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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解放”一词可做如下表述：正义之师代表历史规律，打败逆历史潮
流而动的邪恶势力，救民于水火，建立人民政权，终结几千年的阶级压迫。
其合法性根据是：之所以胜利，是因为正义，这是由“历史必然性”提供保
证的。虽然历史上出现的，往往是“之所以正义，是因为胜利”。
胜利者对历史的叙述胸怀大格局，善作大块文章。文章一大，细节上难免
疏漏，于是只许远观，不许深究。以声光效果覆盖记忆：所到之处，红旗飞舞
，万众欢腾……
作为亲历者，莫孚先生则提供了“解放”的另一种叙事，虽不宏大，却是耳
闻目睹的百姓视角。
彼时百姓，并不知“历史必然”这类外来名词，却知道古来夺权者的“顺天行
道”；并不知“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道理，却知道“改朝换代”的老例。
至于权力之合法性，则如学者所言：国人眼中所谓“正统”不外二等，一等为尧
舜禅让，和平交接，天下不惊，是为德政；二等为暴力夺权，且维持时间够久
，其间免不了刀兵火劫，生灵涂炭。一等是传说中的方式，二等则是现实中的
法则。再至于匪患，古已有之，匪变官，官变匪，正所谓成王败寇。在传统社
会中，百姓只求活命过日子，并不追究权力交迭的正义与不义。
身处动荡岁月，众人的选择，正如吴宓先生所言，有祸福而无是非。
及至土改镇反，尘埃落定，百姓们终于“觉悟”，明白了“大是大非”，于是顺

民就成了暴民，依托胜利者，向失败的一方施暴。对此，“宏大叙事”的论证是
：只要目的正确，手段可以不正确。
莫孚先生的个人记忆，或许可以为如今依旧字正腔圆的“红色记忆”拾遗补
缺。

广西剿匪反霸见闻

莫孚

1949 年夏天至 1951 年春天，是一段风云变幻的岁月。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目睹了
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和共产党军队的胜利进军；也看到了其后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反对共产党
的抗争和解放军的清剿运动。对于这一切，作为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人，不谙世事，当
时许多问题自然是不清楚的，但，在这期间的打人、杀人和清剿，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难
忘的记忆，至今仍心惊胆寒。

一、国军的溃败
我的家乡在广西平乐县。1949 年 8、9 月间，经常可见国民党的军队从我们这里的公路
路过。军用汽车装着满满的物资，军人们背着行装和武器在公路上行走着，显得十分疲倦
。不时也可看到指挥官给士兵们鼓劲，指挥大家唱歌：“中国省份二十八，广西子弟最刚
强，雄壮，真雄壮”。大人们告诉我，这是多年前的桂系军歌，如今这些军人们唱来不大
协调，因为此时他们吃了败仗，一路由湖北、江西和湖南退回广西，当年的雄壮气魄早已
不复存在了。
入夜，军人们就在路边的村庄住宿。他们借用老百姓的东西，用后是归还的，买东西
也给钱，显得还算有纪律。休息时一些军官和士兵就围在一起赌博，一些人则在老百姓房
屋的外墙上用石灰水写大标语，宣传“国军必胜，共军必败”，“共匪想吃广西的粮就要
拿命来装”。显然这是大话和空话，他们节节败退就是最好的明证。
9 月初开始，见一些军队又往前方开去。听说是出龙虎关往湖南，准备到衡阳一线阻
击解放军。因为白崇禧妄想阻止解放军进入广西，衡阳是进入广西的大门，他决心在衡阳
、保庆一带摆开架势，与解放军决战。
9 月中旬衡宝战役打响，白崇禧这个小诸葛还真的露了一手，他的部队曾围歼了一个
师的解放军，得到了短暂的胜利。但最终有四个师被解放军歼灭，衡保战役以解放军的胜
利而告终。此后，广西的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沿湘桂走廊长驱直入，沿途再没有什么大的
战斗。11 月 22 日解放军占领桂林，12 月 6 日到达平乐，我的家乡被解放了。
记得在 10 月初，一天父亲带我进县城，在大街上贴布告的墙上看到新的大字报，说共
军打来了。听大人们说国军在衡阳吃了败仗，共军正蜂拥进入广西，不久就会打到我们这
里了。此时住在县城的人们显得惊慌，都在准备逃到乡下。
大约在 10 月下旬，我们村上一个在国军中当兵的人回来了，此人名蓝老八（人们习惯
称他八老爷），年龄约四十多岁，是光棍汉。此番他带回一个军中伙伴，此人名叫何孔，广

