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 

— — 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的关系为例 

陈 默 

内容提要 抗战时期各个地方推行的“军人治政”并未促进地方的军、政关系，反而 

因为军队“派系化”问题激发出较为严重的军、政对立。第五战区久驻湖北，逐渐体现出 

“桂系化”的特征，并发展为一个军事利益集团。严重代理湖北省主席时尚能与第五战区 

保持微妙的平衡，然而出身中央军嫡系的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兼理湖北省政后，军、政 

双方迅速走向对立。围绕着鄂东的人事任免问题和鄂北的军粮征集问题，第五战区和湖 

北省政府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和争斗。在这类军队系统侵夺地方行政大权所引发的 

军、政对立中，派系因素始终是其重要原因。 

关键词 军、政对立 湖北省政府 第五战区 鄂东 鄂北 

作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战争，抗 日战争考验着国民党政权的方方面面。政治可以在多长时 

间内、多大程度上支持军事，是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在“总体战”(Totale Krieg)思 

维的指引下，国民党政权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以推动“军事第一”目标的实现。其中一项措施，就是 

在各个省推行“军人治政”的政策，由军事将领兼理或转任各省省主席 ，直接掌控该省的行政大权， 

藉此加深军、政联系，达到军、政配合的目的。 

将封疆大吏的权力交给带兵打仗的“武装同志”，在学理上颇符合逻辑，地方长官和驻军首脑 

同出自军界，理论上可避免传统上一直以来存在的文、武之争。在实际运行中，如此安排在某些地 

区似乎也体现出良好的效果。① 然而，在不少地方同样可以看到，“军人治政”并没有促进军、政和 

谐，反而带来了新的军、政对立。究其原因，除了战时“军事第一”体制下，一切资源优先流向军方 

而民间各类负担过载引发的双方关系紧张外(战时体制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拟另文探讨)，不同派 

系的军人以及军事集团之间一直潜在的矛盾，或许同样是相当重要的原因。这些地方的军、政对立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抗战时期国共军队研究》(14AZS00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薛岳在湖南、熊式辉在江西、廖磊在安徽担任省主席期间，当地并未出现明显的军、政对立，地方政治相对稳定，各项事业 

也得到一些发展。参见陈默《抗战时期国军的战区——集团军体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2012年，第2l7— 

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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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以第五战区与湖北省政府(以下简称“省府”)之间的冲突和争斗最为突出。 

抗战时期的军、政关系，无论是中央层面的还是地方层面的乃至最基层的，是目前研究中较为 

薄弱之处。① 至于战时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之间的矛盾，既有研究已有涉及，惜乎失之于略，且并 

非这些研究的主要关注点。②本文利用各种原始资料，重点考察抗战进人相持阶段之后，李宗仁的 

第五战区久驻鄂省，与陈诚兼理的湖北省府之间围绕粮食征集和地方行政爆发的冲突，并试图分析 

这一军、政对立的实质，以及军队派系因素在其间发生的作用。 

一

、 “桂系化”：第五战区驻鄂及其派系特征 

战区这一概念，最早由19世纪初的法国军事家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提出，其定义为 

“两个大国问展开交战的所有地区”。③ 克劳塞维茨认为“战区是整个战争空间的一部分相对完整 

的空间”。④ 进入20世纪后，战区在军事学上逐渐被定义为相对独立的、容纳战略单位活动的区域 

性作战实体，也是介于统帅部和战略单位之间的指挥机构。⑤ 战区作为战时军队系统的最高一级 

单位，贯穿了抗 日战争的始终。 

抗战伊始第五战区即告成立。1937年 8月 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军委会”) 

正式发布作战序列，将作战区域划为五个战区。其中，冀、鲁作战区域分划为第一、第五战区，长官 

均由蒋介石 自兼，当时的第五战区由山东省的实际控制者韩复榘担任副司令长官。⑥ 随着淞沪会 

战的扩大及作战区域的频仍变化，各战区的区划和任务也相继调整。10月 12日，李宗仁抵达南京 

时，军委会发表由他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节徐州，战区位置南移，作战任务也改为防守津浦路 

南段。⑦与之同时，应李宗仁的要求，来自广西的廖磊第二十一集团军和李品仙的第十一集团军奉 

令调入该战区，李品仙亦升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⑧ 

1938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和防区随着交战区域的变化不断变化。一年内其长官部从 

江苏徐州辗转至湖北樊城，防区也从鲁南、苏北的整块区域演变为鄂西、鄂北及豫南的大片山地。 

此外，李宗仁令廖磊率第二十一集团军开赴敌后大别山建立游击基地，因而皖西、鄂东的小片地区 

也属于该战区控制地域。⑨ 由此，第五战区正式进驻湖北。 

进入相持阶段后，第五战区所辖地域随其他战区的兴废发生过一些变化。1939年 10月，为了 

配合第一次长沙会战，鄂西、湘北成立第六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后因会战结束该战区于 1940 

① 曾景忠指出正面战场研究“至少还应包括国民政府统帅部至各战区的指挥运作，战略方针和部署，战术运用；国民政府军 

队状况，内部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士气、作战能力、后勤保障等；战地和后方的军政关系、党政军民关系；政治动员、军事动员、供 

给支援；各战区和各部队包括军种间之协同，各战场之间的配合；国民政府军队与盟军的关系等”。参见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正 

面战场研究述评》，《抗 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3期，第1oo—lOl页。时至今 日，专门论述“战地和后方的军政关 系、党政军民关 

系”的研究仍然缺乏。 

② 参见肖如平《蒋介石对黄埔嫡系陈诚的培植》，《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 2期，第4l__42页；林伯瀚：《陈诚主政湖北之研 

究(1938--1944)》，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国立中央大学”，2010年。 

③ 若米尼著，盛峰峻译：《战争的艺术》，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56页。 

④ 克劳塞维茨著，盛峰峻译：《战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4年版，第 l75—176页。 

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军制》，军事科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20页。 

⑥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国民革命建军史》第3部，“八年抗战与戡乱”(1)，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93年版，第 

144页。 

⑦ 李宗仁 口述，唐德刚记录：《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第514_516页。 

⑧ 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 1975年版，第 136页。 

( 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552--5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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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4月裁撤。① 但是，枣宜会战后，为增强鄂西防务，军委会于 1940年 6月底恢复第六战区的设 

置。② 原属第五战区的鄂西、湘北一地划归陈诚第六战区，第五战区的重心北移，其防区逐渐固定 

为“湖北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汉水以西拨归属第六战区)，安徽的长江以北、津浦路以西地区”，而 

长官部也在此前向北迁至位于汉水中游东岸的老河口。③ 抗战临近结束时，军委会在 1944年 12 

月成立第十战区，将第五战区所属平汉线以东的地域划归其管理，第五战区防区再度缩小。④ 尽管 

所辖地域不断变化，长官部驻节位置几经迁移，所属部队时有增减，第五战区自进人湖北之后再也 

没有离开过，与第六战区一道，成为战时湖北最为重要的军事力量。 

与抗战时期多数战区不同，第五战区带有较为明显的派系色彩，即该战区存在着“桂系化”的 

特征。一些研究认为，抗战时期蒋介石较为成功地分化了地方军事集团，扩大了嫡系部队的比重， 

军队的“中央化”进程得以加快，这种看法大致不错。⑤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言，“陈旧的东西总是力 

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⑥ 地方军事集团面对蒋介石的瓦解和吞并，采取了各 自抱 

团、相互奥援的办法加以抵制，并试图在保存统序完整的同时得到发展。⑦抗战时期未被蒋介石瓦 

解且得以扩张的地方军事集团中，最为突出的除了阎锡山的晋绥军外，就是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 

