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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大龍華戰鬥的意義

　　1939年５月20日在河北省易縣西方大龍華村發生的戰鬥，是銘刻在八路軍戰史上的抗日「大捷」

之一。和此後在太行山根據地附近發生的陳莊戰鬥（８月），雁宿崖，黃土嶺戰鬥（11月）齊名。晉

察冀軍分區楊成武部隊，在此地重創了大龍華守備隊的木曾中隊，斃傷日軍及偽軍，築路工事關係者

等約150名。繳獲了火炮一門，重機槍一挺，電臺一部等戰利品，還自稱抓獲到「日軍」俘虜，並繳

獲了大龍華警備隊的一隻金屬行李箱，其中包括150日圓和大量重要文件。此殲敵戰的成功，和「日軍」

俘虜的捕獲及日軍內部文件的入手，是晉察冀軍區最引為自豪之處。當時的軍區司令聶榮臻在回憶錄

中記載：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分區部隊在著名的大龍華戰鬥中，繳獲了日軍一批機密文件，其中有敵華北

方面軍司令部頒發的《關於剿匪與警備的指標》，《關於使用特種器材（毒氣）之參考》和一一〇

師團司令部頒發的《對山區方面匪團封鎖計畫》等等。共五十多冊。…那上面很詳盡地載明瞭敵

人對付我們的計畫，對於研究敵人，確定我們的鬥爭對策是很有參考價值的1。　　

　　《聶榮臻傳》也描寫道，接到這批資料，「聶榮臻高興極了，打電話對楊成武說：“你們繳獲的這

批文件，比繳獲敵人幾百支槍、幾十門炮的勝利還大！”」2。

　　半年之後雁宿崖、黃土嶺再獲大捷時，之所以稱阿部規秀旅團長是「山地戰專家」，日軍指揮官

中的「俊才」，稱獨立混成第二旅團為「精旅」等說道的根據，就是聶榮臻、楊成武等分析了大龍華

戰鬥中繳獲的日軍內部文件後自己作出的結論。如1939年12月11日-13日《新華日報/華北版》登載

的左權報告《從打死阿部中將說到敵寇這一次圍攻晉察冀邊區》中就有如下描述：�

　　�敵人對與八路軍作戰向來是看得十分嚴重的，…因之對指揮官之選擇格外注意，大龍華戰鬥繳獲

的敵華北方面軍司令部所發「關於肅清剿匪與警備的指標」中有謂「剿匪之成功與否，與指揮官

關係很大。（因為需要以小部隊與優勢之敵作戰）因此其指揮官的能力，比大部隊對正規軍作戰

1　�《聶榮臻回憶錄》1984年，438頁。
2　�第35章《「名將之花」的雕謝》（《聶榮臻傳》聶榮臻傳編寫組，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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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要高度的要求」阿部規秀以中將資格而拜受旅團長大命（敵人的旅團長一般都是少將…），且

