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 

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 

陈 默 

内容提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全面军事合作开始。1942年在兰姆伽全盘接 

收美械的驻印军和 1943年陆续接收部分美械的远征军是最早的两支美械部队；军政部于 

1945年颁布了卅四年甲种编制，并按照此编制将国内的六个军换装美械。时刻变动着的 

美国因素，影响着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各 自的发展轨迹。三支美械部队编制各 

异，装备美械的数量、质量也有不同，美械所 占的比重差距明显，导致它们之间的作战能力 

存在着区别。美械部队的作战能力同时还源于美方带来的作战体系。官兵所受到的良好 

训练、相对可靠的后方勤务和陆上、空中的火力支援，也是影响其战斗力得以发挥的重要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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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七律《淮北初战歼蒋军九十二旅》中写道：“还乡 

土劣旧奸伪，美械蒋军新虎狼。”①“美械蒋军”作为国共对抗中前者所凭恃的军事力量，初登内战 

战场就得到时人重视，而其在内战中被逐步消灭，也是舆论关心的话题。② 今天，学界对于内战中 

国民党军(以下简称“国军”)的这些美械部队依然给予较高评价，大多认为美械部队装备好、作战 

能力强，在内战的不同阶段均发挥着关键作用。③ 

其实，在抗战后期的数次战役中，换装美式装备的所谓美械军、师即已出现，包括 1942年 8月 

组建的驻印军、1943年4月重建的远征军(按，本文中所说的远征军，除非特别指出，均指第二次远 

征军)和 1945年2月改编的卅四年甲种军。上述美械军、师在多个战场上就有过令人瞩目的表现， 

① 陈毅：《淮北初战歼蒋军九十二旅》，《陈毅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7年版，第 1】7页。 

② 中共方面尤其重视宣传美械部队被歼灭的消息。参见司马龙《我们也有美械师了》，《正报》1946年新第7号，1946年 9 

月21日，第 10一l1页；《美械蒋匪军得到了严正的惩戒，找到了自己的坟墓》，《中国人民爱国自卫战争华东战场第一年画刊》，大 

众日报社、华东新华社 1947年编印，第25页；《美械装备的破产(新华社陕北十六 日电)》，《华东前线》第54期，1948年 ¨ 月2O 

日．第3页。 

③ 参见杨奎松《一九四六年国共四平之战及其幕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 149页；金冲及：《较量：东北解放战争 

的最初阶段》，《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4期，第 14页；金冲及：《蒋介石是怎样应对三大战略决战的?》，《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 1 

期，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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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国军赢得了战役的胜利，对整体战局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除了人们所熟知的驻印军横扫缅北、 

远征军收复滇西外，1945年春的湘西会战中，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所属数个正在换装美械的卅四 

年甲种军，也成功地使用纵深防御抵挡住了来犯 日军的攻势，反使攻方逐渐陷入被分割包围、进退 

不得的困境。① 最终湘西会战以日军失败、国军小胜告终。 

抗战后期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湘西所取得的不俗战绩 ，以及在之后内战中所体现出的巨 

大影响，说明这是一批在当时政治、军事舞台上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了解这些部队作战能力的 

强弱以及相关方面的情况，对于今人深人认识抗战胜利前后国内外局势的剧烈变化，不可谓不重 

要。稍具诡论意味的是，相当多的研究论著均涉及美械部队，但关于美械部队的具体研究却甚为 

薄弱，往往流于表面。不同美械部队的渊源何在?各 自又是如何演进的?美械部队的具体编成 

特别是装备情况如何?战斗力是强是弱?除了装备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决定其战斗力的发挥?这 

些问题仍未能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② 今天的人们讨论“美械军”“美械师”优劣强弱，依然较 

多凭借个人的泛泛印象，缺乏相对客观、具体、可靠的认识，这难免影响到他们对于一些问题的判断 

和理解 。 

本文立足于原始档案、报告及其他史料，通过梳理自1942年秋驻印军成立至 1945年春“阿尔 

法(Alpha)”计划实施这段历程，复原在中、美军事合作背景下美械部队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 

轨迹；考察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情况和实际配备，着重了解其装备 

上的异同及与部队战斗力强弱的关系；并进一步对构成其作战体系的训练、后勤和火力支援进行比 

较，分析三支美械部队作战能力的高低。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对抗战后期国军中的美械部队 

的综合情况，进行一个系统的审视。 

中、美军事合作与美械部队 

抗战后期国军三支美械部队的次第出现，有着明显的国际背景，即自太平洋战争爆发、《联合 

国家宣言》签署以来，美国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为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提供装备，中华民国作 

为盟国之一，接受美械本是顺理成章。可以说美械部队的出现，是中、美军事合作的必然结果。然 

而，就具体过程而言，中、美军事合作不同阶段的实际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变化着的美国因素影响 

着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各 自的演进轨迹 ，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命运。 

驻印军作为国军中的第一支美械部队，其主要组成单位是此前第一次入缅远征失败后撤至印 

度的新编第二十二师(以下简称“新二十二师”)和新编第三十八师(以下简称“新三十八师”)。此 

两师能够成为最早的美械部队，颇有些因祸得福的意味。1942年初，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与其 

他国军部队一道进入缅甸，参加第一次远征，经过数月的丛林恶战和撤退作战，退至印度时已经严 

重损耗：新二十二师连同第五军直属部队共剩3000余人，大多疲惫不堪，且轻重装备大多丢弃，基 

①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 

581、582页。 

② 与驻印军、远征军相关的论文，主要有李安庆《略述中国远征军的两次缅甸战役》，《历史档案》1985年第3期，第 l17一 

l23页；王建朗：《中国驻印军与缅北攻防战》，《军事历史研究》1986年第 1期，第76—88页；曾景忠：《试论中国抗 日战争的西线战 

场》，《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第9O—lO2页。论及美式编制的论文有黎连荣《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简介》，《军事历史》1988年 

第6期，第53页。上述论文对于美械部队历史的复原相对粗疏，且存在一些错漏。时广东、冀伯祥著《中国远征军史》(重庆出版 

社 1992年版)对于驻印军、远征军的整训有专章叙述，然而在一些重要史实方面存在谬误。余戈著《1944：松 山战役笔记》(生活 ·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是近年来关于远征军滇西作战的一本质量较高的著作 ，惜乎其对于驻印军、远征军编制方面的考 

证过于粗疏，仍有一些不够准确之处，譬如驻印军“步兵基本上人手一支的自动步枪”(余著第 112页)，与史实相距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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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丧失了战斗力①；新三十八师情况相对较好 ，全师得以成建制顺利撤退，但损失应在千余人以上， 

按照第六十六军军长张轸的估计，实力尚有 3／4。② 

此时中、美军事合作已经开始，蒋介石和史迪威(J．Stilwel1)的数次谈判改变了这两个疲敝之师 

的命运，6月 15 13两人商定在印度将其训练为新军。⑧ 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开赴加尔各答西北 

200英里的兰姆伽(Ramgarh)进行整训，由英军供应饮食及医疗，美军提供武器装备及训练。⑧ 8 

月，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成立，同时约两万补充部队陆续由国内空运至兰姆伽，编人驻印军开始接 

受美式训练。 

在史迪威的帮助下，驻印军迅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但这一进程始终伴随着美方代表史迪 

威与中方统帅和将领们的重重矛盾。1942年12月驻印军副总指挥罗卓英因为军费问题与史迪威 

发生矛盾，遭到解职；蒋介石与陈诚反复磋商，决定以郑洞国代替罗卓英⑤；同时改组驻印军的组织 

架构，撤销副总指挥部，成立中国驻印军新编第一军(以下简称“新一军”)。1943年 3月底，郑洞 

国携由他本人招募的参谋长舒适存及其他军部人员来到兰姆伽，新一军作为国军中第一个装备美 

械的军级单位正式成立。⑥ 郑洞国稳重克制的性格，一定程度降低了与史迪威发生冲突的概率，有 

助于驻印军的改编和训练，但也使得部队架构处于一种特殊状态，不利于其组织形态的正常化。 

新一军成立后，其所辖的新二十二师、新三十八师很快齐装满员，不仅装备了美国运至印度的 

新式装备，而且按照美式编制进行了改编，逐渐形成了新的战斗力。然而，新一军的军一级组织并 

不健全，没有辖制其他军直属单位。驻印军所属的炮兵团、化学兵团、工兵团、汽车兵团、辎重团及 

通信营、战车营等庞大部队，均直属于史迪威的驻印军总指挥部。即便在 1943年冬缅北开战之后， 

新一军军属单位仍未能设立；不仅如此，新一军的军司令部还相当简陋且并无实权，驻印军总指挥 

部常常越过新一军军司令部，直接通过联络官指挥其所属的小部队。⑦ 蒋介石对此洞若观火，他在 

13记中写道：“史迪威对于郑军长视若傀儡，不予以丝毫指挥之权，亦不令其到‘力多’前方指挥其 

所部。”⑧ 

此种情势下，郑洞国担任军长时期的新一军，其实际架构处于一个“强枝弱干”的特殊状态：其 

所辖两师及师以下各级单位组织相对健全，但军一级的组织形同虚设。在史迪威的操控下，新一军 

长期并不具备一个军的完整形态。这样不正常的状况在 1944年 8月驻印军扩充为两个美械军之 

后才告终结。1943年底新一军在驻印军其他所属单位的配合下，由雷多(Ledo)出发向缅北攻击前 

进，在于邦、孟关相继取得胜利后于 1944年夏进至密支那。在连战连捷的同时，两个美械师也遭受 

重大伤亡。此时，蒋介石认为增派部队赴印有利于战局，在 3月 27日致电罗斯福提出从云南抽调 

① 王及人：《从印度整训到反攻告捷》，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中 

国文史出版社 1990年版 ，第323页。 

② 《张轸电商震并转何应钦等报告缅北战役及任务失败之因并自请处分》(1942年5月7日)，周跨环等编：《中华民国抗日 

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第 154—155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5月30日、6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④ 《蒋委员长接见中国战区盟军总部参谋长史迪威谈话记录》(1942年 6月15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 

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第327—328页。 

⑤ 参见蒋介石《手谕拟派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并从事整顿准备反攻》(1942年 12月21日)，何智霖编：《陈诚先生书信集—— 

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下册，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第539页；《陈诚回复蒋中正驻印军和第六战区长官人选意见》(1941年 

l2月22日)，周磅环等编：《中华民国抗 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第247_248页。 

⑥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团结出版社 1992年版，第272—-276、288—_289页。 

⑦ 史说：《从八莫之役到凯旋回国》，《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351页。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 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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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空运印度的请求①，3月29 El得到罗斯福同意后，蒋介石决定将驻印军扩充为两个军。② 4月， 