武装。 

广西军队的长期存在，是第五战区得以“桂系化”的基础。开战之初，李、白二人即将所属部队 

由两个军七个师扩充为五个军十三个师，编为三个集团军，其兵力虽不算特别雄厚，但分别在中央 

军势力薄弱的皖西、鄂北、广西霸据一方，不易被中央军觊觎，保存 自身序列的完整相对容易。⑧ 在 

其控制的广西、安徽两省政府的支援下，桂系武装人马较为齐整，补给也相对充分，且除正规部队之 

外，还握有相当数量的保安团队和游击部队(如属李品仙指挥的鄂东、豫南、皖西数支部队)，其实 

际兵力估计可达20万人。⑨ 广西军队的总体军力，据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崔可夫(B．14． KOB)在 

1941年估计，为35万人。⑩ 

就第五战区而言，表面上桂系部队占的比重并不大，但其主体地位却十分稳固，一个原因是该 

战区的西北军、川军等地方部队，往往在其他战区得不到重用，蒙李宗仁特意关照，才在第五战区落 

脚找到位置的。西北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的部属于敏梓回忆，孙部 自徐州会战前期就编入第五战 

① 袁金书编：《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事略稿本》(43)，1940年4月21日，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413页。 

②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编辑委员会编：《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册，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 司1984年版，第 

625页。 

③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5年版，第607页。 

④ 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218页。 

⑤ 参见李宝明《“国家化”名义下的“私属化”——蒋介石对 国民革命军的控制研 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年版，第 

165—223页。 

⑥ 《马克思致弗 ·波尔特》(1871年 11月23日)，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 

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394页。 

⑦ 更为严重的是，中央军实力的削弱，事实上有利于地方军事集团的延续。齐锡生指 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接着的数 

年中各项事件的发展表明，战争初始阶段蒋介石军事力量的损失戏剧般地打破 了国内军事平衡，因而改变了战时政治进程⋯⋯”。 

参见 Hsi—sheng Ch’i，Nationalist China at耽r：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1937—45(Ann Arbor：University ofMichigan 

P ，1982)，pp．86—87，按，此引文中的平衡指的就是蒋介石集团与各地方军事集团之间的平衡。 

⑧ 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 165_222页；徐启明口述，陈存恭记录：《徐启明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 

究所 1983年版，第98一l21页。 

⑨ 参见陈良佐《新桂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段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5 

卷，“八年抗战”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年版，第275—282页；汤矗：《新桂系内幕之我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 

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167—169页。 

⑩ 崔可夫著，赖铭传译：《在中国的使命：一个军事顾问的笔记》，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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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经过台儿庄以及武汉的战斗，孙连仲与李宗仁“已是老朋友”；李宗仁对于台儿庄战役中表现突 

出的孙连仲“很有好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迁至老河口后，与孙连仲的总司令部相距最近，“经 

常往来”；“李也常去孙部训话，关系比较好”。① 戴笠在 1942年 12月致蒋介石的密报中说李宗仁 

对于“凡隶属五战区之部队，除李品仙所部外，余如第二集团军、第十二集团军，以及原隶属第卅三集 

团军，均极尽卖好勾结之能事，军纪之败坏不问，地方之陈述不理，反而多方庇护，藉以结其欢心”。② 

这样的情势下，尽管第五战区各派武装杂处，但多听从李宗仁的指挥号令，甚至唯桂系马首是瞻。 

第五战区“桂系化”的主要表现，是在军令、军政方面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军令方面，按 

照李宗仁的说法，抗战初期他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时，就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为由，要求蒋 

介石少打电话指挥该战区，六年时间蒋介石果真极少给他打电话，李宗仁因此在第五战区的指挥中 

享有较大的自由。③不过，实情恐怕并非蒋介石甘愿放权，而多是李宗仁及第五战区对蒋介石的号 

令抗命不遵。早在徐州会战后期，李、白二人就违背蒋介石命令撤离徐州，让蒋介石恼怒不已，感叹 

“今德邻、健生(李宗仁字德邻，白崇禧字健生——引者注)乃竞擅自弃守他移，并不遵奉命令，呜 

呼!何以抗战，何以立身!”~1940年的枣宜会战中，第五战区再度不遵蒋介石的命令，回避作战。 

开战之初，蒋介石就觉察到李、白二人“不愿积极抵抗，而以退缩避战为能”；随后战局转胜为败，蒋 

介石批评说“全在战区长官之无胆识，乏判断，小胜则骄，小败则怯，敌军未进，而其长官部退却，迁 

移不知所止，使上下各级联络与通信不能联系者，至今已三日余”。⑤ 

军政方面，桂系对第五战区的把控主要体现在各级人事的任免上。按照西北军出身、长期游幕 

于第五战区长官部的张寿龄回忆：战区长官部机关中，除参谋长、参谋处长、卫生处长外，其他政治 

部主任、军务、副官、军需处长、兵站总监、军法执行监均由桂系将领担任。⑥ 桂系最核心的部 

队——第二十一集团军的总司令与所辖的第七军之军、师一级主官，八年间全由第五战区推荐广西 

将领担任：第二十一集团军相继掌握在廖磊、李品仙手中，而号称“钢军”的第七军先后由廖磊、周 

祖晃、张淦、徐启明担任军长。⑦ 桂系在第五战区还大量任用不见容于国民党中央的“反侧分子”。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设于第五战区的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中，大量的东北籍教官“系参加西安事变 

分子”，而“该分校各级负责人中，亦有不少西安事变分子”；此外，李宗仁对于“背叛中央之曹文彬 

(原范石生部旅长)与鄂省府撤职之钟祥县长曾宪成，均委为纵队司令，待遇独优”。⑧ 

蒋介石对于第五战区的种种情况一清二楚，但始终采取容忍的态度，一方面因为李宗仁、白 

崇禧位高权重 ，又实实在在握有数十万军队，实在投鼠忌器；另一方面 ，客观上桂系军队在抗战 

中表现尚可，蒋介石也有利用其对抗日本侵略的想法。因而，第五战区在“桂系化”的道路上越 

走越远。 

① 于敏梓：《抗战时期第二集团军概况》，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中国文史出版 

社2002年版，第471页。 

② 戴笠：《戴笠呈鄂北各方情报及当地实际情况及八分校内幕》(1942年 12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OO2—080102—00038—005。第84页。 

③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615页。 

④ 参见王宇高编《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事略稿本》(41)，1938年5月18、19日，台北，“国史馆”2010年版，第523、 

525、528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40年5月5、24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⑥ 张寿龄：《在李宗仁戎幕中的十年》，《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147页。 

⑦ 参见桧启明《徐启明先生访问纪录》，第77、80、90、95、103、110、117页。 

⑧ 戴笠：《戴笠呈鄂北各方情报及当地实际情况及八分校内幕》(1942年 12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002—080102—00038—005，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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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 

二、“军人治政”：陈诚人鄂兼理湖北省政 

第五战区在湖北的长期存在，对于战时湖北的安全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不言而喻，然而其“桂系 

化”表现，使得战区与中央的关系变得紧张而微妙。同时，战区与其驻地的湖北省府之间，也因为 

地方人事任免和军粮征集方面的矛盾(后文说详)逐渐走向对立。军、政对立，随着一位军人省主 

席到湖北省府恩施亲理省政开始加剧，并演化成持续不断的摩擦和数度激烈的争斗。这位军人省 

主席就是时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 

抗战之前，除了国民政府尚未能实现有效统治的华北、西南、西北诸省外，其余多数省份的省主 

席已由文官担任。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此种格局迅速转变。在蒋介石的提议下，为军事便利起见， 