擔任由北面進擊邊區的總指揮，在敵酋心目中自然是最能孚和〈符合〉高度的要求，…是最積極，

果敢，有獨立行動能力的「俊才」（10頁）3。

　　對於「抗戰以來我們軍分區消滅敵人最多的一次」的大勝利4，得意的楊成武司令留下了十分詳細

的《大龍華戰鬥詳報》和回憶錄《血戰大龍華》兩種記錄。現在國內有關大龍華殲滅戰的戰史記錄，

幾乎都是以此為藍本加工成章。一面，作戰對手的日軍方面也留下了戰鬥詳報等記錄。雖不完整，但

關於戰鬥的基本經過，結果及行李箱紛失（文件被繳獲）事件程序都有詳細，明確記述。因為出典都

是戰鬥詳報和軍內報告等檔案，所以內容比較嚴謹。特別是記錄的時間，地點，部隊配置等基礎情報，

準確性和可信性都較高，大多也可以和楊成武的戰鬥詳報取得一致。可以作為糾正，或彌補八路軍戰

史記錄的重要參考。以下著重介紹分析一下有關大龍華戰鬥的日軍檔案資料。

　　大龍華戰鬥中的主要作戰部隊是步兵第百四十聯隊第十二中隊。此戰鬥是該聯隊來華之後遇到的

第一次損失慘重的血戰。所以聯隊史中留下了較詳細的記錄。該聯隊戰後並沒有出版過單行本的聯隊

史，此記錄僅作為一個章節，被編入『鳥取綜合聯隊史』（同編集委員會、非売品、1983年）一書中。

由於此書採錄了步兵第四十聯隊為首的六個聯隊的歷史，所以各聯隊史在編輯過程中被迫大量精簡，

省略了不少重要史料，成為今日研究的遺憾之處。　　

　　除聯隊史記錄外，有關楊成武，聶榮臻都屢次觸及過的日軍秘密文件的繳獲，防衛省戰史檔案中

有別擋，也詳細記錄了收藏「現金及收據」的將校行李箱紛失過程和處理方法。貴重的是其中也附錄

了大龍華戰鬥的詳細過程。通過兩種史料比較，可以發現日軍的檔案和國內的大龍華戰鬥記錄有不少

出入。時間，地點等基本情報大體相同，不同處為戰鬥進程的描寫和戰果損失的統計。　　　　

２　步兵第百四十聯隊

　　步兵第百四十聯隊（鷺第三九〇九部隊），1938年６月16日，作為新建第百十師團的四個步兵聯

隊之一，在鳥取縣由步兵第四十聯隊留守隊協助組建。第百十師團是姬路第十師團協助組建的四單位

制（四個步兵聯隊）特設師團，主要任務是擔任後方華北佔領區的治安，警備。

　　聯隊組編後於1938年７月16日抵達塘沽。接替調動到武漢方面的第27師團（原支那駐屯兵團）擔

任津京方面警備治安。1939年１月，轉地到冀中涿縣，擔任涿縣，易縣附近警備治安。５月的大龍華

戰鬥即在此期間發生。是年８月後轉地冀南南宮（邢臺）警備，直至1942年４月。1942年５月被編入

第七十一師團。赴華中方面參加了浙贛作戰，後調到「滿洲國」延吉警備，1945年８月在臺灣迎接敗

3　�原載《新華日報/華北版》，本文引自《八路軍軍政雜誌》1940年第３期９頁。原文內容應來自楊成武供稿。
4　�《楊成武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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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鳥取綜合聯隊史』441頁）。

　　建制上師團全體人員編制20,514名，步兵聯隊人員3,365名。大隊定員974名，步兵中隊194名，炮

兵中隊126名（451頁）。師團長桑木崇明中將，聯隊長小林長次大佐。

　　大龍華戰鬥的主角是第三大隊所屬的第十二中隊，中隊長木曾恭平少尉。第三大隊共下屬第９

-12，四個中隊，大隊長內海惣太郎少佐，所以部隊對外稱內海部隊。最後守衛在大龍華村的是河口

龜之助小隊，小隊主力在大龍華村陷落前突圍撤退，河口小隊長並沒有死亡，負傷。５月20日被捲入

大龍華戰鬥的只有第十（新田），第十二（木曾）約兩個中隊。大龍華殲滅戰結束後21日午前10時，

步兵第百四十聯隊各隊（約５個步兵中隊）從涿縣，保定附近乘車趕到梁各莊，對梁各莊至大龍華村

一帶實行了報復性的掃討，日軍稱之為「西陵附近戰鬥」，於５月25日結束。當然此時八路軍主力早

已撤走。八路軍所稱的「大龍華殲滅戰」，嚴格地講僅指其中５月20日一天，楊成武部主力3,000余人

對大龍華警備隊第十二中隊的戰鬥。

　　以下是內海大隊的四個中隊簡況（『鳥取綜合聯隊史』467頁）：

　　第九中隊（宮崎正一中尉），屬於內海大隊直轄部隊。５月21日以後，參加了聯隊的大龍華地區

掃討作戰。推測20日晚1700以後，一部分被派往大龍華方面救援。

　　第十中隊（新田平二三中尉5）分成三部，三分之一（中本小隊）駐守解村（易縣南方12公里，至

８月），三分之一（中村小隊）駐易縣。另外三分之一（藤田小隊）駐西陵，掩護附近道路工事。易

縣的主力（中隊本部，中村小隊）和駐守西陵的藤田小隊合稱新田隊（中隊），是20日午後從梁各莊

赴大龍華支援的部隊。在廂藍旗（楊成武記錄為大紅門）附近被楊成武部重兵阻攔，20日未能到達支

援目的。

　　第十一中隊（毛利裕中尉）�，稱毛利隊，活動於易縣附近，具體駐地不詳，此隊沒有參加大龍華

和之後西陵附近戰鬥。

　　第十二中隊（木曾恭平少尉），５月以後進駐大龍華村。是大龍華戰鬥主角。戰鬥中死傷過半。

遭到毀滅性打擊。

　　第三大隊（內海部隊）1939年４月奉命進駐易縣梁各莊（大龍華東方20公里，易縣西約10公里）。

５月８日，第十二中隊（木曾隊）奉大隊之命令作為警備隊進駐大龍華，任務是掩護建設署築路隊的

工事。此工事的目的，按楊成武記錄，是企圖開通易縣至淶源的運輸道路。由於大龍華屬於離楊成武

部隊所在太行山區最近的據點，所以梁各莊的日軍大隊進駐開始就遭到楊成武部的嚴密監視和偵察。

　　大龍華日軍的實力如何？聯隊史記載：「木曾中隊缺編兩分隊，配屬聯隊炮一分隊（一門），重機

槍一分隊（一挺），工兵一分隊，電臺一架」（『鳥取綜合聯隊史』468頁）。按此推測，中隊總人數約

150名，從中隊的編制上看應還有輕機槍６挺，擲彈筒６架。除了第十二中隊外，村內還有道路修築

隊（人數不明，八路軍楊成武的戰鬥詳報稱有「民夫100餘名」）和20名道路修築警備隊。按日軍的記

5　�出征時編成表中為「新田二三郎」，文中出現時變成「新田平五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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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此隊應是守衛西陵的�「滿洲國守備隊（守陵部隊）」6。守備西陵的滿洲國守備隊全體記錄約250名，

