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外交涉与边疆政争： 

战后川康彝区搜救坠机美国飞行员风波 

赵 峥 

内容提要 1946年，关于抗战时期坠机美国飞行员在川康彝区被强迫充当奴隶的传 

闻震惊中美两国朝野。为救援失踪的美军飞行员，国民政府与美国方面组织两国搜救人 

员进入彝区实地调查和搜索。由于搜救行动牵涉边疆地方社会的各种既有矛盾，又引发 

了地方政治势力之间的权斗和政争。尽管这一传闻最终被证伪，但川康彝区经由抗战以 

来的坠机事件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更多的联系，彝族的形象和地位亦在“中央化”“国际化” 

和地方冲突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得到形塑。 

关键词 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 川康彝区 美国飞行员 

1946年9月，国统区各地按照国民政府的规定，纷纷举行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的活动，对 日战 

争的硝烟似乎已经渐渐散去，但 9月 2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宣布证实一条由美联社发布的新 

闻，震惊中美两国朝野。美方表示，两年前战争期间在中国西部坠毁的美军机飞行员中，尚有几人 

落人当地彝族地区，“被半野蛮之猓猓部落迫操奴役”，“被迫看管牲畜，搜集木材及从事其他工作， 

待遇恶劣”。美国驻华大使馆接报后已转交美军方，请求设法营救。①4O年后，香港导演严浩将这 

个美军飞行员落入彝区的“故事”拍成了电影《天菩萨》，把中国传统的“落难书生”的叙述模式，套 

用在美国飞行员身上，安排他被彝人俘虏后与彝族女子相爱，直至 20世纪 50年代被营救回国，颇 

具传奇色彩。② 作为故事的发生地，彝族聚居区域的“神秘”吸引了许多有着猎奇心理的看客。正 

是由于中Et战争的爆发和持续，僻居西南的这一边疆区域才得以与外部世界发生更多的关联，包括 

彝族在内的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随之被卷入到外交和政争的漩涡之中。 

学术界既往对于少数民族与抗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首先，国内学者多将少数民族 

视作中国抗战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研究中多肯定其为抗战胜利做出的贡献⑧，抗战时期则被视 

① 《美飞行人员失落缅边 被猓猓族迫充奴役 美使馆接报已请美军事当局营救》，《申报》，1946年9月23日，第2版。 

② 参见石琪(黄志强)《(天菩萨)——题材独特 性格消极》，原栽香港《明报》，1987年2月23日，转引 自李肖伟编著《超 

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3，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7年版，第410页。 

③ 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1931--1945)》，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中国抗 日战争史》编写组编：《中国 

抗 日战争史》，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28O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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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汉族与少数民族空前团结、汇合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历史阶段。① 其次，研究者的视角多 

聚焦于国共两党的民族政策，这也是国内外学术界均相当关注的部分，中外学者们不但分析战争对 

于其各 自政策转变的影响，而且对两党的政策面相进行比较。② 这些研究都在相当程度上丰富了 

对于抗战及边疆少数民族的认识，但没有更为具体地回应抗战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少数民族以何 

种方式被卷入战争、如何经历战争时期、战争又对边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的区域及人群对这 

些问题或许有着不同的历史记忆和观念立场，值得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究。 

战时美国军机在川康彝区坠落，幸还飞行员因此进入彝区，将此地区及人群带人战争之中，使 

得“边陲”与“世界”通过这样的特殊方式得以联结。本文即以开篇这一飞行员失踪风波为中心，兼 

带述及战时川康彝区坠机事件和搜救情形，在利用档案、报刊、回忆文章和口述访问记录等史料的 

基础上，重构围绕坠机和搜救的各种政治互动，力图通过这一个案观察抗战以来的边疆政治生态和 

权力结构，分析战争对边疆社会的影响。 

一

、 “中央化”与“国际化”背景下的战时坠机救援 

1938年，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其统治重心由长江中下游地区随之转移至西南，使得僻居边陲的 

川康彝区战略价值陡升。1939年，国民政府设置西昌行辕，经营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从 

而大大加速了这一区域的“中央化”进程。与此同时，随着盟国军事人员来华参与对 日作战，川康 

彝区的“国际化”程度亦随着抗战的进行不断加深。在这样的背景下，川康彝区在战时发生了多起 

美国军机坠毁事件，国民政府也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数次有针对性的救援行动。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政府逐步确定西南为抗战根据地，推动“西南中央化”，川康彝区的 

区位与潜力在这一进程中受到国民政府的注意。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都行营增设“边 

政设计委员会”，组织“边区调查团”，对宁属彝区的矿产、工商、农牧、交通、军事和政俗等情况进行 

调查研究，认为这一地区尽管“闭塞特甚”，但较之其他边疆地区仍具有许多明显优势，可支持长期 

抗战。⑧ 西昌行辕成立后，中央军政势力加快了对这一区域的控制与渗透，不仅在西昌设立了各种 

直属重庆国民政府的党务系统和政府机构，还向宁属派驻部分中央军，对彝区进行资源开发，在彝 

民中发展党团组织。在修筑乐山至西昌公路的过程中，国民政府任用出身于中央军政系统的彝族 

干部曲木藏尧和岭光电，组织彝工筑路队，培训彝族干部，通过具有地方民族背景的代理人渗透彝 

族社会。④ 在国民政府的经营下，越来越多的彝族青年愿意到成都中央军校受训，以结交汉人、穿 

制服和戴证章为荣。赴汉区受训归来的彝人，已知晓蒋介石为国家“最高领袖”，多有“传述内地长 

官与同胞如何进步”。⑧ 这使得彝区既往以土司、黑彝和头人为权力中心的局面得到部分改变，相 

① 罗开云等：《中国少数民族革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80页。 

② 这些研究主要包括：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第 l38一l42、222—257页；Lin Hsiao—ting，Tibet and Nationalist China's Frontier：Intrigues and Ethnopolitics，1928—1949 

(Toronto：UBC press，2006)，PP．118—121；Thomas S．Mullaney，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nation：Ethnic Classific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Los Angeles：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2011)，pp．27—30；吉期将人『苗族史 近代(六)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 

纪要』第132号、2010年、71--111页。 

③ 张群：《序》，《宁属调查报告汇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重庆行营第二厅 1939年编印，第1_2页。 

④ 对于这一事件的研究，参见赵峥《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 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 

心》，《抗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1期，第9O一101页。 

⑤ 岭光电：《保情述论》(1943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香港，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 2010年 

版，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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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部分地方上层人物也选择靠拢国民政府，中央军政势力的权威在彝区逐步建立。 