交战区域开始实施军、政合一，由现职将领担任战地省主席。1938年初，河南省主席换成程潜、安 

徽省主席交由李宗仁、江苏省主席改为顾祝同、浙江省主席由黄绍兹重新担任。① 在其他省份，有 

一 些现职将领如张治中、王缵绪也告别军职转任省主席。到 1939、1940年，随着李汉魂代替吴铁城 

开府韶关转任广东省主席、蒋介石飞赴成都兼理四JiI省主席，这样的态势发展至顶峰。② 据统计， 

1940年的28个省主席中，19个为现职将领兼理，另有5个省主席为现职将领转任。 

在这样的潮流中，位于交战区的湖北省之省主席一职，也在 1938年 6月，改由时任军委会政治 

部部长、武汉卫戍司令的陈诚兼任。不过，此时陈诚的工作重心尚在组织武汉会战，省府工作基本 

由时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严重代陈诚负责。1939年 1月 31日，国民政府明令严重为湖北省府代 

主席，而陈诚则穿梭于前方和后方之间，扮演着不同角色，“到处奔波，席不暇暖”，直至1940年9 

月 1 13陈诚到恩施亲自兼任省主席 ，湖北一省之行政主要由严重代为施行。③ 

严重字立三，生于 1892年，湖北麻城人，与张难先、石瑛合称湖北“三怪”，在湖北当地享有较 

高的声望。严重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五期，后担任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总队长，与保定、黄埔两系军 

人关系密切，尤与邓演达交厚。北伐成功后桂系曾短暂控制湖北，严重于此间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 

长，但旋即挂印隐居庐山近十年之久。1937年 10月严重出山，先后担任湖北省民政厅厅长、代省 

主席直至陈诚亲政为止。④ 

严重担任民政厅厅长的1938年，陈诚正在武汉指挥会战，尚能在戎马倥偬之余对湖北省的行 

政直接进行指挥。即便如此，陈诚对于湖北省政的调整也不多。他在 1938年 10月 16日致张难 

先、石瑛的电报中说：“国难正急，诚因困于军事，对于本省政治，诸多偏劳于公等，于心殊感不 

安。”⑤武汉会战之后，陈诚赴重庆主持军委会政治部、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工作，忙得不亦乐乎，湖北 

省政便由严重实际负责。1939年初，严重上任以来，便陷入各方面的重重困难之中，导致湖北省的 

①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下卷，第523页；黄绍毒盘：《五十回忆》下卷，世界书局 1945年版，第355页。按，蒋介石以战时河 

南省政治工作重要 ，原省主席商震专任集团军总司令，改由地位、威望更高的战区长官程潜担任。参见王宇高编《蒋中正总统文物 

档案 ·事略稿本》(41)，1938年 1月2O、27日，第73、94页。 

② 参见郑泽隆《军人从政——抗 日战争时期的李汉魂》，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第32—40页；《蒋介石 日记》(手稿)， 

1939年9月16日、10月7日。 

③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台北，“国史馆”2005年版，第249—256页。 

④ 参见梁漱溟《严立三先生事略》，袁守谦：《严立三先生传》，宋瑞珂：《回· 严立三老师》，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总第24辑)，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8年编印，第3—48页。 

⑤ 陈诚：《电复张难先等对偏劳省政表示不安》(1938年 1O月 16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台 

北，“国史馆”2009年版，第 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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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工作无法推动。严重本人也“艰苦备尝”，“费劲气力而无济于事”。① 

严重遇到的主要困难，是湖北省府内部人事问题。省府内部既不团结，又缺乏得力干将。严重 

在 1939年 4月 3日致函陈诚 ，称“湖北省府到现在是再不能不根本改造了”，明言“代你负责的我， 

到现在实再无法维持了”，湖北省府“一府中，主客杂陈，纠纷更多，负责主持人所受痛苦，非局外人 

想象所能及”。严重建议陈诚另觅干员接任其职，待新主席接任后，省府其他人员“除新任财教两 

厅外，均应一律改组出去”。② 之后，严重在 1939年 11月27日再次致信陈诚，详细说明湖北省府 

在人事上的困境：他和陈诚都属意的王东原无法赴鄂相助，作为元老的张难先、石瑛负担不了实际 

工作，建设厅代理厅长向云龙不能胜任⋯⋯关键的是，尽管行政院允许增加二至四名省府委员，但 

湖北省是“连缺额都补不足，往往开会不足人数”，以致很多工作实际无法开展。③ 

严重面临的另一个困难，便是来自于第五战区的压力。随着陈诚赴重庆任职，桂系李、白酝酿 

以广西将领出任湖北省主席一职的计划，其中既有让李品仙来鄂主政的方案，又有李宗仁直接兼理 

湖北省政的方案。④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严重代陈诚出长湖北省主席，其潜在的压力不言而喻。因 

此，严重在 1939年4月 3日的信中，让陈诚特别选择一个“身强气壮”的“非湖北”籍的“现役军人” 

来代理省主席，其合适的人选是罗卓英。其中“身强气壮”和“现役军人”的要求，多少反映了严重 

作为一个前辈文官在强势带兵将官面前的难以作为。不过，严重并不希望其继任者与桂系对抗，他 

认为李宗仁此刻的态度总体趋于缓和，而湖北“全省八分之六，已划入第五战区”，劝陈诚“不便挂 
一 个头衔，俨然对峙着”，不如让罗卓英这样的次一级将领去应付。⑤ 这显然带有退避求全的意味。 

不过，严重的这个建议不可能被陈诚采纳，后者在给夫人谭祥的信中说：“关于鄂省，立三兄自可负 

责，我实无暇及此。非我之恋栈，实不能辞。在我个人只有加麻烦。”⑥其中“实不能辞”多少提示 

了蒋介石的苦心孤诣，他安排陈诚兼任湖北省主席，其目的本身就带有挟制桂系的意涵。 

纠缠于人事问题，严重代行省政期间始终无法有效行政，对于湖北各方面的实际管控较为薄 

弱，按照李宗仁后来的看法，严重“太过消极，太无决心”⑦，然而相应地与第五战区之间发生摩擦的 

机会也就不至于太多；迫于强势军方的压力，代理省主席严重对“桂系化”的第五战区保持了回避 

和退让的较低姿态，因而即便军、政双方出现矛盾，尚可能由于省府一方的主动示弱而不至于升级 

为公开化的对立。另外，鉴于严重本人的籍贯、资格、声望，特别是他亲近邓演达疏离蒋介石的政治 

倾向，以及北伐之后与桂系的短暂合作经历，桂系李、白等人对于严重也会相对客气和尊重。严重 

长省时期，第五战区与湖北省府之间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之中，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然而，这种平衡并不长久，缘严重久存去志，不断尝试从代理省主席位置上脱身。起初，陈诚还 

温言相劝，请求严重暂且忍耐。不过到 1940年六七月间，两人终于因为此事爆发了激烈的争执。⑧ 

①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第249—256页。 

② 严重：《严立三来函》(1939年4月3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 143页。 

③ 严重：《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 日来函》(1939年 11月27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 

154页。 

④ 参见宋瑞珂《回忆严立三老师》，《湖北文史资料}1988年第3辑，第40页；严正：《缅怀爱国将领——胞兄严重》，《湖北文 

史资料》1988年第3辑，第73页；《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5册，1940年8月12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 

386页。 

⑤ 严重：《严立三来函》(1939年4月3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 143页。 

⑥ 陈诚：《鄂省严立三自可负责我实无暇及此非我之恋栈实不能辞》(1939年 4月30日)，何智霖等编：《陈诚先生书信 

集——家书》(下)，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第492页。 

⑦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 l1月6日，台北，“国史馆”、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版，第397页。 

⑧ 参见严重《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三日来函》(1940年6月23日)、陈诚：《函严立三对省政略贡一得仍盼勿存去志》(1940年 

7月22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155、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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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在此时，第六战区的恢复使得局面有了变化。如前所述，为了拱卫陪都，军委会从第五、第九战区 