其中的一小部，此時在大龍華村協助築路工事警備。

　　另外在西陵地區（大龍華東北10公里）掩護道路工事的還有第十中隊藤田小隊，配有輕機槍兩挺，

炮一門（471頁）是為20日晝間增援大龍華的新田隊主力。

　　木曾隊在村外東，南，北山間中腹要害處，還各設置有三處分哨，每哨所約有一分隊把守，主力

佔領村內一角，構築了防禦陣地以備敵襲擊。「敵為楊成武部八路軍約600名，盤踞在遠處易水河上流

山間。大龍華村內無人，住民全部逃亡」。

３　大龍華夜襲戰的記錄

　　有關大龍華戰鬥的開始時間，夜襲方法，日軍的記錄和楊成武的戰鬥詳報基本相同。

　　　�５月20日凌晨１時20分，以南山為主，村外三處分哨均遭到數十名敵的手榴彈夜襲。分哨執勤

兵立即應戰。警備隊全體進入戰鬥狀態。２時將來襲之敵擊退。同時，數百名敵從村西方來襲，

一部分敵爬到宿舍房頂投彈，企圖阻止我部出擊。我方沉著應戰，挫敗敵奇襲，至清晨在聯隊

炮，重機槍，工兵炸藥投擲的準確回擊下，敵橫屍累累，午前７時前後，敵主力退向南方315

高地，一部分退向北方高地。我方終於擺脫困境。此夜戰鬥敵遺屍80餘，繳獲步槍20支，手榴

彈50，步槍彈550發，我損害為下士官以下８名負傷（『鳥取綜合聯隊史』468頁）。

　　以上是聯隊史中記錄的夜襲戰情況。從記述中判斷，大龍華日軍遭到了八路軍部隊的不意之襲。

在準備戰鬥時，八路軍已爬上了屋頂投彈。可是此輕裝奇襲，沒有擋住眾多日軍的兵力和重火器。在

日軍沖出房屋進入陣地配置後，八路軍奇襲部隊逐漸失去優勢，天明後被擊退。「此夜戰鬥敵遺屍80餘，

步槍20支…」的戰果，應是天明後木曾中隊打掃戰場時記錄的數字，筆者認為較為可信。600名夜襲

隊對戰擁有重火器的150餘名日軍，取勝絕不會是輕而易舉之事。若像國內記錄所述，大龍華夜襲僅

一次以勝利告終的話，20日午後楊成武為何又要對大龍華進行第二次攻擊？弄清20日凌晨大龍華襲擊

並未成功的事實後，20日的八路軍的大舉增兵和午後對大龍華村進行第二次襲擊的理由就容易理解多

了。

6　�「第110師団状況報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70382700、6/2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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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第十二中隊20日晝間的戰鬥

　　　聯隊史記錄

　　　�「20日８時30分，木曾警備隊長將川口小隊留駐大龍華以警戒北方之敵，自己率中隊主力向南

方前進，準備擊破退向315高地的夜間來襲之敵殘部，並意圖將負傷者護送到梁各莊大隊本部，

同時再進行彈藥補充。９時，在重機槍，聯隊炮掩護下對高地展開攻擊，交戰一小時後，將一

部敵擊退。但敵主力仍頑強抵抗，堅守高地陣地。此時木曾隊發現敵迂回部隊已接近並開始攻

擊我側背。梁各莊方面來援的大隊派出友軍亦被優勢敵軍阻擋，不見任何動靜。13時我以稲葉

小隊攻擊小龍華西北之敵，經戰鬥佔領該地。此時所見周圍之敵漫山遍野，數足有2000餘。稲

葉小隊在此被孤立。

　　　�此時，中隊主力方面也陷入重圍，拼死與周圍之敵對抗，逐漸陷入劣勢，最後僅能以刺刀白刃

戰退敵。聯隊炮分隊在彈盡之後遭敵集中攻擊全滅。此時，又見大龍華村方向起火，推測殘留

的河口小隊也同樣陷入苦戰，或許已經全滅。不久天降暮色，中隊主力對逼近之敵進行了最後

的一次齊射，敵死傷無數。但我部也蒙受巨大損害，三木小隊長、戶田軍醫、福岡、山本各分

隊長以下多數戰死或負傷，時為20日21時。

　　　�等待大隊救援已屬無望，若繼續在原地堅守只能坐等全滅。我殘部趁日暮決死突入敵陣地，殺

出一條血路，約20余名人員突圍成功。21日凌晨３時被友軍救援隊收容。同樣被圍的稲葉小隊

也於21日３時被救援隊收容。」

　　　�「一方面，大龍華村殘留的河口小隊，本日13時遭到優勢之敵再次襲擊，第四分哨〈第一分哨〉

被奪取。河口小隊長指揮部下和道路建設署所屬20余名支那人警備隊員應戰，同時命令建設隊

西松組卡車在羽尾軍曹，小林伍長帶領下強行突圍，企圖與中隊主力，大隊本部聯絡。20時，

最後一部分彈藥——西松組的工事用炸藥數百根全部投盡，河口小隊長命部下燒毀密碼本，破

壞電臺，全體以白刃突入敵陣尋路突圍。此舉成功，突圍後小隊集結於小龍華東側高地，21日

1400，輾轉到達梁各莊大隊本部」（『鳥取綜合聯隊史』47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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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１ 木曾隊在21日午後被分割圍殲的三處。增援的新田隊被阻擋在大紅門