西富川县人。蓝老八说他们是在衡保战役中被共军俘虏后放回来的。晚上他经常给村上的
人讲战斗故事，我们一班小孩子常常围着听。他说衡保战役打得很激烈，枪炮声不绝于耳
，互相冲击，几进几退。他们连守一个山头，几乎一半人都死掉了，算他命大没有死。共
军打得确实勇敢，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照样往前冲。他们的弹药不多了，共军来势凶
猛，连长就叫不要再打了，留下一条性命吧！连长把自己手上的金戒指拿下来送给士兵，
叫大家各自逃命，就这样他们都做了俘虏。被俘后几天，除当官的外，士兵都被放了，让
他们回家。回到桂林后，看到原来的军长李本一贴出告示叫士兵们归队，有的人去了，他
们不去，想回家，再不想去当兵了。

二、残余势力的反抗
平乐解放后，开始一段时间是平静的，国民党的大部队早就逃到海南岛去了，留下来
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有的逃到乡下躲藏，有的则公开站出来欢迎解放军。1950 年的春
节后，这种平静被打破了。
早在 1949 年 10 月，白崇禧败退桂林，指令广西各地（特别是桂林各县）成立“广西民
众反共救国军”。为此，平乐县成立一个独立旅，隶属第 10 军 28 师，旅长尹治隆，下辖 3
个团。平乐解放时这些人在乡下潜伏，暂无活动。
1950 年的春节过后，这些躲藏在乡下的国民党残余势力按捺不住开始活动了。那些原
来站出来欢迎解放军的国民党地方军政人员，此时也拉上原班人马脱离解放军的控制，到
乡下去公开反对共产党了，如曾当过国民党军队团长、政府县长、平乐专区警备司令的李
瑞熊（平乐县沙子保和人）。1950 年 6 月，原国民党桂东军政区平乐专区“总体战”督导
团团长蒋如荃，在他的家乡（桥亭乡桃林村）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七军，他在幕后指挥，
直接指挥唐必宽、蒋作光等 500 余人在平乐与昭平两县交界的山区从事反共活动。据县志
记载，至 6 月底，县内共有 22 股国民党的地方残余势力约 3600 多人，他们占山为王，各自
为政，从事反对共产党的破坏活动。
我们村也有两名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头目。一为潘彪，他组织了 130 多人的队伍，自任
“湘桂边区游击纵队”直属暗杀队大队长；另一个为洪桂生，他投奔到荔浦县“反共救国
军”第八纵队司令潘卫农处，当上了一名营长，不久又撤回平乐水源一带组织数十人的队
伍。
听大人们议论，恭城县钟祖培（北伐时当过团长、旅长，后升任中将副军长）、阳朔县
的林俊美、石作衡、廖元生等都先后组织“反共救国军”与共产党对抗。这些反共活动在
1950 年的 6 月至 9 月达到最高潮。特别是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认为第三次世界
大战很快就要打起来，蒋介石也很快会反攻大陆，是反共的大好时机了。他们有的进攻县
城和乡镇，有的则围攻农会，杀害农会的干部；有的则在公路上抢劫军车，与解放军对抗
。一时间似乎有天下大乱之势。
1950 年的全年，因为在动乱的岁月里，乡村的学校都没有开学上课，我们一班小孩就
在家帮助看牛、割草。6 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们几个小孩到高山岭头割草，突然看到有
十多个背着长枪、短枪的人（反共救国团成员）向我们走来，并挥手让我们回去。我们不听
，继续割草。不一会，山脚下的公路边突然传来哒哒哒的枪声，把我们吓了一大跳，连滚
带爬的往家里跑，草也不要了。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惊慌极了，回到家后心仍在剧
烈地跳动。后来听大人们说这是潘彪的反共部队在公路上拦劫解放军的汽车，当场打死两
名解放军，活捉一名，其余的逃回县城了。在山上向我们走来的那十几个人就是来控制制
高点放哨的。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反共救国军与解放军的对抗。
在这些反共活动中，如钟祖培领导的恭城暴动，蒋如荃领导的攻打桥亭、阳安两镇，