划出一片地域，恢复第六战区的建制，司令长官由陈诚担任。陈诚在克服重重矛盾之后，于 1940年 

7月接到命令，出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① 陈诚原意仍由严重继续代理其担任湖北省主席，但严重 

去意已决终不便强留，陈诚只得前往位于恩施的湖北省府，亲自兼理湖北省政。 

其实，陈诚亲理省政之初的想法似乎并不复杂，他尚未计划在湖北省施展其政治才华，仅求省 

政可以保障第六战区完成拱卫陪都的军事任务。诚如他在家信中所言：“省府命令亦已发表，预定 

九月一 日接事。此事本非吾之所愿，但为适应军事之要求 ，实无法推辞也。”②同日，陈诚致信蒋介 

石也如此表态：“又关于鄂省府方面，预定九月一 日前往视事，惟在此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只有 

求其如何配合军事之需要。其他一切，当待诸异 日也。”⑧ 

然而，“桂系化”的第五战区对出身中央军的陈诚充满了警惕，并试图阻挠其兼理省政。时任 

军委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在 1940年 8月 12日的日记中记载：“健生对战区长官不兼主席 日来 

两次提催 ，蒋先[生]对此一时颇难筹措，(因人选颇难允当)。”位置相对中立的徐永昌此时也不禁 

感叹：“按健生似已忘了前此亟亟于李长官兼主席矣。”④桂系首领们对陈诚的此种态度，自然将会 

为之后湖北省的军、政关系定下对立的基调。1941年的“鄂东问题”和 1942年的“鄂北问题”相继 

而来，似乎也在预料之中。 

三、“鄂东问题”——军、政争夺地方人事 

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中日双方的战线基本维持在枣阳、宜昌一线，陈诚领衔的湖北省府实际 

能够控制的仅是鄂西、鄂北，以及鄂南的数十个县，与皖西交界、原属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的鄂东 

地区，遂成为远在敌后的一块“飞地”。时人回忆：“鄂东至省府必须绕道安徽、河南人鄂北始可到 

达，省府领导鄂东实鞭长莫及。”( 在军事辖区划分上，鄂东地区属于第五战区所辖范围，位于廖磊 

(后李品仙)的第二十一集团军防区之内。从武汉会战前后，鄂东地方行政和人事相当程度受到第 

五战区和第二十一集团军的影响。 

1938年桂系控制安徽省后，便开始了将鄂东纳入其势力范围的尝试。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 

兼安徽省主席廖磊在鄂东办理“鄂东干部训练班”，自兼主任，调第七军干部担任指导员，训练鄂东 

各县乡镇人员及动员委员会和社会中的知识青年，待其结业后便被派往湖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 

(以下简称“第二区”)专员程汝怀处，请程汝怀安排工作。程汝怀只得遵其命令，将这些学员派到 

所属各县担任联保主任。由此，第二十一集团军遂将其触手安插到鄂东地方行政的基层。不过，程汝 

怀还是留了一手，在派出这些学员之前，在其控制的黄冈将他们复训一次，借以消除桂系的影响。⑥ 

与此同时，在鄂东各县县长人选问题上，廖磊及继任者李品仙均介入其中，逐渐撤换过去的旧 

① 陈诚：《中央为拱卫陪都计决恢复六战区由我负责》(1940年6月26日)、谭祥：《陈夫人电陈诚先生年来所争仍未解决此 

次盼力辞为佳》(1940年7月 1日)，何智霖等编：《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下)，第513、514页。 

② 陈诚：《抵恩施后军事大体已部署妥当省府命令亦已发表预定九月一日接事》(1940年 8月30日)，何智霖等编：《陈诚先 

生书信集——家书》(下)，第517页。 

③ 陈诚：《函呈桂南战役经过及所得教训》(1940年2月23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 

(下)，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468页。 

④ 《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5册，1940年8月12日，第386页。 

⑤ 叶道彰：《鄂东游击区之所见》，《武汉文史资料》1995年第3辑(总第61辑)，武汉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年编印， 

第146页。 

⑥ 廖富荪：《新桂系在安徽的干部训练》，《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 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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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委派桂系或亲近桂系的人员出掌各县县政。“鄂东问题”出现后，陈诚致信蒋介石控诉：“如 

以军事之力量，破坏行政之系统，已为法令所不许，若更以协调军政为口实，任意撤换地方官吏，以 

便利其收税走私之目的，则危险孰甚焉。鄂东各县，于二十七年自十二月上旬起，由廖故总司令撤 

换多人，至二十九年上季，原有之县长，完全换尽，几每一县缺，必须受当地军事长官之支配。”①控 

诉信所言恐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廖磊等人插手鄂东各县人事任免，当是不虚。 

不过，第五战区掌控鄂东地方人事的关键，还在于程汝怀的态度。程汝怀于 1928年曾在胡宗 

铎的引荐下依附桂系，担任第十九军副军长，蒋桂战争后桂系退出湖北省，程氏短暂赋闲后起复，始 

终在鄂东担任县长、专员等职。抗 日战争爆发后，程汝怀出任湖北省第二区专员，之后鄂东游击总 

指挥部成立，又兼任总指挥。② 表面上，作为桂系旧同事，程氏与广西将领们尚属融洽，但态度渐趋 

“骑墙”，实际上更倾向于湖北省府一方。前述他处理“鄂东干部训练班”的办法，就是一例。程汝 

怀如此态度，使其成为第五战区和第二十一集团军欲除之后快的目标。 

1940年初 ，为了加强管理鄂东地区，湖北省府改第二区专署为鄂东行署 ，委任原第二区专员 

程汝怀为鄂东行署主任，全权负责鄂东行政工作。鄂东行署成立后，在程汝怀推动下，各项工作 

开展得更为顺利，湖北省府在这一地区的有效行政开始建立。③ 陈诚后来回忆：“鄂东行政的日 

臻上理，减少了第五战区当局干涉地方行政的可能性”，过去军方在地方行政中的种种作为，“不 

免渐遭淘汰”。④ 甚至在军事辖区划分上，鄂东也开始尝试脱离第五战区所属之鄂豫皖边区的辖 

制。⑤ 这无疑是破坏第五战区掌控鄂东的企图，军、政之间在地方人事问题上存在的矛盾，似乎就 

要爆发了。 

矛盾的爆发点仍集中在程汝怀身上。1939年，程汝怀的亲信、罗田县党部书记长曾与武汉的 

敌伪交换物资，被亲桂系的英山县县长杨必声告发。廖磊遂以之为契机，借通缉这个书记长打击程 

汝怀。后来陈诚出面转圜，令廖磊收回通缉，调走杨必声了事。⑥但此事并未了结，廖磊去世后李 

品仙接任其位置，继续利用此事做文章，于1940年底联合其战区长官李宗仁先后派人去恩施，向甫 

才亲理省政的省主席陈诚告状，以程汝怀在鄂东贪污、走私、通敌为名，要求惩办他以解决鄂东问 

题。围绕“鄂东问题”发生的军、政对立，正式拉开序幕。 

陈诚对于二李(李宗仁、李品仙)的控告并非全然相信，但仍于1941年 1月修书两封分致二李 

谢过。他在致李宗仁的信中说自己回任省政仅四个月，考虑不周，使得友军没有得到政治之协助， 

十分断愧，“自当严饬程主任，整饬部属，服从鹤龄(李品仙字——引者注)兄之指导；军政协调，以 

收一致之效”。⑦ 陈诚致李品仙的信中，表示：“鄂东事拟与德公、健兄妥商，弟无成见，一惟德公、健 

兄之意旨是从。”⑧同时，陈诚致电程汝怀令其整顿部属：“鄂东全局，既托之吾兄，无论所报者是否 

① 陈诚：《签呈行政系统往往为军方所破坏请通令制止》(1941年 7月8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 

生往来函电》(下)，第495-'-496页。 

② 参见瞿汉超《统治鄂东的程汝怀》，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第6辑，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2年 

