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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劉培（1922-2002 年）在香港九龍城出世，日軍攻港時負責編組護航隊，
經過三年多的連場血戰和艱苦經營，護航隊擴充為護航大隊，控制了大鵬灣和大
亞灣海域，消滅了海匪及多次打擊日軍。劉培以小學程度參加抗日戰爭和解放戰
爭，最後任職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和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本文主要介紹劉培
海戰的經歷，以探索東江縱隊海上游擊戰的特色，和一個普通香港人如何克服困
難，成為一個對國家民族作出貢獻的英雄。
一、前言
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之戰，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單想征服我國、侵佔我
國領土、掠奪我國資源，還想滅絕我們中華民族。日軍違犯國際法，肆意屠殺我
國非戰鬥人員，無論是已經放下武器的軍人，或是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都遭受
慘無人道的屠殺。比野獸還兇殘的日軍，除了惡名昭著的南京大屠殺之外，在華
北、華中抗日根據地推行“殺光、燒光、搶光”的三光政策，製造無人地帶來鞏
固其佔領區。日本已經不是利用軍事手段來達到其政治目的，而是企圖用武力來
滅絕中華民族。所以這場仗如果打輸了，中國便亡國滅種。南京大屠殺教訓了我
國軍民，只有拼死扺抗，才有生存的機會！於是，為了保家衛國，打敗兇殘的日
本侵略者，無分男女老幼、士農工商學兵，都投入了各條戰線，不論在正面戰場
和敵後戰場，對抵抗敵人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不過某些“歷史學人”，沒有客觀認真地研究八年抗戰史，藐視敵後戰場在抗日
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胡亂批評游擊隊沒有打硬仗，沒有什麼大規模的戰鬥，沒
有什麼戰功可言。這不單只侮辱了為保衛國家民族而犧牲的游擊戰士，同時也侮
辱了八年抗戰期間所有在淪陷區堅持抗戰的同胞。因為沒有敵佔區人民群眾不怕
犧牲、無私奉獻的支持，游擊隊怎能在敵後生存？如果不是軍民合一，在日偽大
軍多次反覆掃蕩下，游擊隊怎樣隱藏？日偽搜捕游擊隊時，對許多老百姓施以毒
打和各種酷刑迫供，要脅供出游擊隊員的下落，人民群眾打死也不肯透露半點消
息，犧牲自己也不肯出賣游擊隊。日本對抗日根據地人民實施殘酷的三光政策，
都不能根除游擊隊。淪陷區同胞支持游擊隊的意義，並非僅是表現了偉大的愛國
情操，而是所有敵後人民參加的對敵人全面作戰的嚴肅鬥爭，是誓把敵人驅逐出
國土的戰爭，是抗戰必勝的信念戰爭。換言之，侮辱游擊隊，就是侮辱所有支持
游擊隊的淪陷區人民！游擊戰爭就是全民抗戰的重要部分。

敵後游擊戰場不是一萬幾千人對強敵的騷擾攻擊，而是數以百萬計淪陷區人民和
整個中華民族反擊日本法西斯的神聖抗戰。抗戰勝利時，除了中共領導的抗日游
擊隊外，全國各地的游擊隊尚有五十多萬。換言之，所有淪陷區的同胞都不甘心
當日本法西斯的奴隸，他們都在中共的領導下或自發地組織游擊隊，打擊敵人。
北起白山黑水，南至椰林海嶼，所有淪陷區都是游擊隊馳騁的敵後戰場。稍有國
家民族感情的人，都能體會敵後游擊戰就是全民抗戰的意義。
因應地理條件，各抗日根據地的游擊戰有不同的模式，有平原游擊戰、鐵道游擊
戰，也有海上游擊戰。香港及其鄰近海域便是海上游擊戰的其中一個主戰場。
惠州寶安抗日根據地位於大亞灣海濱，站在傳統的兵法而言，是背水為陣、九死
一生的絕地。敵人一進攻，便被趕下海。不過海員出身的游擊隊領導曾生認識到
海洋的價值，採取與項羽“破釜沉舟”相反的戰略，動員下海，籌組武裝船隊，
從海上打擊敵人，開闢了海上游擊戰戰場；配合陸上游擊戰，不但在抗戰期間屢
挫日偽海軍和運輸船隻，而且為新中國海軍培養了一批優秀幹部。
日軍攻佔香港前，曾生已在沿海建立了交通運輸系統，從香港運送物資和人員支
援游擊隊作戰。香港淪陷後，曾生指揮游擊隊挺進港九，組織香港群眾作戰。為
建立抗日根據地至香港新界西貢半島間的海上交通，和搶救香港逃避日軍追捕的
文化界人士和國際友人，曾生指派劉培把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隊改編為護航
隊，負起此艱鉅任務。劉培率領所部經過連場血戰和三年多的艱苦經營，把護航
隊擴充為獨立中隊，繼而成立護航大隊，將大鵬灣和大亞灣海域開闢為海上游擊
戰場。在漁民群眾的支持下，消滅了為患該區的海匪，多次沉重打擊日偽海軍和
截斷其近岸海上運輸航線。護航大隊不僅是一支海上武裝力量，除了海戰和運輸
外，更發揮遠程奔襲的作用，支援陸上戰鬥。新中國成立後，劉培參加了建設海
軍的工作，作出重大貢獻！
劉培在香港九龍城出世，一生經歷了國家民族最艱難的歲月。他以小學程度參加
革命、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從一個未受過軍事訓練的少年，經過不斷學習和戰
場嚴格的磨練，成長為一個勇敢戰士，繼而成為一個勇謀兼備的指戰員，最後任
職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和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劉培在海戰和陸戰都有很輝煌
的戰績，本文焦點在介紹其海戰的經歷，以探索東江縱隊海上游擊戰的特色，和
一個普通的香港人如何克服艱辛困難，成為一個對國家民族做出貢獻的英雄！
二、劉培簡傳
劉培原名劉添，因體形較肥胖而得名（客家話中“肥”、“培”同音），1922 年
農曆 5 月 15 日出生於香港九龍城舊街市敦仔下。母親紅磡人，在宋王台種菜為
生。父親少時被賣豬仔到香港，後得叔父收留，買賣故衣，薄有積蓄後，娶妻生

下五名子女，劉培排行第三。因當時 }生條件欠佳，只有劉培與長兄劉振邦（劉
福友）、姊劉渾（劉桂清）等三人存活。長兄三十年代就讀省立第一中學校（現
廣州廣雅中學）時，因參加進步學潮活動，被陳濟棠所殺；姐姐是香港惠青會會
員，1939 年參加“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從香港回內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
是村裡最早的黨員之一。
劉培少年時期先後在香港“潘墨香學校”和“文化學校”讀書。這時香港愛國思
潮澎湃，劉培一方面受到潘墨香學校老師王卓如的影響，也深受其兄、姊兩人的
啟發。當他們到卜公花園遊玩時，公園大門掛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字牌，
令他們非常憤怒。九一八事變後，劉培的大哥劉振邦帶同他們兩姊弟參加抵制日
貨運動、宣傳抗日、籌款支持馬占山的東北義勇軍等等活動。一二八淞滬抗戰，
劉振邦又帶同劉培參加抗日運動，反對售賣日貨。香港警察出動干涉，反被強大
的愛國學生隊伍趕走。劉培在長兄和大姊愛國熱情的薰陶下，開始步上革命之
路。1
1935 年劉培 13 歲時，長兄劉振邦遇害。1936 年，因祖母希望回鄉終老，14 歲
的劉培與繼母陪同祖母自香港返回故鄉惠陽，大姊劉渾仍留在香港讀書。不久，
西安事變爆發，全國掀起了抗日救國的高潮。其時共產黨員陳作英在惠陽活動，
宣傳抗日，劉培遂參加抗日活動。
1938 年，日軍登陸大亞灣。1939 年，劉渾參加“東江華僑回鄉服務團”，從香
港回內地進行抗日宣傳活動，不久返回家鄉，組織劉培等人成立抗日武裝。為掩
人耳目，這支抗日部隊對外宣稱只是一支逐趕野獸、保護莊稼的打獵隊。又成立
讀書會，吸納青少年群眾。1939 年 7 月成立麻溪黨支部，劉培為第一任組織委
員。年底，任支部書記、代理打獵隊隊長，時年 17 歲。其時國民黨獨九旅駐防
淡水，以後防空虛、治安不靖，鑑於打獵隊有武裝，遂請求劉培協助維持治安。
劉培乘機要求給予名義以方便活動，國民黨同意，給予“壯丁自衛隊”名義。不
久國民黨展開反共高潮，惠陽縣委決定調劉培到部隊，同時因劉培活動積極，引
起國民黨懷疑，隨時有被捕可能。1941 年 1 月，春節還沒有過，19 歲的劉培便
離家到部隊去。臨走時老父告戒他不要當兵，因為他的大哥已經遇害，家中只餘
下他一個兒子。劉培立志獻身革命，只得欺騙父親說是到外地教書。到部隊後，
先後當戰士、手槍隊戰士、政治戰士、庶務長、代理支部書記，1941 年 9 月任
手槍隊代理支部書記。2 12 月 25 日，日軍攻陷香港，劉培率部進入香港，後奉
命組織護航隊，營救文化界精英和盟國友人。1942 年 1 月 2 日，親自護送廖承
志、連貫和喬冠華返到沙魚涌，完成了首次護航任務。此後，殲滅海匪黃福仔、
招降葉琪，擴大護航隊的實力和影響力，保證了航道的安全。劉培領導的護航隊
馬不停蹄從日軍虎口中搶救出 120 多名文化界人士和盟國友人。