　　此段記錄了５月20日發生在大龍華村附近一天的戰鬥。可以得知木曾中隊是在20日下午至晚間被

分割成３部分各自被圍殲的。結果半數以上潰滅。殲滅戰進行的同時，楊成武部成功地封鎖了梁各莊

至大龍華的道路，使救援隊新田中隊（約兩小隊兵力）無法接近。

　　楊成武的戰鬥詳報也記錄了此日的戰鬥過程。稱日軍８時的南方高地出擊作戰，是聽到東方援軍

的槍炮聲後「趁機突圍」。從聯隊史記錄中「梁各莊來援的大隊被優勢敵軍阻擋，不見動靜」一語判斷，

企圖與來援部隊接應的說法應是成立的。因為目的不是突圍而是追殲殘敵，所以木曾隊主力並不是向

東方（梁各莊方向）出擊迎接援軍，而是先向敵軍退去的南方315高地發起攻擊。之後在陷入苦戰，

又不見援軍到達的情況下，才於午後派出稲葉小隊向小龍華北高地方向（大龍華東北方）前進。此時

的目應是企圖接應援軍到達。結果援軍未到，木曾中隊主力（一小隊，和聯隊炮，機槍分隊）與稲葉

小隊均抵抗到傍晚時分彈盡，最終被分割圍殲。由此可見，真正的大龍華「殲滅戰」並不是指發生在

20日凌晨的夜襲，而是20日午後13時開始至20時30分的第二次攻擊。此時村內只有河口小隊的一部分

和築路警備隊20名，築路人員若干。又沒有重火器。當然抵擋不住八路軍的長時間猛攻，以致守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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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後突圍。

　　關於木曾第十二中隊的損失，戰鬥詳報稱：「本戰鬥是小林聯隊上陸以來的最大激戰，敵遺棄屍

體達五百具以上，我軍戰死者五十二名，之外負傷者多數」。

　　以下是聯隊史中列出的戰死者名單，若細讀可發現共記錄了57名（全體58名，其中一名重複）。

相差６名不會是記錄錯誤。戰鬥詳報中記錄的肯定是52名。多出的５名應是戰後按行政檔案核實的最

終結果，包括戰傷死，和其他遺漏，失蹤者等。

　　　�三木伊和夫、山口照一、宮本明太郎、山崎秀雄、藤本邦雄、築本政次郎、山本弘、福田磯、

小林鹿蔵、見塚喜代松、田中権次郎、前田網太郎、奧平菊太郎、木村早太郎、上中鉄一、長

田保治、　藤井勇、沖田富一、杉浦節雄、野津豊、中島辰治、中原惣平、三上大仙、藤本利夫、

宮浦五郎、岡本政治、森脇唯雄、中村清、河合昇、岡本幸一、藤本竹治、森強、和田繁、中

坪宗市、中島伝一、山本壽治、荒尾治助、岡本政晴、岸本熊蔵、有本亀造、西村敏夫、武田

秀治、大川清吉、中本芳一、戸田正躬、今田新蔵、中本鶴一

　　　�RiA：岡垣義行、村下虎治、白滝豊、高井逸治、上木慶一、西阪綾太郎、尾崎清志、日詰安蔵、

釜本政一、米田清市、中本鶴一

　　有關築路警備隊20人（滿洲國守陵部隊）和民工，築路工事要員中的死亡數，戰鬥詳報不會記錄。

從死亡名單中可看出，被「全殲」的是聯隊炮分隊（RiA）。但木曾中隊長，稲葉小隊長，河口小隊

長都無恙，死亡將校僅為１名小隊長和一名軍醫準尉。說明被圍殲的半數以上日軍突圍成功。聯隊炮，

重機槍在突圍之際應落入八路軍之手，大龍華村內裝有重要文件的鐵箱，也在稲葉小隊突圍時被遺棄。

　　以上聯隊史中的內容應是木曾中隊的戰鬥記錄，由於有時間，地點，和戰果損傷的具體資料和明

確的時間記錄，此記錄應是來自中隊戰鬥詳報的拔萃，資料源可信無疑。

５　西陵附近的戰鬥

５月20-24日，《步兵第百四十聯隊戰鬥詳報》

　　下面是遠在涿縣第百四十聯隊本部的戰鬥詳報。聯隊史中稱是「戰鬥詳報」，從內容看像是「陣

中日誌」。內容主要記錄的是前線部隊的狀況報告，和聯隊方面的部署、命令。詳報內容也不是大龍

華的戰鬥，而是20日午後聯隊對第三大隊組織救援的過程，和21日至25日聯隊主力出動後對楊成武部

進行的報復掃討作戰（西陵附近的戰鬥）。其中的大龍華方面的戰鬥情況彙報，對了解大龍華附近的

戰鬥進程有參考價值。下面是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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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白晝戰鬥，「敵為獨立第一師楊成武，趙玉坤部約3000名，及鄧華獨立第六師約1000名。