原属第五十四军(系驻滇远征军)的第十四师、第五十师运至缅北，在孟关地区集结、换装，并陆续 

投人对密支那的攻击。⑧ 8月驻印军克复密支那后，正式成立新一军，原新三十八师师长孙立人任 

军长，下辖新三十八师、新编第三十师(该师已先期空运至兰姆伽，以下简称“新三十师”)；成立新 

编第六军(以下简称“新六军”)，原新二十---NN长廖耀湘任军长，下辖新二十二师、第十四师、第 

五十师。④ 

部队的扩充客观上促成了驻印军组织形态的正常化，经过一番调整，所属两个军的军一级组织 

方才得以健全，不仅有了相对完整的军司令部，军直属炮兵、通讯等特种兵科也得以配齐。作为国 

军中第一支美械部队，驻印军辖属两个美械军，计五个美械师。尽管在成军及后来的作战过程中， 

中、美双方时常存在龃龉，多次出现争执，但毕竟因祸得福，驻印军占尽地利之便，可以直接接收美 

国全方位的援助，较为充分地享受中、美军事合作的红利，并未遭遇太多顿挫。 

与相对幸运的驻印军形成较大反差的是位于战场另外一端的远征军，1942年第一次人缅作战 

失败后撤回国内的远征军残部，远没有撤至印度的友军那么幸运：他们历尽万难退至滇西后，与增 

援的部队重新编组，恢复了远征军的组织。然而，中、美军事合作并未给远征军带来太多帮助：部队 

长期受到兵员不足等问题的困扰，而美式装备的拨交工作十分拖沓；在没有完成充分准备的情况 

下，为了中、美合作的大局在美方的催促下重回战场，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作为国军中第二支所谓 

的美械部队，远征军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1942年第一次人缅作战失败后，日军先锋已经抵至滇西怒江惠通桥西岸，幸而宋希濂第十一 

集团军第七十一军于 5月疾行至东岸，占领了怒江上数个渡口，与 13军形成隔怒江对峙之势。⑤ 此 

后近一年时间，怒江防务由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承担。经过复杂的拆并、重组，第七十一军、第六 

军、第五十四军和第三十六师组成的第十一集团军，组成了新的远征军之雏形。⑥ 

尽管美、英盟国在这一时期对于第二次远征尚不十分热心，蒋介石、史迪威对于反攻滇西仍积极 

筹划，结果催生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⑦ 1942年 12月 12日，蒋介石决心让陈诚来指挥远征军。⑧ 

陈诚一再推辞但未得允许，只得于 1943年 3月 12日飞赴昆明巡视滇西、滇南，开始就职视事。⑨ 4 

月，远征军司令长官部成立，远征军随之成军。新成立的远征军经过再度改组，由第十一集团军(辖 

第二军、第六军、第七十一军)、第二十集团军(辖第五十三军、第五十四军)、第八军及其他直属特种兵 

① 《蒋中正电罗斯福中国战区情势险恶及拟由云南抽调军队空运至印度等》(1944年3月27日)，周磅环等编：《中华民国 

抗日战争史料汇编—— 中国远征军》，第335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29日。 

⑧ 王大中：《新一军的成立及其抗战概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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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国文史 

出版社2002年版，第49O—49l页。 

(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第366页。 

⑤ 杨肇骧 ：《滇西大溃败及其他》，《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304页。 

⑥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62页。 

⑦ 参见《蒋委员长在重庆接见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讨论反攻缅甸时中国在印军队之指挥权及应否由长官部负责计划与 

指挥作战之责等问题谈话记录》(1942年 11月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 

交”(3)，第618—_627页。 

⑧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2年 12月12日。 

⑨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年)》(下)，《民国档案》1987年第 2期，第32页。按，陈诚担任 

远征军司令长官刚满半年，遭遇胃溃疡发作，不得不于11月16日离任，其职 由卫立煌接任。参见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上 

册，台北，“国史馆”2oo5年版，第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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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组成。① 此后各军、师的辖属关系略有变化，但总体保持为此六个军共计十余个师的架构。 

远征军在为期一年的改编美械过程中，其人员、装备、军需、后勤、医疗等方面均遇到各种困难， 

直至 1944年 5月反攻开始时，部队仍未能臻于完善。困难之一，就是远征军的美械接收工作开展 

得相当不理想。齐锡生在研究中认为：“美国的武器不能按时运到中国，和中国政府不能按时选拔 

受训的部队，两者之间互为因果。”②一方面，美械的运输和发放确实阻碍重重。客观上，远征军集 

结在滇西怒江东岸，所需枪支弹药全赖运力有限的驼峰航线，当然无法与在兰姆伽面对面接受美国 

全方位援助的驻印军相比。但另一方面，中、美之间在军援数量、军援内容、军援对象等方面的持续 

对立和反复论争，使得远征军所分配的各项物资较原计划损之又损。③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中、美双方在武器拨交程序上也出现了分歧，以致于远征军所需装备的请 

领、拨交工作遭遇顿挫。1943年 5月，远征军催请美方在 6月中旬以前将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中拨补的美制武器，全数拨交军政部昆明办事处或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俾七月底以前发到部 

队从事编配与训练”；而应由军政部拨发待补的国械，“亦请同时拨发”。④ 国军在这个方案中希望 

美军按照上述计划将武器移交军政部或远征军，再由它们分配至远征军所辖军、师，而美方担心军 

政部等机构不守约定分发武器，一再坚持将武器直接交到一线部队手中。 

蒋介石对美方的做法十分恼火，曾于 8月 6日电告宋子文转告美方“将械弹交由我军政部接 

收，由军政部再照所定装备计划分配各部队，不宜仿驻印军例”。⑤ 然而，美方对此要求置之不理， 

最终蒋介石只好妥协，由美军联络组向远征军军、师拨发武器。⑥ 在争执声中，各类美制轻重武器 

终于小批量地配给远征军的各个军、师。不过，1943年 1 1月，史迪威在给蒋介石的报告中，仍尖锐 

地指出：“自印内运之武器尚未发出。因种种麻烦，而未能使中国之数补给组织接收其武器也。就 

是接收后，武器发至士兵手内时，延误时间过多，有几师因兵员较少，而未能将其编制之数 目皆予以 

使用也。”( 可见，美械尽管陆续开始拨交 ，但其过程实在缓慢。 

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在 1944年回忆说，尽管蒋介石曾电令远征军限于 1943年 11月底 

之前完成反攻准备，“但因种种困难，迄至今岁四月，所有兵员补充及其他交通、通信、补给、渡河等 

设施 ，均未能达到理想程度”。⑧ 然而，远征军就是在如此准备不充分的状态下，于 1944 年 5月重 

返战场，其背后的主要动因，是印缅战场的新动向和美方对蒋介石的再三逼催。 

自1942年13军占领缅甸之后，中、美、英三方对于何时收复缅甸，以及如何收复缅甸进行着复 

杂的互动，各方意见少有一致且随时都在变动之中，历次会议的讨论“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 

战略上美、英多坚持“先欧后亚”方针，在东南亚采取守势，而中国则一直期待英、美发起海陆两栖 

①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312页。 

② 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版，第475页。 

③ 参见齐锡生《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 关系(1941--1945)》上册，第 2O6_215页；齐锡生： 

《剑拔弩张的盟友——太平洋战争期间的中美军事合作关系(1941--1945)》下册，第481—1485页。 

④ 《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1943年 5月 14日)，周跨环等编：《中华民国抗 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第 

260页。 

⑤ 《蒋委员长致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转告美国军部对美械处理》(1943年8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 

编——对El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第380页。 

⑥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170页。 

⑦ 《驻印军总指挥史迪威呈蒋委员长报告》(1943年 11月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 日抗战时期》 

第2编，“作战经过”(3)，第415页。 

⑧ 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滇西龙芒地区作战经过报告》，陆军大学1944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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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势以助国军打通国际交通线。① 不过，在 1944年春，美国意图突变，转而叠次要求中方先期单方 

面将远征军投入反攻，以削弱 日军在英帕尔(Impha1)的攻势。② 蒋介石则担心缺乏盟军配合的情 

况下，状态不佳的部队贸然反攻会遭到巨大损失，对于罗斯福措辞中的强硬态度也非常不满。⑧ 经 

过数日的痛苦挣扎，迫于美方的压力，蒋介石在3月末决定远征军出兵，和驻印军一道夹击日军。 

为中、美合作的大局，尚未准备充分的远征军毅然渡过怒江，在 日军固守的要塞据点之间浴血 

搏杀，终于在 1945年 1月与远道而来的驻印军在芒友会师，胜利地结束了第二次远征。此间伴随 

着美援的增加，远征军各军、师缓慢地得到d,~tk量美制轻武器的补充，装备水平较反攻之前略有增 

强；但另一方面，战前准备不足即投入攻击，导致远征军遭受了惊人的人员损失，使得其时常处于无 

兵可用的危险境地。⑤ 辖两个集团军、6个军计 18个师的远征军⑥，始终处于低迷状态。中、美军 

事合作并未给该部队带来强大的编制和充足的美式装备，反倒是未臻完善的军、师迫于美方压力匆 

匆参战付出巨大牺牲，远征军可谓经历崎岖坎坷。 

驻印军、远征军在芒友会师后，随着缅北、滇西战役的胜利，中印公路恢复通车。陆上国际交通 

线的恢复，囤积于印度以及尚在运输途中的美械，得以顺畅无阻地运至国内，通过美方直接补充到 

国内战场的国军手中，使得中、美双方一直策划编练美械部队的计划在短时间内变成了现实，而此 

时美方以魏德迈(Albert C．Wedemeyer)取代史迪威的人事调整，显然加快了这一进程。 

早在 1941年初美国开始对华军援时，宋子文即向美方提出利用美械装备，训练 30个师的建 

议。此后迭经谈判，编练 3O个师的计划一度扩充为编练 90个师的庞大计划；之后因为美方频频变 

卦，计划一再“缩水”——实际编练成功的新军，也就是前述之驻印军和远征军。C!)1944年 l0月， 

史迪威因为与蒋介石的矛盾激化被解职回国。继任的魏德迈审时度势，“不但弥补了史迪威所引 

起的中美协议间的破裂，并且保持甚而加强了前任所作的训练方案”⑧，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更大的 

成功，其中就包括将改编美械部队计划顺利落地。 

魏德迈在此前各方案的基础上进行修正，提出了一个代号为“阿尔法”的新的军队改革计划， 

除了建立新型指挥机构、压缩军队规模外，刷新编制精编部队是其重点。⑨ 根据军令部部长徐永昌 

在 1945年 1月 10日的Et记，魏德迈计划编练 50个美械师用于对日反攻，其中第一批编练计划，是 

在驻印军、远征军所辖27个师的基础上增编 9个师，以达到 36个师的规模。⑩ 同Et，蒋介石批阅 

了美方提出的这个“建议装备美械各师意见书”，并于 1月 18日与新任军政部长陈诚商谈了“编训 

① 参见方世凤《盟国商讨反攻缅甸方案中的矛盾和冲突》，《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l期，第 180页。 