1942 年 3 月，為了推動抗日統一戰線，劉培奉令與王竹青合作，使用國民黨“惠
（陽）澳（頭）經濟游擊總隊二中隊”番號。4 月 12 日於關湖海灘伏擊登陸日
軍，打死打傷十多名日軍，打沉兩艘橡皮艇，翌日再擒岸上偽軍八人。7 月，廣
東抗日人民游擊隊為擴大武裝力量，成立一支獨立中隊，直屬總隊部，時年 20
歲的劉培被委任為中隊長。獨立中隊之海隊戰績顯赫，1943 年 2 月在平洲海戰
損毀一艘日軍炮艇；6 月夜襲消滅日軍鐵拖一艘；7 月 6 日馬鞭島海戰，以十六
人組成之突擊隊，殲滅三艘偽海軍百噸重之大眼雞船，俘四十多人，擊斃偽大隊
長陳強以下五十多人。此戰為控制大亞灣海權奠下基礎。
1943 年 8 月中旬，抗日游擊隊為了向東發展，開闢稔平半島打通至汕頭的海上
交通線，將獨立中隊擴建為護航大隊，劉培陞任大隊長，時年 21 歲。劉培指揮
部隊轉戰山野、海洋，並親冒炮火，站在第一線指揮戰鬥。9 月，從壩崗乘船遠
程奔襲澳頭，全殲了王竹青一個中隊。唯年底在霞涌戰鬥，中彈重傷垂危，秘密
送港搶救。1944 年 5 月初，從香港醫院治傷出來，到西貢大浪村休養，以戰情
緊張，要求歸隊，不准。6 月初，回大鵬城東江幹校學習和休養。
1945 年，當時抗戰勝利在望，毛澤東考慮在粵贛湘、五嶺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
派王震、王首道率領“南下支隊”從延安直插華南，同時命令東縱派主力部隊北
上迎接。劉培調任東江縱隊第五支隊支隊長，奉命北上湘南接應兩王南下支隊。
自此，劉培便暫別海洋，轉戰粵贛湘邊地區，直至東縱北撤。
1946 年 7 月，東縱北撤至山東，部隊面臨著由游擊戰到正規戰的轉變，所以抵
魯的東縱全體人員被分派到不同的學校學習。劉培被派往解放軍華東軍政大學學
習。8 月 1 日，兩廣縱隊宣布正式成立，劉培任兩廣縱隊三團團長，時年 24 歲。
12 月，受華東西線兵團命，在山東荷澤地區作戰。1948 年到華北軍政大學學習，
再到華北兵團（徐向前部）任副團長，參加山西太原戰役。1949 年初解放軍進
行整編時，所有的“縱隊”均改稱“軍”，唯有“兩縱”的番號未變。劉培調回
兩廣縱隊任五團團長。
新中國建立後，劉培繼續為建設現代化國防力量做出貢獻。1951 年任中南軍區
海軍萬山獨立水警區副司令員，年 29 歲；1953 年任中南海軍工程部副部長；1956
年任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1958 年到南京軍事學院學習；1961 年任海軍南海
艦隊工程部部長；1971 年任國防科工委“064 基地”副總指揮；1976 年再任海
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國對越南進行了“自衛反擊戰”（軍
內稱“二一七”反擊戰），當時南海海域有美國的海軍特混編隊（含航空母艦）
在遊弋，蘇聯的戰略轟炸機圖 95 型也飛到越南，但中國軍力還未能控制南沙群
島。為確保西沙群島安全，於“二一七”前夕，奉命率領配備坦克（做臨時堡壘
用）等重武器的部隊開赴“西沙”。此後，兼任“西沙建設領導小組”的軍方領

導，曾提出“把西沙建成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
劉培到海軍工作後，主要精力都放在軍事工程建設上。概括地說：“文革”前南
海艦隊的大型、系統的工程，從設計到施工的組織、領導，他都付出了心血。以
後在四川主持建設導彈研製基地—“064 工程”，和在南中國海上的“西沙工
程”，這些都是國家的重點工程。1981 年任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1984 年離職
休養；2002 年 12 月 3 日在廣州病故。
劉培屢立戰功，建國之後，1955 年授上校軍銜，同時授予二級“獨立自由勳章”
一枚、二級“解放勳章”一枚；1964 年授大校軍銜；1990 年授“獨立榮譽勳章”
一枚。3
三、組織護航隊
1941 年 1 月，劉培調到惠陽時，初任政治戰士。3 月，成立惠陽手槍隊，劉培任
支部書記。月底，蔡國樑通知劉培，調任茜坑、馬鞍嶺自衛隊政治指導員。當時，
江水任茜坑、馬鞍嶺自衛隊隊長，隊員有三十多人，裝備有兩挺駁殼手提機、單
響十來支、粵造七九步槍五六支、雙筒兩支，其餘是粉槍和大刀。日軍登陸大亞
灣，惠陽、東莞、寶安淪陷後，從上、下涌、茜坑到茶園，成為廣東通往香港的
主要交通線，香港的輪胎、棉紗、西藥、火水、機器零件大都從這條交通線運往
內地。劉培的自衛隊任務：一是配合部隊擔任護送客商，收取保護費，解決部隊
的活動經費；二是打擊零星出來偷雞摸狗的日軍，利用夜晚襲擊沿海各據點的日
軍，使他們不得安寧。4
組織海上護航隊
1941 年 12 月 8 日，惠、寶地區的淡水、澳頭、大鵬城、葵涌、沙魚涌、坪山等
沿海各據點的日軍入侵香港。蔡國樑率領部分部隊挺進香港新界。10 日，劉培
指揮茜坑、馬鞍嶺自衛隊乘勢解放了金龜肚、葵涌、沙魚涌一帶沿海地區。這時，
各地土匪流氓和國民黨的散兵游勇，亦乘機湧入大鵬灣為非作歹，殺人搶船，無
惡不作。因此漁民不敢出海捕魚，生活無著，坐以待斃，商旅視大鵬灣為畏途，
紛紛離去。
11 日，曾生派劉培所部分乘兩艘一百多擔大的漁船，進入西貢半島的赤徑、企
嶺下、深涌灣一帶，打擊土匪，擴大游擊隊的影響。20 日左右，蔡國樑指示劉
培：江水、賴祥、賴章等十多人暫留在西貢活動，劉培率領餘部立即返回葵涌、
沙魚涌，組織海上護航隊，擔任隊長，在海上開展鬥爭，迅速肅清海匪，控制從
西貢北岸至大鵬半島的航線，保證航渡的安全。 5 任務有三：一是護送八路軍駐
港辦事處領導和被困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以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返回大隊部田
心接待站；二是保護客商從香港搶運出來的輪胎、火水、棉紗、機器零件、西藥

等物資回內地，可以收取一些護航費、運輸費等；三是消滅海匪，保護漁民生產，
解除他們的痛苦，逐步把漁民組織起來，把大鵬灣發展成海上游擊戰的根據地。
6

劉培立即率部乘船返葵涌、沙魚涌，找中共惠陽縣大鵬區委書記何清，要求幫助
解決護航船隻。何清寫信介紹劉培到土洋找沙溪鄉鄉長李秀靈幫忙，李秀靈知道
後，立即動員當地船主李華靈借船給劉培使用。李華靈一口答應，並吩咐舵工利
進秀、利加小兩人：“船借給部隊用，你們二人幫部隊駛船。”於是劉培取得了
創建海上護航隊時的第一艘風帆（槽仔）戰船。
劉培分中隊為三組，一是派賴桂、江九、賴養等上船，做好兩個舵工的思想政治
工作和迅速學會海事常識和海戰技術，儲足糧水，做好海上戰防禦措施，準備出
海；二是派江忠帶人在沙魚涌建立稅站，負責檢查往來貨物和收稅；三是派餘下
的隊員組成小分隊，在葵涌、沙魚涌、疊福、金龜肚、牛草棚沿海一帶村莊，宣
傳抗日救國，擴大游擊隊的影響，動員和組織群眾，維持社會治安。
護送各界人士
1941 年 12 月 31 日，劉培率部出海，於 1942 年 1 月 1 日到達深涌灣聯絡站，蔡
國樑親自交待任務說：“今天有三位首長，乘你的船回沙魚涌，一路上要照顧好
這三位首長，保證他們的安全。”天黑後，三位首長來到深涌灣，劉培接他們上
船後，便揚帆返航，次日下午返抵沙魚涌。飯後，劉培親自帶一個班，配上一支
手提機，護送到田心大隊部。這三位首長劉培後來才知道是廖承志、連貫和喬冠
華。7
護航隊很快從一艘船擴充到四艘船，有些船是消滅海匪搶過來的，有些是海匪自
新參加游擊隊繳獻的。取得船隻後，劉培立即組織人員上船，參加護航。那時，
需離開香港逃避日軍捕殺的各界人士很多，為了儘快接送他們返回大後方，劉培
馬不停蹄地接送，三、四天跑一水（一次來回）。到 2 月底，劉培四條船跑了二
十多水，接送 120 多人和大批物資回根據地。8 劉培順利完成了營救文化界人士
的護航任務，並擴充了部隊，從原來的四十多人擴大到五十多人。陸上編成兩個
小隊，分別由賴桂和葉展明當小隊長，海上編成一個隊、四條船，蔡國樑又補充
了一挺英式機槍。護航隊的人員和裝備都比以前大大增強了，終能在葵涌、沙魚
涌一帶站穩。9
消滅海匪，保護漁民生產
香港淪陷後，大鵬灣海盜多達十餘股，比較有名的匪首有黃福仔、黃祥仔、莫仔、
吳仔、何聯芳、陳乃秀、鄧芳仔。1942 年 1 月初，劉培從深涌灣出海到塔門，
遇上了海盜黃福仔，劉培決定消滅他。他接受舵工利加小建議，從船尾方向追上