20�日凌晨用兵一部襲擊大龍華，同時一部進入西陵地區，與我道路工事掩護隊發生衝突」。20

日15時，涿縣聯隊本部接到梁各莊第三大隊本部的如下報告

　　　�「第一報：大龍華警備隊本日凌晨一時遭到優勢之敵進攻，已將其擊退。警備隊以一部分反擊

出動中，詳細情況不明。掩護道路工事的藤田隊（第十中隊的一小隊，配機槍２挺，炮１門）

在大陵附近與敵交戰中」。

　　　�「第二報：大隊派新田中尉指揮中隊一部分增援，企圖進入大龍華村」。

　　　�「第三報：新田增援隊遭到正面之敵阻擊，處於苦戰中」。（在小龍華東廂藍旗受阻）

　　以上是第三大隊向聯隊本部的報告記錄。從報告的時間序列判斷，第一報的時刻應在20日９時，

木曾中隊主力出擊315高地後，第三報應在向聯隊本部報告的午後15時前。可看到在梁各莊的內海大

隊本部開始並沒有認識到此次戰鬥的重大性。派出的增援部隊只是新田中隊一部約兩小隊。對此，在

途中企圖阻止日軍增援的楊成武的部署，至少有兩個營以上。新田隊（新田二三郎中尉）是第三大隊

第十中隊，赴大龍華企圖救援的主要是在西陵掩護道路工事的藤田小隊（藤田秋三少尉），後得到中

村小隊補充。內海大隊長在接到担任救援任務的新田隊途中进入苦戰的消息後，才向涿縣本部求援。

因為除了警備梁各莊的預備隊第九中隊外，內海大隊長已沒有任何其他可調用的兵力。

　　對此危機，小林長次聯隊長的處置也十分怠慢。大龍華附近前線出現危機的時間，應在1500前後，

而在涿縣聯隊本部直至17時，才作出反應，下達了《長作命第114號》，�制定了聯隊主力增援出動計畫，

但此時能緊急動用的兵力，也只有駐保定（梁各莊南東約90公里）第二大隊的步兵一小隊，命此隊「立

即乘車赴梁各莊，進入第三大隊長指揮下」。

　　在聯隊長組織其餘部隊增援的19時，又接到內海第三大隊長的第四報：

「１．廂藍旗新田隊正面之敵逐漸增加達到兩千，戰鬥日趨激烈。此敵一部經西陵北向梁各莊前進中。

２．大隊企圖佔領梁各莊西方250高地，阻止此敵前進」。

　　可見八路軍在大龍華附近得勢后，更出現向梁各莊進軍的企圖。內海大隊長的對策案，並不是救

援大龍華案而是防禦案，即利用手頭最後的兵力（第九中隊）企圖阻止敵軍向梁各莊的進攻。預防後

方兵力空虛的梁各莊陷落。可是小林聯隊長否認了此計畫，命令第三大隊繼續向大龍華方面出擊救援。

　　20日20時於涿縣司令部下達的《長作命115號》內容如下：

　　　�１．西陵地區內之敵數量逐漸增加。

　　　２．聯隊欲殲滅此敵。

　　　３．第三大隊應繼續努力展開攻擊。

　　　�４．第一大隊長集結新城兵力（梁各莊東方約70公里）迅速支援梁各莊方面，協助第三大隊作

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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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第二大隊長組織以步兵一中隊為基幹的討伐隊，於21日早朝從姥村出發，攻擊西陵南側，

北石樓附近之敵。

　　　�６．木村中尉指揮軍旗小隊，通信班各一部，配裝甲車小隊，兵站自動車一部力爭21日0730從

涿縣出發，余同此隊乘車同行，向梁各莊前進。

　　如此小林聯隊長連夜組織了討伐隊，集結了分散在涿縣，新城，保定各地的聯隊所有兵力「總數

為步兵五中隊，機槍一中隊半，聯隊炮一分隊。野炮一小隊，無線三分隊」�連夜或次日開赴梁各莊，

以圖擊敗楊成武部隊主力。但為時已晚，增援各部隊陸續到達梁各莊的時間是21日白天，而大龍華殲

滅戰早已與20日晚間結束。在次日日軍到達前，楊成武各部已打掃完戰場，撤出了大龍華。

６　有關行李箱紛失的調查報告

　　防衛省檔案中，還有一個６月24日，第百十師團長桑木崇明致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的《有關前渡

金燒毀事故之件報告》，實際上就是楊成武，聶榮臻提到的繳獲日軍重要文件之案。只不過日軍沒有

將此件作為軍事情報的洩密案處理，而是作為財會管理過失，將「紛失現金，收據」之責任提交給財

會監理部門處置。此文不僅記錄了行李箱紛失的經緯，並且較詳細地記錄了大龍華戰鬥過程。先看一

下史料内容。

Figure２ 大龍華警備隊現金紛失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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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紛失前渡金事故報告書

１.�被害日期及場所

時間：�昭和14年（1939）５月20日20時30分，場所：河北省易縣大龍華警備隊

２.�被害原因及狀況：

昭和14年５月20日１時20分，第八路軍約600名襲擊大龍華警備隊。中隊長以下全員應戰，約

六小時後將敵擊退於大龍華南方山地。中隊長為殲滅退卻之敵，於９時率部下兩小隊及全部重

火器向南方山地出擊，留下河口少尉指揮剩餘人員在大龍華待機。

13時20分，一旦潰退之敵得到有力部隊增援後，出動900餘名再次襲擊大龍華警備隊，殘餘守

備人員陷入苦戰中，死傷不斷增加，最終不得不撤退。此前16時，警備隊在北方高地設置的第

一分哨，遭到敵集中火力射擊出現危機。河口少尉遂命令作為聯絡人員在隊中的複分任官畑中

軍曹帶領一分隊急援分哨。到達第一分哨後畑中軍曹指揮部隊與進攻之敵對戰約４小時。20時

40分，彈藥消耗殆盡，欲率部下返回警備隊進行補充時，發現在大龍華村的警備隊已將重要文

件燒毀後突圍。此時可見望見來襲之敵已佔據附近屋頂。為了将情况通知梁各莊大隊本部，畑

中軍曹等不得已奪路退回，於21日17時輾轉返回到梁各莊大隊本部。

３.�被害金額：金150圓79錢。收據５張，合計額面736圓47錢。

４.�發現被害時機：

20日20時40分，在警備隊北方高地戰鬥中的複分任官畑中軍曹，從山上望見警備隊房屋起火，

附近屋頂被敵佔據。預測到自己負責保管的現金及收據會被燒毀。退回到梁各莊本部時得知重

要文件及一部分不能攜帶的行李，在河口小隊長命令下已被自行燒毀處分。22日，畑中委託赴

大龍華村清掃戰場的內海部隊遺體收容隊，尋找收藏現金及收據的中隊長木曾少尉所有的金屬

制將校行李，但未能發現。25日，畑中複分任官再次與收容隊同行調查，也未發現行李箱，遂

確定紛失。

５.�紛失事件處置結果：

…按會計規則第135條，對會計檢查院要求免責處置。斟酌當時狀況，認定複分任官在任中對

現金收據等其他證書保管方法妥當，所以免予處分7。

7　�「前渡金焼失故の件報告」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5-12-233、（所蔵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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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３ ５月21日八路軍進入大龍華警備隊部。羅光達攝影《晉察冀畫報》創刊號