② 参见《罗斯福电蒋中正缅北形势达重要阶段望令云南华军中英合作对缅作战》(1944年 3月20日)、《罗斯福电蒋中正请 

令滇西远征军迅即出击腾冲龙陵》(1944 年4月4日)，周磅环等编：《中华民国抗 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第397--399、 

4O2—1403页。 

③ 参见《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4年3月23日、3月24日、 

④ 参见《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4年3月29日、3月31日。 

( 参见《霍揆彰电蒋中正攻击腾冲之情况并为求早 日完成攻击请准增派援助等语》(1944年 8月25日)，周琦环等编：《中 

华民国抗 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第432页；《卫立煌密电》(1944年 9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 

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4)，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4年版，第42／页；《卫立煌复蒋介石密电》(1944年 12月 15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523页。 

⑥ 曹剑浪：《国民党军简史》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767页。 

⑦ 参见《国民革命建军史》第3部 ，“八年抗战与戡乱”(2)，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93年编印，第1513—1523页。 

⑧ 刘馥著，梅寅生译：《现代中国军事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6年版，第221页。 

⑨ 参见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 1987年版，第295—297页。 

⑩ 《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8册，1945年 1月10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1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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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械部队卅六个师及国械卅个师计划”，最终于当月确定了“卅六个师整军之计划”。① 

在这个背景之下，军政部于 1945年 2月出台新的卅四年编制。该编制全称“三十四年甲乙两 

种军师编制表”，分为甲、乙两种编制方案，分别用于编组全面接受美械的军、师和主要使用国械的 

军、师。上述编制方案出台之后，国军序列中少数幸运的军、师在 1945年二三月间被列入第一期整 

训的名单，开始按照卅四年甲种编制进行改编，并陆续接收美式装备，数个月之后即成为国军中的 

第三支美械部队。 

由于驻印军序列的新一军、新六军和远征军序列中的第二军、第六军、第八军、第五十三军、第 

五十四军、第七十一军已经先期不同程度地按照美式编制的编成，因而上述部队的整训任务，多是 

按照卅四年甲种编制表在既有组织中进行补充和调整，以求划一规范，使其配备符合新编制表的要 

求。而此次改编的重心，实际集中于国内战场的几个战功卓著、背景深厚的军。它们是卫戍昆明的 

第五军和位于湘、鄂、黔地区的第十三军、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九十四军。这六个 

军和它们所辖的十余个师，之前都是按照修正卅一年编制编成，自然此次变动的幅度较大，完成改 

编所需的时间也相对更长。可惜，除第五军、第十三军外，其余各军改换新编制的进程，不同程度地 

受到湘西会战的影响，很多单位尚未换装完毕即投入战场，改编工作被迫中断。 

1945年 3月，原第二十四集团军等部队改编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陆总”)所属的 

第四方面军，辖第十八军、第七十三军、第七十四军、第一百军，4月“遵层峰命令，开始以 18A、73A 

及74A变更编制，改装美械，甫及实施，敌寇即向我窜犯，各军均移于作战，编制亦即中止”。②第七 

十三军自长衡会战后补充了一万余名新兵，“遵于四月一日照卅四年甲种编制改编，并改换美械装 

备，部队改编未完，新装备未到，适敌西犯，战事以应”。③ 第七十四军虽然已经奉到换装的命令，但 

新式武器并未完全就位，所辖第五十七师各营属机枪连没有领到美制重机枪，仍然装备的是 6挺老 

式的马克沁重机枪。④ 担任战役策应工作的第九十四军情况也是如此，该军驻扎黔东后刚接到换 

装的命令，“整训伊始，突奉命策应第四方面军之作战”，只得中止整训向战场开进。⑤ 直至6月初 

湘西战事结束，上述部队才得到休整的机会 ，继续接收美械，完成之前中断的改编。 

至 1945年8月初，连同驻印军、远征军在内，国军中的13个军、39个师已经完成了卅四年甲种 

编制的改编，理论上已经做到齐装满员，可以投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⑥ 此时美军在广岛、长崎投 

掷了原子弹，同时苏联也向日本关东军发起攻击，日本在一周之后宣布投降。战争结束得实在太 

快，以至于换装美械并初步形成战斗力的国军，并未在战争后期被派上更大的用场。 

作为第三支美械部队的6个卅四年甲种军，其发展历程同驻印军、远征军相比，可谓最为顺利。 

虽经战事干扰，6个卅四年甲种军仍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了换装和改编工作，其编成后的状 

态虽比不上得天独厚的驻印军，但显然好过饱尝艰辛的远征军。这与 1945年中、美军事合作局面 

的好转，以及相对平静的国内战局直接相关。受变化的美国因素之影响，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 

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历程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使得它们在编制设置、实际编成特别是具 

①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5年 1月10日、1月 18日、2月1日。 

② 《第四方面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 4月9日__6月7日)，湖南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湖南 

战场史料》第5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2年版，第22页。按，“A”为Army的缩写，即“军”。 

③ 《陆军第七十三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月8日---6月1日)，《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5册，第98页。 

④ 萧峥：《江口战役》，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 员会编：《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湖南四大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版，第661页。 

⑤ 《陆军第九十四军湘西(雪峰山)会战战斗要报》(1945年5月 1_31日)，《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5册，第208页。 

⑥ 《国民革命建军史》第3部，“八年抗战与戡乱”(2)，第 1526--15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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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装备方面各具特点，相互之间有着明显差别。受此影响，三支美械部队的作战能力也参差不 

齐、强弱各异。 

美械之名与美械之实 

驻印军、远征军和卅四年甲种军之所以被称为“美械军”，主要缘于其配发的美式武器装备。 

不过，上述三支先后成军的美械部队，并未按照统一的编制表改编，其实际编成的差异更大，以致各 

自装备的美械在数量和质量上明显不同。三支部队中，美械在所有武器装备中占据的比例，也各有 

高低。因而在名义上，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都属于美械军；但在事实上，美械军的名与实 

并不总是相符。自然，不同美械部队之间的作战能力存在不小的差距，那些名实相符的美械军、师 

要强于其他名不副实的队伍。 

回溯驻印军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其编练及作战过程中并未遭遇太多的顿挫。部队背靠印度 

便于接收美援，又始终受到蒋介石特别是史迪威的直接关照，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之下，驻印军采 

用了较高的编制水平，实际改编也近乎没有折扣地得以完成。就装备而论，驻印军既有美械军之名 

又有美械军之实，部队的绝大多数装备均为美制。 

按照驻印军编制，新一军、新六军两军，其军直属部队为一个榴弹炮营、一个特务营、一个通信 

营、二个辎重营、一个野战医院。① 粗略地看，驻印军一个军的直属部队相对于国内同级单位的优 

势并不明显。② 但是，驻印军军属榴弹炮营装备了 12门美制 2．5吨卡车牵引的美制 M2A1式 105 

毫米榴弹炮。该炮系当时美军主力师属火炮，在当时国军炮兵装备中更属珍稀的重炮，其射程和火 

力远远超过国内各军军属山炮(野炮)营装备的75毫米山炮或野炮。⑧ 与其类似，驻印军每个军所 

属的两个辎重营，其一为汽车营，其一为骡马营，前者装备了相当数量的美制卡车、吉普车，在运输 

力和机动性方面也远远超过国内各军军属骡马(或人力)辎重营。 

辖两师的新一军人数两万余人，辖三师的新六军人数则远超三万。驻印军所辖每个师都比较 

强大，其装备的重武器数量已经超过国内一个军。每师辖三个步兵团，师属特种兵科为山炮两个 

营，辎重营、通信营、工兵营、搜索连、特务连各一个，此外还有防毒排、兽医所、卫生队、野战医院等 

单位，较国内一个普通步兵师完备不少。④ 单就支援火力比较，驻印军一个师就拥有 24门美制 75 

毫米山炮，而国内的一个师没有山炮营建制，仅编有一个直属战防炮连，配备 4门37毫米反坦克 

炮，两者相差十数倍。⑨ 

驻印军中每一个团的火力，已经优于国内一个师的水平。一个步兵团辖三个步兵营、一个追击 

炮连(装备 12门82毫米迫击炮)、一个战防炮连(装备 8门美制 M3式 37毫米反坦克炮)、两个输 

送连(人力、驮马各一个)、一个通信排、一个特务排。在营一级，驻印军在国内同级单位三个步兵 

① 参见何铁华、孙克刚《新一军战斗写真：印缅远征画史》，时代书局 1947年版，第22、25页；祝 尔康《参加印缅抗战亲历 

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 日战争”(下)，第319页；史说 ：《从八莫之役到凯旋回国》，《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 

征印缅抗战”，第351页。 

② 国内同时期部队军、师、团等单位的具体编组，参见陈默《艰难的演进——抗战相持阶段国军的编制嬗变(1939--1944)》， 

《抗日战争研究))2o15年第2期，第85_89页。 

③ 《中国战史大辞典——兵器之部》(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96年编印，第529页。 

④ 本段及以下一段均出自《中华民国驻印陆军师暂行编制系统表》(1944年 1O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 

编，“军事”(1)，第397页；史说：《从八莫之役到凯旋回国》，《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352页。 

⑤ 《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案，787／02516，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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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和一个机枪连的架构上，增编了一个战防排，装备 4门美制“巴祖卡(Bazooka)”式火箭筒。与国 

内部队相同，驻印军一个连辖三个步兵排，但驻印军每个排除编有三个步兵班外，还增编了一个迫 

击炮班(装备2门美制60毫米迫击炮)。驻印军每个步兵班人数与国内一个班相当，由一个轻机 

枪组和八个步枪兵组成，不过班长、副班长使用的是两支美制冲锋枪，近战火力凶猛。 

1944年1月30日，时任《大公报》兼职记者的新一军司令部参谋黄仁宇上尉，在缅北胡康河谷 

战事临近结束时，用兴奋的笔触写道：“我们的指挥官随时专注攻击与主动，我们的士兵相信森林 

战的能手是我们而不是敌人，我们的联络交通比敌人方便，我们的补给比敌人完满⋯⋯凡是从前敌 

优我劣的地方，都反了一过面。从今以后，可以让敌人细细咀嚼兵器落后的滋味。”①驻印军在印度 

兰姆伽顺利地换装全套美械之后，在战场上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装备优势带来的巨大自信，尤其是 