黃福仔的船，發動突襲，以機、步槍齊射，當場擊斃匪首黃福及兩名匪徒，三名
匪徒跳海逃生，舵工一人投降。繳獲匪船一艘，步槍五支。這是護航隊第一次海
戰，總算旗開得勝。10
勝利消息很快傳遍了坪洲、塔門、吉澳、土洋、大小梅沙、疊福、牛草棚沿海地
區，漁民聽到後，高興得拍手叫好，帶著海鮮到沙魚涌慰勞劉培部隊。劉培乘勝
公開宣布：“大鵬灣東從南澳，西至吉坳，南至塔門整個海區不准任何土匪船隻
活動、搶劫，誰膽敢在這一海區搶劫，將與黃福匪幫同樣命運，叫他們到海裡餵
鯊魚。”上述一帶活動的海匪知悉黃福仔被劉培消滅，已經非常驚慌，再聽到這
宣布後，有的就“散伙”（如黃祥仔等）
，有的就逃往別處（如鄧芳仔、莫仔），
有的就投靠日軍當漢奸、偽軍去了（如陳乃秀），有的起義參加抗日。原本是大
鵬半島牛草棚村漁農的海匪葉琪，經鄉親的勸說和群眾的動員，元月底便托人到
沙魚涌找部隊說“要改邪歸正，洗手不當土匪，要參加游擊隊打日本仔”，劉培
對來人說：“你回去告訴葉琪仔，希望他要安分守紀，不要再幹壞事了，願意參
加游擊隊打日本仔，我們非常歡迎。”過了幾天，葉琪親自駛船率部到沙魚涌，
連人帶船參加了護航隊。葉琪等人都是為勢所迫挺而走險，誤入歧途，並非本質
惡劣的流氓，參加部隊後一直表現很好，刻苦善戰。來自坪洲島的詹東生、殷福
生兩人，成了護航隊的骨幹。葉琪起義後，劉培的海隊便共有三艘武裝船了。11
1942 年 1 月中旬至 3 月下旬，劉培連續作戰，把五股海匪驅逐出大鵬灣海區。
黃祥仔（葵涌流氓）從坪洲海面逃到塔門東南的外海；謝天帶（西貢大浪人）由
塔門海面逃到大浪灣，棄船登陸逃走，劉培將匪船繳獲；鄧芳與陳乃秀二股海匪，
離開大鵬灣，投降日寇為偽軍；莫仔被國民黨收編為雜牌軍。到 1942 年底，劉
培肅清了大鵬灣的海匪，牢牢控制了大鵬灣。12 該區漁民感謝劉培說：“劉隊
長，我們漁民是望海為田的，有了你們在，我們就放心出海捕魚了。”自此，漁
民在海上發現特別情況，馬上就用各種方法向劉培報告。日軍炮艇一出來，各漁
船主動迅速向護航船隊靠近，把游擊隊掩護起來。13 土匪船和走私船一露頭，
他們就吹起海螺角，將船頭指向土匪船或走私船。有好幾次劉培接到漁民的報告
後，在漁民的協助下，很快把散匪消滅。劉培在 1942 年初的連場海戰，共繳了
三條海匪船，連同葉琪起義的船，共有四條船。蔡國樑又給護航隊補充了兩挺衝
鋒槍（英式）和十支紅毛十（英式步槍），大大加強了海上護航隊的戰鬥力。14
打擊奸商走私，保護民族利益
香港淪陷後，不少漢奸與敵偽勾結，從內地運礦砂、豬鬃毛、銀元、鹽、豬、牛、
雞、鴨等到香港賣給日本人；又從香港運回鴉片等毒品到內地荼毒人民，有時也
運一點火水、輪胎、棉紗回內地高價販賣，牟取暴利。1942 年 1 月上旬，劉培
帶葉琪仔出海護航，到達坪洲海面，葉琪仔對劉培說：“隊長，遠遠那條船是奸
商偷運礦砂到香港去的走私船。”劉培問：“旗仔，你怎麼看得出是運礦砂的走

私船呢？”葉說：“你看那條船的載重都超過水線了。”劉培說：“琪仔，開過
去把它抓返來。”劉培喊聲剛落，葉琪仔已在轉帆轉舵，直向那條船駛去，走私
船看到游擊隊的船直駛過來，立即轉向外海逃跑，因它載重太大，走得很慢。劉
培快追上時，鳴槍叫它下帆檢查。它不理睬，劉培等人一邊開火，一邊追，最後
把它打沉在外海。
到 1942 年 2 月底，護送文化界人士的任務基本結束，海匪也差不多絕跡，劉培
船隊主要轉入護送客商、轉運貨物和開展海上緝私活動。那時，正是吹東北風季
節，是走私良機。護航隊經常在坪洲海面活動，發現走私船，便揚帆追擊，不願
受檢查的，便將之打沉。於是不少船停航受檢，在短短的四個月裡，護航隊就抓
獲二十多條走私船，每條船都有一百多擔大。私貨全部沒收，船員經教育後釋放；
緝獲的私貨交給設在沙魚涌的省委交通站 ─ 萬隆貨棧處理，交通站將貨運往惠
州、淡水去賣，所得的錢上繳總隊部，作為抗日活動經費。15
經過近一個月的護航活動，劉培熟悉了航道，也掌握了海情，又有了四條武裝船，
於是把李華靈的船物歸原主，還給利進壽、利加小舵工和船主一些酬金，對他們
的支援表示感謝。
護送客商，增加部隊收入
護送物資回內地也是護航隊的任務之一。從香港護送回來的物資有兩種情況，第
一種是港九大隊在香港收集起來的英國人遺棄的武器、彈藥和各種軍用物資，這
些物資運回來就交給大隊部補充給各部隊；第二種情況是客商從香港運往內地的
各種物資。劉培主要是負責海上護航，保證他們的安全，有時船空，也幫忙運一
些。到了沙魚涌，客商向游擊隊的稅站繳納保護費。那時，來往的客商很多，護
航隊收入不少，這些錢都上繳總部。
貨物到了沙魚涌後，從陸上轉運內地，客商又需要幫忙。劉培把土洋、葵涌、金
龜肚、三家村、咸水湖、馬鞍嶺、下輋、田心等村的群眾組織起來，幫客商卸貨
和轉運內地，按規定收取搬運費。遂使貨物快速和安全送到淡水鎮，客商滿意，
群眾亦因收入增加而高興。
劉培積極協助客商運貨和護送商旅、徵收護航保護費、建立稅站收稅，以及對走
私罰款等經濟活動，為部隊籌措了不少款項，解決經費困難。
實行公平交易，保護漁民利益
不少不法商人乘戰亂提高物價，剝削群眾。沙魚涌的黃珍記魚欄對漁民的欺壓尤
為嚴重，他規定漁民的漁獲，只能賣給他；漁民所需的煤油、網具和日常用品，
都只可到他那裡買。但他大秤入小秤出，賣一百斤魚只秤得八十斤；買他一斤米，

只有十四 。
@ 因此，漁民極為憤恨，紛紛向劉培投訴。為保護漁民利益，劉培派
出工作組，向商店宣傳游擊隊的經商政策，召集各店主開會，宣布買賣自由，不
准缺秤短 ；
@ 又對黃珍記進行嚴肅批評，要他改正過去的不法行為。工作組還經
常到各店鋪檢查。自此，漁民可以自由買賣，不受欺壓，非常感謝劉培幫他們撐
腰出氣。
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漁民群眾把劉培看成是自己的隊伍，紛紛要求加入。第一
批參軍的有邱財、袁賢、袁發、范祥、王友仔、廖夢仔等十多人。第二批要求參
軍的有彭觀 T、彭靈、黃純仔、徐章、徐林、徐青、王林仔等十多人。於是，護
航隊便從六十多人發展到八十多人。船隊擁有六條船，戰鬥力也提高了。16
四、抗日統一陣線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駐大鵬灣沿岸各點日軍大部分調走，國民黨軍乘機重返淡水
地區，看到共產黨游擊隊迅速擴大，不少逃兵土匪結幫立寨，各霸一方，割地稱
雄。為控制局面，國民黨遂用抗日名義，收編游雜部隊，給其“經濟游擊總隊”
的番號，發給薪餉，頒授各隊頭目大隊長官銜，劃分防區。如王竹青、梁永年、
陸如鈞三個大隊分別佔據葵涌及其以東至大鵬城、澳頭一帶；莫炯炎、吳斌大隊
佔領葵涌以西橫崗、鹽田一帶。國民黨利用各股部隊間的矛盾，製造流血內鬨，
和驅策其剿共，使之互相消耗，而達借刀殺人的目的。游雜部隊亦清楚國民黨的
陰謀，只不過利用收編來取得正式番號，以軍方身分名正言順地霸佔地盤，繼續
幹那包煙庇賭、走私販毒、設關抽稅的勾當。故在惠寶邊地區，呈現了“日、偽、
頑、雜、共”多角鬥爭的複雜局面。17
曾生與林平等領導人研究，認為在他們的主力部隊只有百人左右的“虎門隊”，
其餘幾支小分隊缺乏重要戰鬥經驗，部隊的數量和裝備都不及雜牌部隊的一個大
隊，不可能採取軍事消滅的政策。但各部隊之間互有矛盾，可以利用。為了在大
鵬半島站穩陣腳，決定運用抗日統一陣線策略，開展統戰工作，爭取、分化、瓦
解雜牌部隊，粉碎國民黨的陰謀。
編入王竹青部
其時雜牌部隊王竹青對抗日游擊隊的態度比較友善，於是曾生派高健與王竹青談
判，內容有三點：堅持抗日，不當偽軍；友好合作；不欺壓老百姓。王竹青表示
同意。
1942 年 2 月 13 日，曾生與王竹青合作，聯合進攻梁永年，把他從葵涌趕走。18 為
進一步團結王竹青和擴大武裝力量，中共惠陽工委決定將茜坑、馬鞍嶺抗日自衛
隊、塘埔抗日自衛隊和長槍隊等三個中隊，編進王竹青大隊。林平和曾生指示劉
培等單位負責人：“一是你們要扮得像土匪一點，可以參加三合會，並指定張東