　　此調查報告不僅明確了將校行李的遺失過程，經緯，並且通過記錄的時刻可以準確地再現戰鬥經

過。得知大龍華戰鬥分為兩次，第一次是20日凌晨１時20分開始的夜襲，經六小時戰鬥後，將夜襲者

「擊退於南方山地」。真正的苦戰是八路軍第二次對大龍華村的襲擊，開始於同日午後１時20分。奉命

留守的約一小隊兵力，經過約７小時的抵抗後，彈盡援絕。河口小隊長下令燒毀重要文件及破壞電臺

突圍撤退。大龍華据点陷落时间是晚８时30分前后。

　　為何重要的將校行李會被八路軍繳獲？因為這是一件輕裝突圍時帶不走的大件（需要用輜重馬車

裝載），又是輕易放火燒毀不了的鐵箱。若河口小隊長能開鎖將其內容燒毀，或將現金等帶出也並非

無有可能。但從財會、保密制度上，破壞保密行李箱又是絕不允許的行為。估計撤退前，河口小隊長

已將電報密碼本，作戰關係重要文件等燒毀，最後又燒毀房屋期望這支笨重的鐵箱與火災同歸於盡，

但最終鐵箱戰勝了火災，使其成為楊成武部隊的戰利品。

　　此件在處理完後，1939年８月11日，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杉山元又一次向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報

告了方面軍經理監察部門的調查結果（《方軍經監第262號/出納官吏保管金紛失之件報告》），認可了

桑木師團長的處理方法。現金紛失事件的處理至此告8。

8　�「北支那方面軍司令官　出納官吏保管金亡失に関する件」陸軍省-陸支普大日記-S14-11-201、防衛省防衛研
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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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４ 將校金屬行李箱的同樣品，需要用輜重車裝載

　　日軍為何沒有追究重要文件紛失的責任？考慮此類下發到各中隊管理的文件並不是什麼特別的作

戰機密。從楊成武回憶錄的繳獲目錄看「有華北方面軍司令部頒發的《關於剿匪與警備的指針》、《使

用特種器材（毒氣）�之參考》和対我晉察冀根據地的《一九三九年一、二、三期粛正作戰概要》包括

在經濟、文化等方面侵略我國的指導條款，還有情報工作，偽政權的建設與利用以及日軍一一〇師團

司令部頒發的《対山區方面匪團封鎖計畫》，等等」9。多屬於一般的作戰指導手冊，規則，並不是像密

碼暗號，或有關作戰計畫，部隊部署一類的直接機密。這也是此類文件裝箱保管的理由，不是常用文

件。

７　結果分析

　　從以上各種記錄判斷，八路軍楊成武部的夜襲發生在20日凌晨１時20分。剛開始出其不意，作戰

順利，能登上大龍華敵據點附近屋頂，封鎖敵出動。但不久形勢逆轉，在一中隊以上日軍的兵力及重

機槍，聯隊炮等重火器的反擊下，夜襲終於失敗，天明後不得已遺棄死傷者退向南方315高地方向。

楊成武也稱「晨，第一營部隊撤出休息」10，實際上是變相承認了此役的敗北。若加上楊成武晦澀的「坦

9　�《楊成武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17頁。
10　�《楊成武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5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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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現在至少日中雙方有四種文獻11可以交錯證實20日凌晨第一次大龍華夜襲失敗的事實。清掃戰

場的並不是楊成武部。確認了戰果為「敵遺屍80餘具，步槍20支，手榴彈50�，步槍彈550發，我損害

為下士官以下８名」的也是大龍華守備隊。午前９時，木曾中隊長率領兩小隊步兵和全部重火器（炮

一門，重機槍一挺），對退到南方315高地之敵的出擊，並不是楊成武所稱的「敵趁機突圍」「逃竄」，

而是乘勝追擊。推測此次出擊之舉是在接到梁各莊大隊本部將派第十中隊（新田隊）兩小隊來援的消

息後決定，意圖與來援部隊合擊殲滅殘敵。

　　從此時開始，戰局才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木曾中隊長錯誤地判斷了形勢，以為來襲之敵已被徹