在战时“中央化”进程加速的同时，川康彝区也随着战局的变动被纳入到国际格局之中。鉴于 

西昌为联结重庆与云南、印度的交通枢纽，国民政府将其作为重庆之外的“第二陪都”进行建设。 

滇越铁路中断之后，由缅甸人境的货物多取近道运往西昌，使得其战略地位更为重要。① 1941年5 

月，在滇缅公路有被日军截断之虞时，国民政府正式提出“第二国际路线”的设想，计划在宁属盐边 

县修建机场，与英属印度边境城市塞地亚实现通航，并在此线建成之前开通缅甸密支那至丽江和西 

昌的航线，以接收战略物资。② 同年 9月 1日，日本空军在开战后首次对西昌实施空袭，亦体现出 

这一区域战略价值之提升。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之间开通由印度至中国西南的“驼峰航线”， 

以运输美国援华物资，西昌小庙机场则成为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1942年 7月，美国第十四航空 

队指挥官陈纳德要求国民政府扩修西昌机场跑道，以适应盟国空军来华作战的需要。④据当时驻 

西昌的《新康报》记者赵乐群回忆，小庙机场接待美军的高峰是在 1943一l944年，每天有六七十架 

飞机在此起落，出现了“重庆冷清，西昌热闹”的局面”。⑤ 

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美国援华空军不断出现迫降情事。“宁属为中印重要航线”，成为事故 

多发地区。1944年 11月，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在发给参谋总长何应钦的密电中提到，“数月以来， 

美机迫降九次，多在山脉夷区”，“本月声日，盐源又有盟机坠落”，事故频发之程度可见一斑。⑥ 

“飞行人员落于陌生地区，生者迷途，伤者乏药，死者无以为葬，任其腐朽，不惟损失人力，亦口有失 

盟谊”。⑦ 鉴于战争期间的紧张局势，美方亦非常担心飞机残骸和武器不慎落入日本人手中，影响 

抗日战局。坠机事件的发生和处理牵动军事和外交事务，是较为敏感的政治议题。 

抗战以来 ，美机在川康彝区坠毁之处，大多位于国民政府势力所不及的区域，无疑在地理条件 

之外大大增加了搜救的难度。开展搜救行动需要事发地域的地方政府予以协助，经费问题则首当 

其冲。前述 1944年 11月的张笃伦密电中，曾总结历次搜救经验，指出救护费用甚巨，但每次事发 

突然，县政府无力开支，西昌行辕则财政支绌，航空委员会和外事局亦推托敷衍，加上较难在彝区取 

得报销单据，使得搜救工作举步维艰。⑧ 1945年初，军事委员会仍决定搜救费用由地方政府承担， 

并特别强调“免向美军索还，用敦盟谊”，并未解决实际困难。⑨ 地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也使搜 

救行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川康彝区构成复杂，部分“直属政府”，“一部属土司，而间接属政府”， 

“又一部则自组为宗法社会，呈独立之状”，内部差异明显。⑩ 特别是汉化程度较低、广泛分布 

① 曾昭抡：《大凉山夷区考察记》，重庆求真社 1945年版，第 l3—14页。 

( 《军事委员会办公厅送外交部关于建议第二国际路线紧急开辟办法一案的密函》(1941年 5月6日)，台北，“国史馆”藏， 

外交部档案，002一OO13OOO一0102A。 

③ 《敌机首次袭昌详情》，《新康报》，1941年9月2日，第3版。 

④ 《黄光锐呈蒋中正盟军空军来华作战我地面建设事项概算》(1942年 7月24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 

案 ．002—000001—196A。 

⑤ 赵先明：《川滇西路、驼峰空运等对西昌的影响——赵乐群先生访谈录》，转引自赵先明《抗战时期美国租借物资与西昌的 

历史联系》，《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第 122页。 

⑥ 《张笃伦电何应钦拟请特拨五十万预备金以备救护关机坠落航员费用并请放宽救护费用报销手续并请示应通知何处接 

送救护航员》(1944年 1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2—093A。 

⑦ 《救护盟机降落人员 政府通令各地切实遵办》，《宁远报》，1945年6月21日，第2版。 

⑧ 《张笃伦电何应钦拟请特拨五十万预备金以备救护关机坠落航员费用并请放宽救护费用报销手续并请示应通知何处接 

送救护航员》(1944年 11月2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2—093A。 

⑨ 《拯救迫降盟友费用应由地方政府开支 行辕通令各县遵照办理》，《宁远报》，1945年 1月22日，第2版。战后出台的 

《寻觅美军失踪存殁人员奖励办法》仍规定搜寻坠机人员的费用由所在地方政府先发，由省政府正式报销。参见《寻觅美军失踪存 

殁人员奖励办法》(1945年 12月)，四川省档案馆藏，军统巴安组档案，255—23。 

⑩ 岭光电：《傈情述论》(1943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上册，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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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谷地带的“生夷”群体，政府对其影响更为微弱，所谓治彝政策，都只有利用私人的社会关系和 

才干，“通过私情、说理、协商、调解、谈判、威胁、利诱、武力等等方式来施加影响力，这一切都需要 

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灵活采取，是否收效以及收效程度亦视情况而定”。 

尽管如此，国民政府在战时对于川康彝区的积极经营，增强了中央军政势力在这一区域的实际 

影响力，使搜救坠毁军机及飞行员成为可能。靠拢国民政府的部分地方上层人物的配合，成为搜救 

成功必不可少的保证。1944年6月8日，一架编号为42—6314的B一29超级空中堡垒在飞经川、 

滇、黔交界地带坠毁，机组 11名成员下落不明，当时即传出美国飞行员被彝族家支掳为奴隶，在凉 

山当“羊司令”(放羊倌)的流言。② 失事飞机机组成员跳伞落人四川雷波彝区后，并不了解彝族的 

情况，机长一度怀疑彝人是企图抓捕他们送给日本人领赏的“赏金猎人”。③ 由于当地处在西南几 

省交界之处，上层人物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居于统治地位的几位土司或与云南、西康等边省政权 

交好 ，亦有选择“走中央路线”寻求重庆支持的。尽管中央军政势力无法直接统治这一地区，但发 

现坠机飞行员的沙马土司安登俊仍然顾忌“国民政府来人追查”，威胁 自身地位。 在确定这些军 

人是援华抗战的盟军后，安氏立即下令将其集中保护，待其休整20多天后，派兵将其护送至汉区。⑤ 

在另一起坠机事件中，地方土司亦起到了关键的救护作用。1944年 8月26日，B一29超级空 

中堡垒42—6356号自四川彭山飞往印度途中，在西康汉源附近发生故障，坠毁于越西县(今四川甘 

洛县黑马溪)。五名机组人员跳伞后，落入土司岭邦正的辖区。岭氏早在战前即积极支持旅京彝 

人岭光电、王奋飞组织“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致信叮嘱岭、王等人“取得中央的连系”，争取国民 