荃、劉培和羅春祥三人去參加劉漢東的三合會，學會土匪的日常生活動作和語
言。為了廣交朋友，掌握國民黨和王竹青的動態，可以上茶樓，進賭場打麻將，
但不能嫖、不能吹（抽大煙）。二是想辦法搞經濟、緝私、收稅等，搞到錢和物
資後一切繳獲要歸公。三是部隊的管理要保持革命隊伍的一套，嚴格遵守紀律。”
曾生和林平還十分嚴肅對劉培等人說：“這是對你們的嚴峻考驗，你們要把他們
改造過來，絕不能被他們溶化掉。”19
抗日軍登陸作戰
劉培等三個中隊編進王竹青大隊後，積極抗日。4 月 12 日，關湖鄉民來報，三
艘日軍炮艇企圖登陸洗劫村莊，劉培分析每艘炮艇只能載十多名士兵，艇上只有
兩條橡皮艇，每條橡皮艇乘載六名士兵，扣除兩名操槳，每條橡皮艇只能送四名
士兵上岸，合共不過二十餘人。他們部隊有二十多人，如再增加一些人員，有信
心能重重打擊日軍。於是劉培勸喻鄉民留下抗日，根據日軍上次登陸地點及高潮
海水上漲之處，游擊隊與村民一齊研究和判斷日軍登陸的唯一位置，在沙灘放置
六七堆柴枝，撒上火藥，布置機槍陣地，準備“迎接”日軍上岸。晚上，六艘橡
皮艇駛到海灘，日軍萬萬想不到會遇到游擊隊的伏擊，大搖大擺地上岸，以為又
可以盡情搶掠村莊，滿載而歸。豈料腳一踏下沙灘，劉培立即下令點火、開槍，
六七堆柴枝迅即燒成熊熊烈火，把沙灘照亮得如同白晝，日軍還弄不清是什麼一
回事，重機槍、手提機槍、衝鋒槍、步槍已從四方八面猛烈掃射過來，當場打死
打傷十個人，打沉了兩條橡皮艇。日軍慌忙拖著同伴的屍體返回橡皮艇逃走，三
艘炮艇急忙開機關炮掩護撤退，只能把沙灘的柴火打得滿天亂飛，卻沒傷到游擊
隊一人。游擊隊因彈藥少，為節省彈藥，不與日軍糾纏，勝利撤退。
第二天，漢奸陳乃秀以為沙魚涌、葵涌已被日軍佔領，派人駕駛一條二、三十噸
的電扒來到沙魚涌，看看還有什麼便宜可以撿。五名偽軍上岸，被劉培埋伏擒獲，
船上留守的三名偽軍和頭目亦隨即被俘，船被扣留。村民認出該偽軍頭目殺人無
數，要求嚴懲。劉培召開公審大會，將罪大惡極者處決，其餘偽軍經教育後，每
人送兩斤米作路費釋放。是役繳獲電扒一艘，俘偽軍八人、衝鋒槍兩支、長短槍
十多支。不過因劉培等不懂駕駛電扒，同時警惕性不高，被陳乃秀於翌日請得三
艘日軍炮艇搶走。20
打了這場勝仗，沙魚涌、葵涌、疊福、關福、茜坑、馬鞍嶺、橫輋一帶的群眾十
分高興，男女老少到處讚揚游擊隊打了一場大勝仗，把日本兵打死在關湖的沙灘
上，偽軍派來的電扒也被游擊隊繳了。這一勝利大大地擴大了游擊隊的影響，群
眾的抗日熱情從此更加高漲，打敗日本的信心更加增強，從而更積極地支持游擊
隊，協助打擊日偽。
五、成立獨立中隊

劉培等部隊連續的勝利，引起了國民黨軍和日軍的注意，不斷派遣漢奸、特務來
偵察收集情報。劉培先後把偽軍派來的漢奸韋鐵錚、國民黨派來的女特務毛芝英
和監視他們的伍權消滅。國民黨見控制不了劉培部隊，王竹青又不可靠，於是發
動內戰。1942 年 4 月中旬，國民黨張光勤部進攻廣東抗日人民游擊隊路東惠陽
大隊和王竹青部。王竹青和劉培部隊暫時轉移到香港新界，張光勤部主力撤退
後，王竹青和劉培隨即打回茜坑。
因國共關係惡化，曾生考慮到惠寶邊抗日根據地中心地區是梧桐山以東、葵涌以
西、坪山以南至沿海，面積只有約八百多平方公里，國民黨軍一旦進攻，游擊隊
的迴旋餘地就很小，必須儘快擴展：西向梧桐山周圍擴展，加強與陽台山抗日根
據地的聯繫，和打通與港九大隊的陸上聯絡；同時還要東向大鵬半島擴展。開拓
根據地需要有兩個條件：一是必須有一支強而有力的民運隊去發動群眾；二是有
足夠的武裝部隊去建立根據地。當時只有惠陽大隊，力量十分單薄，必須設法再
組建一兩支有戰鬥力的部隊。
1942 年 7 月初，國民黨從第 187 師、保安第 8 團、徐東來支隊集中了共約兩個
團的兵力，準備進攻惠寶抗日根據地，曾生遂決定立即把編在王竹青大隊那三個
中隊抽出來，組建一支新的作戰單位。他召集劉培、葉基、羅哲民、張東荃、吳
海等開會說：“張光勤就要來進攻了，根據情報，頑軍分兩路，一路從茜坑、坪
山、金龜肚到葵涌；一路從壩崗、上下徑心直撲葵涌，企圖於葵涌夾擊我們。你
們三個中隊今晚撤到金龜肚進行整編，編成一個獨立中隊，直屬總隊部，由劉培
任中隊長，葉基任副中隊長，張東荃任黨代表，羅哲民任政治指導員；陸上編三
個小隊（由林英、賴桂、魏區當小隊長）
、一個短槍隊（王健任隊長）
；海上編一
個船隊（吳海任隊長）。整編之後，部隊連夜轉移到上下徑心隱蔽待機，打頑軍
一個埋伏，給它一個下馬威，緊緊配合茜坑、坪山方向的惠陽大隊作戰，共同粉
碎頑軍的進攻。”曾生又接著說：“你們中隊今後的任務，是在大鵬半島和兩灣
（大亞灣、大鵬灣）活動，在戰鬥中壯大部隊，提高部隊戰鬥力，開闢和鞏固大
鵬半島抗日基地，開闢海上游擊戰場。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注意做好群眾工
作。”21 劉培遵照指示，連夜把部隊撤到金龜肚，整編後立即開進了上、下徑
心。自此，劉培的獨立中隊便轉戰於大鵬半島的高山密林之中，出入於大亞灣、
大鵬灣之間，緊靠著人民群眾，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日、偽、頑的進攻。在戰鬥
中不斷地鞏固和發展了大鵬半島抗日根據地，開闢了海上游擊戰場，壯大了革命
隊伍，提高了部隊戰鬥力。
劉培指揮的獨立中隊在陸戰和海戰均有輝煌的戰績，現只介紹海戰部分。
平洲海戰
1943 年 2 月，日軍出動兩艘炮艇在大鵬灣進行掃蕩。一日，吳海帶領四條船剛

出坪洲灣不遠，漁民便向海船隊掛出信號，表示發現兩艘日軍炮艇。吳海立即下
令船隊返航。日軍炮艇發現吳海這幾條船可疑，便全速駛過來，向海隊開火，要
停船檢查。漁民為掩護吳海撤退，假作捕漁，派小艇在海中撒下大量釣網，日軍
炮艇因怕漁網纏繞其螺旋槳，迂迴曲折地航行。吳海等船隻迅速靠上沙灘登岸，
佔據了坪洲島高地，布置火力，待日軍炮艇進入平射機和機槍的有效射程時，便
集中火力猛轟前頭那條企圖靠近海隊的炮艇。日軍用一條炮艇向岸上還擊，掩護
另一條炮艇向海隊船隻接近和射擊。因吳海佔據了島上高地，容易發揚火力，又
有山頭掩蔽，敵炮艇在海面上，空曠無掩體保護。經過一個小時的激烈戰鬥，日
炮艇不單無法靠近海隊船隻，前面那一條炮艇更被打成重傷，射殺傷了數名甲板
上的日軍。日艇只好撤退，把被擊傷的炮艇拖回三門關去。海隊的船也有一條被
炮火打壞。這次戰鬥游擊隊無一傷亡，坪洲的老百姓高興得很。
吳海認為日軍吃虧後，一定會調動更多的炮艇搜索掃蕩海隊和對坪洲島進行燒殺
搶報復，為避實擊虛，吳海布置船隊轉移到吉澳、大小梅沙一帶海區分散隱蔽，
坪洲島居民立即轉移到牛草棚、下沙、王母墟等地暫避。果然，坪洲海戰後第三
天，日軍集中了五艘炮艇到鵝公灣、坪洲、塔門、獨牛一帶海域搜索。但過了三
天都找不到游擊隊的蹤影，只得收兵。日軍撤退後，海隊又返回坪洲活動。
夜襲日鐵拖
1943 年 6 月間，一天漁民報告在黑岩角有一艘日軍的鐵拖（運輸船），接報後吳
海決定消滅它。當時海隊有五艘船靠近南澳，吳海派出兩條船在外圍警戒，自己
親自帶葉琪等三條船擔任突擊。晚上 10 時左右，日軍都已入睡，吳海帶領三條
突擊船，採用鉗形戰術，從鐵拖的左右舷接近，一靠近鐵拖，便迅速從兩舷爬上
去，撲到日軍的住艙，點燃兩個包有辣椒粉的魚炮擲進去。魚炮一響，住艙裡的
日軍，有的被炸死，有的被炸傷，有的被炸暈過去，有的直打噴涕。突擊組乘勢
衝進去，俘虜了七名日軍，繳獲大批黃煙葉、中西藥材和布匹。撤退時，將敵鐵
拖炸沉，勝利返航。22
從 1942 年 1 月至 1943 年 6 月，劉培領導的海上游擊隊在大鵬灣海上共作戰二十
餘次；其中與日偽海軍作戰六次，斃傷日海軍水兵二十多人，擊傷日海軍小型炮
艇一艘；繳獲日海軍五十噸的小型運輸船一艘；偽海軍有機器的木質武裝船一
艘，步槍八支，俘虜偽海軍八名。海隊只損失武裝船一艘（在坪洲島海灘），人
員無傷亡。與海匪作戰六次，繳匪船三艘，步槍十二支；在截擊國民黨官僚偷運
資敵戰略物資船和緝私時，與其護航船隻作戰十餘次，擊沉其三艘，繳獲資敵物
資船、走私船共四十多艘，其中沒收七艘，物資一大批。獨立中隊海隊的船隊迅
速增加到九艘。日軍近海航線的不斷受襲，特別是小型運輸船被殲滅後，大為震
驚，下令禁止其小型運輸船到大鵬灣的小海灣停泊修理。23

