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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支英雄隊伍的誕生

一、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運動

香港位於南海之濱、珠江口之東，原屬新安縣（今寶安

縣）。現在的香港，包括香港島、九龍和「新界」以及附近大

小島嶼 200 多個，總面積達 1,062 平方公里。香港被英國霸

佔，始於第一次鴉片戰爭。1842 年，清朝政府戰敗，被迫簽

訂《南京條約》，把香港 1割讓給英國；此後，在第二次鴉片戰

爭中，清朝政府妥協投降，於 1860年簽訂《中英北京條約》，

英國又佔去九龍半島的尖沙咀；1898年，英國又以武力脅迫清

朝政府簽訂《中英拓展香港界址專條》，以九十九年為期，強

租九龍半島北部地區，稱之為「新界」。2這塊地方北以深圳河

1	 校訂者註：應該是香港島。

2	 校訂者註：準確的敘述應該是：1898 年，英國又脅迫清朝政府簽訂《拓

展香港界址專條》，並通過次年的定界談判，以九十九年為期，強租九龍

半島今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廣大地區，以及附近 235 個島嶼，稱之

為「新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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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界，東起大鵬灣，西至深圳灣，南至南丫島，包括沙田、大

埔、粉嶺、上水、元朗、荃灣、青山等地，以及大小海島 200

多個，總面積達 975.1平方公里。

香港雖然被英帝國主義霸佔，但香港同胞與全國人民休戚

與共、血肉相連。他們關心國家的安危，民族的命運。近幾十

年來，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從「濟南慘案」到「九一八事變」，

一再挑起事端，屠殺我國同胞，霸佔我國領土，表示極大的義

憤。不少團體發表通電，抗議日本帝國主義暴行，要求收復失

地，群眾中一再掀起抵制日貨運動，對於上海各界人民和十九

路軍奮起抗日，則慷慨解囊，熱情支持。

1937 年「七七」蘆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發動更

大規模的侵華戰爭，妄圖一舉併吞我國。8月 13日又大舉進攻

上海，中華民族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全國各地救亡

運動風起雲湧，香港同胞也開展了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運動。

中共海委領導海員制訂出十項行動綱領，發動捐款支持，並有

5,000名海員寧可忍受失業的痛苦，也要投入罷運鬥爭。他們

在日本船上做工的罷工離船，在其他外輪上做工的，罷運輸往

日本的物資。其他如洋務、印刷、五金、煤炭等各業工人也發

起捐獻運動，支援抗戰。

青年學生愛國熱情高漲，九月間，香港學賑會成立，倡議

籌款支持。他們舉行節食、節用活動，以及賣花、賣旗籌款。

學賑會的愛國行動得到廣泛的響應和支持，成立初期只有 23

間學校參加，後來很快就發展到 300 多間，成為一個有大、

中、小學數十萬學生參加的團體。為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的深入

發展，學賑會成立了兒童團、女學團、歌詠班、戲劇班、救護

班等等，廣泛組織群眾投入抗日救亡運動。學賑會還舉辦各種

專題講座，出版《學生呼聲》半月刊，以展開宣傳活動。在蓬

勃發展的抗日救亡運動中，不少青年走上革命道路，成為人民

抗日游擊隊的指戰員。學賑會成立後籌得現款 2 萬多元，衣

物、藥品一大批，支援前線和賑濟災民。

1938年 1月，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成立。這是周恩來親自

出面，徵得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將軍的同意後，建立起來的一個

半公開的辦事機構，由廖承志負責。該辦事機構一方面協助地

方黨組織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推動港澳同胞、海外華僑捐款捐

物，支援前線；另方面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負責接收和轉運

海外僑胞支援抗戰的捐款和物資。

1938年 6月，宋慶齡發起組織「保衛中國大同盟」3，致力

於戰時的醫藥工作和兒童保育工作。這個機構的總部就設在香

港。宋慶齡以她崇高的威望和火樣的愛國熱情，向同情中國抗

戰的國外人士和海外華僑、港澳同胞宣傳抗日；宣傳中國共

3	 校訂者註：正式的名稱是保衛中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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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武裝和抗日根據地；募集醫藥、醫療設備和