在进攻能力上较过去有了显著的提升。 

在总结缅北胜利的原因时，驻印军明确提出了“物质胜于精神”的观点，认为“此次我军缅北作 

战之所以成功者，实以我军装备较敌为优”，“足证明我军只要有好装备，即可战胜敌人”。② 军属 

105毫米榴弹炮的远程轰击和师属 75毫米山炮的抵近射击的效果自不待言，基层连、排、班所装备 

的冲锋枪和 60毫米迫击炮尤其发挥了重要作用。日军“素以白刃战自豪，而冲锋枪则为实行白刃 

搏战瞬间前歼灭敌之有效武器”，驻印军使用的冲锋枪“射速大而弹着密。以标定瞄准之方法予以 

扫射，敌鲜不应声而倒，且无一脱漏者”。③ 丛林作战中，“敌我距离甚近，其他武器不易发生效 

力”，而广泛装备的迫击炮“容易发射而奏效”，日军俘虏也承认最畏惧的武器就是此种迫击炮。④ 

从众多细节可以看出，驻印军作为美械化程度高、名副其实的美械部队，其战斗力的精髓如廖耀湘 

所说，是“由火力同机械的力量，来代替兵员的增援，来增强战斗的力量”。⑤ 

1945年 1月，继攻克缅北八莫、南坎之后，驻印军新三十八师攻克芒友，于 27日与从滇西而来 

的远征军会师，穿着黄卡其布的驻印军和穿着灰棉衣的远征军在外观上非常容易辨认彼此。⑥ 远 

征军所辖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副师长熊新民回忆道：“我官兵乍看他们(指驻印军——引者注) 

身穿美式服装、手拿美式武器，又是坦克，又是装甲车，前是越野吉普车，后是载重十轮大卡车，个个 

威风凛凛，精神抖擞，既新鲜又羡慕。”⑦衣着上的差异，反映了远征军和驻印军在装备方面上的巨 

大差距。前述远征军艰辛的发展历程已经说明，远征军在人员、装备拨交等方面的情况并不理想； 

进一步考察则不难发现，无论编制设置还是实际编成，远征军装备的美械数量其实不多。客观地 

说，远征军只是一支以国械为主、补充少量美械装备的半美械军。 

1943年 4月远征军成军之后，开始按照为其专门订制的“远征军三十二年军暂行编制”(以下 

简称“卅二年编制”)进行改编。此编制虽然受到美方影响，但在具体设置上其美式色彩并不浓厚， 

倒是与国内通行的卅一年加强编制存在着显而易见的逻辑关联。1943年 5月 14日拟订的《远征 

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明确指出：“本编制(即卅二年编制)与三十一年加强军不同之点，即军内炮 

兵营与师内步兵团系采用美方之建议”⑧，其余单位的设置与国内军、师基本一致。这意味着在制 

① 黄仁宇：《缅北的战斗》，《缅北之战》，大东书局 1946年版，第9页。 

② 《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的经验教训》(1944年9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472页。 

③ 《中国驻印军缅北战役战斗纪要》，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办公室1945年编印，第52页。 

④ 《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的经验教训》(1944年9月1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471页。 

⑤ 廖耀湘讲，邹奎速记：《缅北作战的教训》，《现代军事》第 1卷第2期，1945年8月，第66页。 

⑥ 何铁华、孙克刚：《新一军战斗写真：印缅远征画史》，第 lJI页。 

⑦ 熊新民：《连战皆捷的滇西反攻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394--395页。 

⑧ 《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1943年5月14日)，周磅环等编：《中华民国抗 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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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设计上，远征军的美械装备量就不会太多，主要武器依赖于既有国造枪炮。 

仔细分析，卅二年编制虽将军属炮兵营改用美式编制编成，然而装备的依然是 12门75毫米山 

炮或野炮 ，而非更大15径的 105毫米美制榴弹炮。① 该编制较国内编制改进在于团及团以下各级 

单位。步兵团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两个高(平)射轻机枪连、一个驮马输送连、一个特务排和一个 

防毒排，此外还有一个卫生队。如此配置虽比不上驻印军，但在防空和后勤、医疗方面较国内其他 

部队确有强化。步兵营加强了战防枪、通信和补给各一个班，其中战防枪班装备了3挺英制“博伊 

斯”式(Boys)13．9毫米反坦克枪，提供了有限的反坦克能力。步兵连增编了一个指挥班和一个迫 

炮班(装备 3门美制 60毫米迫击炮)，支援火力大大加强。原各排配备的掷弹筒组分散到各班，各 

班班长配备一挺冲锋枪，较过去稍有提升。② 

即便是这样相对低端的配置，远征军要将其实现仍困难重重。如前所述，美方许诺的武器装 

备，通过驼峰航线运到的数量实在太少，而这些武器的拨交工作又屡经延宕——缺枪少炮的远征军 

之实际装备情况，恐怕较编制表还有相当距离。由于美械供应不足、拨发缓慢，各部队仍装备着相 

当数量的旧式枪炮。1943年 8月 16日，第六军军长兼驻滇干训团教育长黄杰陪同白崇禧、陈诚视 

察时，就发现在昆明干海子受训第七十一军炮兵营已经列装美制75毫米山炮，但与之一同受训的 

第二军炮兵营，所装备的依然是数年前从苏联购买的76．2毫米野炮。③ 苏制野炮尽管射程不错， 

但重量太大，极不适于远征军山地作战的需要。第六军第九十三师在战后的报告中说：该师的主要 

装备仍然是此前的旧枪炮，其基层官兵使用的仍有战前领用的中正式步枪和捷克Vz24步枪、战争 

初期领用的启拉利轻机枪和麦德森轻机枪、战前拨给的马克沁重机枪；而且，该师属战防炮连装备 

的所谓“战车防御炮”，并非美制M3式37毫米反坦克炮，而是1938年国军从丹麦购买的麦德森20 

毫米小炮，其性能已经满足不了战争后期反坦克任务的需要。④ “美械不够国械凑”的情况，恐怕在 

远征军所辖各军、师中相当普遍。 

幸而在 1944年之后，由美军联络组拨付远征军手中的新式武器数量略增，远征军的实际编成 

较编制表进行了部分调整，美械的比例得到少许提高。根据郭汝瑰的研究，这时远征军序列下各军 

原军属搜索连扩大为搜索营，各师增设了一个搜索连 ，各团高(平)射轻机枪连裁撤 ，增加了一个搜 

索排。营、连两级的火力得到增强：营属战防枪班扩充为战防排，增加了3 f-j美制“巴祖卡”式火箭 

筒和3具美制火焰喷射器；步兵连原属迫炮班扩编为迫炮排，编有 6门美制 60毫米迫击炮。⑧ 上 

述改编情况，与远征军各个单位的实际配置也基本吻合。⑥ 此番调整之后，按照编制计算远征军中 

辖三师的一个军，人数三万有余⑦，装备的枪炮中美械数量较过去更为充实，从而使其作战能力得 

到有限的提升。 

① 参见《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1943年5月 14日)，周跨环等编：《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料汇编—— 中国远征军》，第 

266页。 

②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年)》(下)，《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2页。 

③ 黄杰：《军事委 员会驻滇干训团工作纪要》，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84年版，第39— 1页。 

④ 《陆军第九十三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定期报告书》(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02518， 

第 12页。 

⑤ 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265页。 

⑥ 参见《陆军第三十六师沿革史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787／16790，第48—49页；潘鉴：《参加 

中缅边境抗战的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 日战争”(下)，第263页；盛兆：《滇缅抗 日杂忆》，《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 

记》，“远征印缅抗战”，第178～179页。 

⑦ 远征军每师编制9800人，加上军属特种兵科，辖三师的一个军人数约32000人以上。参见《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 

第7册，1944年8月7日，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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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 堡 墨苤鱼 堡 签 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 

徐永昌在 1944年8月7日的日记中感叹：长衡会战国军一个师理应比日军一个大队强，却“仍 

系处处打败仗”，而怒江以西的远征军“一师对敌一大队打胜仗，而远征军之装备则优于内地部队 

多多，由此可以完全明了我战斗力矣”。① 将远征军战斗力强的原因归结为武器装备优良，一定程 

度符合实情。远征军在滇西连战连胜，与其装备的部分美械不无关系。宋希濂在战后的报告中就 

明确表示：“此次滇西战场，我军因得美方新式武器之装备，火力实较敌军为优。”②美制 60毫米迫 

击炮，就得到官兵们的普遍赞誉，第八军总结围攻松山胜利时，称“六。迫击炮之效果，在此次攻围 

战中，并不亚于八二迫击炮，且携带便利(一人可以携炮 ，一人携带子弹)，于协同困难之地形中，可 

径加入散兵内，以行战斗”。③此外，美制火焰喷射器在攻击日军地堡中也起到了作用。④配发给 

远征军的TNT炸药，除了在松山一战成名外 ，在攻克腾冲一役也起到了巨大作用：第三十六师、第 
一 百九十八师工兵营均在机枪的掩护下，成功地在腾冲城墙下挖洞填药爆破成功，帮助步兵攻人 

城内。⑤ 

数次改良后的编制和涓滴汇人的美械，使得远征军具备了一定作战能力。然而由驼峰航线运 

来、经美军联络组之手、最终辗转拨付远征军各单位的美械终十分有限。无论是账面数字还是实际 

装备量，远征军美械化的程度确实不高，恐怕更多的是具有美械军之名而无其实，在火力压制、攻 

坚、反坦克、战场运输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缺陷。其所属军、师的作战能力远不如驻印军各军、师， 

也没有之后成军的各个卅四年甲种军及所辖师强大。 

与远征军采用的卅二年编制不同，卅四年甲种军采用的编制是驻印军编制基础上优化、完善后 

产物。一个卅四年甲种军的军属特种兵科包括人力输送团、105毫米榴弹炮营、工兵营、通信营、兽 

力输送营、特务连、搜索排各一个 ，此外还编有军野战医院和兽医队，人数逾 5000人。其炮兵实力 

与驻印军一个军完全一致；人力输送团、兽力输送营的设置，使其战地物资运送能力已经强于后者； 

新增的军属搜索排官兵全体乘马，优化了战场侦察能力。⑥ 

每个卅四年甲种军所属的三个师，设置也比较合理。一个甲种师的系统表为：步兵团三个，山 

炮、工兵、输送各一营，搜索、通信、特务各一连，此外编有一个卫生大队(附野战医院)以及军需组、 

修械组各一个，总人数超过一万人。其炮兵实力不及驻印军，通信兵的数量也低于前者，但也基本 

完备。各师所属步兵团的架构，与驻印军所属步兵团相比仅减少一个输送连。步兵营的编成上，较 

驻印军步兵营减少了一个装备4门“巴祖卡”火箭筒的战防排。步兵连、排与驻印军的对应单位完 

全一致，唯步兵班的组成与远征军编制相同，较驻印军步兵班少装备一挺冲锋枪。⑦ 按照编制，一 

个卅四年甲种军人数约3．8万余人，是较为庞大的作战单位。 

虽然 1945年的6个卅四年甲种军，在相对有利的环境中完成了改编，在 8月即达到了齐装满 

员的程度。然而，这些部队的所谓“齐装满员”仍存在不少水分。第十八军第十--N在 1945年底 

的报告中明言：“师于补充期间，因任务及防地不时更换，未能按新编制补足，目前以兵员之额，六 

① 《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7册，1944年7月27日，第400页。 

② 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滇西龙芒地区作战经过报告》，第48页。 

③ 第八军司令部参谋处编：《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陆军大学 1947年版，第8l页。 