馬鞭島戰鬥
大亞灣有小島三十多個，面積約 650 平方海浬。馬鞭島是散布在主航道西側的諸
小島之一，形狀似馬鞭，又名馬鞭洲，位置適中，能控制漁民出海捕魚和港內航
運交通。
日軍為確保其近海運輸線的安全，遏止劉培海隊進入大亞灣，向稔平半島及其以
東地區發展，便收編了龜靈島上的一批土匪（漁民稱這幫土匪為“龜靈仔”），
成立“中華民國廣東省反共救國軍海軍第四總隊第四大隊”。1943 年 6 月中旬，
偽海軍大隊長陳強從海豐縣帶領了一百幾十人和五條大眼雞船進入大亞灣，錨泊
在馬鞭島前四百公尺的海上，派出兩艘船到大亞灣內的虎頭門、金門堂、牛過水、
鍋蓋洲、芒洲、三洲、赤洲、川洲、白頭洲、小辣甲、大辣甲等海面，控制大鵬
半島和澳頭、下涌等地漁業，封鎖大鵬半島與澳頭的海運交通，把整個大亞灣港
都封鎖起來。向漁民和渡船敲詐勒索，搶掠沒收漁民的漁網漁具，迫漁民拿錢贖
回，又要漁民和渡船拿錢領牌照，規定漁民的漁穫要送給他們，不准到澳頭去賣。
大鵬半島的各地群眾派代表到牛草棚，要求劉培盡快消滅“龜靈仔”，為他們除
害。
劉培向曾生報告，獲准去完成這艱巨任務。6 月 20 日夜，劉培中隊轉移到離馬
鞭島約七海浬的嶺坳村，村裡男女老幼都很高興，紛紛向部隊控訴“龜靈仔”的
罪行，請求儘快消滅這些民族敗類！幹部、戰士們聽了都非常氣憤，這就等於讓
村民給部隊做了很有力的戰鬥動員。劉培立即召開幹部會議，研究了敵我情況，
認為船隊還在大亞灣那邊，一時還過不來，即使來了，目標也太大，容易暴露意
圖，難以進行突襲殲敵。中隊領導經商量後，一致認為敵人船大人多，要想一戰
全殲敵人，只能依靠群眾，發揚軍事民主，於是就分工進行戰鬥準備和動員工作。
劉培和副中隊長葉基負責組織敵情偵察、戰術的研究和戰鬥的組織等，政委賴仲
元負責部隊的動員，副官李漢興發動群眾參戰。為了更準確、更詳細掌握敵情，
劉培先後派人兩次偵察敵情。第一次劉茂班長乘坐嶺坳村董均祥的一條漁船，裝
作領船牌，於 7 月 2 日上午前往偵察，探得敵人一共有三隻大眼雞，兩隻在前，
一隻靠後，三艘船成品字形配置。後面那條船是指揮船，指揮船和左側警戒船的
船桅下各放著一挺機槍。指揮船艙面上大約有十六、八人，尾艙有五、六人在橫
臥著抽鴉片，其中一人帶有手槍，艙面上胡亂堆放有十幾支步槍，顯示偽軍還未
發現游擊隊已來到他們身旁，所以毫無戒備。為了更準確地掌握偽海軍的情報，
中隊決定進行第二次偵察。
第二天，由小隊政治服務員葉展明去偵察，結果與劉茂班長的情報一樣，結論也
是一樣，偽軍麻痹得很。部隊和群眾經過賴仲元的動員後，情緒非常高漲，嶺坳
村群眾說：“打仗要船，我們出船；部隊要人，我們有人。”部隊的幹部、戰士
爭先恐後報名參加突擊隊。劉培、中隊幹部和戰鬥骨幹、參戰的舵工，根據大家

提出的建議，進行研究接近敵人的方法、戰鬥突擊船隊的組織等戰術問題，一致
認為：要全殲敵人，只能奇襲智取，不能強打硬攻。組織短小精幹的突擊隊，分
乘三條漁船，偽裝打漁，迅速接近敵船突襲。突擊敵指揮船的要先上；突擊左側
警戒船的一定要在敵指揮船方向打響後才突擊，但要儘快登船配合主攻方向行
動，分散敵人的力量，迅速將其指揮船消滅，敵船“群龍無首”，就容易逐個殲
滅了；對右側警戒船，只要壓倒它不能起錨升帆，就容易解決了。
打法定下來後，劉培從報名參加突擊隊的幾十名幹部、戰士中，挑選了葉展明、
林英、魏輝、王健、游強、袁賢、江海、彭靈、邱才、廖夢、劉光明、黃遠、黃
生等十五人組成突擊隊，由葉基帶領。李漢興從要求參戰的漁民中挑選了董均
祥、張壬生、鄭容生三家的漁船，和張壬生、鄭容生、李木連、李華昌、李華喜、
董錦珍等六名舵工參加駛船。中隊決定：葉展明為第一突擊組組長，帶領魏輝、
江海、邱才、彭靈四人為突擊隊員，乘張壬生的船，負責突擊殲滅敵指揮船的任
務；林英為第二突擊組組長，帶領王健、廖夢、黃遠、袁賢四人為突擊隊員，乘
鄭容生的船，負責突擊殲滅敵左側警戒船的任務；另一組由葉基帶領，配輕機一
挺、衝鋒槍兩支、英式步槍兩支，乘董錦珍駕駛董均祥家的船掩護突擊船突襲。
7 月 4 日黃昏，突擊隊登船揚帆出征。當晚正是上弦月（農曆六月初三），能見
度高，在距離敵警戒船幾百公尺為敵哨兵發現，鳴槍禁止靠近。舵工用大鵬話回
答敵船：“我們是來打魚的，不要開槍。”假裝收網返回嶺坳。
第一次未打成，劉培總結了經驗教訓，重新布置。時間改在晚上 8 時後起航，待
上舷月下山後才接近敵船，在接敵航線上改為在敵指揮船與其左側船的三百公尺
中間迂迴插入，利用敵哨兵監視的死角，從側後突擊。5 日，派魏輝乘船去勘查
進攻航線，並觀察敵人是否加強戒備。觀察結果，“龜靈仔”仍然毫無戒備。
7 月 6 日晚上 8 時，副中隊長葉基帶領突擊隊，在嶺坳的大網前登船，揚帆出征。
11 時半左右，突擊船距敵指揮船三十公尺時，敵哨兵才發現喝令停止前進，舵
工張壬生、李木連一面使勁搖櫓靠近敵船，一面回答說：我們是漁民，來打魚的。
突擊船迅速靠近敵指揮船的左舷，葉展明一聲令下，突擊隊員一齊躍上敵船，打
死敵哨兵。葉展明一個箭步衝到船桅下，將機槍奪到手上；江海、邱才衝向敵住
艙，各投下一個手榴彈，“轟、轟”兩聲巨響，炸得敵人頭昏腦脹，手腳癱瘓，
舉手投降。敵左側船發現其指揮船被襲，立即以密集火力射過來，葉展明連忙到
船桅下用機槍還擊，不幸中彈重傷，魏輝急忙跳過去，端起機槍射擊，不幸也中
彈受重傷。
這時，快速接近敵指揮船的葉基突擊船，集中猛烈火力，對準敵左側船進行壓制
射擊，掩護第二突擊船進攻。在敵指揮船上的彭靈迅速爬到船桅下，接過魏輝手

裡的機槍，轉移到船首向左側船射擊，並命令江海、邱才嚴密監視俘虜。這時，
葉基船已靠上敵指揮船，與第一突擊組匯合，一面搜索殘敵、收繳武器，一面集
中火力掩護第二突擊組進攻。第二突擊組冒著敵人的密集火力，勇猛衝向敵船。
鄭容生、李華喜兩位舵工，沉著鎮定，拚命搖櫓，護送突擊組登上敵船。王健登
船時，不幸中彈掉下海裡，壯烈犧牲。第二突擊組長林英指揮袁賢投出一個手榴
彈，即時把敵人機槍炸掉；同時命令廖夢、黃遠向敵船首和船尾各投一個手榴彈，
並乘勢躍上敵船，把敵人打壓得全部退到艙裡。敵人見大勢已去，便舉手投降。
這時在馬鞭海面的敵右側警戒船，看見指揮船和另一艘船已被攻佔，便準備逃
跑。葉基立即組織火力，猛烈射擊船尾與船桅下敵人，逼使偽軍舉白旗點燈投降。
葉基派江海、游強、黃生坐船去接受投降。在敵指揮船上的偽海軍第四大隊長陳
強連衣服也顧不得穿了，一頭就鑽入船艙下面去躲起來，被彭靈發現，大喊：“繳
槍不殺，優待俘虜。”陳強企圖抵抗，彭靈便發射機槍把他擊斃。在虎頭門拋錨
的兩艘偽海軍船，見馬鞭海域三艘船被殲滅，立即逃回龜靈島去了！
經過四十多分鐘的激烈戰鬥，劉培海隊殲滅了偽海軍第四大隊的三艘武裝船，繳
獲輕機兩挺、步、短槍四十多支，生俘偽海軍四十多人，擊斃偽大隊長陳強以下
五十多人。犧牲政治服務員葉展明、小隊長魏輝、手槍組長王健、政治戰士劉光
明四位，副中隊長葉基腳部負輕傷。戰鬥結束後，葉基指示林英將俘虜送回陸上
處理，將三艘大眼雞放火燒掉，烈士遺體隨船回航，安葬在大網前，立碑留念。
馬鞭洲海戰開創了東江抗日游擊戰爭史上以三條“小艄仔”吃掉三條“大眼
雞”、十六名勇士殲滅偽海軍近百人的海戰範例。馬鞭島海戰的勝利，寫下了嶺
坳村群眾和游擊隊合作一起英勇戰鬥的光榮史篇。這次勝利粉碎了敵偽在大亞灣
設置據點的企圖，為保證獨立中隊在大鵬灣和大亞灣廣大海域互相配合作戰、建
立和鞏固大亞灣的海上游擊根據地、為開闢和建立稔平半島及其以東地區的抗日
根據地創造了條件。24
擊退偽海軍
日軍獲悉三艘偽軍船隻覆沒後，從香港派出小炮艇兩艘，全速駛往大亞灣，企圖
消滅劉培。7 日早上 7 時多，當日軍趕到馬鞭島海域時，劉培已經凱旋而回，除
了已經焚毀的三艘船隻和五十多具偽軍屍體外，一無所獲，只好離去。
7 月下旬，日軍再從紅海灣派出兩艘偽軍大眼雞武裝船進入大亞灣，企圖奪回制
海權。與此同時，曾生亦指示劉培迅速從大鵬灣抽調四條船到大亞灣，以便控制
整個大亞灣港，鞏固大鵬半島。大亞灣第二回合的爭奪戰展開了。
劉培接到偽軍來犯的情報後，召開作戰會議研究了敵我力量對比、海區和氣象情
況。偽軍只有兩艘重約百噸的大眼雞，配備輕機槍二挺，除船大外，火力並無優