版，第 146页；周瑞清：《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湖北文史}2004年第2期，第 186一l88页。 

③ 程汝怀：《鄂东政治概况》，《新湖北季-T1》1941年第1期，第227页。 

④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第351页。 

⑤ 参见《拟电请中央确保本省行政系统，以利庶政治统一推行案》，《湖北省临时参议会第四次上会建议和交议案》(1940年 

5月16日)，湖北省档案馆藏，“湖北省参议会”档案，Ls1—1—937。此点承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姜涛指正，特致谢忱。 

⑥ 陈良佐：《新桂 系统治安徽初期的片段回忆》，《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5卷，“八年抗战”下，第280页。 

⑦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第352页。 

⑧ 陈诚：《函复李品仙愿精诚团结共济艰危》(1941年 1月?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 175 

页。按．原文 日期就是“?”，具体 日期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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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实，请念责任之重大，对于部属，严加整饬，勿稍姑容；对于友军，须顾全大体，以求得工作之 

协同。”① 

在军方的强势逼迫下，个性强硬的陈诚表面上以低姿态表示服从，但同时谋划给李宗仁一个 

“软钉子”作为还击。李宗仁曾致电陈诚，言接第三十一集团军副总司令王仲廉之建议，欲由第五 

战区在沦陷的鄂中各县，保荐军队长官兼任县长，陈诚对此婉言拒绝：“惟战区内用人行政应归行 

政系统，至监督指挥则归军事长官⋯⋯盖政治固应与军事配合 ，期收一致之效。而行政系统，亦觉 

不容紊乱”，若李宗仁愿派县长，须得来省进入县政研究班学习，由省府甄审合格方能就任。②此举 

实际上否决了第五战区对于鄂中沦陷区各县县长的任免权，对李宗仁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陈诚表面敷衍、背地还击的做法，自然不能让第五战区接受，二李志在“驱程”，程汝怀不走，军 

方的目的就达不到。1941年 5月 29日，李宗仁电报通知陈诚，称鄂东军、政隔阂必须解决，“为调 

整人事，刷新吏治，俾与抗战军事配合起见，拟请裁撤鄂东行署，恢复专员制”，而专员的人选，则拟 

定为桂系第一七二师副师长曹茂琮。作为军事长官，随意改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并指派军队系统 

中的下属担任新成立的机构之长官，这样的做法实在让陈诚愤怒，但他仍采取不正面碰撞的方式与 

第五战区周旋，建议行署之存废应电请中央核示，而人事问题可从长洽商。③ 

陈诚的虚与委蛇并没有起到效果，二李在 6月采取了断然措施，试图以“释兵权”的方式先瓦 

解程汝怀的军权。先是由李宗仁单方面宣布将鄂东游击总指挥部撤销，程汝怀也被其免职。接着 

李品仙直接致电程汝怀，称奉李宗仁命令，撤销其总指挥部，改为鄂东游击部，令其将指挥权交由桂 

系第四十八军副军长程树芬。如此举动直接藐视了湖北省府权威，陈诚再也不能自降身段隐忍为 

谋，他在 6月 27日提出议案，毅然决定恢复湖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与区保安司令部，专员及 

区保安司令均由程汝怀担任。 

湖北省府随即通过此议案，并指示程汝怀将掌控的游击部队改编为保安旅、团。不久，第五战 

区派出的程树芬来到鄂东，却接收不了任何机关和部队，扑了一个空。二程(程汝怀、程树芬)之 

间，顿成剑拔弩张之势，“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极大。7月20日，陈诚致电李宗仁，称接受军方派出 

的程树芬担任游击部新指挥官，但游击部队已改为保安旅、团，仍归程汝怀指挥。他还分电二程，希 

望军、政和谐，洽商办事。④ 

陈诚的针锋相对无疑激化了矛盾，“鄂东问题”发展到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公开对峙的阶段， 

军、政对立进入高潮。尽管没有最终发生火并，但此间从黄冈(鄂东行署所在地)到立煌(第二十一 

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恩施再到老河口直至重庆，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之间的笔墨官司一直不 

断。其中，陈诚在三个月之内就此事曾三次致电、致函蒋介石，寻求中央的明确支持。 

7月8日，陈诚致电蒋介石，历数廖磊、李品仙更换鄂东县长，请蒋通令制止军方破坏地方行政 

系统；8月24日，陈诚在电报中详呈了鄂东实情，除汇报已将游击部队改为保安旅、团外，并控诉李 

品仙“调动部队，形势严重”；9月9日，陈诚致函蒋介石，指责李品仙“贪黩异常，而以鄂东行署为其 

走私障碍”，“始则欲废鄂东行署，委派专员，继则撤销程汝怀所兼之鄂东游击总指挥⋯⋯行政系 

统，破坏无余”，特请蒋介石重新调整第五、六两个战区的范围，裁撤李品仙的鄂豫皖边区总部，以 

① 陈诚：《电程汝怀对于部属请严加整饬》(1941年 1月21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第 174页。 

② 陈诚：《电复李宗仁推荐县长请先派来参加县政研究班》(1941年 1月17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 

书》(上)，第 174页。 

③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第353页。 

④ 参见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上)，第354页；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下)，第 

5O5—-506、5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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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其干涉行政。 

蒋介石和陈诚关系密切，对于陈诚上述汇报理应加以回护。不过，此时蒋介石显然也受到来自 

第五战区的压力。据时人回忆，李宗仁对于第五战区无法任免一个游击司令感到恼怒，通过白崇禧 

向蒋介石以“辞职”相威胁。②此说是否完全属实自待考证，然而蒋介石为了顾及第五战区乃至整 

个桂系的脸面和利益，迫使陈诚做出让步当是符合形势的明智之举。最终，国民政府在1941年12 

月 6日做出了明显有利于第五战区的裁决：撤销鄂东游击总指挥部，依战区的意见设置游击总指挥 

官，游击队的三分之二归总指挥官指挥；鄂东游击队和保安团队均听命于第五战区；鄂东军、政分 

开，其行政由湖北省府管辖。③ 

第五战区虽然占了上风，但对这个决定仍不满意，因为鄂东的行政大权仍掌握在程汝怀手中， 

桂系“驱程”的目标尚未实现。时任军法执行总监的湖北人何成溶对此忧心忡忡，他在 1942年 3 

月 26日的日记中说：“今如此解决，李品仙必不甘心，或将挑动李宗仁等，假词向中央欺骗威胁，期 

中央再容纳其要求，亦未可知。”( 事实果真被何氏言中，李宗仁仍力主替换程汝怀。陈诚万般无奈 

之下，在 1942年 10月 8日与李品仙谈判后，于 1O月 12日经蒋介石首肯，同意鄂东的军权交给之 

前李品仙派出的程树芬，成立挺进军总指挥部；第二区行署专员由第五战区属意的李石樵取代程 

汝怀。⑤ 

至此，“鄂东问题”以第五战区控制鄂东军、政大权的结果得以解决。在此之后，第五战区控制 

下的鄂东对于湖北省府的政令阳奉阴违甚至全然漠视，陈诚三令五申也无济于事。⑥ 以地方人事 

任免为核心的“鄂东问题”酝酿于1938年，在 1941年迅速激化并导致军、政公开对立，且在 1942年 

底以军方的胜利告终。这一轮的博弈中，军方占据先手并接连发难，最后在蒋介石的调停下取得胜 

利，而类似的情况，在军、政之间下一轮的“鄂北问题”较量中再度上演。 

四、“鄂北问题”——军、政之间围绕军粮征集的冲突 

就地理范围而言，鄂北包括湖北省第三、第五、第八共三个行政督察区，计21个县，面积近7万 

平方公里。湖北省府迁至鄂西恩施后 ，为了有效管理鄂北，特在老河口设置办事处，开展“策应和 

联系工作”。⑦ 如前所述 ，第五战区在湖北的辖区，分布在鄂东和鄂北的3O多个县，而战区司令长 

官部位于鄂北的老河口。鄂北因之成为第五战区的核心地区。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各战区、诸集团军的规模变大，职能趋于多元，第五战区也未能例外，其 