政府的支持。⑥ 1939年之后，岭氏与国民政府及西康边省政权皆维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以维护其 

家族利益。对于坠机事件的善后工作，岭氏自然积极配合。在他的安排下，机组成员被护送到宁属 

地方实力人物羊仁安在富林的家中，由羊氏确认身份后移交给重庆国民政府。 

除获得地方土司的配合之外，国民政府也通过李仕安、岭光电等出身于中央军政系统的彝族军 

政人物协助搜救工作，沟通地方社会，取得了一定成效。1944年 6月，B一29超级空中堡垒42— 

6314号坠毁后，西昌行辕派出毕业于中央军校的彝族军官李仕安担任向导，陪同美国军事人员穿 

越彝区。由于李氏“既懂彝语又与彝族人相熟”，调查组一行得以与安氏土司等地方上层人物进行 

顺利沟通，搞清了飞行员的下落，找到并炸毁了飞机残骸。⑦ 同年 8月，B一29超级空中堡垒 42— 

6356号坠毁后，尽管飞行员的安全得到保证，但飞机残骸仍处于失踪状态。出于军事安全的考虑， 

驻昆明的美国陆军航空队派出一个六人的工作小组前往宁属彝区搜寻飞机残骸，并援救可能被俘 

或被困的飞行人员。抵达西昌后，美军人员签署了一份协议，表明将 自行承担进入彝区的人身风 

险，只有岭光电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保证他们的安全。除此之外，岭氏还派 自己的学生、曾于贵州息 

烽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受训、时任西昌行辕第三组外勤的彝人马云章随队担任彝语翻译。 

在岭光电的沟通和马云章的陪同下，美军人员经喜德、过普雄、穿越西、走玉田，最终安抵岭氏在田 

① 温春来：《“夷族”意识、“夷务”实践与彝族文化——写在(岭光 电文集)出版之际》，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 

集》上册，第iv页。 

② 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民族出版社 2014年版，第89页。 

③ 基思 -惠勒及时代生活丛书编辑著，李丽译：《太平洋战场的胜利》中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54页。 

④ 杨宗宪口述，苏杰兵整理：《美国飞机坠毁见闻》，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 

战史料集》2，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 18—19页。 

⑤ 安荣生：《我的叔叔救了美国兵》，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2，第 

9— 11页。 

⑥ 岭邦正作，岭光电译：《岭邦正致王奋飞与岭光电》(1936年)，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下册，第426页。 

⑦ 对于此事的记述，参见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第89—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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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的家，完成了调查任务。① 

在利用个人关系网络的同时，国民政府在战时建立的部分组织网络的运作，也对组织搜救工作 

起到了重要作用。抗战时期，中央军政势力通过发展党团组织的方式渗透川康彝区，取得部分彝族 

家支的合作，其中三青团的作用尤为突出。除建立大凉山团部外，三青团还在昭觉、竹核和美姑等 

处经常举办活动，积极发展彝族团员。② 对于搜救失事飞机的工作，三青团也有着一定经验。1945 

年8月，大凉山分团部即在亲国民政府的彝族头人马五达的协助下，将一架坠毁在彝区的美国军机 

残骸和零件运出，并组织彝胞妥善安葬了遇难飞行员遗体。③ 

1946年美国飞行员失踪的消息披露后，美国方面为完成搜救工作，同样需要仰赖国民政府的 

合作。据美国媒体在事后的报道，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1)在华从事“军调”期间曾就此事 

专门与蒋介石本人交涉，但美方对国民政府方面提供的帮助相当不满。美方认为，国民政府无法控 

制川康彝区，又因顾及自身体面不愿承认这一现状。尽管对国民政府感到失望，但美方主导的搜救工 

作亦举步维艰。地面搜救人员、空军及传教士都曾冒险进入过彝区，但却一无所获。④ 美方在搜救 

受挫之后，不得不回到与国民政府合作解决问题的轨道上。1946年9月，蒋介石应马歇尔之请，通知 

西昌警备司令贺国光负责接待以开尔纳上校为首的美军搜救组成员，嘱其“尽力协助其营救工作”。⑤ 

事实上，国民政府在川康彝区建立的组织基础与人际网络，仍然为战后的这次搜救工作提供了 

不可或缺的条件。1947年5月，昭觉县三青团与县政府在县域内彝区发现数具美军尸体。由于事 

发地点属阿侯家支势力范围，该家支遂利用此事与国民政府讨价还价，要求西昌方面以释放普雄事 

件后被拘押的阿侯家支头人阿侯鲁木子等人作为交换条件，方能换得美军尸体。经负责出面谈判 

的昭觉三青团与其多次交涉后，才达成互换两名人质作为担保的协议。但参与搜救的美国军官费 

歇尔对于这一安排仍不满意，坚持“派人亲视其掘取”，以防止阿侯家支方面舞弊。西昌警备部一 

方面以“安全问题”为由劝告费氏不必履险，另一方面也通过昭觉三青团再度与阿侯家支疏通，终 

于为美方人员进入彝区获取到安全保证。⑥ 

为使坠机飞行员失踪风波得到解决，国民政府与美国政府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多个部门和层级 

的交涉与对接，在众多矛盾之中亦勉力使盟友关系得到维持。除了外交机构的周旋与应对之外，国 

民政府在抗战以来积极推进川康彝区的“中央化”进程，则在相当程度上构建了这一地区与外部世 

界之间的沟通管道，使得在技术层面上解决这一危机成为可能。直到搜救工作深入到彝区之后，更 

大的困难接踵而来，新的变数再度出现。 

二、“被掳为奴”的传言：涉外事务与地方矛盾 

尽管 1946年发布美军飞行员陷入川康彝区的新闻时，对日作战已取得完全胜利，无需像战时 

(!) 对于此事的记述，参见Rennold L．Lowy，Adventures in Lololand(探险傈傈地)， e National Geographic Magazine，Jan一 

1947．转引自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3，第 110—12l页；另参见马云章《游 

行 日记》(1944年 1O月)，凉山彝族 自治州档案馆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1—89。 

② 《西康青年团重视边疆工作》，《边疆服务》第8期，1945年7月，第63页。 

③ 《盟机一架失事 坠落鲁什期不核山 机身粉碎飞行员七人遇难》，《宁远报》，1945年 8月22日，第2版。 

④ Jared Hamihon，Lost Pilots of Lololand，原刊于FLYING，1950年3月号，后转载于EX-CBI Roundup，1963年 7月号，转引自 

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4，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12年版，第323页。 