底擊退，敵進攻計畫已被全面挫敗。實際不然。楊成武部按計劃正在大舉增兵中，並陸續將約3000名

重兵配置於大龍華，和小龍華附近山地。企圖集中所有優勢兵力再次出擊，殲滅大龍華的木曾中隊全

體，並阻擋可能由梁各莊到達的內海大隊援兵。

　　內海大隊長也輕視了敵手的實力。以為來襲之敵已被挫敗退卻，並未重視大龍華方面的事態，僅

派出了兩個步兵小隊援兵（約百名）以協助清掃殘敵。木曾隊的冒險出擊，並分兵稲葉小隊赴小龍華

方面接應援軍是木曾隊長作戰指揮中的最大失誤。使本來全體兵員就不足200名的木曾隊，更分為三支，

兩支被孤立於危險的野外。

　　八路軍在與中隊以上單位的日軍作戰時很難取勝，沒有過殲滅戰之例。但若將日軍分割為小隊單

位，再以重兵包圍後就能形成絕對優勢。從平型關，雁宿崖等戰例看，八路軍取勝方法都是「持久包

圍戰」，輕易不進行短兵相接。經數小時對峙槍戰，使被包圍日軍彈藥消耗殆盡後才突擊殲敵。大龍

華之戰也不例外，出動約十倍之兵力，包圍日軍一小隊，卻要作戰５-６小時以上才能將其擊潰。

　　結果315高地附近的木曾隊本部，炮隊，派到小龍華西北的稲葉小隊，留駐大龍華村的河口小隊等，

被分割包圍。從報告時間判斷，八路軍主力集結完畢，對日軍開始包圍攻擊的時間在午後一時以後。

同時，從梁各莊來援的新田隊的兩小隊，也被阻擋在廂藍旗以東（八路軍記載為大紅門）。在此形勢下，

消耗戰一直持續到晚間，終於木曾隊被孤立的各部彈盡援絕，三個小隊被孤立在異地同時出現了危機，

真正的殲滅戰也由此而成。

　　在形勢出現危機的午後17時，涿縣聯隊本部才開始認識到事端重大，但易縣附近又無可用部隊。

焦慮中小林聯隊長先通過「長作命第114號」命保定的第二大隊派步兵一小隊乘車赴梁各莊救急（道

路約90公里）。夜20時以後又通過《長作命115號》從各地拼湊出５個步兵中隊，一個半機槍中隊，三

門炮連夜赴梁各莊戰場增援。但遠水不救近火，此部隊從百里外陸續集結於梁各莊的時間是21日晝間，

大龍華殲滅戰早已結束之後。楊成武記錄戰鬥「至20時結束，20日晚和21日上午打掃戰場，21日12時

11　�日軍方面的三種記錄為《步兵第140聯隊戰鬥詳報》，師團的行李紛失報告記錄（『前渡金焼失事故の件報告』），
和當事者，第三機槍中隊齋藤曹長的《興亞從軍記錄》（稱「５月19日第八路軍…夜襲。戰鬥持續到天亮，終
於將敵軍擊退」胡卓然《敵後傳奇中日稀見史料對照下的紅色抗日傳奇》北京：西苑出版社，2012年９月，13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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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開始轉移」12。八路軍進入大龍華警備隊部時八路軍攝影記者羅光達的照片，應攝影於打掃戰場中

的５月21日午前。

Figure５ ５月21日救援大龍華的西陵附近戰鬥要圖

　　木曾隊殘部突圍後被救援隊「收容」的時間記錄為21日凌晨３時，推測此時前來匯合的部隊，是

晝間被阻擋在廂藍旗附近的新田隊，或17時以後由梁各莊增加派遣的第九中隊一部。從大龍華突圍成

功的河口小隊殘部到達梁各莊本部時間是21日14時，而企圖進入大龍華村失敗後退出的畑中軍曹（複

分任官）帶領部下輾轉返回到梁各莊本部的時間記錄為21日17時，說明21日整日，楊成武部隊還在梁

各莊與大龍華附近山地與敵增援部隊周旋，大龍華至梁各莊間約20公里遠的山地戰場一帶，還到處有

八路軍的出入，造成被沖散，或突圍的大龍華木曾隊殘部的歸隊困難。日軍記錄中清掃大龍華村戰場

時間是22日。即大龍華村陷落36小時以後。當然此時的戰場中除了日軍遺體之外，不會剩下任何遺留

品。

　　一方面也可知道此戰鬥並不像八路軍楊成武描寫的那麼壯觀，徹底。最後達到殲滅木曾中隊的基

本事實不假，但報告中的日軍死傷數“四百餘名”卻不真。第三大隊的兵力總數才不過700名，此數也

是楊成武從繳獲日軍文件核實的結果（《楊成武軍事文選》45頁）。20日一天真正進入戰鬥的只有木曾

（第十二），新田（第十，缺一小隊）兩中隊弱。受到殲滅性打擊的也只是被分割圍殲的木曾隊約150

名（此外還有約20名偽軍，和部分築路民工），其中死亡者52名（戰後調查記錄為57名）。可確認聯隊

炮分隊基本被全殲，其餘各小隊，都有部分殘存者突圍成功。小隊長中死亡的只有三木伊和夫（少尉）

12　�《楊成武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5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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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中隊長木曾恭平，小隊長稲葉實13，堅守大龍華村的河口龜之助小隊長均突圍成功，安全無恙。