尹治隆领导的攻打二塘镇，钟祖培、李瑞熊领导的攻打阳朔县黄家解放军驻地，都是较大
规模的战斗，双方各有死伤。但，这些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袭击最终都因解放军的援军赶到
而失败了。
国民党的残余势力一方面攻打县城和乡镇，一方面则张贴布告、大标语，警告老百姓
不要支持解放军，同时鼓动老百姓参加他们的队伍。一时间确有少数老百姓投奔他们。对
于积极为解放军办事的农会干部他们则予以抓捕，有的被杀害。我们村的李本记就被潘彪
的暗杀队给杀害了。
当时农村中的老百姓是处在两难之地，解放军来要应付，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来了也要
应付，谁都不能得罪，在惊恐之中不得安宁。因为新的政权刚建立，人们对共产党尚未真
正的了解，一些人的心里存在一种想法，当年日本人来广西不到一年就走了，共产党来了
还会是这样吗？因为当时社会尚不稳定，人们对形势还看不清楚，所以谁来了都得应付，
都不敢得罪。老百姓就是这样在动荡中过日子。人们的这些疑惑是可以理解的。
1950 年 7 月下旬，国民党的残余势力邹家坤（平乐二塘人）部队约 150 多人来到我们
村，马上指令村上较有名望的蓝老五为他们筹集军粮和菜等。蓝老五不得不各家奔跑筹粮
，并杀了一头猪给他们。这些残余势力没有钱付帐，留下欠条，说是等“反共胜利后再加
倍付款”。这帮人在我们村住了两天，我们村离县城只有 20 华里，人们生怕解放军在此时
到来发生交战，那老百姓就要遭殃了。他们在这里驻扎，曾对村上的百姓们大肆宣传，说
什么“共产党是不会长久的”，“当年的日本人来不到一年就跑了，共产党也会和日本人
一样，在广西是不会长久的”。老百姓当然不置可否，只是听听而已。我当时看到这些人
对老百姓还是很友善，并不像抢劫和杀人放火的强盗。
中共建国后，据当时的报纸报导，溃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面指示华东、
华南、西南等地区的残兵败将负隅顽抗，一面出动大批飞机窜到上海、南京、杭州、广州
等大城市及沿海一带狂轰滥炸，进行骚扰破坏。朝鲜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以为反攻大陆的
时机已到，一面整军备战，一面派遣特务潜入大陆内地活动，企图里应外合，“光复大陆
”，气焰十分嚣张。
从以上这些报导，可以看出当时平乐、恭城、阳朔等地方出现的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
的反共活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
在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兴起之时，曾有人多次动员我的父亲参加，我父亲都推脱不去
。他们的头目如尹治隆、曹志刚、潘彪、洪桂生等，我父亲都是认识的。特别是潘彪和洪
桂生，不但是本村人，而且在抗日战争中还共同在自卫队一起打过日本人，彼此都十分熟
悉。
父亲之所以不去是得益于听了尹承纲的意见，否则早就没命了（文革中却惨遭杀害了）
。尹承纲是平乐二塘乐塘村人，早年曾跟随白崇禧、李宗仁从军。北伐战争时历任团长、
旅长、师长，累立战功；抗日战争中受中将参军之职。此人为人忠厚正直，国共内战时他
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失败已成定局，因而弃军办实业和教育。我父亲原来的妻子（早逝）姓
尹，也是乐塘村人，尹承纲是她的堂兄。1945 年冬至 1948 年春，我和父亲、母亲住在县城
，就是租住尹承纲之弟尹承纪的房屋。尹承纲从外面回到平乐多在尹承纪家里，常常谈到
当前形势。我听父亲说过，尹承纲曾对他们说“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都打不过共产党，再
搞什么游击队还有什么用，不是自取灭亡吗？”“还是老实本分一点为好。”这些意见在
父亲的头脑中起了作用，所以他一直老老实实地行医，不参与别的活动。
尹承纪于 1950 年初和他的三女儿尹之莲到香港去了，他的二夫人本来也是同去的，但
临上船时又不去了，据说是舍不得家产，结果在 1951 年反霸时被以恶霸论处而枪杀了。