其他物資，通過各種渠道送到敵後根據地去；還送了一批醫

務人員到解放區，其中包括著名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 (Henry 

Norman Bethune)大夫。

在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運動中，學賑會、餘閒樂社、惠陽

青年會等進步社團曾組織十多個回鄉服務團，返回東江、西

江、北江、四邑、南路和海南等地方工作，促進了當地抗日救

亡運動的發展。

1938年 10月 12日，日本侵略軍在大亞灣登陸，21日佔

領廣州，戰爭的烽火已經在華南地區燃燒起來。廖承志根據

黨中央的指示和中共廣東省委的決定，在香港召集海委書記

曾生和香港市委書記吳有恆等開會，研究在東江開展敵後游擊

戰爭，決定由曾生、周伯明、謝鶴籌等帶領一批黨員和積極份

子到惠陽縣坪山，建立中共惠寶工作委員會，組織人民抗日武

裝。4 一批香港海員、華僑青年以及當地農民積極參加。這支武

裝後來發展成東江縱隊，香港許多進步社團給東江人民抗日游

擊隊以人力、物力的支援，許多青年工人和學生從香港越過敵

人的封鎖線，到根據地去，拿起槍桿殺敵人。

4	 東江縱隊史編寫組：《東江縱隊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5），

頁 15。

凶殘成性的日本侵略軍，在華南地區殺人放火，姦淫擄

掠，激起了廣大群眾的義憤，香港地區抗日救亡運動十分高

漲。特別是 1940年秋天開始，在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的第二次

反共磨擦中，大批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在國民黨統治區

無法立足，被迫由重慶、桂林等地疏散到香港，這些人士中有

著名的作家、藝術家、記者、學者教授等等，使香港一時成為

文化界人士和愛國民主人士薈萃之地。中共中央指示八路軍駐

香港辦事處的廖承志，團結這些同志，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

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爭取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和國際人士的同