长官部所设的机关、学校日益庞大，加上军队数量的扩张，供给数十万人的军粮便成为问题。雪上 

① 参见陈诚《签呈行政系统往往为军方所破坏请通令制止》(1941年7月8日)、陈诚：《电呈鄂东实情请释东顾之忧》(1941 

年 8月24日)、陈诚：《函呈为防制特奸发展建议调整五六战区辖境》(1941年9月9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q- 

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495---496、496--497、498—499页。 

② 周瑞清：《抗日战争时期的程汝怀》，《湖北文史))2004年第2期，第 195页。 

③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上)，第355页。 

④ 何成睿著，沈云龙校：(4*-r成溶将军战时日记》上册，1942年3月26日，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6页。 

⑤ 参见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上)，第356—357页；叶道彰：《鄂东游击区之所见》，《武汉文史资料》 

1995年第3期，第 144、146页；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 1O月8日、10月12日，第387—389页。 

⑥ 参见陈诚《函复程树芬盼先肃清奸匪再图治理》(1943年 1月24日)、陈诚：《函复李石樵希保持本党政令之统一性与完 

整性》(1943年 6月27日)、陈诚：《函复李品仙鄂东有破坏法令情事已严饬改正》(1943年6月28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 

集——与友人书》(下)，第231、234、234—之35页。 

⑦ 施方白：《最近的鄂北行政概况》，《新湖北季刊》1941年第 1期，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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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霜的是，鄂北产粮本来不多，而汉江流域产米区钟祥、随县等地又控制在 日军手中，加之 1940年 

后湖北全境连年灾歉，邻省河南灾情也愈加严重以致难民涌人，本地采购军粮 自然越发困难。① 

1940年夏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为了改变这样的窘境，在战区兵站总监部 自行组织粮食管 

理处和购粮委员会 ，前往宜昌等地采购大米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 自主行为一开始就遭致湖北省 

主席陈诚的反感。同时，战区奉令设置的军粮局又涉嫌违规操作——战区所属机关和部队之口粮， 

按照规定由省府驻老河口办事处就地拨给，由军粮局转发各单位。然而，实际操作中，军粮局直接 

向机关、部队发放领取通知单，后者径自前往各县向当地政府索粮，这就加重了业已存在的矛盾。② 

此时陈诚已到恩施亲理省政，他对于战区军粮局的做法极为愤怒，电请军政部要求将军粮局局长张 

寰超撤职查办，李宗仁迫于压力令张氏辞职了事。⑨ “鄂北问题”由此浮出水面，军、政之间围绕军 

粮征集这个棘手的问题开始频发冲突。 

1941年夏秋，湖北省全境粮食收成情况均不甚理想，而第五战区仍旧按照去年的做法 自行向 

鄂北各县摊派军粮，以致当地民怨沸腾。此时陈诚正因“鄂东问题”与第五战区关系紧张，于是在 

控诉战区插手鄂东政务的同时，也将鄂北的军粮问题向蒋介石做了汇报。他在信中称本年中央颁 

令田赋征实、统购军粮，各级政府理应配合，“惟第五战区不顾粮政系统及地方实情，自行组织购粮 

机构，就地需索”，鄂北各县收成不足四成，第五战区仍按丰年的一半数额强征百余万大包，而各部 

队零星自购者尚不在内。荆门县沦陷仅剩四保，战区仍摊派小麦1万大包(每大包约合2石——笔 

者注)，使得人民变卖耕牛家产，购麦缴纳。陈诚疾呼：“果此强迫征派之粮，充作军食，尚有可说。 

乃竟以军粮为名，转而高价售之于民，怨毒充盈 ，其势非逼成民变而使全部赤化不止也。”④ 

陈诚的汇报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 ，很快就下令湖北省军粮由省府统筹代购 150万石，其中拨给 

第六战区50万石，而第五战区的配额是100万石。第五战区同意由省府代购，但不满足于100万 

石的数量。该战区早在7月 1日就自行召集鄂北专员、县长开会，摊派各县应交米麦 88．5万大包； 

9月间又函知省府驻老河口办事处，以战区驻军 30万人为标准，要求省府供给94．5万大包粮食， 

合计约196万余石。这较之中央给定的数额多了近100万石，实在是给陈诚出了一道难题。⑤ 陈 

诚最终没有答应第五战区的要求 ，“鄂北问题”陷入僵持阶段。 

不幸的是，1942年初湖北的灾情加重，而第五战区对军粮的需求反倒有增无减。这势必给鄂 

北各区各县带来了更大的压力，也使得军、政之间的矛盾加深。“鄂北问题”逐渐升级。1月 14日， 

湖北广济人、司法院院长居正造访同为鄂籍高官的何成溶，询商如何防治鄂北等地的广西军队以贱 

价强购谷米，许久两人均“苦无良策”。⑥ 1月31日，陈诚在省府与各委员讨论湖北省政，大家“对 

于鄂北颇感棘手，以鄂北五战区之种种不法行为，恐非使民变不止也”。⑦ 

2月7日，陈诚致何成溶秘电，称军队强派勒索之外，军粮局办事无方，滥发购粮凭证，致军队 

藉此以任意搜刮。第五战区所属部队直接在各地抢夺粮食，殴打、抓捕甚至杀害保长，民众口粮均 

①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 l1月5日，第397页。 

② 参见黄宗儒《新桂系在鄂北与陈诚矛盾的片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派系”下，第 l81—182页；何智霖编：《陈诚 

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上)，第340--341页。 

⑧ 参见庞盛文《陈诚和李宗仁之间的矛盾》，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湖北文史资料》1990年第2辑(总第 31 

辑)，湖北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0年编印，第 175一l76页。 

④ 陈诚：《函呈为防制特奸发展建议调整五六战区辖境》(1941年9月9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 

生往来函电》(下)，第497—1499页。 

⑤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上)，第34O_341、343页。 

⑥ 何成港：《何成溶将军战时日记》-1=7ttt"，1942年 1月14日，第42页。 

⑦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 1月31日，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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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掳走。何成溶坦言：“余鄂北人，所知较辞修尤详，各军队所勒索之粮，非尽以充军食，有即在现 

址以高价卖出者，有无粮而以现款缴纳者，其数量亦无定准，假军粮之名，以饱其私囊，其伎诚巧 

矣。”2月11日，何成溶在最高幕僚会议上向蒋介石报告此事，蒋介石遂下令各军不得自行征粮，军 

粮局亦不可直接发放购粮凭证，但何成溶怀疑“各盗匪式之军队，是否服从命令，殊难判定”。① 

1942年 3月，军政部会同粮食部派出督粮团来湖北考察，认为鄂北确实困难，不可加征。② 然 

而，此次督粮团赴鄂北一行的目的，似乎不仅为调查粮食情况，其重点反而是调处第五战区和省府 

之间的纠纷，这让陈诚十分不快，他在3月 1日的日记中批评军政部、粮食部“不知中央之责任，反 

以为五战区与鄂省府有何误会，自处调人之地位，殊为可笑”。③ 陈诚出现这样的感觉并非过于敏 

感，此前何成溶查明前战区军粮局局长张寰超系滥发凭证之责任人，本拟会商军政部将其撤换，但 

陈诚的参谋长郭忏告诉何氏，陈诚在与军政部交涉此事时，已经被军政部疑心陈诚干涉其人事，不 

以为然，何成溶只得作罢。④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督粮团居中调停，然而第五战区似乎并不买 