三、剿匪运动

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残余势力被共产党称之为“匪”，他们的各种反抗被视为“土匪暴
乱”，当然不能为共产党所容忍，必然会遭清剿。
早在 1949 年 6 月 15 日，在新政协召开之时，毛泽东就宣布，中央政府一成立，一是要
肃清反动派的残余，镇压反革命的捣乱；二是要加紧经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1950 年 3
月，在全国开展剿匪的同时，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严厉镇压反革命的指示》。6 月 6 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对镇反工作再动员、再部署。6 月 14 日，决定成立人民法院
，运用司法程序来镇反。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中共镇压土匪和反革命的决心之大。
在这种情况之下，广西各地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如此明目张胆的反共，就引起了中共中
央和毛泽东对广西镇压不力的极大不满。他们认为广西比西南解放在先，西南解决了“土
匪”问题，而广西却落在后面，为此毛泽东批评广西的剿匪是全国最差的，并且存在严重
的右倾，“镇压不足，宽大有余”，“该杀的不杀，该抓的不抓，重刑轻判，宽大无边”
。10 月 1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纠正镇压反革命的右倾偏向的指示》，同时加派领导
人和部队到广西。由此，一场大规模的剿匪运动迅即展开。
平乐的剿匪运动从 1950 年 12 月初开始。遵照毛泽东的“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
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县里成立了“剿匪委员会”统一领导剿
匪工作，同时成立县武装大队，区级成立区中队，村建立民兵，配合野战部队共同剿匪。
并利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士成立“招抚委员会”，招土匪下山投诚，以获得宽大处理。当
时反复宣传的剿匪方针政策是“军事打败，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结合”；对土匪实
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此争取多数，打击
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达到彻底消灭匪特之目的。
毛泽东的指示果然奏效。在解放军的野战部队、县大队和民兵的共同围剿下，大兵压
境，老百姓自不敢支持土匪，土匪被围困后，往往因为缺粮和子弹而分散逃窜，这就容易
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同时，由于政策攻心起了作用，许多参加土匪的老百姓主动向解放军
投诚。不到一个月，土匪的队伍迅速瓦解，一些头目在“招抚委员会”的号召下也放下武
器投诚，余下的骨干分子和主要头目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到处受到围捕，又没有吃的，
最终不是被抓就是被击毙。
我们村因为出了一个反共头目洪桂生，剿匪部队和民兵经常在晚上来搜捕。记得在 12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剿匪部队悄悄地进到我们村，先到洪桂生家搜查，然后由他的兄长洪
福佑带上剿匪部队到我家，因为我家和洪家向来关系密切。剿匪人员没有声张，由洪福佑
叫开门。当时我们一大家人正在烤火闲谈，门一打开，剿匪人员冲进来，同时哗啦啦的拉
动枪栓的响声，伴着吼叫声，逼着人们往后退。母亲拉着我和弟弟迅速退到房里，我感到
十分害怕，弟弟们则被吓哭了。剿匪人员当即在屋里到处搜查，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向大
人们说了一通话而离开了。
剿匪部队在我们村守了一夜，下半夜时有数十名土匪经过村口的山坳，与剿匪部队发
生交火，土匪被打散了四处逃跑。第二天早上，听说三马塘那边有一股土匪被包围了，正
在激战，在我们村的剿匪部队要赶去支援，迅速做好了饭菜，要几个青壮年为他们送饭去
。下午，送饭回来的人说，被围困的土匪全被解决了，有的被活捉，少数被打死，只有个
别逃脱了。剿匪运动就是如此的过程吧！我们村的反共头目潘彪，就是在他的手下投诚或
者被抓后，他一人东躲西藏，终于被解放军发现因拒捕而被当场击毙，民兵们把他的头割
下来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
反共头目洪桂生则是自杀身亡的。我目睹了他自杀的全过程，至今尚记忆尤深。1951
年 1 月中旬，一天早上，洪桂生的部下王阿三被抓获后，交代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土地
庙的墙上，他主动带解放军来庙里取这支枪。土地庙共有三间房，中间一间供着菩萨，左

