逃離香港》和《東

江縱隊》主要利用親歷其境者的回

憶來撰述，因此均難免出現因為時

人資訊不足或以訛傳訛而造成的事

實錯誤。例如，《逃離香港》提到

城門碉堡失陷時日軍捕捉到英軍在

機槍堡中睡覺（實際上當時蘇格蘭

士兵被人數佔絕對優勢的日軍突

擊，抵抗數小時後才被迫投降）；

香港的海防炮台只能向海射擊（實

際上可以向陸地射擊，而且亦多次

有效支援陸上作戰）；日軍確知香港

所有機槍堡的位置（實際上日軍的

情報和計劃頗多錯漏，使日軍登陸

港島後死傷慘重）等（頁17-20）bs。 

此外，該書第一章把戰前香港描寫

成一個不知大難臨頭的城市，英軍

甫一抵抗即土崩瓦解，和當時的情

況也有不少出入。

《東江縱隊》則提到港九獨立

大隊的士兵在英軍投降後到日軍控

制下的新界元朗等地收集英軍丟棄

的槍枝彈藥，共獲得百枝步槍、

五十挺布倫輕機槍等軍火（頁42）。 

事實上，英軍從未打算在新界北持

續抵抗，只有少數部隊進行遲滯作

戰；他們在開戰不久亦有序撤退，

似無可能留下可以讓一營（當時駐

港英軍只有六營，極需機關槍等裝

備）使用的輕機槍。這些來自當時

人回憶的數字似乎有點誇張。筆者

期望這些描述均可在未來的研究中

得到進一步澄清。

此外，在史料運用方面，《逃

離香港》雖然提及接待陳策等人的

國軍以及其游擊隊，卻少有運用相

關史料研究它們在當時的戰略角

色，是此書頗為失色的地方。至於

《東江縱隊》一書，則主要以中共方

面的史料為基礎，其論述亦不免傾

向放大東江縱隊成功的內在因素，

而且未有詳細討論1944年日軍的

「一號作戰」如何破壞了國軍第七戰

區在廣東的勢力，致令國軍於太平

洋戰爭初期失去在惠州的根據地，

使東江縱隊得以擴大勢力，並於翌

年日本投降之時佔領了香港以北的

部分粵南地區。而且，陳著對日本

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至30日英

國艦隊抵達香港之間的事件，亦因

為未有利用日本方面的資料而沒法

詳細交代。

四　小結

兩書為二戰中不同時期的華南

情況作出了仔細的描述，為後續研

究打下基礎。筆者認為，未來研究

的主要方向，莫過於利用個人回憶

以外的史料，特別是中、英、日、

美各方的檔案史料，重新審視戰爭

期間的華南形勢，特別是不同所屬

的游擊隊對戰爭的實際影響，包括

《逃離香港》和《東江

縱隊》主要利用親歷

其境者的回憶來撰

述，難免出現因為時

人資訊不足或以訛傳

訛而造成的事實錯

誤。未來研究的主要

方向莫過於利用個人

回憶以外的史料，特

別是中、英、日、美

各方的檔案史料，重

新審視戰爭期間的華

南形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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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度	
它們對日軍或傀儡部隊造成的實質

破壞、游擊戰對華南的戰爭局勢和

國共雙方勢力的影響，以及戰爭如

何促成它們的消長。

總括而言，《逃離香港》和《東

江縱隊》仍是讓讀者詳細了解陳策

逃出香港、香港戰役前後中英在港

合作，以及部分香港近代史人物的

好書，值得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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