勢。海隊有四艘武裝糟仔船，載重七噸，火力配備有反坦克槍和重機槍四挺，船
數和火力佔優勢。再者，獨立中隊有漁民支持，熟悉海區，可說是佔有地利、人
和優勢，完全可以粉碎日偽重佔馬鞭島的企圖。鑒於馬鞭島海戰後，日炮艇約七
個小時便可趕到增援的情況，故認為這次海戰要速戰速決，乘敵船進入大亞灣後
即將其包圍，爭取在五、六個小時內將其擊沉殲滅。
劉培派四艘武裝船布置在大亞灣的西口、鹿咀和勒格島海域錨泊隱蔽待機，等偽
軍駛近馬鞭島海域便出擊，切斷其後路，然後集中兵力，先殲敵指揮船，再將殘
存的一艘消滅。海隊按照布置，由鄧金隊長率領，進入待機位置隱蔽，並派出漁
船在香港方向“捕魚”，一旦發現日炮艇向大亞灣方向駛來，立即發回訊號報
告。當天下午 5 時左右，瞭望哨發現敵兩艘大眼雞船在小星山的外海航線上，由
東向西航行，6 時左右駛進大亞灣的主航道上。隊長鄧金想快點消滅敵人，不等
敵船深入馬鞭島，就下令出擊。船隊一開火，偽軍看到海隊船多，火力強，嚇得
立即掉轉航向逃跑，船隊追截不及，讓其逃掉。大亞灣的第二次爭奪戰便告結束。
從此，偽海軍再也不敢駛進大亞灣。25 整個大鵬半島完全被東江縱隊控制，總
部為了建設大鵬半島抗日根據地，決定成立大鵬區人民政府，調獨立中隊政委賴
仲元當區長。同時，為了建設抗日根據地，把軍事工作與民運工作緊密地結合，
將大鵬半島的民運工作統一歸護航大隊領導。26
六、護航大隊的建立和戰鬥
1943 年 8 月，劉培獨立中隊從嶺坳轉移到楓木浪。8 月中旬，曾生到來與獨立中
隊幹部開會，說：“根據鬥爭形勢的發展，總隊黨委決定，把獨立中隊擴建成為
護航大隊，劉培任大隊長，調曾源任政委，賴仲元調任大鵬區人民政府區長，葉
基任副大隊長。陸上編兩個中隊、一個獨立小隊，海上編兩個中隊。”曾生還說：
“護航大隊成立之後的任務主要向東發展，開闢稔平半島打通至汕頭的海上交通
線，爭取早日和韓江那邊聯繫起來，團結新區可能團結的一切力量，共同打擊那
裡的日偽軍；還要提高警惕，嚴防國民黨頑固派的突然襲擊，堅持‘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鬥爭原則，解放那裡的人民群眾，壯大
革命力量，迎接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27 劉培被委任為護航大隊隊長，時年
21 歲。
護航大隊依照指示，對部隊進行了調整，一中隊由葉基兼任中隊長，韓藻光任指
導員；二中隊（原名展明中隊，是紀念葉展明烈士而命名的）由賴祥任中隊長，
林英任指導員；袁賢任獨立小隊長，劉賢任指導員。海隊一中隊在大鵬灣西海活
動，由吳海任中隊長；海隊二中隊在大亞灣東海活動，由鄧金任中隊長，兩個海
上中隊共一百多人。火力方面，除配備輕機槍外，增加了平射機槍（12.7 口徑）
和重機槍。以後，港九大隊又在大嶼山中隊和元朗中隊建立了海上小隊。這樣，
東江縱隊的海上部隊就擁有三個中隊和兩個小隊的實力。28

1943 年 12 月，東江縱隊為了控制大亞灣，加強向稔平半島挺進的力量，決定將
護航大隊的海上部隊，除兩條武裝船（連人帶武器）給港九大隊海隊，其餘武裝
船從大鵬灣調往大亞灣海域，以壩崗、霞涌、巽寮等地為基地，配合大隊的陸上
部隊，開展對日偽頑軍的鬥爭。大鵬半島以西的海上戰鬥任務，移交給港九大隊
負責。29
澳頭戰鬥
澳頭戰鬥是護航大隊成立後的第一次戰鬥，採用船隻運送部隊遠程奔襲的戰術，
全殲了王竹青一個中隊。
1943 年 9 月，國民黨發動內戰，東江惠淡守備區羅懋勛委任王竹青為惠淡守備
區經濟游擊總隊副總隊長兼中隊長。王竹青約有八十人，配有輕機槍三挺、短槍
三十餘支、步槍三十多支，進佔了澳頭鎮。因王竹青曾與抗日游擊隊合作，故曾
生先派羅哲明往訪王竹青，爭取停止內戰、共同抗日，但受拒絕。於是只得消滅
王竹青，以收復澳頭鎮。
劉培派人到澳頭偵察，然後根據情報擬訂作戰方案。劉培先提出三項意見：一、
採取乘“兵艦”到澳頭登陸作戰，避免陸上行軍疲勞、又易暴露的缺點。二、“護
航大隊”除在稔平半島西海船隊外，集中全部力量，實施海陸包圍，以陸上奇襲
為主，速戰速決。三、戰鬥結束後，召開群眾大會，將羅懋勛派王竹青侵佔澳頭、
勾結日偽軍聯合侵佔大亞灣抗日根據地的真相公布於眾，號召澳頭人民團結抗
日，積極生產，發展經濟。最後曾生同意方案，為了確保全殲王竹青部，再從惠
陽大隊抽調一個主力小隊來加強突擊力量。由惠陽大隊政委李東明和劉培組成前
線指揮部，一起去澳頭指揮作戰。
作戰計劃確定後，護航大隊從楓木浪村轉移到壩崗集結。9 月上旬的一個晚上，
吳海率領四艘戰船載著突擊隊到澳頭以東海灘登陸，岩前村地方黨領導劉觀元接
部隊進村隱蔽。翌日晚上，劉培兵分兩路各自進入陣地。11 時多，主力部隊佔
領了螺嶺下面山坡，三挺輕機槍組成火力網，居高臨下控制了王竹青的整個樓
房。凌晨 2 時許，突擊行動開始，賴祥帶領突擊隊迅速迫近敵營房，營房門前的
哨兵企圖開槍制止，被賴祥開槍打死。彭靈、范祥和李柯平三個突擊組迅速衝到
營房樓前，向第一層樓投擲了幾個手榴彈，敵人傷亡慘重，其餘棄械投降。
王竹青在樓上聽到槍聲，立即將樓上的殘部編成兩組：一組以兩挺機槍為核心火
力組，封鎖大門入口；另一組手槍組，死守樓梯，頑強抵抗。東西二側樓閣上的
輕機槍瘋狂掃射，企圖阻止突擊隊推進。賴祥抓住機槍射擊，在暫停的一剎間，
一梭子彈把東樓側敵機槍射手打下來，范祥也迅速把右邊的機槍手消滅了。

這時在山坡上的劉培端起機槍向敵樓房猛烈射擊，李東明的衛士李強從山上朝敵
人營房的屋頂投了兩個手榴彈，炸得敵人非死即傷。王竹青眼見陷入包圍，大勢
已去，乘亂從地道逃跑。王竹青一逃跑，餘部立即投降。整個戰鬥不到半小時就
勝利結束，全殲了國民黨一個中隊，總計斃敵二十餘人，俘敵四十餘人，繳獲輕
機槍三挺、手槍、步槍各三十餘支，達到戰鬥預期目的，戰鬥中犧牲小隊長李柯
平和一名戰士。這次戰鬥是大亞灣第三次爭奪戰的勝利，消滅王竹青中隊，第四
次解放澳頭。
曾生分析，羅懋勛一定很快就會全面進攻，因此決定護航大隊從楓木浪村轉移到
東涌，布置賴祥帶一個中隊埋伏在南澳後面山，待敵退卻時打埋伏。果然，幾天
後，羅懋勛便派兵進攻澳頭、南澳，直插楓木浪，企圖消滅護航大隊，但撲了個
空，不敢再前進。撤兵時，後面部隊被賴祥中隊伏擊，於是迅速撤回淡水。從此，
大亞灣沿岸除稔平半島的范和港仍駐有國民黨的雜牌軍外，從大鵬半島的鹿咀到
稔平半島的大星山下，沿海岸線的墟鎮、鄉村皆為護航大隊所控制。30
挺進稔平半島
稔平半島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華南的重要鹽場和漁業基地，物產豐富，為歷
來兵家必爭之地。曾生對開闢稔平半島根據地十分重視，護航大隊成立前後，就
派了練鐵、蔡端和曾城到稔平半島開展秘密工作，建立地下黨組織，發展武裝。
護航大隊成立後，曾生再派葉基副大隊長帶一個中隊去稔平半島，配合練鐵等人
開展稔平半島的工作；派袁賢獨立小隊挺進到霞涌和稔山之間打游擊；海隊派兩
條船到霞涌、范和崗、巽寮的海面活動，以配合建立稔平半島的抗日根據地。護
航大隊經營稔平半島的主要戰鬥有：
1、消滅暗街偽鹽警隊
1943 年 12 月，敵偽在離平海三公里的暗街建立了鹽稅站，收繳港口一帶鹽田的
鹽稅，並派出十幾名武裝鹽警保護稅站的安全。葉基經過偵察，親自帶領部隊繞
過平海城，直插暗街，將鹽警隊全部殲滅，繳步槍十餘支，宣布暗街解放。
2、霞涌戰鬥
1943 年底，國民黨周義心大隊佔領了抗日游擊隊的霞涌，以阻止護航大隊東進
或將之趕出稔平半島。為鞏固大亞灣沿海根據地，支援葉基在稔平半島的活動，
護航大隊決定打下霞涌，以便進一步加強袁賢小隊在霞涌與稔山之間的活動。
當時駐紮在霞涌周圍的是國民黨惠淡守備區經濟游擊總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即
周義心大隊的葉維屏中隊），有七十多人，機槍兩挺，駐在蘇茅坪小學校。根據
情報，劉培決定集中賴祥中隊、袁賢獨立小隊、大隊部手槍隊和海隊參加戰鬥。