⑤ 《蒋中正电贺国光请令西昌军事指挥官尽力协助开尔纳上校营救陷于猡部之五名美国空军》(1946年 9月29日)，台北， 

“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2—094A。 

⑥ 《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派驻交通部公路总局川滇西路管理局警卫稽查组送西昌警备司令部关于昭觉搜寻美军尸 

体一案的情报》(1947年5月9日、21日、26日)，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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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顾忌其军事影响，但飞行员被俘为奴的传闻仍然刺激了美国社会的神经，朝野上下均要求美国 

政府应对军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负责。美国飞行员被卖为“奴隶”的说法，使美国社会联想起 

南北战争前南方种植园中实行的奴隶制度，对失踪飞行员的命运自然表示了强烈的关切。一位华 

盛顿州民主党议员专门就此事致函总统杜鲁门，要求其“公开宣布营救偏僻区域被奴役之一切美 

国人”，并立即派出远征队，由重庆的美军基地前往川康彝区，不惜一切代价开展救援行动。①许多 

参加过对 日作战的飞行员认为，在战时“驼峰航线”的系列军机坠毁事件中，存在若干通过跳伞逃生 

但至今失踪的飞行员，其人数并没有得到相关机构的统计与确认。加之常年研究中国西部边疆的华 

西协和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向美国驻华大使馆分析指出，逃生飞行员很可能 

被在彝汉之间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卖入彝区，从而更加增强了美方对于这一传言的采信程度。② 

部分 目击者的证言也表明，美国飞行员确有在彝区充当奴隶的可能。美联社的报道显示，为美 

国官方提供直接信息的是成都教会人士。据某“成都可靠人士”称，某传教士曾经进入彝区边缘地带， 

亲眼看见三名“白种人”在捣谷成粉，亦有人看见五人在为彝人看守牛羊。⑧ 与此同时，有一名雅安 

的中国药商称自己因鸦片交易前往彝区，看到四名身着彝装的白人在从事苦役。在 目击了这一现 

象后，他转告了圣心会德国神甫及美国官员。当时与这位商人同住一村的法国教士也提供了类似 

证词。④对于这一传言的准确性，国民政府方面也相当关注，想方设法进行核实。西昌警备司令部方 

面在经过调查后指出，“夷区发现有两美国人为夷人当娃子”的传言在 1944年坠机事件发生时并未出 

现，而是在抗战胜利之后由彝区传出，经西康盐井天主教堂司铎刘各锐报告给西昌主教包明扬，由包 

氏电告上海美军总部。⑤ 虽然搞清了消息的部分传播渠道，但依旧无法证实这一传闻的真实性。 

尽管并没有美军飞行员陷入彝区被强迫为奴的第一手证据，但当时传闻言之凿凿，经过反复多 

次的传播，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无人质疑。早在抗战时期，失事美机飞行员被彝人作为奴隶拘禁的 

猜测和想象就已经出现。“被掳为奴”说法的背后，则有着具体的地方社会历史背景。从清代中叶 

开始，由于彝区生产方式的转变，黑彝贵族热衷于前往汉区大量劫掠人口。特别是清同治年间以 

来，更是“积年滋扰，所掳各边丁口，不下万余人，皆役属为奴”。被掳入彝区的汉人又被强制“转相 

婚配，是以近来凉山生齿 日繁”。⑥ 随着清末鸦片种植在彝区逐渐普及，大量武器和财富随之涌入 

彝区，到汉区的抢掠行为也更为频繁。⑦ 辛亥革命之后，驻防凉山的政府军队纷纷他去，参与四川 

省内政争，导致彝族家支的劫掠行动进一步升级，汉族士绅无力抵御，“造成二十年来反叛大乱之 

局”。 尽管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宁属豪强人物邓秀廷势力崛起，彝族家支对汉区的大规模 

抢掠行动得到制止，但地方社会彝汉之间的资源竞争关系仍在持续，彝人来汉区“抢娃子”的历史 

记忆成为相当一部分汉族士绅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 

① 《猓猓部落间有激战 调查队冒险出发 美议员电总统主营救飞行员》，《申报》，1946年9月27日，第2版。 

② 《美飞行人员失落缅边 被猓猓族迫充奴役 美使馆接报已请美军事当局营救》，《申报》，1946年9月23日，第2版。 

( 《美军人员飞西昌调查失落飞行员》，《申报》，1946年 9月26日，第2版。 

④ 《法神甫入倮倮区 取赎失踪美飞行员 救护机载白银等飞成都》，《申报》，1946年 10月4日，第2版。 

⑤ 《刘伯元送西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关于美机坠毁奴倮河始末一案的报告》(1947年 8月24日)，凉山彝族 自治州档案馆 

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一l一101。 

⑥ 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制社会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16页。 

⑦ 胡庆钧：《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44__45页。 

⑧ 林耀华：《凉山夷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14页。1936年，四川马边县政府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称：“民元以 

后 ，绿营裁撤，防军内调，边备空部，夷强汉弱。三河口、油炸坪、烟峰、走马坪、丰谷等场，先后沦陷于夷。领土户口，损失四分之 

三⋯⋯边民实力薄弱，御夷无方，常在惊涛骇浪中。流亡迁徙，无法制止。”参见任映苍《大小凉山傈族通考》，骆小所主编：《西南 

民俗文献》第7卷，兰州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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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邓秀廷去世后，宁属地方社会重新出现动荡迹象，汉区再度出现了对于彝人抢掠汉区、 

迫人为奴的群体性恐惧。1945年11月，校址位于西昌泸山的国立西昌技艺专科学校担心遭受布 

拖彝族家支“抢劫掳掠”，向教育部提出迁校。① 1946年 1月，西昌县参议会以“全体一致通过”的 

形式通过决议，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申领国民政府受降所得 日本枪弹，“交西昌行辕转发人民自 