边一间放着一付棺材，右边一间存放杂物（王阿三的枪就藏在这间）。当解放军押着王阿三
寻找枪支时，惊醒了在左边房棺材底睡觉的洪桂生（他大概是昨晚潜回到这里躲藏的）。他
一听有人，慌忙掠起，嘴角碰到棺材边出血了，当即用驳壳枪向右边房的解放军射击，并
投出一颗俄式手榴弹，幸未爆炸，否则解放军就会有重大伤亡。听到枪声，解放军和民兵
迅即躲避，有的掀瓦背爬了出来。很快土地庙就被包围了，这次洪桂生是插翅难逃了。
当时我正在家里吃早饭，听到枪声和“洪桂生被包围了”的喊叫声，当即丢下饭碗，
带上我的弟弟（4 岁）和一个堂弟（7 岁）上到楼上由窗户往外观望。这个窗户正好对着土
地庙，对洪桂生的一切举动看得十分清楚。只见他蹲在门边的墙角，手握驳壳枪，不时向
外射击。叭！叭！清脆的枪声震惊了山村的早晨。大人们都出门观看了。解放军和民兵并
没开枪，看得出来是想抓活的。此时解放军把洪桂生的亲哥洪福佑找来了，要他喊话劝他
的老弟出来投降。只见洪福佑在离土地庙约 100 多米的地方站着，面对土地庙大声喊道：
“你把枪丢出来，投降了，没有退路的了，投降了解放军是会宽大的。”洪福佑反复喊话
，解放军和民兵也多次喊“缴枪不杀”，但洪桂生在庙里不时向外射击，有时又答应两声
“缴枪了，你们保证生命安全吗？”大概坚持了二十分钟，洪桂生突然冲出来，高喊着“
缴枪了”，却朝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而倒地毙命了。
这时所有参战的军人和民兵，还有村里许多大人和小孩们都围上来看洪桂生的尸体。
只见洪桂生双眼闭着，身上流血把衣服染红了。解放军和民兵们则谈着这段时间追捕的艰
辛和胜利后的高兴心情，许多人举着枪向空中射击，以庆祝胜利，发泄心中的喜悦。
解放军的负责人叫洪福佑把尸体收去掩埋，但一些民兵积极分子则抢着把尸体拖到农
会的公路边上，最后割下了洪桂生的头挂在公路边的树上示众多日。看到这一切，当时我
的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人死了还要把头割下，未免太残忍了。洪桂生虽然反共，但他
在本地并未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我总觉得我们村的老百姓对他并无多大的仇恨。他的自
杀也算是明智的，如果投降了结果也会是七斗八斗以后而枪决。许多投诚的反共头目后来
都被杀掉了就是明证。

四、枪毙土匪恶霸
1951 年 1 月，平乐县内的 22 股国民党地方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的土匪，约 3600
多人被全部清剿完了，剿匪运动取得了全面的胜利。主动投诚的一般成员，部分人确属老
实的百姓，经教育后放回家了；而多数人、特别是一些头目和骨干成员，不论是投诚的还
是被抓获的，都在关押着，等待下一步的处理。
新年开始，即将进行土地改革运动。为了使土改顺利开展，使老百姓忠心地跟共产党
走，不再对国民党抱有幻想，镇压农村中的土匪及恶霸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大开杀戒
成了当时的主流，村村都在杀人，而且这种杀人完全没有司法程序。土匪中的小头目及骨
干成员，区级政府批准就可以杀；大一些的头目县级政府批准就能杀。总之，枪毙一个土
匪或恶霸轻而易举，就像笼子里关着的鸡，只要有人喊杀，此人就绝对死定了。
我当时耳闻了大人们谈论的许多杀人事件，我自己也目睹几起，看到那种种打人和杀
人的场面，至今仍心有余悸。
1、1951 年 2 月，听到二塘赶圩回来的大人们说，今天二塘枪毙了 20 多人，有匪首邹
家坤及国民党的反动人员地主伍晋衡等，全是用机枪来扫射的，不死的由民兵再去补枪打
死。
2、尹承纪的二老婆也是在 2 月被枪杀的，罪名是女恶霸。听说开斗争会时把她的衣裤
都剥去了，只留内衣和内裤，大冷的天里被冻得全身发紫，推出去枪杀时已不能动弹了。
我和父亲、母亲曾租住过她在县城的房子，与她们家同住，平时我称她为八舅娘。我对她