情和支持。中共中央南方局還派出張友漁、范長江、夏衍、胡

繩等一批黨內文化骨幹前往香港，協助廖承志同志工作，黨內

成立了文化委員會。

匯集到香港來的進步文化工作者，以各種形式展開宣傳活

動，辦起了許多進步刊物，使抗日救亡運動蓬勃發展。有宋慶

齡主辦的《中國大同盟》英文半月刊；5有范長江為社長、胡仲

持為總編輯的《華商報》；有鄒韜奮、茅盾、夏衍、金仲華、沈

志遠、胡繩等為編委的《大眾生活》；有茅盾主辦的《筆談》；

有俞頌華為總編輯的《光明報》；有救國會同人主辦的《救國月

5	 校訂者註：該刊物的英文名稱是China	Defence	League	Newsletter，通

常譯為《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



27第一章   一支英雄隊伍的誕生26港九獨立大隊史

刊》；有郁風主辦的《耕耘》；有張鐵生主辦的《青年知識》；

有張明養主辦的《世界知識》 等等。夏衍、于伶、金山等組織

的「旅港劇人協會」，匯集了進步的戲劇界人士，演出《霧重

慶》、《希特拉的傑作》等話劇。此外，群眾中到處唱起了聶

耳、冼星海、賀綠汀等譜寫的抗戰歌曲。這些活動對於教育和

動員群眾堅持抗戰，促進抗日民主運動的發展起着重要作用。

二、日本侵略軍進攻香港

1941年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在歐洲方面，6月 22日

蘇德戰爭爆發；遠東方面，中日戰爭已經進行了 4年，日本侵

略軍在佔領了中國大片領土之後，更加野心勃勃地制訂出它的

南侵計劃，準備發動太平洋戰爭。

香港戰略地位重要，它不僅是一個國際商業中心，也是一

個優良的港口，是從日本經沖繩、台灣到新加坡、馬來群島等

地區的中間樞紐。日本帝國主義為實現它的南侵計劃，對香港

早已虎視眈眈，從 11月初起，日軍陸續南調，集結於距離深

圳河約 8公里處，廣九鐵路、寶太公路、惠深公路，這幾條交

通幹線兩旁的村莊住滿了日軍，計有步兵、騎兵、炮兵和輜重

兵，總數估計有兩個師團，約 2 萬人。我游擊隊曾對他們進

行過試探性的襲擊，但日本侵略軍採取克制態度，沒有較大的

反擊。日軍進攻香港的意圖已非常明顯，他們是要佔領這個重

要的港口城市，把它作為侵略東南亞一帶的樞紐。港英當局也

預感到危機的存在，曾派出高級軍官與我八路軍駐港辦事處聯

繫，要求我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牽制日軍。我方經請示黨中央

同意後，曾派人與英方談判，要求港英當局開放民主，發動群

眾，武裝群眾，共同保衛香港。英方要求我成立一個團，並答

應按如下標準提供武器：每個連配備輕機槍九挺，重機槍三挺，

以及其他槍枝彈藥。我方已決定派周伯明前往香港，研究英式

武器的使用，誰料港英當局對局勢仍存幻想，態度猶疑，遲遲

沒有實質性的行動，而當時「新界」方面只有印度和尼泊爾籍

僱傭軍約 5千人，根本不是日軍的對手。

1941年 12月 7日，日本海軍艦隊偷襲美國駐珍珠港的太

平洋艦隊，同時分兵多路入侵美、英、荷等國在太平洋上的屬

地，太平洋戰爭爆發。

8日清晨 8時 30分，日軍 12架轟炸機在 36架護航機的掩

護下，突然襲擊九龍啟德機場，停放在機場上的 5架飛機全部

被毀。幾分鐘後日軍即取得制空權，大舉轟炸英軍各個據點及

重要的交通設施。日本陸軍分東西兩路越過深圳河入侵香港；

一路沿鐵路線入上水、粉嶺，直插大埔、沙田；一路沿青山公

路向南推進。

下午 6時 30分另有日軍 150多人乘小艇在大埔東南方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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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雙方曾在城門砲台和垃圾灣防線展開過激戰，終因力量過

於懸殊，時僅 5天，即 12月 12日，整個九龍半島便落入日本

侵略軍之手。駐港英軍退守香港島。

18日晚，日本侵略軍在北角、太古、鰂魚涌等處登陸，建

立灘頭陣地。後續部隊源源登陸，分別向中環、上環推進，駐

港英軍在短促的戰鬥中即告瓦解。12月 25日，在被稱為「黑

色的聖誕節」的日子裏，港督正式宣佈向日軍投降，香港落入

日本侵略軍之手。

太平洋戰爭爆發使世界戰局發生重大變化，在戰爭爆發後

的第二天，美、英對日宣戰，9日，中國政府向日、德、意宣

戰；12月 11日，美國對德、意宣戰。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局的

發展，促進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最後形成。中共中央根

據形勢的發展，提出了「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堅持抗日戰爭至完全勝利」的方針。活躍在惠、東、寶一帶的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為完成這個光榮的歷史任務展開新的