卫”，“并速施征剿”，另电刘文辉“请饬属严予剿办夷匪”。② 同月，为越西县中所坝被普雄彝人抢 

掠事，该县士绅也推举代表 10余人联名上书行辕和屯委会，要求政府出兵保护③，“因身处危境及 

曾遭灾难而咒怨当局者，比比皆是”。④ 即便是未受“夷患”的汉区，亦广泛流传“流亡彝人”将“出 

动滋扰”的谣言，民众人心惶惶。⑤ 1947年，宁属汉人士绅刘芷汀所著《倮区汉奴吁天录》一书出 

版。该书立意仿照美国南北战争前夕斯陀夫人反奴隶制的名著《黑奴吁天录》，对彝族家支“掳奴 

汉民”的历史与现状多有述及，称汉人“被野蛮人掳入深山为牛马奴隶者，有数十百万之众”。⑥ 美 

军飞行员落人彝区被强迫为奴这一图景 ，完全符合汉族士绅对于彝族社会之一般认知，且有助于增 

强其鼓吹“征剿”彝人的合法性，自然在地方汉人社会获得了认可和传播。 

在地方社会彝汉资源竞争的背景下，彝族家支抢掠人口的行为经由汉族士绅的反复渲染和建 

构，俨然成为一种常态。历史上抢掠人口的行为，更多发生于汉化程度较低、“自组为宗法社会”的 

“生夷”地区。岭光电在战时返乡，重新以土司身份治理其辖区后，即严令属地彝人不许抢卖彝汉 

人口，起到切实作用。(2)但部分地方汉人士绅出于“污名化”的目的，不加区分地抹黑整个彝区的环 

境。以前述 1944年8月的坠机事件为例，美国飞行员当时的降落地点为土司岭邦正辖地，在第一 

时间目击其跳伞的彝胞非但未予加害，反而主动为其提供玉米粉和苦荞等食物。⑧ 当地的彝族头 

人在经过商议后，分别派人将发现洋人一事报告给岭邦正和羊仁安，对成功救护这些飞行员起到了 

重要作用。⑨ 但在汉源县富林镇士绅袁子俊的笔下，美机坠毁于“夷巢”之后，全赖“汉源羊君仁安 

目睹降落方位，携药驾舟前往探视”。羊仁安获悉尚有两名飞行员“陷留夷地”的情况之后，“立派 

人救出”。美军飞行员在羊府休整治疗期问，“本镇各机关团体民众感盟邦援助之义，咸来慰问”， 

举行“慰问茶会”，“民众踊跃参加者万余人”。⑩ 这一叙述非但完全否认彝人对救护飞行员的贡 

献，将功劳归之于羊仁安及地方汉人士绅，而且暗指彝区环境险恶，彝人野蛮落后，对飞行员的生命 

安全构成威胁。对于这段并不复杂的公案，地方汉人士绅尚能罔顾事实任意歪曲，那么对战后这起 

可能引发国际纠纷的美军飞行员失踪事件，他们自然更乐于推波助澜，不断传播和再生产不利于彝 

人形象的说法。 

与地方汉族士绅针锋相对的是，战时返乡从政的彝族军政人物岭光电、李仕安等人，则利用国 

民政府和西康省政府关于“民族平等”的各种宣传，将彝族描述为一个“强健”“英勇”和“淳朴”的 

① 《交通困难夷匪为患 康专师生惶惶不安》，《宁远报》，1945年 11月27日，第2版。 

② 《西昌县参会昨日决议 呈请政府加强治安》，《宁远报》，1946年 1月 15日，第2版。 

③ 《越侮人民在水深火热中 推举代表来昌呼吁》，《宁远报》，1946年 1月27日，第2版。 

④ 《越鹊夷匪日益猖獗 城 内居民惶恐万状》，《宁远报》，1946年 1月 16日，第2版。 

⑤ 《流亡黑夷出扰 宁属流言滋多 军政会将辟谣》，《新康报》，1946年 1月30日，第2版。 

⑥ 刘芷汀编述：《傈区汉奴吁天录》，成都详记彬明印刷社 1947年印制，第 1—3页。 

⑦ 岭光电：《忆往昔——一个彝族土司的自述》，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版，第129页。 

⑧ 来乃以都讲述，阿木不哈译：《飞机坠落沙木普》，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 

战史料集》2，第98页。 

⑨ 岭光电：《羊仁安与凉山诸彝的关系》，温春来、尔布什哈主编：《岭光电文集》中册，第523页。 

⑩ 袁子俊：《1944年 9月14日富林摄影纪事》，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 

料集》2，第 1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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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将彝族“去污名化”。美军飞行员被掳为奴的传闻披露时，以岭光电为首的“西康省夷族参政请 

愿团”正在南京为彝族参政问题奔走。岭光电等人此行的目的，意在希望国民政府承认西南彝族为 

“汉、满、蒙、回、藏”——“五族”之外的又一个“民族”，要求在国民大会选举中兼采“民族代表制”，分 

配给彝族以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的席位。① 在岭氏等彝族政治人物谋求这一政治地位的 

关键时刻，美军飞行员被彝人掳为奴隶的报道在京沪见诸报端，极大地损害了彝族的形象，对岭氏等 

人争取彝人参政的努力产生了负面的政治影响。为扭转内地社会由此对彝族产生的偏见，岭光电于 

1947年7月接受中央社记者访谈时专门进行澄清，称抗战期间美国坠毁于大凉山一带的军机飞行员， 

“其尸骨已发现者，均已运出”，“生者俱已礼送出境”，“夷胞对美空军人员甚为敬重，绝无留难情事”， 

“目前夷区已无美人，外传尚有若干美飞行员之说不确”。② 其维护彝族形象之立场可见一斑。 

对于地方层面的资源竞争和族群矛盾，国民政府亦无力解决。抗战以来，国民政府利用西迁的 

局面加速推进川康彝区的“中央化”，也力图以相对超然的姿态调解地方矛盾和彝汉关系。1940 

年，时任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何应钦专门研究西康宁属问题，向蒋介石提出一系列的对策性建议， 

其中即包括“改进当地之社会环境及汉夷关系”。③ 尽管国民政府不断宣扬“汉夷平等”等政策话 

语，对汉族士绅和彝族上层人物皆予笼络，但仍然无法消除彝汉之间存在的诸多隔阂，难以消弭各 

种纷争。李仕安曾经听闻，由国民政府派出的某支电影放映队曾在战时前往彝区放映电影，在电影 

开始前播放有蒋介石镜头的新闻时，一个彝人对同伴说：“我看这个光头还可以，把他捉来当娃子， 

你说能值几个钱?”④类似的传闻，一方面强化着对于彝族社会“抢人为奴”的固有印象，另一方面 

也说明彝汉之间在战前的对立态势仍在延续。 

由此可见，美军飞行员在彝区被“强迫为奴”的传言，表面上是对于飞行员本身命运的一种猜 

测，更深层次的则是对边疆地方社会中固有矛盾和族群关系的一种反映。抗战以来的“中央化”进 

程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边疆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历史记忆与族群想象，使得这一国际事件的走向 