账。督粮团成员晏道刚于5月回到重庆，告诉何成溶此行收效甚微，因军方藐视中央法令，均以空 

言应付。第五战区参谋长王鸿韶甚至公开报告鄂北尚有大户在中央负重责者，有存粮不交。这多 

少影射何成溶本人，令何氏十分气恼。⑤ 

第五战区和湖北省府互不妥协，“鄂北问题”久悬不决。战区所属机关、部队继续 自行征粮，省 

府对于战区索要之军粮拒绝发给，军、政之间的对立 日益加深。1942年9月 8日，蒋介石巡视西北 

会晤长江以北地区各将领时，于李宗仁处听到了其对于陈诚的抱怨，深感“应设法调整”⑥，遂手谕 

陈诚，要求他对李宗仁应发挥同寅协恭之精神，“总须公诚待人，和谦 自下，即精诚所感，彼此关系 

自必更臻圆满”；另外省府方面须加强对征集军粮的管理，“严令粮政局与各县长，遵照法令，如数 

如期解交指定地点”，而非徒指责军方军纪不良。⑦ 

陈诚于 10月6日奉召抵达重庆，翌 日即与蒋介石共进晚餐并讨论湖北省政，当谈及“省府与五 

战区过去误会及目前之注意”时，蒋介石面谕陈诚亲赴鄂北与李宗仁磋商，以解决鄂北之困局。⑧ 9 

日，陈诚与粮食部部长徐堪会谈鄂北粮食的解决办法，提出鄂省粮食征购应请粮食部、军粮局派员 

督导，省方尽量征购；第五、六战区军粮不敷之处，须由中央设法解决，或移军就食。但是，徐堪对此 

方案不以为然。12日上午，陈诚再次面见蒋介石，称若考虑民众的负担，则无法满足粮政当局及第 

五战区要求，遭到蒋氏训勉“不可学官僚政客之圆滑方式”，陈诚也抗颜力争，称“官僚与革命的分 

别，在顾不顾民众的死活”。⑨ 陈诚此次重庆之行无功而返，临行前蒋介石要求陈诚去鄂北与李宗 

仁面商，以解决“鄂北问题”。⑩ 围绕“鄂北问题”对立的军、政双方，即将迎来最后摊牌。 

1942年 10月 26日，陈诚离开恩施前往鄂北。11月3日下午 5时，陈诚抵达老河口，李宗仁亲 

① 何成睿：《何成溶将军战时日记》上册，1942年2月7日、2月11日，第51—53页。 

(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日战争》(上)，第343页。 

③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3月1日，第358页。 

④ 何成溶：《何成溶将军战时日记》上册，1942年5月 1日，第94页。 

⑤ 何成港：《何成溶将军战时日记》上册，1942年5月26日，第 106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9月8日。 

⑦ 蒋介石：《手谕对李宗仁等应发挥同寅协恭之精神增进彼此情感》(1942年9月2O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 

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529—_53O页。 

⑧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 1O月7日，第386页。 

⑨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 10月7日、10月9日、10月 12日，第 386—389页；《蒋介石 日记》(手稿)， 

1942年 10月12日。 

⑩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上)，第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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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到码头迎接，令陈诚觉得“实不敢当”。当晚的会晤中，陈诚表示此次来鄂北，“完全为解决军粮 

问题，当尽所能求征购足额”。尽管双方在会议前表现出足够的友善，但并不意味着接下来谈判将 

会波澜不惊。4日，陈诚会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人员时，将领们众口一致地表示“粮食并非有无 

问题 ，是方法问题”，兵站总监石化龙直言“有枪不怕无粮”，令陈诚内心异常愤怒，却又不得发作。 

5 Et，鄂北行政会议开幕，李宗仁对鄂北的粮食问题表示不理解，认为1939年时军队数量多于当 

下，但未发生粮荒，认为省府不作为。陈诚对此种言论无可奈何 ，“深感高级人员以耳代 目之可 

怕”。7日，鄂北行政会议讨论提案，最后决定征购军粮谷子 9O万石，尽量配额到各县；麦4O万大 

包，其中20万大包留待1943年春备齐，余下20万大包以抢购价尽快设法购足。① 最后，陈诚出于 

多方因素，被迫答应按照第五战区的要求为其提供军粮。 

至此，“鄂北问题”方告一段落。然而，1942年底湖北省府违心地满足了第五战区在军粮供给 

方面的要求，并不意味着“鄂北问题”的最终结束，按照陈诚的话说是“弥缝一时而已”。② 一年半 

之后的1944年夏、秋之际，湖北发生旱、蝗两灾，第五战区军粮供应出现困难，军方故伎重演，设置 

征粮机构直接向区、县政府乃至一般百姓索粮。1944年 5月 31日，鄂省耆老李书城告诉何成溶， 

鄂北驻军“对地方之搜刮残暴，过于土匪百倍”。8月24日，湖北省民政厅厅长罗贡华称：当年秋收 

不及两成，“民众既久苦于驻军之苛扰，尤迫于征粮之过多”，已经起事暴乱。③ 

以军粮征集为核心的“鄂北问题”滥觞于 1940年的军粮危机，在 1941年秋因为湖北省府拒绝 

向第五战区提供超额军粮陷入僵持，于 1942年在蒋介石的亲自调解下以湖北省府屈服于军方要求 

告终。事件的起承转合与稍早发生的“鄂东问题”颇为相似，而两个事件之间相似的，并不仅仅是 

情节而已，其背后所隐藏的乃是同一个主题。 

五、余论 

“鄂北问题”的核心是军粮征集，这与“鄂东问题”所涉及的地方人事任免显属不同范畴，但需 

要看到的是，人事权也好 ，军粮征集也罢，所指向的是同一个主题——军队系统通过不同方式侵夺 

其防区内的地方行政大权。人事任免与地方行政之间的重要关系自不待言，军人或军方属意的人 

员出长地方行政，自然唯军队系统马首是瞻；就地取粮的直接效果是攫取地方财权(1941年田赋征 

实以后粮食实际成为赋税)，而军粮征集背后还有着更为隐秘的政治目的。 

关于军粮征集背后所隐藏的内容，陈诚认识得一清二楚。他在 1942年 2月 15日与同僚苗培 

成、胡忠民讨论“鄂北问题”时，就说“此问题颇复杂，因桂系以抗战为名，争取地盘为实”，因而“如 

其言粮食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④ 戴笠对此种情况的判断也相当准确。他在秘密报告中说第 

五战区“在政治方面，则视地方政府，如同敌国，压迫欺凌，无所不用其极。始犹谨 [仅]对一般政 

治，作广泛之诋毁；及中央粮食政策决定，遂利用机会，转移目标，集中粮食一点，大肆攻击”。戴笠 

直言，第五战区“其年来对于鄂省政治之破坏，实意在乘机据有鄂东，更属显而易见，而其对于鄂省 

政府之肆意攻击，尤意在期得鄂省省政，亦灼然可知也”。⑤ 

①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 10月26日、11月3日、l1月4日、l1月5日、l1月7日，第392、396_398页。 

②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抗 日战争》(上)，第345页。 

③ 何成溶：《何成溶将军战时日记》下册，1944年 5月31日、8月24日，第430、466页。 

④ 林秋敏等编：《陈诚先生日记》(1)，1942年2月 15日，第354页。 

⑤ 戴笠：《戴笠呈鄂北各方情报及 '-3地实际情况及八分校内幕》(1942年 12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O02—080102—00038—005，第 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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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战区、集团军乃至个别军、师干扰、侵犯甚至夺取地方行政权，引发的军、 

政对立事件屡屡发生。“鄂东问题”和“鄂北问题”只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两例。第五战区和湖北省 