奉命率領西村組建設隊卡車從大龍華村突圍的羽尻軍曹和小林伍長，也沒有出現在死亡者名單中，所

以建設隊的卡車突圍組也獲得成功。此類不徹底的殲滅戰，在平型關小寨村，雁宿崖戰場都可見。說

明八路軍阻擋敵突圍的能力並不強。

　　楊成武記錄的被俘者�「日軍指導官穴田」，查第百四十聯隊的將校名單中並無此人存在。按楊成

武說，是20名道路警備隊（滿洲國守陵隊）的「指揮」（顧問？）。筆者認為不会是百十師團的军人。

不排除是擔任築路的建設署的民間人（軍屬的技師或建設會社西松組關係者）。

　　八路軍繳獲的日軍重武器中，能確定的只有木曾隊配屬的聯隊炮一分隊（四一式山炮一門），和

重機槍一分隊（92式重機槍一挺）。推測日軍方面的死傷總人數，以木曾隊為主可達約120餘名，若加

上道路警備隊的偽軍和民間築路人員，死傷可能接近150名。由於不見戰鬥詳報，此數僅是一個推測

的概數。擔任救援隊新田隊兩小隊雖被阻擋，但沒有出現太大損失。證據可見聯隊５月21日以後的戰

鬥記錄。21日後的西陵附近討伐戰（-25日）中，25日以後塘湖鎮，金坡鎮掃蕩中，遭到重創的第十

二中隊（木曾隊）並沒有再次出現，而第十中隊（新田隊）卻又出現在這兩次新戰鬥的戰鬥序列中（『鳥

取綜合聯隊史』472-3頁）。

　　楊成武稱「殲滅木曾中隊及西陵警備隊，炮兵一小隊，工兵爆破班270名」，逃出包圍著只有「10

餘名」，此殲敵數270名，首先超過了的大龍華守軍（一中隊）的全體數字（推測全體不足180名），若

只放走10餘名，為何木曾中隊長，稲葉小隊長，河口小隊長等主要幹部都未死傷？顯然不通邏輯。楊

還稱「大紅門方面殲滅日軍140名以上」此數不僅超過支援部隊新田兩小隊（加配屬重武器等推測約

100名）的全體數，若新田隊20日被殲滅，之後23日討伐戰鬥中出現在藍旗營的新田第十中隊（10-

1/3+1/2MG）又是從何處而來（469頁作戰地圖）？新田隊在20日的支援戰鬥中並沒有記錄傷亡。從

21-25日的聯隊救援作戰（西陵附近戰鬥）部署看，和�23日新參加的第九中隊一起，仍擔任第三大隊

主力。�

　　除以上可疑的殲敵數報告外，楊成武記錄的繳獲品，如山炮一門，輕機槍５挺，重機槍１挺，電

臺一架（已損壞），步槍80余支，重要文件數十冊等，可認為和實際比較接近，不會有懸殊差距。「我

方傷亡」者共349名（包括趙支隊13名）也應該是可信的數據14。

　　由於有楊成武《大龍華戰鬥詳報》（實際是報告）的文字佐證，所以大龍華戰鬥的記錄，並不像

連时間，方位都搞不清楚的“口述”「平型關大捷」的战斗过程一樣離奇，基礎情報記錄的都比較準確。

「殲敵」數和繳獲武器和實際戰果也僅有兩，三倍之差，是筆者所見的八路軍戰果記錄中最誠實的一份。

遺憾的是此比較屬實的僅少的史料，也沒有人能認真研究，只是利用於故事題材。多數人更感興趣的

也是更通俗的《血戰大龍華》（《楊成武回憶錄》）中的戰鬥情節。可有誰曾注意到，楊在《戰鬥詳報》

13　�稲葉實不久於９月15日冀南西劉屯戰鬥中死亡（「歩兵第百四十聯隊史」『鳥取綜合聯隊史』鳥取綜合聯隊史刊
行委員会，1983年，484页）。

14　�楊成武《雁宿崖、黃土嶺戰鬥詳報》（1939年12月14日）《楊成武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51-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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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記錄的戰果，被正式採錄到《八路軍軍政雜誌》（６月25日号）的《捷訊彙報》（八路軍戰果統計）

中時，殲敵數已增加到「五百餘」，繳獲步槍也從80支增加到「一百三十余支」，輕重機槍均倍增，俘

虜日軍也從11名增到「中隊長小隊長以下十七名」15。可見“大捷”的內容，會根隨革命形勢的需要不斷

發展。

　　最後再提供一個在華北地域與八路軍作戰的第百十師團的資料作參考。包括小林聯隊（步兵第一

四〇聯隊）等四個步兵聯隊在內的第百十師團（桑木崇明中將，約21,000名）全體，自1938年７月至

1939年10月14日約15個月間的「2250回各種戰鬥」中死亡總數為「533名（內將校32名），戰傷1327名

（內將校60名）」16。從此統計也可看出，僅大龍華一戰即能殲滅400餘名日軍的說法不會是事實。

　　最后再将經過本研究實證所澄清的幾個事實例举如下：

一，大龍華戰鬥分為５月20日凌晨１時至６時的小規模夜襲，和13時至20時的大規模殲滅戰，救援阻

擊戰的兩個部分。前者的戰鬥並沒有取得成功，八路軍夜襲失利後撤出大龍華村。之後再行調動數千

部隊於午後將日軍分割為三部（三個小隊）圍殲，是為大龍華戰鬥取勝原因。

二，大龍華戰鬥中受重創的日軍部隊，是木曾中隊的約150-180名（三個步兵小隊，一挺重機槍，一

門山炮）。戰鬥結果其部死傷超過百名（内死亡57名）。可是包括木曾中隊長，稲葉小隊長，河口小隊

長等主要幹部在內的一部分突圍成功。所以並不能稱全殲，只不過是重創。

三，20日增援大龍華的新田中隊的兩小隊，被楊成武的大部隊阻擋在大紅門附近，增援失敗。但此隊

並沒有受到重大損失。

15　�晉察冀人民抗日鬥爭史編輯部編《晉察冀戰報》1982年９月，32頁。
16　�「第110師団状況報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3070382700、13/26（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