亦受到地方因素的强烈影响。随着调查和搜救工作的持续深入，围绕着这一事件的各种地方矛盾 

进一步浮出水面，引发新的政争。 

国际纠纷背后的边疆政争 

1946年 1O月，美方地面搜寻人员虽未找到失踪飞行员的踪迹，但在西康宁属德昌县境内发现 

了战时坠毁的一架 B一29轰炸机，机上两名遇难飞行员的遗体也被寻获。⑤ 这一突破极大地增强 

了美方搜救人员的信心。他们在返回西昌向贺国光报告时声称，下一步将赴昭觉寻找另一架失踪 

军机。⑥ 1947年 2月，西昌警备司令部官员沈焕章与美国空军军官马德华在泸沽湖附近的盐源县 

再次发现坠毁飞机之残骸，但无法查清失事情况。美国政府闻讯后，“谓既有飞机残骸，必有美 

人”，要求继续寻找飞行员。西昌方面派往彝区的 1O余组明、密探则传回了各种各样的消息，有称 

① 1947年 4月，岭光电一行在前往南京途中经停成都，向当地新闻界表示，彝族在西康境内即有 150万人，是人数仅次于 

汉、回、满的“国内第四大民族”，要求至少获得5个国大代表、3个立法委员和2个监察委 员的席位。参见《西康夷族土司准备进 

京请愿对参政问题有所要求》，《申报》，1947年4月11日，第1版。 

② 《坠夷区美空军均已护送出境 岭光电称绝无留难事》，《申报》，1947年7月22日，第2版。 

③ 《何应钦送蒋介石关于开发西康宁属意见的签呈》(1940年7月11日)，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00006—847A。 

④ 李仕安讲述：《坐飞机寻娃子》，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2，第320页。 

⑧ 《五台山前撞毁飞机一架 两美军残骸昨运昌 昨又来美军六人协助搜寻》，《宁远报》，1946年 10月 16日，第2版。 

⑥ 《贺兼司令昨晤美员询问搜寻情形 美军定二十二日赴昭觉 政治部将派员前往协助》，《宁远报》，1946年 lO月 17日， 

第2版。 

87 



抗日战争研究 2016年第3期 

美国飞行员已被卖入云南彝区，有的称被卖人其他彝族家支，“其说不一，但无人亲见”。① 在长达 
一 年的搜索过程中，美军飞行员的行踪也有几次时隐时现。在盐源寻获飞机残骸后，搜救人员听闻 

幸存飞行员可能居住在该县梅雨镇。据描述，当地彝族家支内有一左腿已断、但懂得医术的“外 

人”。贺国光闻讯后，立即下令由当地土司跟进调查此事。② 但经过调查后，发现这名跛脚者并非 

美国人，“而系一身长虬髯之汉人”。此人到当地后，诈称自己由飞机落下，并会治病打针，彝人无 

从分辨，故将其留下来充当医生。又有传闻在碧鸡梁子有人貌似美军飞行员，西昌警备部方面当即 

派员前往该地查问，发现此人名叫黄瑞月，亦非美国军人，而是途经盐源时被骗卖至某黑彝家的汉 

人。截至 1947年 7月，西康境内都未发现失踪美国飞行员的“确实踪迹”。③ 

尽管搜救美军飞行员被国民政府视为事关中美外交的要务，但搜救成败相当仰赖地方社会的 

合作。由于调查涉及许多案情之外的地方政情，及各种盘根错节的地方利益，使得调查过程受到了 

明里暗里的各种抵制。中美搜救人员进入彝区后，多次以“武力恐吓”的方式逼迫当地彝族家支交 

代情况，但彝人始终未见其一兵一卒，知其恐吓无力，故声称“美国人及中央将我们亦无可奈何”。 

即便搜救人员以重金悬赏线索，“但仍无一夷人前来报案”。西昌警备司令部官员刘伯元失望地表 

示，如不确实采取武力扣押黑彝，迫其就范，令其清查，“否则终难有结果”。④ 从彝区无法获得有效 

信息，搜救人员与汉人各势力打交道亦举步维艰。在查访盐源县梅雨镇飞机残骸时，为避免涉入地 

方的权力之争，导致不必要的麻烦，西昌警备司令部调查室副主任袁德修特别指示调查人员不必找 

当地保长，只找其马夫，并对保长严守秘密，“否则搜寻工作将受莫大阻碍”。⑨ 深知地方利益结构 

复杂的袁氏一度感慨道，“政府及地方有力人士均不愿出力侦察”。⑥ 

直到一则来 自云南的相关消息进入了搜救人员的视野，调查才获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围绕着这 
一 事件的更多纷争亦随之而来。这则消息来自于滇康交界地带的云南永仁县，提供者为该县仁和 

镇哥老会首领蒋竣德。蒋氏曾于国民党追剿红军长征时期出任过金沙江江防司令，与一江之隔的 

西康地方权势人物盐边的诸葛土司及左所土司等多有往还。他在出席永仁县参议会时，于县政府 

举行的宴会上出人意料地谈出了美军飞行员的下落。⑦ 蒋竣德宣称，抗战时期确有美机在盐源左 

所土司辖区坠毁，但左所土司“无法管制该地夷人”，“而诸葛土司势力又达不到”，因此飞机坠毁 

后，机上之财物全部落人盐源县黄草区区长曹受天之手。曹氏为避免事后遭受追究，命令当地彝族 

头人掩埋飞机残骸，不得将这一消息外泄。蒋氏表示，美军飞行员除饿死及被彝人杀死之外，目前 

仅余一懂医术的尚健在。因此人医治病人甚多，受到彝人的敬爱及保护。彝人得到政府组织搜救的 

消息之后，将此人反复转移，令搜救人员不断扑空，“故始终无法搜寻该美员，迄今仍然陷于夷区”。⑧ 

尽管蒋竣德的谈话并未透露飞行员的具体下落，但将责任的矛头指向曹受天，无疑为调查提供了极 

① 《刘伯元送西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关于美机坠毁奴倮河始末一案的报告》(1947年8月24日)，凉山彝族 自治州档案馆 

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一l一101。 

② 《贺国光电蒋中正赴夷侦察情形》(1947年2月1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2—094A。 

③ 《保密局呈蒋中正西康倮傈 区野夷擅杀贩卖美机失事人员一案经察查 系谣言讹误 目前并未发现失事美员确实踪迹》 

(1947年7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707A。 

④ 《刘伯元送西昌警备司令部关于清查美航员不彻底之原因一案的呈》(1947年8月5日)，凉山彝族 自治州档案馆藏，西 

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1—101。 

⑤ 《袁德修致张辉宗函》(1947年4月12日)，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1—101。 

⑥ 《袁德修致张辉宗函》(1947年3月30日)，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1—101。 

⑦ 《西昌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送西昌警备司令部关--t-．~lt告蒋竣德住址一案的呈》(1947年 lO月2日)，凉山彝族 自治州档案 

馆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1—101。 

⑧ 《西昌警备司令部稽查组送西昌警备司令部、国防部保密局关于西康两盐地区之十大村坠毁盟机情形一案的情报》(1947 

年 8月26日)，凉山彝族自治州档案馆藏，西昌警备司令部档案，2—1—1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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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宝贵的线索。1947年6月，蒋介石电令贺国光将曹氏解往南京，接受讯问。 