戰鬥。

三、武工隊插進「新界」

在敵後發動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爭是我黨在抗戰初期即已提

出的戰略方針。當深圳河畔戰雲密佈的時候，廣東人民抗日游

擊隊負責人梁鴻鈞、曾生、王作堯等聚集在寶安某地開會。

大家對局勢進行分析，認為日本侵略軍經過一段時間頻繁的

調動，已經完成了進攻港九的戰役部署，只要敵軍總部一聲令

下，攻打港九的戰爭就會爆發。我方確定：在敵人開始進攻港

九時，立即派出一支精幹的部隊進入「新界」，開闢一個新的

敵後戰場。在戰爭已經迫近眉睫時，他們隨即確定了進入港九

的路線和人選，即：第三大隊派出蔡國樑、黃冠芳、江水、劉

黑仔（錦進）等渡海進入西貢，向沙田、坑口發展，進迫九龍

市郊；第五大隊由黃高陽、曾鴻文、林沖等率領短槍隊插入沙

頭角、元朗一帶建立據點。

日軍開始進攻香港時，第三大隊和第五大隊的武工隊按照

事先的安排，陸續插進「新界」。因為這是一個正待開闢的新

區，情況複雜，群眾對游擊隊還不了解，游擊隊本身也力量有

限，上級決定，進港隊伍暫時不公開人民抗日游擊隊的身份，

而以領導人的名字作旗號活動。

日軍進攻香港的第二天晚上，第五大隊的曾鴻文挑選了勇

敢、機智、槍法很準的小伙子鍾清為助手出發了。他們兩人農

民裝束，腰間各懷着兩支駁殼槍，在微明的月色下，經梅林

坳、沙頭村，去到深圳河邊，向當地漁民借了一條小艇渡過深

圳河，黎明前進入元朗地區。

元朗位於「新界」的西北部，當時還是個人口不多的小鎮。



31第一章   一支英雄隊伍的誕生30港九獨立大隊史

附近的十八鄉是曾鴻文和鍾清活動過的地方，當地群眾早就認

識曾大哥和清仔。他們抵達後，挨家挨戶地向群眾宣傳：不能

坐等日本帝國主義者奴役，一定要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配合

人民抗日游擊隊，保衛自己的家鄉。曾鴻文很快就組織起一支

40多人的隊伍。6

二月初，譚鐵流領導的短槍隊也奉命來到元朗。這兩支隊

伍互相配合，並肩戰鬥。幾個月後，曾鴻文奉命返回寶安游擊

根據地，譚鐵流、高平生領導的武工隊在這裏堅持鬥爭，後來

就發展成為港九大隊屬下的元朗中隊。

在日軍進攻香港的當天，第五大隊活躍在南頭、深圳、布

吉一帶的另一支武工隊奉命插進「新界」。這支隊伍由林沖帶

領，主要成員有莫浩波、盧耀康、鄧華、李生、葉楚南、黃雲

生等十五六人，是一支英勇善戰的隊伍。連隊特別派了原籍

「新界」的羅汝澄作嚮導，他們在 10日凌晨 1時穿過沙頭角，

抵達南涌村的羅屋。

武工隊的指戰員們踏入「新界」後，見到的是一派恐怖氣

氛，處於無政府狀態的「新界」，土匪橫行。有三五人一股的

「梅花馬」，有內地竄來的「大天二」，有地方上黑社會的惡勢

6	 曾鴻文：〈初進港九〉，載《東江星火》（深圳：深圳市委宣傳部，

1979），頁 37；〈在茫茫的大霧山上〉，載《秘密大營救》（北京：解放

軍出版社，1986），頁 105。

力，也有汪偽集團的漢奸，他們都配有長槍、短槍，有些還有

輕機槍或衝鋒槍，大多數是英軍潰退時遺下的武器。那些武裝

匪徒打家劫舍，殺豬殺狗，大吃大喝，打單勒索，拉牛拉人，

強姦婦女，無惡不作。極度恐慌的村民拖男帶女紛紛逃到山

上，他們露宿山頭或躲進岩洞，苦不堪言，有些則逃到人口集

中的城鎮中去。群眾在水深火熱之中！目睹這種情況，武工隊

的指戰員們深感情況嚴重，當務之急是把群眾組織起來，同武

工隊一起維持治安，保護老百姓的生命財產，使他們不至有家

不能歸！

南涌的羅屋是一個有 20 多戶人家的村莊，羅汝澄的家

鄉。他生長在一個華僑商人的家庭，在當地頗有名望。抗戰初

期兄弟三人參加抗日救亡運動，以後長兄羅雨中留在地方搞秘

密工作，兩位弟弟羅汝澄和羅歐鋒到內地去參加游擊隊。現在

戰火燃至家鄉，弟弟羅汝澄同武工隊返回家鄉，哥哥羅雨中也

從鎮上回家，兄弟倆帶頭把家裏防匪用的步槍、獵槍、信號槍

各一枝獻出，然後動員本村和南涌、鹿頸等幾條村莊的鄉親，

有錢出錢，有槍出槍，組織群眾自衛武裝；村上的父老還同意

從祖嘗中撥款購買武器，這樣不到 10天，一支 50多人的聯防

自衛隊就組織起來，並配備了武器，由羅雨中擔任領導。群眾

的自衛武裝成立後，土匪聞訊，不敢進村騷擾。這是林沖領導

的武工隊進入沙頭角地區後，建立起來的第一支有組織、有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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