的印象不错，白白的面孔，说话大声，平时爱打牌赌钱，但对周围的人和她家的两个丫头
还是和善的，并未见什么霸道行为。一个妇人，并未反共也未杀人放火，却被说成恶霸，
成了枪下之鬼，实在有些令人想不通。
3、我们村的潘大力，一个年近 60 岁的男人，成了我们村反霸的第一个枪杀对象。他
是我一个堂侄的外公，也未干过什么坏事，在地方上是较有名望的人，县里成立“招抚委
员会”时他还是委员。土匪招抚下山了，他也被枪杀了。
4、舅父的含冤被枪杀。我母亲的亲哥哥、我的八舅父莫锦林，阳朔县福利竹仔简村人
。过去他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连长，转业后当过村长。为人一向忠厚、老实、本分。反
共势力兴起时，一些头目硬拉他去参加，要他做参谋，从未杀人放火。开始剿匪后，他们
一家四口人曾来我们家躲避。剿匪运动快结束时，八舅娘和两个小孩先回去了，不久来信
说没事了叫他回去。1951 年 1 月中，我与八舅父同去（舅父的想法是带着一个小孩，如果
在路上遇到盘查方便说话些）。后来听说舅父回去不几天就被抓，半个月后就在阳朔枪杀了
。
随八舅父回家途中，曾听老百姓说沙子镇当天枪杀了几个土匪头目，有黄金福、何老
桥等，大人们说他们都是主动投诚的，也被杀掉了。
5、李瑞熊父子同时被枪杀。如前述，当解放军进平乐时李瑞熊是出来欢迎的，但不久
就拉上他的原班人马下乡反共去了。剿匪后，他的部队被打垮，他潜回家乡沙子保和牛头
村，不久即被抓获，1951 年 3 月底与他的儿子一起在平乐县城被枪杀。听说枪杀他之前，
他父子二人的手是用铁丝穿过手心来捆绑的。
6、目睹王阿三被枪杀。王阿三是隔壁长冲村人，洪桂生的部下。当他被抓获后又逃跑
去跟洪桂生，第二次被抓是回家找食物吃，被家人抓住交给剿匪部队的。虽然他坦白交代
了有一支长枪藏在我们村的土地庙，并带解放军来收缴这支枪，最终也难逃死亡的命运，
而且死得十分惨。斗争王阿三那天我去看了。王阿三与潘石生、陶桂有和另一姓潘的人，
都是潘彪的部下，四人一起被押到斗争会场，上台去斗的人都用力拿竹棍打王阿三，打得
遍体鳞伤，全身青紫，叫人惨不忍睹，其他三人则未被打。看到这种打人的场面，我感到
很害怕。最后把这四人推去岭边枪杀，王阿三几乎不能走了，是被人抬去的。
7、到水源村看斗争会杀人。水源村离我们家约 5 公里，一天，农会通知去参加斗争会
，大人们去，我们几个小孩也跟着。到达会场时，只见台上跪着四个人，五花大绑，民兵
荷枪实弹地看押着，周围站了不少拿枪的军人和民兵，气氛十分严肃。只见一些人轮流上
台去斗。被斗的四个人听说全是反共头子曹志刚的部下，一个姓唐，小名叫麻子连，其他
三人记不起名字了。麻子连开始是农会干部，反共势力猖狂时，他反水投入其中，因而这
次斗争会所有的人都向他开火，用棍子把他打得半死。会后把这四人推到田边空地上枪杀
。之后，我看到粉岩村的老徐（一个当时较有名的剿匪积极分子、县大队队员）用刺刀逐个
去捅这些已死去的人，边捅嘴上还边骂个不停，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解恨。我觉得太残忍了
。
8、看李巧初被枪杀。1951 年 5 月，为了推动土改斗地主运动的开展，区里组织斗争大
会，以给各村树立榜样。一天，学校组织全校师生去参加斗争大会，各村的地主也被拉去
陪斗，许多老百姓都去受教育。会场设在县城对河的南福村，这天斗的就是该村的地主李
巧初，一个年约 40 多岁的女人，细小的身材，跪在台上给贫下中农轮番上台批斗。全区的
斗争大会，人山人海，我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场面。会后，即把李巧初推到路边的土坡
上枪杀，是用沙枪来打的，多枪才能打死。最后区政府的领导人讲话，号召各村农民积极
投入土改和斗地主运动，求得翻身和解放，同时警告各村的地主，只能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和自己的财产，配合土改，否则李巧初就是榜样。
9、看枪杀蒋如荃。据史料记载，蒋如荃生于 1888 年，平乐县桥亭桃林村人，生于书