由于曹受天系西康省政当局所委任的区长，国民政府对曹氏的逮捕，触到了中央与边省关系的 

敏感之处。1939年，西康省政府与西昌行辕相继成立，使得西康宁属地区成为西康边省政权与国 

民政府的斗争焦点。为与中央军政势力争夺宁属，刘文辉除在西昌设置宁属屯垦委员会之外，还借 

口发展垦殖事务，在彝区逐步建立各种类型的“政治指导区”，对彝人编联保甲，作为省县政府编制 

之外的一级政权。黄草区设置于1942年，位于盐边、盐源两县的滇康交界处，为两盐地区办理边务 

的重心。“政治指导区”建立，使得省政当局权力下沉，对于发展地方经济、推进户籍调查和改善彝 

胞生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② 国民政府对曹受天的处置，意味着中央方面对西康省政领域的干预， 

引起了康省方面的强烈不满。鉴于曹氏身份的特殊性，贺国光在知会地方政府代表、宁属屯垦委员 

会主任秘书伍柳村时，不仅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还特意安排美国中校费歇尔在座，以此向省方施 

压。费氏强硬地表示，若不将曹氏逮捕法办，死者家属不允，将在美国国内引发反华示威，影响中美 

关系。伍氏则代表西康省政府，明确拒绝将曹受天押往南京，表示抗战时期并没有美机在此区域坠 

毁，曹氏系受人诬告，“在毫无事实、证据的情况下，把现任区长当罪犯押解去审讯，于法于理皆有 

不合”，逮捕曹氏将可能引起严重后果。⑧ 

在美方的压力下，曹受天最终仍被美国军机送往南京，由国防部二厅负责看管，但事件并未因 

此水落石出。据曾前往软禁地点南京中央饭店探视的李仕安回忆，他见面后问及曹受天“娃子事 

件”的过程，曹氏无奈地表示，自己根本说不清来龙去脉。④ 西昌警备司令部也向南京方面表示，曹 

氏为三青团团员，政绩优良，“任区长七年，不免遭忌”。警备部在之前就曾接到过匿名控告曹氏舞 

弊的禀词，经调查后皆查无实据，暗示此案亦另有隐情。⑤ 保密局的报告则明确指出，曹受天“杀害 

美员及卖美员做娃子”的罪名出自盐边诸葛土司的构陷。因与曹氏“素有仇隙”，土司诸葛绍武炮 

制了这一谣言，通过蒋竣德进行散播，“遂传成目前错误之事实”。⑥ 

诸葛土司对曹受天的构陷，并非仅仅出于纯粹的私人“仇隙”，而是因为在地方层面存在明显 

的权力冲突和利益争夺。“政治指导区”的设置源于省政当局的扩权动机，作为新增加的权力机 

构，这一制度更加意味着对地方行政权力的再分配，自然引起了部分原有统治集团的不满。曹受天 

就任区长以来，政绩斐然，对长期统治两盐地区的土司势力构成了挑战。伍柳村在为曹受天向贺国 

光、费歇尔辩白时就指出，土司是“封建遗制”，“同区长、县长有利害冲突”，点明了曹氏被陷害的政 

治因素，只是无法得到急于破案的美方代表的理解。⑦ 

在战后波谲云诡的政治局势下，美军飞行员在战时失落于川康彝区的消息，搅动了中央和地方 

各股政治势力的神经。尽管案情已基本明了，但国民政府仍以异常审慎的态度对待结案问题，仍将 

① 《蒋中正电令贺国光拯救美军之曹县长派员送至京面报详情》(1947年6月 13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 

档案，002—000000—255A。 

② 对于彝区设立“政治指导区”的评述，参见秦和平《论民国时期凉山彝区“政治指导区”及“建设指导局”的由来、内容及作 

用》，《民国档案))2014年第4期，第63_71页。 

③ 伍柳村：《抗战时期在西昌的一次涉外谈判》，高朴实等主编：《巴蜀述闻》，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8_5O页。刘文辉本 

人对此事件持何种态度，尚无明确的史料记载。 

④ 李仕安讲述：《坐飞机寻娃子》，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2，第321页。 

⑤ 《贺国光电蒋中正拯救美军有关之盐源县属黄草特区区长曾受天已送京备询》(1947年 6月21日)，台北，“国史馆”藏， 

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o2000o017O6A。 

⑥ 《保密局呈蒋中正西康倮傈区野夷擅杀贩卖美机失事人员一案经察查系谣言讹误 目前并未发现失事美员确实踪迹》 

(1947年 7月16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002—000001—707A。 

⑦ 伍柳村：《抗战时期在西昌的一次涉外谈判》，高朴实等主编：《巴蜀述闻》，第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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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受天继续羁押于南京，以免美方借口其阻碍搜寻工作。1947年 l0月，在经历了长达 l5个月的调查 

和搜救后，美方终于宣布结束搜救工作，将全部救援人员撤离西昌，承认飞行员被“掳做娃子”的“传言 

不实”，确认在盐源发现的“失事痕迹”是战时被迫降落西昌机场的飞机所遗弃油箱延烧的产物，同意 

无罪释放曹受天。① 次月，美国政府先后在华盛顿和南京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对外宣布了结此 

案，称“经过长期艰险之调查，证明所有在二次大战中失踪之美国空军士兵，均无被中国西部倮倮 

部落奴役之可能，战时及战后，是项类似之报道皆属谣传”。② 搜救美军飞行员风波至此宣告结束。 

结 语 

1946年至 1947年中美两国在川康彝区联合搜救战时失踪美军飞行员的行动，是一场包含了 

中外交涉和边疆政争的特殊政治互动。由于国民政府无法完全驾驭和掌控复杂的边疆地方社会， 

加之这一事件本身的危机处理性质，调查与搜救过程中不乏各种“意外”与“脱轨”。正是在抗战的 

影响下，川康彝区经由坠机这样的突发事件被联结进入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国际政治、边疆政 

治和地方政治之间产生了交集和碰撞。 

近代以来，外国人在中国边疆失踪或遇难，往往酿成棘手的外交事件，川康彝区亦不例外。早 

在 1908年，英国传教士巴尔克(Burke)由西昌经昭觉到牛牛坝勘测地形时，就因文化差异与当地彝 

人发生冲突导致意外身亡，造成中英关系的外交危机，史称“牛牛坝事件”。③ 此类中外危机的发 

生，往往与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缺乏实际控制有关。国民政府之所以能够化解战后的这次风波，既 

得益于中美关系的大局，也与其战时努力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中央化”密不可分。全面抗战爆发 

以后，国民政府的统治重心由长江中下游地区迁至西南，对于包括川康彝区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地 