賴祥指揮中隊包圍蘇茅坪小學後，親自帶突擊隊突襲學校大門，但被敵人發現，
關起大門，依靠學校的圍牆和房頂抵抗。賴祥指揮突擊隊三次進攻，戰鬥持續了
一個多小時，小隊長范祥犧牲了，但仍未攻進去。劉培叫吳海將船上的平射機抬
上來，掩護突擊隊進攻，在剛拿過小鬼班劉傳的步槍、瞄準敵人射擊時，被敵人
機槍打中右手和臂部，小鬼廖嬌立即為劉培包紮撤出戰鬥。這時，賴祥也負傷，
劉培眼看難於攻下來，而天也快亮了，便決定撤出戰鬥，乘船返回壩崗。葉維屏
中隊在戰鬥中也傷亡了四十多人，翌日也撤回稔山。霞涌墟遂被收復。31
3、送港搶救
劉培的傷勢不斷惡化，東江縱隊決定要他離隊治療，派袁庚任副大隊長，代理其
職務。劉培被轉移到高嶺治療，交東縱 }生處主任江鳳醫生和招麗貞治療。曾生、
林平等領導遍尋抗日根據地名醫，都束手無策。劉培傷重垂危，林平遂購買棺木
準備為劉培辦後事，但曾生決定冒險送劉培到香港醫治。當時香港日軍哨崗林
立，經港九大隊政委陳達明和蔡國樑大隊長細心安排，把劉培送到香港跑馬地養
和醫院，入住一間位置偏僻的房間。32 主診醫生王大偉見劉培失血過多，準備
立即輸血。王醫生估計劉培是“O”型血，經驗血後確定。港九大隊事前已經動
員香港女工驗血，準備好適當血型的捐血者，接到消息後，迅速安排五名“O”
型血女工，共捐了五百毫升血液給劉培。劉培接受輸血後，昏迷了差不多兩個小
時才甦醒。王醫生吩咐立即準備手術，劉培問醫生他的手能治好嗎？王醫生說希
望能保存你的生命、保存你的手，劉培說如不能保存手便把它割掉。王大偉醫生
很有民族意識，從劉培受槍傷和港九大隊安排他醫療的情況，估計到他是個抗日
英雄，他回答說盡可能爭取把這隻手保存下來，因為這隻手作用很大。劉培接受
手術後，昏迷了兩天，到第三天才甦醒。劉培手術後的身體十分虛弱，需飲用當
時最高級的“獅子血”補品來恢復健康（“獅子血”是豬肝煲蕃茄湯）。王醫生
吩咐護士長每隔十二小時為劉培洗淨傷口，護士長與一位廣華醫院的護士 24 小
時輪班照顧，經過 23 天休養後，劉培雖仍未能下床走動，但他照鏡一看自己的
樣子，知道死不了。1944 年 5 月，因護士在晚上照顧劉培時燈光外露，破壞燈
火管制禁令，印籍憲查來醫院查看。為免洩露身分，港九大隊遂安排劉培出院到
西貢大浪村大隊部休養。33
這時戰況緊急，劉培急著想回部隊參加戰鬥，但領導不批准，直到 6 月初才讓他
回到大鵬半島。部隊再調他到大鵬城東江幹校去休養。
4、第二次解放暗街
1944 年 7 月，暗街又被偽反共救國軍海軍第二大隊佔領，大隊長黎強率一百多
人，在暗街對鹽民和漁民進行血腥統治。群眾與之結下深仇大恨，要求游擊隊消
滅這幫賣國賊。為了解放暗街，鞏固和發展稔平半島游擊區，游擊隊決定長途奔

襲暗街。
劉培指示葉基在巽寮附近集結部隊，曾源和袁庚帶領葉昌中隊、手槍隊乘吳海中
隊四條船，從鹽灶到達巽寮與葉基會合。休息一天後，於晚上按行動計劃迅速行
軍。晚上 10 時許，包圍了偽海軍第二大隊，經猛烈突擊，很快全殲了偽海軍。
偽大隊長黎強和他的老婆住在暗街另一間房子，也給包圍俘虜。這次戰鬥，共殲
敵一百多人，繳獲長短槍一百餘支，沉重打擊了敵偽的囂張氣焰，進一步擴大了
東縱的政治影響，擴大和發展了稔平半島的抗日游擊區，為下一步向海豐推進創
造了有利條件。34
5、平海戰鬥
1944 年 8 月初，東江縱隊副司令員王作堯讚揚護航大隊的戰功，並指示劉培向
東發展，早日打通和韓江方面聯繫的路線。9 月中旬，國民黨又準備發動攻勢，
護航大隊幾位領導幹部認為，如攻佔國民黨在稔平半島的政治、經濟中心平海，
消滅駐該地的鹽警中隊，不但有利於進一步鞏固稔平半島的游擊區和根據地，而
且對從稔（山）平（海）線以東向惠陽、海豐邊界發展，海上部隊向大亞灣港以
東開展游擊戰爭、進行緝私、建稅站工作等也極為有利。同時，還可以有力地打
擊國民黨對路東根據地的進攻計劃。因此，決定集中大隊的主力，由劉培和袁庚
率領前往，將鹽警中隊消滅。
9 月下旬的一天，大隊主力從壩崗出發，乘海上中隊的船到巽寮南面的沙灘登
陸。葉基安排部隊在巽寮南面的村子裡休息，並匯報已偵察得鹽警中隊分開住在
南門和西門兩個城樓上。劉培等大隊領導根據情報，研究了打法，決定分兵警戒
和阻擊，由葉昌中隊和大隊手槍隊擔任突擊。
第二天晚上，劉培和袁庚帶葉昌中隊和手槍隊，進入南門外面的小山坡。11 時，
手槍隊長王嵐帶突擊組突擊南門，駐紮在南門城樓上的鹽警沒有放哨，王嵐突擊
組直衝進去，大喊：“繳槍不殺！”敵鹽警嚇得從夢中驚醒，舉手投降，前後僅
花數分鐘的時間。接著，王嵐突擊組沿城牆向西門突擊，快接近時被鹽警哨兵發
現，王嵐一槍射殺哨兵，突擊組迅速突進鹽警營房，投進一個手榴彈，“轟”的
一聲炸得鹽警非死即傷，舉手投降。從戰鬥發起到結束僅一個小時，打得很順利，
計生俘敵鹽警七十多人，長短槍七十餘支。35
經連場海陸戰鬥，東江縱隊鞏固了稔平半島的抗日根據地。1944 年 12 月，東江
縱隊為執行北進的戰略任務，決定成立第四、第五支隊、北江支隊和西北支隊。
第五支隊以原護航大隊、惠陽大隊和第二支隊、大亞灣人民抗日自衛總隊各一部
組建，支隊長劉培、政治委員饒潢湘。36 於是劉培暫別大海，轉戰於高山叢林、
河谷原野，直到建國之後，才再返海軍。

海上戰鬥
陸上戰鬥激烈進行的同時，護航大隊的海上中隊在吳海隊長的指揮下，也積極開
展海上戰鬥，打擊日軍巡邏炮艇和運輸船，並拯救了美國飛行員。37 1944 年 12
月，日軍的敗象已呈，美軍取得了南中國海的制空權和制海權，不斷空襲香港，
日軍大型艦艇已不敢在香港出現，分散隱藏於大亞灣的島嶼間，以油布掩蓋，假
扮作島嶼，以逃避美機的空襲。由日本、台灣、菲律賓的海運亦放棄使用大型船
隻，改用掠奪自平民的小型木船近海航行，以維持其海運暢通。不過，這近岸航
行的運輸船隻，正好成為海上游擊隊的獵物。38 以下只介紹護航大隊與日軍兩
次較大規模的戰鬥。
1、襲擊日軍鐵拖
1943 年 10 月上旬，漁民報告在東山和鹿咀之間，有一條日軍的鐵拖在拋錨，駕
駛台上有一個瞭望哨，不時還有小小的錘敲聲。剛好吳海帶著四條武裝船在東
山，馬上揚帆起航，編成兩個縱隊戰鬥隊形，利用夜幕掩護，從敵船尾部駛近，
直向敵鐵拖左右兩舷靠攏。
左縱隊在吳海直接指揮下，突擊隊快捷爬上敵船，點燃兩個“魚炮”，投向敵人
住艙，當即炸死兩人，其餘全部投降；右縱隊在葉琪帶領下，也很快爬上敵船，
直奔駕駛台，發現有人跳水潛逃，立即開槍射擊，斃敵一名。此次戰鬥，只消耗
兩個“魚炮”、三發子彈，用十五分鐘全部解決，共斃傷俘敵十餘人，敵船貨物、
軍用品、機器零件等全成為戰利品。後放火將敵鐵拖燒毀，船隊勝利返航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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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鹿咀海面戰鬥
護航大隊海上中隊殲滅鐵拖的翌日，香港日軍得到消息（是跳水逃生的船長報
告，結果被槍斃）後大為震怒，誓言要消滅護航大隊，奪回大亞灣的制海權。經
二十餘天策劃，摸清海上中隊活動規律和停泊點，認為只有將之誘出，遠離海岸
作戰，發揮其鋼鐵炮艇船堅、炮利、高速等優勢，就有把握將海上中隊靠風力航
行的小木帆船消滅。日軍製定嚴密的作戰計劃，派遣兩艘炮艇白天在大亞灣佯作
巡邏，天黑才秘密駛入三門島潛伏。
11 月初，吳海帶領五艘武裝船在勒格孤島掩蔽了三天，並未發現敵情，船上的
氣象儀預報日內將有大北風到來，吳海準備回澳頭港避風。此時有一條從鹿咀駛
來的漁船向吳海報告，鹿咀以上幾里路海面，有一條日軍鐵拖在拋錨，可能是因
風浪大才駛進鹿咀近海的。有叮噹聲音，似在修船，艙面用油布蓋著，駕駛台上
沒有人放哨。吳海聽後決定打完鐵拖才回港避風，隨即把船隊編為兩個縱隊，左
縱隊為突擊隊，船兩艘，由葉琪負責；右縱隊船三艘，吳海指揮。突擊隊登船前，