④ 参见陈剑声《夺取松山之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273页；陈一匡：《松山攻坚战》，《原国民党将 

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407页。 

⑤ 参见《远征军第二十集团总司令霍揆彰自保山报告攻占来N,04~腾冲经过电》(1944年9月14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 

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2)，第508页；“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国军工兵发展史略》，台北，“国防部” 

史政编译局2000年版，第238--242页；董铎：《腾冲歼敌记》，《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428页。 

⑥ 《三十四年陆军军甲种编制系统表》(1945年)，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01／070001／0010，第855 22页。 

⑦ 《三十四年陆军师编制系统表》(1945年)，台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档案，008／010704／00010／005，第172—1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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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迫炮外余尚堪配带，尔后兵员充实，武器则实有不敷之感。”①时任第十三军军长的石觉也在回忆 

中称，1945年 6月该军换装完毕后，只领到三个月的训练弹药，计枪弹 300万发，此后弹药再未能 

获得补充，乃至在后来的内战中第十三军靠的都是训练用剩的弹药。② 可见上述军、师在换装美械 

之初 ，美式武器并未充分配备，弹药也可能储备不足。而且，部队亟需的重武器(尤其是军属榴弹 

炮营装备的105毫米榴弹炮)也未能悉数到位，未能完全达到编制表的要求。 

不过总体来看，这批军、师所接收的美械数量确实不算少，美械在装备中占据的比例也不低，涵 

盖了部队所需的各类轻、重武器。譬如第十八军第十一师在抗战结束前夕，其装备中就有 3ll2支 

“美三零步枪”、330挺“比林式轻机枪”、27挺“五五战防枪”、72挺“白朗林式重机枪”、3O门火箭 

筒、970支“汤姆式冲锋枪”③，此时该师装备的美械还未达到额定数量，但总数毕竟可观，且已经被 

部队作为主战兵器使用了。从装备来看，美械化程度介乎于全美械的驻印军和半美械的远征军之 

间的卅四年甲种军，其美械军的名与实基本相符。 

换装美制武器之后的卅四年甲种军、师，在战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近战和攻坚能力显而易见。第 

十八军在湘西会战中，就报告“配发美式武器能发挥其特效。如攻击山门时，敌凭屋抵抗，我即以 

美式八一迫炮，用烧夷弹将房屋焚毁，敌全被焚毙。六公分小迫炮及冲锋枪亦均能发挥其优越之威 

力”。④ 时任该军所辖第十一师师长的杨伯涛回忆 ，当第十一师遭遇 日军白刃冲锋时，“我军拥有美 

械近战武器冲锋枪 ，数步之内向密集日军迎头扫射，日军中弹纷纷倒地”，使得战斗的“样态”有了 

改观。⑤ 第十八军投入追击作战后，同在战场的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见到该军军长胡琏，风趣 

地给对方打招呼：“何老总叫你们锻炼腿劲，是要请你去夺锦标啊!夺得冠军回来要请客啊。”对话 

之后两人哈哈大笑⑥，足证按照卅四年甲种编制改编并换用美械之后，将领们对于部队战斗力充满 

信心。 

无独有偶 ，石觉率第十三军反攻梧州时，敢于命令主力渡过抚河攻击梧州东南，缘于他认为改 

编卅四年甲种编制的“我军已有攻坚能力”，实际作战中该军也利用新配备的山炮和火箭筒将 日军 

的永久工事摧毁，一天之内即告攻克梧州。⑦ 牟廷芳的第九十四军在反攻桂林时，利用火箭筒摧毁 

日军工事，并用火焰喷射器向盘踞在山洞里的日军喷射，该军参谋长张法乾对新编制中的美械赞不 

绝口：“不仅三零步枪、轻重机枪十分精良，新配之火焰放射器、冲锋枪、火箭筒、卡宾枪等新式武 

器，在近战中发挥了莫大的威力，否则在肉搏时，我官兵将牺牲更大。”⑧美制轻重武器帮助第五军、 

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等国军中的老资格王牌部队重新焕发出活力，初步具备过去不曾有过的近 

战、攻坚能力，技术、战术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当然，由于美制山炮特别是榴弹炮久未到位， 

此时的卅四年甲种军的火力压制能力比较薄弱。 

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对比概如表 1： 

① 《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z-／h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案，787／02516，第21页。 

② 石觉I2'述，张力记录：《石觉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86年版．第 189页。 

③ 《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现有武器种类数量暨待补数量表》，中国第．z-)h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案， 

787／02516，第41、42页。 

④ 《陆军第十八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月13日_．6月2日)，《抗 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5册，第87—88页。 

⑤ 杨伯涛：《杨伯涛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6年版，第98页。 

⑥ 邱维达：《我的湘西“雪峰山会战”的回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0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92页。 

⑦ 石觉口述，张力记录：《石觉先生访问记录》，第 l92一l93页。 

⑧ 张法乾 口述，张朋园访问，郑丽榕记录：《张法乾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版，第40__4l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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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默／发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 

表 1 驻印军编制、远征军编制、卅四年甲种编制对比表 

＼＼ 编制 
配 驻印军编制 远征军编制(卅二年编制) 卅四年甲种编制 

步兵师 3，榴弹炮、通、特、汽车 步兵师 3，辎 1团，山(野)炮、 步兵师 3，人力输送 1团，榴弹炮、 

军属部队 工、通、兽力输送各 1营，特 1连， 辎重
、骡马辎重各 1营 工、通、特各 1营，搜 1连 搜 1排 

步团 3，山炮 2营、工 、通、辎各 步团 3，工、骑、通、战防炮、特 步团 3，山炮、工、输送各 1营，搜、 师属部队 

1营，搜、特各 1连，防毒 1排 各 1连 通、特各 1连 

步营 3，迫炮、战防炮、驮马输 步营 3，高射机枪 2连，迫炮、 步营 3
，迫炮 、战防炮、输送各 1连 ， 团属部队 送

、人力输送各 1连 ，通、特各 驮马输送各 1连 ，通 、特、防毒 通
、特各 1排 

1排 各 1排 

步连 3，机枪 1连 ，战防枪、通、 营属部队 步连3
，机枪 1连，战防 1排 步连 3，机枪 1连 补给各 1班

， 

连属部队 步排 3 步排 3，指挥、追炮各 1班 步排 3 

排属部队 步班 3，迫炮 1班 步班 3 步班 3，迫炮 1班 

轻机枪 1组 ，步枪兵 8，冲锋枪 轻机枪、掷弹筒各 1组，步枪兵 轻机枪、掷弹筒各 1组 ，步枪兵 8， 班构成 

兵 2 8：冲锋枪兵 1 冲锋枪兵 1 

资料来源：何铁华、孙克刚：《新一军战斗写真：印缅远征画史》，第22、25页；祝尔康：《参加印缅抗战亲历记》，《文史资料存稿 

选编》，“抗日战争”(下)，第319页；史说：《从八莫之役到凯旋回国》，《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351 

页；《中华民国驻印陆军师暂行编制系统表》(1944年 1O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 2编，“军事”(1)，第397页； 

《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1943年5月14日)，周琦环等编：《中华民国抗 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第266页；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1935--1944年)》(下)，《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第32页；《三十四年陆军军甲种编制系统 

表》(1945年)，台北，“国史馆”藏，国民政府档案，0o1／07oo01／0o1O，第855---922页；《三十四年陆军师编制系统表》(1945年)，台 

北，“国史馆”藏，陈诚副总统档案，oo8／01O7o4／ooO1O／0o5，第 172—196页。 

由表 1可见，这三支美械部队的编制设置、具体编成，特别是武器装备上存在着差异，相当程度 

决定着其作战能力的高低。名副其实的美械部队具备较强的单位战斗力，而名不副实的美械部队 

单位战斗力相应地要大打折扣。不难判断：近乎全部美械的驻印军比大部美械化的卅四年甲种军 

要稍强一些，而卅四年甲种军则又较以国械为主、补充少量美械的远征军要高不少。当然，要综合 

评估一支部队的作战能力，尤其是它们在特定战场上的作战能力，还要将其置于它们所在的作战体 

系中考量。事实上，上述美械部队的战斗力不仅仅源于其装备的美制武器，还与其训练水平、后勤 

保障和陆、空火力支援息息相关。 

战斗力的重要来源：训练、后勤和火力支援 

部队装备美械的数量、质量，以及美械在全部装备中的比例，是衡量战时美械军、师作战能力的 

关键指标。然而，这显然不是唯一的指标。战场上双方的对抗历来是两个体系的对抗，一支军队的 

装备水平，只是其战斗力诸个要素中浮出水面的冰山一角，位于水面之下的是支撑其作战的一个体 

系，包括人员的教育、后方勤务的保障、其他单位的火力支援等。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湘西等战 

场表现出来的较强战斗力，源于美国军事思想引导下逐渐形成的作战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部队 

官兵受到了程度不同的美式技术、战术训练，部队的补给供应得到美方的大力协助，此外，包括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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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航空队在内的空中和地面各类支援单位还为在火线交锋的部队提供了一定火力支援。当然， 

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在训练、后勤、火力支援这三方面的情况，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许多不 