区也进行了经营与渗透，取得了一定成效。就本文所讨论的这一事件而言，尽管美方对国民政府的 

治理能力与行政效率不满，但仍须仰仗其合作才能沟通“陌生”的边疆地方社会。 

尽管如此，抗战以来西南边疆的“中央化”进程也有其边界和局限，国民政府仍然不能有效统 

治边疆地方社会。尽管大量中央机构、人员和武装力量的进入，使得中央军政势力得以直接控制一 

些重要区域，并通过党团组织的拓展与边疆地方社会建立常态化的联系机制，但中央权威的建立并 

不通过政权力量的下延，而是对地方既有各个集团在形式上的收编，使得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群 

体矛盾仍然得以延续。美国飞行员被掳为奴的传言一度流传得沸沸扬扬，即是地方社会既有结构 

性矛盾投射在涉外事务上的一种反映。“中央化”和“建省”进程虽在表面上使政府权力下沉至基 

层，但制度和人事上的种种变动也使得参与地方政治的利益主体更为多元，权力博弈过程更为复 

杂。搜救过程中“政治指导区”区长与土司的冲突、彝族军政人物同地方汉人士绅之间的对立，即 

是此种变迁过程导致的政治结果。边疆地方社会在被国际和区域格局所影响的同时，也通过诸如 

此类的事件影响着内政和外交的某些进程。 

面对抗战前后的政治社会变动，“彝族”除“主动”参与战争和“被动”接受治理两种面相之外，亦 

在“中央化”“国际化”和地方冲突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被定位和形塑。川康彝区正是经由抗战的机 

缘，与外部世界发生了更为紧密的联系。由于曾参与战时搜救工作，彝族政治人物李仕安在战后收到 

① 《贺国光电蒋中正盐源傈傈区搜寻美失事航 员案已结束》(1947年 l0月)，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档案， 

002—000001—710A。 

② 《鲁克斯在京招待记者》，《申报》，1947年 11月23日，第 1版。 

③ 对“牛牛坝事件”的记述，参见《牛牛坝彝族人民反帝、反清王朝的英勇斗争》，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组编：《四川彝族近现代史调查资料选集(初稿)》，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编印，第18_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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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美国军官穆伦发来的访美邀请，并从一位从美国归来的友人处得知，“美国人对凉山很感兴趣”，李 

氏若赴美讲演彝族问题，将引起热烈反响。① 战时曾于田坝接待美军搜救人员的岭光电夫人曲哈莫 

在 1949年收到一本美国人寄来的英文书。尽管不通英文，但她通过书中的照片仍然可以确定，“是反 

映我们夷族人的生活情况的”。② 在战后结束搜救行动、澄清并无飞行员强迫为奴的美方记者会上， 

美军代表也对“夷胞之和善好客”表示赞赏，对战时彝胞救护美国空军人员的贡献予以充分肯定，使得 

“各外籍记者对此项报告极感兴趣，纷纷探询夷族风俗”。③ 这些由“外国人”所呈现的彝族形象，与 

战时国民政府宣传彝族救护贡献的报道相呼应④，建构了一套不同于地方汉人士绅的族群论述，在 
一 定程度上参与了将中国西南非汉人群由“蛮夷”建构为“少数民族”的“华夏边缘再造”过程。⑤ 

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美军飞行员于战时失落于川康彝区的传闻，在当时之所以轰动一时，与 

“奴隶”这一字眼带来的震撼效应密不可分。而对于这一概念，美国人、汉人与彝人，在当时有着并 

不一致的理解。美国人联想起南北战争之前在美国南方种植园中实行的奴隶制度，对本国飞行员 

被“奴役”自然反响强烈；地方汉人士绅多像刘芷汀一般，想象受过文明礼教的汉人遭到“蛮夷”的 

压迫；而岭光电、李仕安等新式彝族“精英”，已能清楚地看到彝区内部政治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明 

了所谓的“奴隶制”既非彝族社会的全部，亦无外人描述中的那般残酷。1949年之后，新政权出于 

社会改造的需要，为划分彝族内部的阶级成分，定性凉山彝族为“奴隶制社会”。⑥ 随着“民主改 

革”等改造进程的开始，“奴隶制度”作为一种描述彝族社会的特定符号，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被不断 

强化，反过来又影响了对坠机风波的历史记忆。时过境迁之后，坠机飞行员在彝区成为“奴隶娃子”的 

传说再度流传，并被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⑦不管是当时曾经声明辟谣的岭光电，还是生活在彝族 

乡村的普通彝胞，都参与过这一新的“神话”的创造与传播，亦可见时代变迁对于历史记忆的深刻 

影响。⑧ 

[作者赵峥，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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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第216页。 

② 曲哈莫：《寻找飞机的美国人》，《甘洛县文史资料》第 4辑，甘洛县政协编印，转引 自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3，第 105页。 

③ 《鲁克斯在京招待记者》，《申报》，1947年11月23 Zl，第2版。 

④ 抗战时期，中央社曾对战时彝人救护美军飞行员进行正面报道。参见《美空军降川康边境 口被夷胞热烈招待 言语 虽 

不通感情极融洽》，成都《新新新闻》，1944年7月21日。第5版。转引自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 

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2，第24页。 

⑤ 对于“近代华夏边缘再造”的讨论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o9—221页。 

⑥ 李仕安回忆，胡庆钧曾写信向他透露，将凉山彝族描述为“奴隶社会”、将彝族分成“五个等级”，是由郭沫若亲自定调。 

李仕安口述，马林英撰写：《百岁人生川康史：彝族老人李仕安口述记录》，第9页。 

⑦ 2O世纪50年代，前国民党军统要员沈醉在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时，曾听前滇军将领卢浚泉讲述美军飞行员坠落彝区的 

故事，其中不乏飞行员被当作奴隶处置的各种细节，以及其 自行逃出彝区的传奇结局。参见沈醉《战犯改造所见闻》，群众出版社 

1990年版，第281_289页。 

⑧ 据岭光电堂弟王修靖称，岭光电于 1981年曾对其谈及 1944年美军飞行员坠落于彝区一事，称该飞行员被“一名小黑夷 

头目收留”，协助其“打冤家”，得到黑彝的信任，并与彝女通婚，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返回美国。参见王修靖《指挥“打冤家”的西 

点军官》，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4，第321页。新中国成立后 ，凉山彝区 

中亦流传美国坠机飞行员“被改造成了一个奴隶”的故事，参见阿鲁斯基、阿鲁金乐《凉山夷族风情奇趣谈 2—6314号超级空 

中堡垒坠毁后传闻》，李肖伟编著：《超堡队 B一29 In China：美国陆军第二十航空队赴华作战史料集》2，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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