府之间的对峙也具有典型意义。通过分析此间军、政对立的成因和触发点，对于理解战时各地普遍 

存在的军 、政矛盾颇有价值。 

地方军、政对立的起因之一，是随着时间推移，各地的军队系统久驻于同一地方，逐渐出现“派 

系化”的特征。这些军队系统或发源于某个派系，或依附于某个派系，或自身内聚为一个派系。第 

五战区的情况就十分典型，其战区机关由桂系人员组成，战区各军、师也依附于广西军队存在。除 

该战区外，阎锡山的第二战区、张发奎的第四战区、余汉谋的第七战区、汤恩伯的鲁苏豫皖边区、胡 

宗南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等均不同程度地呈现“派系化”的特征。当军队系统逐渐成长为军 

事利益集团后，普遍具有较强的排他性，对其他派系的任何势力存在敌意，因而不属于其派系的各 

级地方政府遂成为其对立面。 

地方军、政对立的另一个起因，则是战时“军政合一”思路影响下的“军人治政”。处于对手方 

的地方行政首长，要么由现职将领兼理，要么是现职将领转任。他们中的很多人与驻扎当地的军队 

系统并不属于同一个军事利益集团，而对于所辖各地又具备有效行政的意愿和能力。这样的地方 

行政首长除湖北的陈诚外 ，还有李汉魂(广东)、黄绍 (浙江)、熊斌(陕西)、沈鸿烈(山东)等人。 

掌握一地行政大权的军人省主席们对于本派系之外的战区、集团军多少存有成见和戒心，推行省政 

的过程中又难免触碰军队系统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军人出身的他们面对军方对其行政权的侵夺， 

往往是保持斗争的姿态，采取对抗的措施，并实施有力的反击。这是导致地方军、政矛盾升级成为 

对抗的重要因素。 

引发地方军、政对立的一大触发点，就是与地方行政有关的人事任免，以及地方武装归属问题。 

当“派系化”的军队系统成为军事利益集团后，出于社会政治组织自主且 自动扩张的本能，它们往 

往从 自发到自觉地逐渐染指驻扎地区的地方行政，而上述两个方面容易成为其经常选择的突破 口。 

“鄂东问题”的斗争点，是鄂东行署专员的职位与鄂东游击部队的指挥权。类似的事件也发生在其 

他省份，如 1941年冬浙江省主席黄绍 控制的20余个团的自卫武装，被第三战区第十集团军改编 

为四个师并人军队系统就是一例。① 1941年陕西省主席熊斌因为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安 

插人员担任县长，以及军方的动员指挥部干涉地方行政职权问题与胡宗南发生矛盾，向蒋介石求告 

又是一例。② 

1941年后，粮食问题开始成为引发地方军、政对立的另一重要触发点。“鄂北问题”就是粮食 

问题引发的最为激烈的军、政冲突。利用粮食问题做文章，既可以从经济上获利，又可以在政治上 

打压地方政府，实在是一石二鸟之计。因此与“鄂北问题”颇为相似的事件在其他地区也多有发 

生。除了河南省府因为征粮问题与蒋鼎文的第一战区发生纠纷的事件外③，还有李汉魂的广东省 

府与余汉谋第七战区围绕军粮征集发生的斗争。李、余二人分属于粤军内部不同分支，前度恩怨甚 

① 参见黄绍弦《五十回· 》下册，第388—395页；黄绍骇：《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 

资料选辑》第7辑，中华书局 1960年版，第1O3—108页；汪坚心：《我所知道的俞济时》，《杭州文史资料》第 5辑，杭州市政协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5年编印，第57页；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 12辑，中华书 

局 1961年版，第138页。 

② 熊斌口述，沈云龙、谢文孙纪录：《征战西北一一 陕西省主席熊斌将军访问纪录》，《熊哲明先生百年纪念文集》，熊如心堂 

1994年编印，第30—32页。 

③ 参见刘植生《蒋鼎文逼交军粮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社会”，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0 

年版，第7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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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战时地方的军、政对立 

多。陈诚曾戏言两者之关系是“再婚夫妻”，军、政关系不算融洽。①余汉谋的战区司令长官部时常 

借口军粮之供应不足，攻击李汉魂的省府；而李汉魂的省府面对军方的指责，常常陷入被动。如， 

1942年 3月，李汉魂就在 El记中痛陈：“此一个月来，最困难而最严重者为军粮问题，盖军方苛求不 

已，人民实已无力负担”，幸亏蒋介石下令战区不得在粤省征购军粮，方才“冲破一重难关”。② 

由于军队内部一直存在“派系化”的倾向，那么战时军队系统以战区为主要单位的组织架构， 

其本身在制度层面无疑存在重大的缺陷。王奇生指出：“事实上，战区和集团军不仅是军队的组织 

形式，同时也是国军各个派系在战时的存在形式。”⑧同一渊源的部队久居一地，其派系特征 自然不 

断强化；不同背景的军、师长期杂处，难免抱团成为新的派系。久而久之，战区势必蜕变成北洋时期 

的“防区”。陈诚对此种情况深有体会，1942年4月，他致信时任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主任张治中 

说，此时的“战区名义似已颇有流弊，一则容易形成地区观念，再则军政职责分际不清，对于纪律、 

士气、民心均有影响”。④ 12月，陈诚致电张治中的继任者林蔚，直言战区“完全为一防守性之措 

置，相沿日久，养成一变相防区之观念”，要求废除战区，全盘改革。⑤ 陈诚曾建议蒋介石：“今后对 

于各战区部队，似应定期调动，勿任久驻一地，方能免除流弊”。⑥ 这条建议尽管在操作上存在困 

难，但绝不失为化解战时地方军、政矛盾的一剂良方。 

基于类似的原因，抗战时期盛行一时的“军人治政”的做法，似乎颇有商榷之处。在派系问题 

未能得到解决的前提下 ，“军人治政”实际上并不总能达到军、政配合的目标，很多时候反而是派系 

之间往 日的恩怨催化地方军、政矛盾，导致双方公然对峙。有趣的是，置身派系之外的文官担任省 

主席，在处理军、政关系方面反而效果较好，严重代理湖北省政时期第五战区与省府之间未爆发公 

开冲突，而陈诚的继任者王东原接任湖北省主席后，也未见军、政之间出现明显对立。⑦ 某种意义 

上，民国之初就确立的“军民分治”原则，或许就包含着大智慧。 

抗战时期军队的“派系化”的问题，始终是战时地方军、政对立的重要原因。倘在战前国民党 

军就实现“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全国军队在军令、军政上统一服从于国民政府军委会，战时军方既 

不会试图插手地方的各种事务，也不至于因为缺粮而纵兵抢掠进而压榨地方政府，各个地方军、政 

之间的纠纷、摩擦、矛盾或可避免，也易于调解，战时地方的军、政关系也许就会比现实中和谐得多。 

[作者陈默，四川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2册，1944年3月11日，香港，联艺印刷有限公司1975年版，第 85页。此点承蒙北 

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姜涛指正，特致谢忱。 

② 朱振声编：《李汉魂将军日记》上集第1册，1942年 3月3日至3月底概记，第291一_292页。 

③ 王奇生：《抗战时期国军的若干特质与面相——国军高层内部的 自我审视与剖析》，《抗 日战争研~}2014年第 1期，第 

138页。 

④ 陈诚：《函张治中略陈战斗序列及一般生活意见》(1942年4月15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一——与友人书》(上)， 

第 207页。 

⑤ 陈诚：《电林蔚对于调整战斗序列及整军意见》(1942年 12月 18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友人书》(上)， 

第229页。 

⑥ 陈诚：《函呈鄂北近况应予整肃》(1943年 1月10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第 

541页。 

⑦ 参见王东原《浮生简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8l一84页。按，王东原虽出身军人，但在武汉会战之后即 

告别军职，在重庆复兴关中央训练团负责党政干部训练长迭五年半，已由“武装同志”转化为文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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