同，这导致其战斗力又呈现出新的差异。 

军队教育和训练对于部队的战斗力而言，其实相当重要。“教而后战”的古训在现代战争中同 

样适用。战时国军多数部队战斗力乏弱，既缘于装备低劣，又因为官兵素质不足。① 在美方的大力 

倡导和亲自参与下，三支美械部队在官兵训练水平上虽与国军其他部队相比明显存在着优势，但不 

难发现，驻印军在训练上优于后两者，训练在驻印军的作战中起到的积极作用更为明显。 

“训练重于作战”，是驻印军在缅北作战中屡屡提到的制胜秘诀。1942年 8月开始，驻印军在 

兰姆伽接受了美方长达一年零三个月的系统训练。训练基地由美军主持，设步、炮、工、通、汽车、战 

车、卫生等多个班次，每期训练耗时六周，轮训驻印军官兵，使之熟悉美军的战术和武器使用。美式 

训练分工很细，要求严格，但动作直接简单。② 此外驻印军还开展了爬山、上树、泅渡等有针对的丛 

林战训练，对于健身操、拳击、跳高甚至各种球类等体育运动也多有开展。⑧ 值得一提的是，良好的 

营养水平和生活条件，也是驻印军保持较高训练水平的保障。④ 如此严格而充分的训练所产生的 

成效十分显著：新二十--N、新三十八师“到印最早，训练最久，故此次作战可谓所向无敌，发挥最 

大之战斗力，收得辉煌之战果”；而同属于驻印军的新三十师由于训练时间不足，“故此担任密支那 

攻略任务 ，不但伤亡较大，且围攻许久不下”。⑧ 

远征军的人员训练情况较驻印军逊色不少。据陈诚后来回忆，远征军在美方的帮助之下，在大 

理和昆明分别设立战干团、干训团，在各军开办训练班，总体训练“进行得十分顺利”。⑥ 在训练方 

面，远征军较国内其他部队的确要优越一些，但由于装备短缺、人员缺额，该项工作开始时并不如陈 

诚回忆的那样顺利。1943年 9月，陈诚就向蒋介石抱怨：远征军“纪律废弛、战力消失”，“苟且偷 

安、走私牟利、士气消沉、缺额 日多”的情况很严重，这样的队伍“长此以往能否维持下去实属疑 

问”。(z)之后远征军的训练中，其重点也多集中于美式“各种武器技术上之使用”，而“对于战术、战 

斗上之运用颇为忽略”，这与驻印军所受到的训练显然不同。⑧ 其结果是“由于官兵训练不足”， 

“我军缺点与错误太多”。⑨ 国军在总结中对此毫不讳言：“士兵素质及训练较差，战斗动作不熟 

练，每每不能达到战术及战略上之要求。”⑩具体而言，官兵“战前对敌坚固据点之侦察及攻击坚固 

据点之训练都欠缺”；官兵对于在攻击中修筑工事又不够重视，“以致蒙受过重牺牲”；此外，“特种 

战斗训练太差”，以致在暗夜、浓雾天气被 H军偷袭。⑥ 由此可见，远征军在反攻之前的训练并不理 

想，其在滇西山地付出的巨大人员牺牲，或许与此紧密相关。 

① 关于战时国军军队教育的一般情况，参见陈默《不教而战：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士兵的教育与训练》，《民国档案}2016年第 

2期，第l00一l1O页。 

( 《郑洞国回忆录：我的戎马生涯》，第290--291页。 

③ 何铁华、孙克刚：《新一军战斗写真：印缅远征画史》，第27—28页。 

④ 参见戴广德《缅甸之战——随孙立人刘放吾将军远征纪实》，黄山书社 1995年版，第49—50页。此点承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卞修跃先生指正，特致谢忱。 

⑤ 《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的经验教-i．)1I》(1944年9月 18日)，《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471页。 

⑥ 何智霖编：《陈诚先生回忆录》上册，第202页。 

⑦ 《陈诚函蒋中正因中枢意见纷歧且地方系统庞杂致远征军纪律废弛等》(1943年9月 17日)，周跨环等编：《中华民国抗 

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第278—280页。 

⑧ 《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页。 

⑨ 《中国远征军滇西会战的经验与教训》(1945年 10月21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533页。 

⑩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46年版，第 13l页。 

@ 《远征军反攻缅北战斗经过》(1945年 1O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4)，第453页。 

60 



 

展历程、武器装备、作战体系：抗战后期国民党军中的美械部队 

1945年初率先改编为卅四年甲种军的第十八军、第七十四军等部队，虽因湘西会战被迫中止 

整训，美械接收工作亦告暂停，但这些部队在之前的整训期间，其官兵训练大多早于武器换装开展， 

因而受到的影响不算太大，仅有少数部队的教育进度完成欠佳。① 不少部队已先期接受美方带来 

的新式训练，取得一些效果。如第十八军第十一师，1945年 3月奉令改编为美械师后，立刻与美军 

联络官合办军官干训班，教授美式武器的使用 ，该师“校级以下军官均分批前往受训”，“收效甚 

巨”；同时，又召集全师所属军士，成立重机枪和迫击炮训练队，“每月举办两期，毕业者百余人，故 

湘西会战，各军士皆能达成任务，此其故也”。② 当然，卅四年甲种军接受训练的时间仍嫌不足，其 

战场表现优劣参半。战斗中官兵普遍战斗热情高涨，也初步掌握了不同兵种、轻重武器的配合使 

用。第七十四军“多利用陆、空协同之威力摧毁敌之抵抗”，并“利用充分之轻、重火力杀伤敌人于 

阵前”。③ 然而，多数部队仍未能克服乱放枪的老毛病 ，第十八军“距敌甚远，士兵即开始射击，藉壮 

胆量。下级亦不能适应射击时机，盲目乱放，徒耗弹药”。④ 可以推断，倘卅四年甲种军能够获得更 

多的训练时间，应该可以避免前述的那些低级错误。对比三支美械部队，可见相对完整的美式训练 

是驻印军强大战斗力的重要保证，而存在缺憾的训练使得卅四年甲种军特别是远征军的战斗力发 

挥得不够理想。 

“足兵足食”对于军队的意义 ，在现代战争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前所未有的惊人的物资消耗， 

意味着后方勤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作用实在巨大。西方史家对军事后勤的作用尤为重 

视。⑤ 总的来说 ，三支美械部队在缅北、滇西和湘西等地的成功，均有赖于美方帮助之下相对 良 

好的后勤保障，不过其各 自的补给工作仍存在诸多不同。美方杰出的补给工作化解了缅北 自然 

条件带来的不利影响，满足了卅四年甲种军的后勤需要，但未能完全帮助远征军克服滇西山地 

的困境。 

缅北战场位于茂密丛林之中，道路条件本来恶劣；驻印军又时常采取迂回战术，需要孤军机动 

至日军防线之后。因此驻印军的后方勤务无法按照常规进行，幸而美方“紧握着制空权”，“解决了 

势非解决不可的空中补给问题”。⑥ 驻印军的后勤工作，从“交通路之兴筑，与飞机场之开辟，及补 

给品空投等工作”，“其全般设施，全部归藉美军供应处(S．0．S)策划”。驻印军对于陆、空联络熟 

悉之后，“每于部队到达地附近，开辟空投场，遍设补给点，因而补给品得以源源供应”。⑦ 美方负责 

的后勤工作，其补给能力相当惊人。廖耀湘的新二十二师进攻密支那时，弹药补给依靠“总共有八 

百架飞机担任运输”；而“缅北的运输 ，单是汽车运输，每 日也有一百吨以上”。⑧ 无怪在胡康河谷 

战斗总结中，驻印军称“物资多，运输便，后方之补给圆滑，前方之战力 自可发挥。此足证明补给运 

输实为战胜之最要条件”。⑨ 驻印军所向披靡，很大程度依赖于粮弹的充分供应。 

① 譬如第七十四军五十七师，该师的“部队教育进度因而大受影响，老兵甫完成班、排教练，新兵仅完成各个教练”，即开赴 

前线。参见《陆军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月17日--5月20日)，《抗 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5册， 

第313页。 

② 《陆军第十八军第十一师三十四年度参谋长报告书(作战部分)》(194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史编纂委员会档 

案，787／02516，第4l、42页。 

③ 《陆军第七十四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月12日_5月31日)，《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5册，第 174页。 

④ 《陆军第十八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月13日．一6月2日)，《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5册，第88页。 

⑤ 参见 Martin Levi van Creveld，Supplying War：Logistics fro．,Wallenstein to Patt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aul 

Kennedy．Engineers of Victory：the Problem Solvers 0 Turned the Tide in the Second％ War(Penguin Random House，2013)。 

⑥ 刊、克刚：《缅甸荡寇志》，时代图书公司1946年版，第219页。 

⑦ 《中国驻印军缅北战役战斗纪要》，第39、43页。按，S．o s系Se~ice of Supply之缩写，现译为后勤部。 

⑧ 廖耀湘讲，邹奎速记：《缅北作战的教训》，《现代军事》第1卷第2期，1945年 8月，第65、66页。 

⑨ 《中国驻印军缅北作战的经验教训》(1944年9月 l8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4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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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军在滇西作战时，面临着类似的自然条件，但较之驻印军，其在后勤保障上存在较大的差 

距，导致战斗力不足。一方面，美军负责的粮弹空投追送堪称成功，“能适时适地，投送粮弹，以补 

给地上运输补给之缺恨”。① 至 1944年 10月 25日，美军已向第十一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分别 

累计投送2037吨、2139．5吨军粮与弹药，有力地保障着前方部队的需要。② 然而，国军方面的后勤 

工作却准备欠周，造成陆上补给困难，用徐永昌的话来说就是“该方运输补充，全无力量”。⑧ 根据 

方国瑜 1946年的研究，远征军在反攻之前，兵站运输部队尚未准备妥当，兵站“车辆悉供运兵”， 

“面马料副食物及其它军品俱乏车运”；攻击开始后，陆上驮马在渡过怒江后极为疲劳，却“不得休 

息，致有倒毙”；加之适逢雨季，陡峻的道路“步步泥坑”，“影响运输甚大”。直到 1944年 9月后，陆 

上运输方才好转。⑧ 如此情况之下，远征军在前线多次遭遇到困境。霍揆彰的第二十集团军在翻 

越高黎贡山时，就“因地形与气候关系，陆空运输，均极困难，时虞不济，运输团队亦因冻饿疲惫死 

亡者，早达半数”。⑧ 宋希濂的第十一集团军一度依靠地方民夫马匹输送，既“漫无组织”，人马数 

量又达不到需要；军队深入敌境后，“补给线延伸过长，以致粮弹之追送数量极少”，致使“顿兵挫 

锐”，无法一鼓作气攻下龙陵。⑥ 可见，补给能力制约着远征军继续作战的能力。 

1945年 2月 19日，甫成立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建立了后勤司令部，由美军少将齐福士(Gilbert 

Z．Cheves)担任司令，旨在“运用盟国所有的力量，供应中国陆军的需要”，此后陆总所有部队的军 

械、军需、粮秣之补给，均由美方负责。⑦ 陆总后勤司令部采用的补给制度也与美军接轨，采取新的 

“地区制”供给，补给效率也得到提升。⑧ 前述6个卅四年甲种军均在陆总序列之下，其补给工作由 

陆总后勤司令部负责，理应可以得到较好的物资供应。不过，湘西会战时，原有的后勤组织——第 

二十四后勤分监部尚未完成改组为第四区兵站司令部的调整，第十八军等数个卅四年甲种军均不 

同程度地感到粮弹运输不足带来的困难。⑨ 但在之后的桂柳反攻中，参战各军都受益于美方的良 

好补给，发动了凌厉攻势。负责指挥反攻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认为：“我并不认为由美国人 