右縱隊負責人力掩護。因是白天強襲，全隊人員化裝成漁民，重機槍亦偽裝好。
船隊搖櫓靠近敵船二千多米時，發現敵船的首尾起伏不一致，又有兩支桅桿，不
像是鐵拖，各船長立即命令重機槍射手就位，作好準備。頃刻，敵兩炮艇拉下油
布，四挺機關炮一齊向左縱隊射擊。吳海此時才意識到中了陷阱，船隊四挺重機
槍及反坦克槍等武器立即進行還擊。敵水兵趕快解纜起錨，但被海隊重機槍打死
打傷二、三人，後敵艇雖然解纜，但前指揮艇的後錨仍未能收起。吳海立即命船
隊撤退，由指揮船和五號船殿後。船隊迅速向梅楊坑近岸撤退，這時該村自衛隊
聽到海面槍炮聲，迅速佔領海岸有利地形，發現日軍的兩艘炮艇正追擊船隊，自
衛隊立即分出部分武裝向鹿咀來路小高地處，用密集火力射擊敵炮艇。在村前的
自衛隊則帶引船隊迅速駛入小河涌去，以擺脫敵艇。當天幸好是大退潮，敵艇因
水淺無法靠近岸邊，只能用炮火射擊殿後的船隻。船隊進入河涌後，立即把武器
都搬上河堤的制高點上，和自衛隊員一起對海上敵炮艇進行還擊，不到十五分
鐘，反坦克槍連續三四發擊中敵炮艇，重機槍也擊傷日艇炮手等四、五人。至此，
敵艇被迫撤回三門島去。海隊人員無一傷亡，僅指揮船中炮彈三發，船上氣象儀
被擊碎。
這次被敵偽裝蒙騙，未查清敵情倉促上陣，險些造成重大損失，原因是打了幾次
勝仗後，思想有所麻痹，這是一次難忘的輕敵教訓。經過幾次海戰的較量，直到
抗戰勝利前，日、偽、頑再也不敢輕舉妄動，護航大隊牢牢地掌握了大亞灣的海
上控制權。40
3、營救美國飛行員
1944 年 5 月 26 日，美軍十四航空隊接獲日軍運輸艦在大亞灣出沒的情報，派出
轟炸機前來攻擊，當美機在天空盤旋找尋目標之際，在海面上偽裝為島嶼的日軍
運輸艦突然卸下掩蔽的油布，四門高射炮開火攻擊美機，一場美日海空大戰遂在
大亞灣爆發。美機俯衝轟炸日艦，投彈命中爆炸，日艦船首進水下沉，但艦上的
高射炮作垂死掙扎，也擊中了一架轟炸機，飛機起火後在虎頭門以東海面墜落。
適值吳海率領海上中隊在該海域活動，看到五個降落傘在船隊東面徐徐下降，意
識到是盟軍飛機的飛行員跳傘。很快，五名飛行員在距離船隊五六百米遠的海面
降落。吳海立即命令船隊搖櫓迅速接近飛行員降落的海面，並把五名飛行員撈上
船來。美國飛行員在船上非常害怕，全身發抖，誤以為游擊隊是偽海軍，舉起雙
手投降。因語言不通，吳海伸出大母指和食指，表示“八”字，又伸出四個手指，
表示“四”字。美國飛行員意會到了游擊隊是八路軍、新四軍，都把印有“我是
美國飛行員，請你們送我們到共產黨游擊隊那裡去，以後酬謝”字樣的手冊交給
吳海。吳看後點頭微笑，和他們一一握手，然後命令船隊返回東山。當船隊到達
東山時，日軍出動了炮艦和飛機，在大亞灣上空和海域巡邏搜捕跳傘的美國飛行
員。

吳海親自帶幾個戰士護送五名美國飛行員到楓木浪，停留兩天後，由東江縱隊政
委林平派人送到南澳，從南澳乘船到大小梅沙，再轉送內地。這五名美國飛行員
在離開楓木浪時，把身上所攜帶的手槍和短劍留下來送給船隊，以表示感謝。不
久，東江縱隊《前進報》發表了他們給曾生司令員的感謝信，這些美國飛行員是
第十四航空隊的勒夫哥中尉、拉忽累爾中尉、沙吉上士、康利上士和艾利斯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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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護航大隊的改組
1944 年 7 月 5 日，中共中央軍委指示曾生、王作堯、林平等東江縱隊全體指戰
員：“不論在歐洲戰場、太平洋戰場及中國敵後戰場都是勝利的，只有國民黨的
正面戰場，則處處失敗，中原淪陷，長沙、耒陽相斷棄守，現粵漢之敵，南北對
進，已快會合，並有打通湘桂之企圖。因此大塊華南將淪為敵手，拯救華南人民
的責任，不能希望國民黨而要依靠我黨及華南廣大民眾。因此，你們在華南的作
用與責任，將日益增大。英美在太平洋上繼續作戰的勝利，一旦接近中國南方海
岸，實行對日反攻時，則我華南根據地，將成為一支重要力量，可予盟國部隊以
直接的配合，並可能獲得他們一部分幫助。”指示強調：必須加強與根據地人民
的血肉聯繫，堅持原陣地，並力求繼續發展，擴大武裝部隊，建立廣大與強固的
根據地。42 中共廣東省臨委和軍政委員會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於 8 月在大鵬
半島土洋村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在全省開展敵後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與發展游
擊區；發展人槍，擴大部隊，建立支隊編制，其下相應建立主力團或主力大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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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土洋會議的決定和省臨委及軍政委員會的指示，東江縱隊負責北進和東
進的任務。
1944 年 9 月東江縱隊進行整編，建立支隊級的建制，組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
支隊。44 12 月，為執行北進任務，東江縱隊決定組建第四、第五支隊、北江支
隊和西北支隊。第五支隊以原護航大隊、惠陽大隊和第二支隊、大亞灣人民抗日
自衛隊各一部組建，支隊長劉培，政治委員饒潢湘。45 自此，劉培便率領第五
支隊北上東江上游紫金河源，轉戰粵北山區。東江縱隊北撤時，劉培隨隊北撤山
東，參加淮海會戰，獲得很好的鍛煉機會。其餘護航大隊陸上隊伍編入第六、第
七支隊，海上中隊則連人帶船與港九大隊海上中隊合併。至此，護航大隊的歷史
任務結束。46
八、小結
日佔期間的三年零八個月是香港歷史上最悲慘的歲月，也是最輝煌的年代。悲慘
的是日軍攻佔香港後，逼迫百多萬市民離港，使之顛沛流離，走難途中因病餓而
死者不計其數；留港市民在暴虐統治下，亦活在人間地獄，苦不堪言。不過，亂
世出英雄！為了拯救黎民百姓，驅逐敵人，不少英雄人物在各個領域不怕犧牲、
威武不屈地抗擊敵人，他（她）們成為照亮香港漆黑夜空中的明星，給活在痛苦

中的同胞帶來抗戰必勝的信心。劉培就是其中一顆光芒萬丈的明星！
劉培在香港九龍城出世，與香港以至全中國大部分同胞一樣，都是善良的平民百
姓，只在一般學校讀書，沒有接受過軍事教育，可以說是連槍都未見過。但身陷
國破家亡、親人遇害的人間地獄，忍辱也不能偷生的絕境，那便只有消滅敵人，
才有生存的希望；再加上本身受大哥和大姐的薰陶，參加了革命。此後，不斷肩
負重任，不斷學習，掌握更豐富知識，為肩負更大的任務作好準備。
日佔香港後，劉培率部重返香港抗日，旋即奉命籌組東江縱隊第一支海上武裝力
量—護航隊，護送廖承志、連貫、喬冠華自香港撤返抗日根據地。其後憑著打擊
海匪和動員群眾參軍，船隊不斷擴大，由一艘借來的槽仔船發展到有十多條船。
劉培領導下的海上游擊隊，以小船打大船、以木船打機動船、反登陸作戰、遠程
奔襲登陸作戰等戰例，譜寫了海上游擊戰的獨特作戰模式。1943 年 7 月馬鞭島
海戰，劉培指揮十六名突擊隊突襲殲滅偽海軍一個中隊後，部隊再擴建為護航大
隊，海上游擊戰場由大鵬灣伸展到大亞灣。劉培所部調往大亞灣時，大鵬灣戰區
交港九大隊海上中隊接防，並把兩條武裝船（連人帶武器）交給港九大隊海上中
隊，有力地加強其打擊日偽的力量。
劉培除指揮海上游擊戰給予日偽以沉重打擊外，新中國成立後對海軍建設也付出
不少心血。他不到 30 歲便獲委任為中南軍區海軍萬山獨立水警區副司令員，隨
後被委任為中南海軍工程部副部長、海軍榆林基地副司令員、海軍南海艦隊工程
部部長、國防科工委“064 基地”副總指揮；1981 年任南海艦隊司令部顧問。劉
培屢立戰功，先後獲頒二級獨立自由勳章一枚、二級解放勳章一枚和獨立榮譽勳
章一枚。英雄出香港，香港同胞與有榮焉！
劉培老將軍不幸於 2002 年 12 月 3 日在廣州辭世，享年 81 歲。筆者非常幸運地
掌握了這一個稍縱即逝的機會，訪問了這位在香港出生的英雄人物。謹此對葉維
理、詹雲飛、黃作材、梁少達和葉青茂幾位老先生表示感謝！如果不是這幾位老
先生告知劉培已經到了癌症晚期，並協助我爭取時間，順利地進行了劉培的口述
歷史工作，這位傳奇人物和護航大隊的歷史便可能湮沒了！此外，劉培友善和認
真的態度，劉曉河先生和陳達明先生提供的資料，對完成口述歷史和本文有很大
的幫助，謹此致謝！
作者簡介：陳敬堂博士，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學
系東北亞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十世紀中國研究中心特約研究
員、山西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客座教授、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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