香富裕之家。幼年好学，且爱体育，1906 年入桂林陆军小学，毕业后升入武昌陆军第三中
学。武昌起义爆发，参加革命军与清军作战。1914 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深造，1916 年毕
业分配在桂军任营长，1927 年出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团团长，后历任南宁、玉林、梧州、平
乐等地区民团指挥官。1947 年 11 月升中将，1949 年 10 月接受白崇禧的命令成立“反共救
国军”从事反共。
1951 年 9 月 17 日，平乐县政府在二塘九龙村召开公审蒋如荃大会，我们学校也组织师
生参加。我们离得远，只隐隐约约看到蒋如荃跪在台上，当时尚没有扩音器，上台去斗的
人讲话，都是工作人员用喇叭筒重复。会议负责人宣读了他的反共罪状，之后推出去枪杀
了。那天还斗争了一名二塘石板桥村姓张的地主，也枪杀了。

五、结束语
据官方数字，中共为了在新解放区开展肃清国民残余势力的工作，即剿匪运动，从
1949 年冬开始至 1952 年底结束，出动了 39 个军 140 多个师约 150 万人，共消灭土匪武装
240 万人，关押各种反革命分子 127 万人，管制 23 万人，杀掉 71 万人。
在广西，歼灭土匪约 93 万人。在平乐县，歼灭土匪 3600 多人，其中投诚的 830 多人，
围歼和俘虏 2810 人。在这些人中，排长以上的匪首 306 人。被击毙的匪首如唐必宽、潘彪
、蒋作光等；活捉的匪首如李瑞熊、周国治、周玉麟、廖唯民、张少甫等，以及恶霸、国
民党军政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共 591 人被抓捕，部分人被镇压。
官方公布的全国只杀了 71 万土匪，这一数字显然是大为缩小了的。就以我们一个村来
说，有 12 个自然屯，约 2000 人口，被杀掉的恶霸和土匪就有近 20 人，可以肯定，全国杀
掉的绝非只有 71 万。
在一个社会的变革时期，胜利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对那些为维护旧政权
而动刀动枪、杀人放火而又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实行镇压，这是必要的。中国的历代社会
变革大多也是如此进行的。但共产党剿匪、反霸运动，所杀的人就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
许多不应杀的人也杀掉了，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以笔者的家乡平乐县为例，在剿匪反霸中，所有国民党残余势力（即共产党所称之土
匪）的大小头目，不论是俘虏的还是投诚的，几乎全部被杀。他们中有的参加过反清的武昌
起义，有的参加过北伐战争，这些人在历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由于历史的原因，他们不
信仰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但他们已经放下武器投降了，就一定罪该当诛吗？笔者认为
起码多数人是不该杀的。敌对势力的一方，只要他放下了武器，不管是被俘还是投降，他
的人权（特别是生命权）就应当得到保护，这是最码的人性和人道。
至如枪杀恶霸，像尹承纪的二夫人，一个女流之辈，她算哪门子恶霸？我们村上的潘
大力，一个已经 60 岁的老人，地方上有一定的声望，并无为非作歹之事，也成了恶霸，岂
不令人好笑吗？我们村上枪毙的潘孝发，也只是当过村长而已，并无劣迹；其他的如潘石
生、余阿七、陶桂有、王阿三……等多人，也只是一般的土匪成员，都被枪杀了，这些人
真的该杀吗？
剿匪、反霸错杀了许多人，这是客观事实。此事已经过去 50 多年了，死者长已矣。但
，回顾那一段动荡的岁月，认识历史是非，总结经验教训，以指导后人不至重犯类似错误
则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大事。

作者简介：
莫孚，广西平乐人，1937 年出生，1960 年毕业于桂林冶金地质学校，两年后，在该
校任教。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开始反思历次政治运动，写有多篇关于土改、大跃进、文革

方面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