主掌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这一人事安排有何不妥⋯⋯钱和粮食都在美国人手中，他们有运输卡车。 

简言之，我们采用了美式后勤制度。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二方面军可以使用卡车把一切军品——包 

括大米与副食品——直接运抵军级单位，有时甚至按需要送抵连级单位。”⑩需要指出的是，卅四年 

甲种军因为遂行的是境内作战，补给难度较之前两者要小很多。不难看出，三支美械部队在后勤方 

面的差异明显：驻印军凭借美方运输载具上的优势得到良好补给，方能持续作战；远征军的物资供 

应存在系列问题，以致难以发动进一步的攻势；而卅四年甲种军的战斗力随着后勤问题的解决，还 

① 吴致皋：《滇西作战实录》，第 131页。 

② 《美国空军对中国远征军投送粮弹数量统计表》(1944年 10月25日)，《抗 日战争正面战场》TN-，第 1536页。 

⑧ 《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7册，1944年 3月21日，第263页。 

④ 方圆瑜：《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云南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第 1O2一lO7页。 

⑧ 《远征军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霍揆彰自保山报告前方影响战斗之地形气候等电》(1944年6月16日)，秦孝仪主编：《中 

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作战经过”(3)，第499页。 

( 宋希濂：《第十一集团军滇西龙芒地区作战经过报告》，第49页。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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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9页。 

⑧ 参见《国军后勤史》第4册，“抗日战争时期之后勤”(上)，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1990年编印，第216、218—2l9页； 

范崇斌、徐庆儒编：《国民革命军后勤简史》，总后编审办公室1999年版，第126页。 

参见《陆军第十八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月13日__6月2日)、《陆军第七十三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 

月8日—_6月1日)、《陆军第七十四军湘西会战战斗详报》(1945年4月 12日一5月31日)、《陆军第九十四军湘西(雪峰山)会战战 

斗要报》(1945年5月l一31日)，《抗日战争湖南战场史料》第5册，第89、129、183、216页。 

⑩ 张发奎口述，郑义记录：《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8年版，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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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先基础上得到提升。 

火力支援(Fire Suppoa)作为伴随现代战争诞生的战术，在二战中得到充分发展。根据苏联军 

事学家西多连科(A．A．CI~OpeHKO)统计，随着战争走向现代，火炮造成的人员杀伤呈几何数字上 

升，1944年苏德战场上约 6l％的人员损失是由火炮造成①，足见火力支援在战场上的巨大作用。 

与其他参战国一样，战时美军尤其重视此项战术的运用，受此影响，三支美械部队战斗力的发挥，与 

独立炮兵的中远程火力压制、火力覆盖以及中、美两国航空兵的近距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 

战场空中遮断(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关系极大。三者得到的火力支援侧重各有不同，但起到 

的作用却难分伯仲。 

单就驻印军两个军五个师与当面之敌进行实力对比，其火力优势并不明显，然而加上驻印军总 

部直属的各级支援单位后，胜利的天平 自然倾向于驻印军一方。在所辖两个军之外，驻印军总部直 

属两个 105毫米榴弹炮团(共装备 72门炮)、一个 155毫米榴弹炮团(装备 36门炮)、一个重迫击 

炮团(由化学兵团改编，装备 107毫米迫击炮 48门)，作战时抽调配属前线军、师，既可以远距离压 

制敌军火炮，又可以近距离摧毁日军工事。② 驻印军总部直属的战车第一营所装备的 l8辆 M4中 

型坦克和36辆 M3轻型坦克，在野战和城市攻坚作战中对各军、师助力极大，在进攻腊戍等作战中 

较为出色地完成了突破 日军阵地的任务③，时人称赞其“实开吾机械化部队空前之新纪录”。④ 美 

机在对驻印军进行空投补给的同时，也执行着对地攻击任务，在密支那攻防战中美军 P一40战斗机 

“投弹精确，射击良好，能适时予敌之重要据点以猛烈之破坏”。⑤ 

远征军在反攻滇西作战中，其火力支援单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无法同在缅北的驻印军相比。 

然而相对于国内其他战场，远征军仍得到了较好的火力支援。据宋希濂回忆，美国第十四航空队不 

仅取得了战场的制空权，还“经常协助第一线部队的攻击，例如松山敌人的坚固据点，赖美机低飞 

投掷五百磅乃至一千磅的炸弹才得摧毁，在腾冲、龙陵的若干据点也是如此”。⑥ 值得一提的是国 

军独立炮兵的贡献。当时国军独立炮兵实力捉襟见肘，能够调动的炮兵部队相当少，但军政部依然 

将实力最强的独立炮兵第七团和第十团调至滇西，配属远征军使用。在围攻松山的战斗中，炮兵第 

十团的9门德制 150毫米榴弹炮、炮兵第七团混合营一个连的英制 115毫米榴弹炮、两个连的苏制 

76．2毫米野炮担任远程轰击任务 ，以持续的炮击将 日军坚固工事“软化”，使其成为简易阵地；同时 

掩护攻坚步兵跃进至日军阵地附近，“如木匠之拔钉”对其地堡实施焚毁或爆破作业。⑦ 炮兵第十 

团第一营第二连 3门榴弹炮在某一日的战斗中，在两个小时之内发射炮弹 300余发⑥，其火力之旺 

盛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中国国内大多数战场的国军炮兵实力弱小，相当程度是由于驼峰航线运力有限，无 

法将中型以上火炮运交国军。不过，美方对于中国空中力量的援助并未受此影响，经过多方博弈， 

在美国第十四航空队司令陈纳德(Claire Lee Chennauh)的帮助下，中国空军接收美机得以恢复元 

① 西多连科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进攻》，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年版，第 18页。 

② 史说：《从八莫之役到凯旋回国》，《原国民党将领抗 日战争亲历记》，“远征印缅抗战”，第352页；何铁华、孙克刚：《新一 

军战斗写真：印缅远征画史》，第 l4页。 

③ 参见“国防部”史政编译室编《国军装甲兵发展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室2005年版，第55_56页；黄仁宇：《老腊 

戍和新腊戍》，《缅北之战》，第148—160页。 

④ 赵际昌：《缅北我战车部队森林地带作战之经验与教训》，《军事杂志》第 167期，1945年7月，第31页。 

⑤ 《中国驻印军缅北战役战斗纪要》，第131页。 

⑥ 《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第183页。 

⑦ 《第八军松山围攻战史》，第3、31页。 

⑧ 闫启志：《炮兵第十团滇西反攻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下)，第2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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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单位同美方混编为中美混合团(China—American Composite Wing)，成为新锐 

主力。① 湘西会战中，中美混合团承担了相当规模的战场空中遮断任务，为缺乏独立炮兵支援的数 

个卅四年甲种军提供了充分的火力支援。其中，中美混合团所辖第五大队出动了2200余架次，创 

纪录地投掷了100多万磅炸弹，射击了80多万发机枪弹，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杀伤。② 在战役初 

期 日军进攻阶段，第五大队就集中兵力对其轮番轰炸扫射，使 日军“在阵脚未定之前，就受到最严 

重的致命打击”；而在此后的相持和国军反攻阶段，第五大队应陆军要求对 日军进行成功阻滞，使 

其“毫无活动余地，只有困守战壕，坐以待毙”。⑧ 按照参加战斗的第五大队第十七中队中队长项世 

端的说法：“从前敌人对待我们的办法，现在是一模一样的[地]回敬他们。”④三支美械部队在缅 

北、滇西、湘西所获得的火力支援各有特色：多维度的火力支援，使得本身装备良好的驻印军如虎添 

翼；半美械的远征军各军、师直属炮兵乏弱，能够拔掉 日军苦心经营的要塞据点，离不开美军航空 

兵、国军独立炮兵的支援；二战中美军惯用以空军对地攻击部分替代野战炮兵的功能，卅四年甲种 

军有意识地学习了此种思路，通过充分利用空中优势，弥补了独立炮兵的缺乏和军、师自身火力的 

不足。 

平心而论，无论是单位实力相对雄厚的驻印军所辖各军，还是单位实力更逊的远征军所辖各军 

和数个卅四年甲种军，就编制和装备而言虽优于国内其他部队，但与同时期英、美、苏、德的同级单 

位相比依然存在不小差距。幸而美方提供的不仅是新的编制和械弹，还有相对完整的美式作战体 

系：这些美械部队的官兵均受过不同程度的技术、战术教育，美方对其粮弹补给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炮兵、航空兵对敌军的轰击和压制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为上述部队补齐其作战能力上短板的同 

时，保证其改编之后的装备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由此足见训练、后勤、火力支援等构成的作战体系 

确实是美械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来源。其中，驻印军在此三方面得到的加成显然更多，进～步扩大了 

它相对于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在单位作战能力上的优势。 

余 论 

考察驻印军、远征军、卅四年甲种军这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历程，需将其置于中、美军事合作的 

语境之中。这些军、师作为美国对华军事援助的产物，时刻变动着的美国因素对于美械部队发展轨 

迹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中、美军事合作处于和谐融洽的阶段，美械部队的编练工作往往开展得较 

为顺遂，卅四年甲种军得以快速改编便是一例；中、美军事合作产生一些矛盾时，美械部队就可能出 

现状况，郑洞国执掌的新一军“强枝弱干”便是一例；当中、美军事合作冲突不断，美械部队的发展 

自然也举步维艰，缺枪少炮的远征军被迫仓促反攻遭受损失便是一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军事合作历经跌宕起伏，导致三支美械部队的命运如此不同，缘中、 

美军事合作本身与此前中国与德国、苏联的军事合作存在着巨大区别，是属于两种不同性质的合 

作。战前中、德双方在政治、战略层面上并无共同诉求，德国对华军援主要为了换取经济利益，某种 

意义上属于政府间在特定领域的交易⑤；战时苏联对华军援带有牵制 日本、保卫苏联 自身的考虑， 

① 参见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251_282页。 

② 粱道明：《湘西会战中的第五大队》，《中国的空军》第87期，1945年9月15日，第6页。 

③ 郑光昭：《空军第五大队参加湘西会战记》，《民主》第9期，1945年12月8日，第213_214页。 

( 项世端：《湘西来鸿》，《中国的空军》第87期，1945年 9月15日，第 18页。 

⑤ 参见柯伟林著，陈谦平等译《德国与中华民国》，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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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其援助更多地体现为技术性援助，重点是提供武器、意见和建议。① 在这样性质的军事合作之 

中，中国的主体性没有动摇，受到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欢迎。 

中、美军事合作与此二者显然不同：建立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政治基础上的美国对华军援，背 

后隐藏着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政治诉求，援助成为美国外交的重要砝码；中国的权益和企盼屡屡受 

到二战其他战场局势和同盟内部关系亲疏远近的影响，多次沦为牺牲品；美方在输出武器和技术支 

持的同时，还在尝试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中国军队，甚至计划直接控制国军。蒋介石在 日记中痛斥 

美国“扶持其租借法案及武器，以要求我交给华军指挥权”，表示宁可拒绝“武器之援助”，美方也 

“不能掌握我指挥权”。② 中、美军事合作尽管全面而深入，但难免如同齐锡生所说的那样常常“剑 

拔弩张”，美援的数量和质量因之持续波动，导致三支美械部队的发展轨迹呈现如此大的差别。 

事实上，战时美国输入中国的军援物资总额实在不多，仅占美国对外军援总额的3％，而且相 

当长一段时期内物资主要流向了在华美国空军单位③，故用于充实美械部队的武器装备数量相当 

有限。如此条件之下，三支美械部队中只有驻印军采用了配置较高的编制并基本全部装备了美械， 

而卅四年甲种军美械化程度不够高，以及远征军以国械为主、辅以部分美械的实际状况，也都不足 

为怪了。“美械”的名实不符，恐怕才是战时多数美械部队的常态。 

而就作战能力来说，即便是配置最高、装备最好的全美械部队——驻印军，其单位作战能力与 

同时期参战各国的军、师相比，仍存在着一定的距离。1938年 7月之后，国军以军为战略单位，而 

二战中的美军以师为战略单位。两相对 比，美军一个师的实力要大大超过美械国军任何一个军。 

按照美国陆军采用的 1943年师编制计算，一个师约 1．5万余人，辖三个步兵团，直属部队为榴炮营 

三个，工兵营、补给营、医疗营各一个，连级侦察队、宪兵连、通信连各一个。虽然人数不及国军一个 

美械军的半数，但美军一个师编有 l2门 155毫米榴弹炮和36门105毫米榴弹炮 ，而驻印军一个 

军至多拥有 l2门105毫米榴弹炮和72门75毫米山炮 ，火炮数量虽多于前者，但火炮口径正好相 

差一档。双方火力水平高下立判，而在其他方面如反坦克能力、单兵火力等差距也是相当明显。 

同作为战略单位，二战后期 日军主力甲种野炮师团的实力虽出现了缩水，但美械部队中最强的 

一 个军与其相比，也不具有绝对优势。日军甲种野炮师团人数超过 1．8万人，辖三个步兵联队，直 

属工兵、野炮兵、辎重兵联队各一个，此外还有卫生队、通信队等附属单位，配有 12 f-j 105毫米九一 

式榴弹炮、24门75毫米改Z．A式野炮、12门75毫米四一式山炮。⑤ 一个 Et军甲种野炮师团的火 

力配置与一个美械军基本相似，而其官兵数量只有后者的一半，故火力密度仍高于美械军。只是编 

制较抗战初期有所缩小，一个甲种野炮师团同一个美械军正面对抗，兵力上不敷分配，恐再难拥有 

过去面对国军其他单位那样的主动权。 

时人对于美械部队的编制水平和装备状况并非没有客观的认识。1945年 8月 6日，驻苏大使 

傅秉常在 日记中记载，武官郭德权告诉他：“美方所谓供给我方三十师所用军械，其数 目绝非如美 

国师所用之物品，只系我方所需要最低限度之数 目，即较日本方面之倍[配]备亦尚不如。例如 日 

本每师有轻炮、中炮共六十四门，而美方所供应我者，每师不过轻炮十二门，弹克车亦不足，是以我 

① 苏联顾问在对华援助中，也多“思不出其位”，极少有逾界行为。参见卡利亚金著，赖铭传译《沿着陌生的道路——一位苏 

联驻中国军事顾问的笔记(1938--1939)》，解放军出版社2o13年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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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o12年版。 

② 《蒋介石 日记》(手稿)，1942年 8月31日。 

③ 参见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第305、290--293页。 

④ 拉塞尔·韦格利著，丁志源等译：《美国陆军史》，解放军出版社 1989年版，第484页。 

⑤ 昊京昴：《侵华日军关内师团的编制与分类》，《军事历史研究))2o16年第 3期，第 1l8一l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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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师之力量，亦只能足于日本军队退却时追击之用，而不足以平等之进攻云云。”①尽管拿并非战略 

单位的师和日军战略单位师团进行 比较稍欠公允，但郭德权关于所谓“新师”单位实力有限的判 

断，仍颇有见地。 

三支美械部队在各个战场上表现出的较强战斗力，不仅来 自军、师装备的美式武器，而且来源 

于美式作战体系内官兵所受到的训练、相对可靠的后勤和其他单位提供的火力支援。这样的观点， 

或许是当时国军将帅们的共识。廖耀湘于 1945年 1月 4日在陆军大学介绍驻印军在缅北的成功 

经验，就指出物资补给、“火力同机械的力量”、制空权、指挥官旺盛的“企图心”这四点是得胜的关 

键。② 而在听者徐永昌看来，廖氏演说的重点，是“驻印军所以军纪好、战力强等等，皆是物资多、准 

备足、运输强之结果”。③ 何应钦在此前也发表过类似言论 ：“驻印军也是普通的中国人，可是因为 

装备训练的优良，其战斗力与内地国军比较，几有天壤之别。如此可以见到装备训练是如何的重 

要。”~1945年2月2日，蒋介石谈整军时，明言“若就过去一年作战成绩，将驻印军与国内部队作 

[做]一比较，吾人即得一共同认识，即军队战胜之条件，不仅在指挥运用，而在人员武器充实、编制 

合理、训练完善、尤须具有人事经理及办理后方勤务之良规”。⑥ 

训练、后勤和火力支援作为构成美式作战体系的主要方面，其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似乎也不过 

分。1948年 5月 28日，美国《世界新闻》杂志刊文分析解放战争中美械部队遭遇毁灭的原因时，就 

指出抗战时期美械部队在后勤和训练上的优势不复存在，是这些军、师陷入灭顶之灾的原因。文章 

说：“国民党无法维持美国所建立的供应制度，而迫使新一、新六两军的供应发生严重困难。如果 

没有正常的供应工作，而欲使‘美化’部队适应于不合时代的军事机构，其结果必定遭难”；而“缺乏 

集中训练和补充制度，也摧残了美国所训练及装备的部队，当东北战役 ‘美化 ’军队蒙受损失而急 

待补充时，而补充的，全是一些未受训练或训练不 良的士兵，由于劣等士兵的经常渗入其中，新一、 

新六两军的品质，就日见退化”。 相应地，内战中国军无法在所有战场上集中火炮和飞机为参战 

的美械部队提供足够火力支援，美械军、师的作战能力进一步被削弱，也是无奈的必然。足见，美械 

部队作战能力的发挥主要依赖于美式作战体系的正常运转 ，若整个体系遭到瓦解，这些部队即便采 

用所谓的美式编制、装备相当数量的美制武器，其战斗力也将大打折扣。 

内战中美式作战体系的瓦解，反映了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合作遭遇顿挫。恰如前述，抗战后期 

出现的三支美械部队之命运 ，实际深受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宰制。1946年解放战争开始后，国民 

党政权与美国政府关系出现曲折反复，美国对华军事援助趋于停滞。⑦ 美械部队因之受到的影响 

较国军中其他部队更甚：一度实行的对华军售暂停，直接导致这些军、师陷入缺枪少炮的困境，既定 

编制无法维持，实际配备更是捉襟见肘，战斗力下滑速度惊人。美方打造的作战体系同时难以为 

① 傅秉常著，张力校注：《傅秉常 日记》(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年版，第161页。 

此点承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姜涛指点，特致谢忱。按，“弹克车”原文如此。 

② 廖耀湘讲，邹奎速记：《缅北作战的教训》，《现代军事》第1卷第2期，1945年8月，第65 7页。 

⑧ 《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第8册，1945年 1月4日，第2页。 

④ 何应钦：《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成立的意义与任务》(1944年 12月25日)，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编：《何应钦将 

军讲词选辑》，何应钦上将九五寿诞丛书编委会 1984年版，第 144页。 

⑤ 《蒋介石为整军颁告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所辖各将领书手令》(1945年 2月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 

编，“军事”(1)，第726页。 

⑥ 《“美械化”师的毁灭》，《知识》第8卷第6期，1948年 l0月，第 l】页。按，汪朝光在研究中已经注意到美械部队因为补 

给问题导致无法发挥装备优势的问题 ，参见汪朝光《全面内战初期国民党军事失利原因之辨析》，《民国档案}2005年第 1期，第 

98页 

⑦ 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上卷(1911—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3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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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是其作战能力走向崩溃的一个催化剂。美械部队在抗战结束时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武装力量。 

未能逃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宿命，在昙花一现后便消失于历史的尘埃中。 

[作者陈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战争的记忆—— 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出版 

伊香俊哉著，韩毅飞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9月出版，27．5万字。59元 

对于抗 日战争，中日两国是怎样记忆的?这些战争记忆又是怎么形成的?作者 

在云南滇西实地考察之后，发现当地的中国人与 日本的旧军人之间的战争记忆依然 

处于“争执”的状态，但同时也有不少“共鸣”的地方。以此为契机，作者耗时 1O年， 

搜集了有关战时中国人民所遭受的伤害、对遭受伤害的记忆、战犯审判方面的资料， 

并发表 了一系列相关主题的文章。《战争的记忆：日中两国的共鸣和争执》一书即为 

作者这 l0年来相关研究成果的结集。 

伊香俊哉是有着人类良知和学术理性的 日本学者，研究中日战争史经年，一向秉 

持严谨、客观的原则，追求历史真相，不回避 日本的侵略责任，本书可谓其代表作之 
一

。 作者在书中大量利用了中日双方的资料，阐释了中日两国战争记忆是如何形成， 

有何异同等问题，试图揭示历史真相，客观评述相关历史事件。对于阵亡者等的战争 

记忆，克服了中方资料不足的问题，从加害国和受害国的立场对阵亡军人的追悼和表 

彰方式进行了比较研究。在讨论重庆大轰炸是如何被记忆的问题时，作者以分析战 

斗详报为中心，记录了每次作战的轰炸目标以及轰炸是如何实施的，非常有助于对轰 

炸实际情况的分析。在战犯审判方面，作者既论及 了日本各地法院对战犯的审判情 

况，也注意到国民党政府选定战犯的标准、所做的调查，以及审判的实际情况。概言 

之，作者通过本书展示了日中两国积累战争记忆，以及由此进一步探 索正确书写历 

史、不忘过去、面向未来之径，值得一读。(李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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