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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宏的炮隊曾射下日軍塚田攻大將。圖為駐防安徽的國軍防空高炮部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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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宏在台兒莊大戰中由於

戰功卓著，榮獲了寶鼎勳章和雲

麾勳章。

1942年 12月 18日，莫德宏

屬下的高炮部隊在安徽太湖擊落

一架日軍飛機，敵機上陣亡的其

中一個，是中國戰場上被擊斃的

職務最高的日本軍官塚田攻大將。

抗戰後政權易幟，這位抗日

英雄被中共囚禁關押。 1951年

莫德宏病故於撫順戰犯管理所。

幼年喪父家境貧困 
勤奮好學得師器重

童年時的莫德宏家境寒微，

其父莫楚興早年去世，靠母親挑

擔、種菜維持家庭生活。莫德宏

除了幫助母親幹活外，還養有數

頭鵝以彌補家計。

其時，古卯村塾師李庇谷開

館授課，莫德宏姐夫潘春年前

去就讀。潘家道殷實，隨約莫德

宏—同前去就讀，並資助其部

分費用。在倌裡讀書時，每當

塾師離開學館，書友們就像開籠

放雀，把書本丟開，有的「車錢

雞」、有的「打陀螺」、有的「捉

九九」，唯獨莫德宏坐在書桌前

讀書、寫字。

莫德宏勤奮好學，寫得一手

好字，深得塾師器重，特免收其

學穀。三年後，莫德宏回家取妻

立室，族上一些不肖之徒，見其

為人老實，就經常欺負侮辱他，

莫德宏感到自己在老家永無出頭

之日，塾師李庇谷也勸導他去大

城市發展。

投軍清鄉展現謀略 
剿賊有方晉副師長

1922年黃紹竑成立廣西訓幹

隊，莫德宏獲知信息，即前去報

名應考，經過短期訓練，派出在

第三營韋雲淞部下當排長。

1926年，莫德宏跟隨李宗仁

先埋伏兩側的部隊同時在日軍背

後發起攻擊，一下子圍殲日寇數

百人，其餘殘敵慌忙逃竄。

莫德宏部隊取得了輝煌戰

果，指揮部通電嘉獎，並把他

「變防禦為進攻」的戰術在部隊

中推廣。從此，莫德宏一時聲威

大震。正當戰役激烈進行時，莫

德宏忽然收到母親去世的消息，

但由於戰事吃緊，無法抽空回去

見上母親最後一面，這成了他一

生中一大憾事。

正當戰鬥膠著時，李品仙指

揮另一支部隊從大別山殺出，將

蚌埠一帶的日軍分數段截斷，與

廖磊部隊形成前後夾擊態勢，各

個擊破，殲滅被困的日軍。

台兒莊戰役後，李宗仁說：

「如果不是桂系第 31軍敢於牽

制、阻擊日軍，台兒莊會戰的我

軍即有被包圍、殲滅的危險。」

由於戰功卓著，莫德宏獲得寶鼎

勳章和雲麾勳章。

台兒莊戰役後，國軍被迫

放棄徐州，莫德宏隨廖磊轉戰 

安徽。

在隨後的—次戰鬥中，莫德

宏被日軍困於北樹莊，情況危

急。但莫德宏採取了聲東擊西的

戰術，撤出一部形成反包圍圈，

由伏擊變強攻戰鬥，雙方為爭奪

陣地形成拉鋸戰、肉搏戰，場面

極為壯烈。

這次戰鬥差點要了莫德宏

的命，當時兩發炮彈落在他身

邊不遠的地方，巨大的衝擊

指揮有方斃敵酋 

將軍參加了著名的北伐戰爭，他

在戰爭中的表現非常勇敢。

抗日軍北上血戰淮河
日軍一個中隊被斬首

1937年，日寇全面侵華，莫

德宏調到桂軍 174師任少將副師

長，兼任該師 520旅旅長，奉命

到蘇北海州佈防。同年年底，日

軍進至巢縣、全椒一帶，遭到莫

德宏率部迎頭痛擊。

1938年初，莫德宏的部隊被

劃入桂系 31軍，軍長為劉士毅，

轄 3個師，其中 138師以莫德宏

為師長。

淞滬會戰之後日軍攻占南

京。 1938年 1月，日軍一路攻

占了淮南平原，沿淮河同中國軍

隊對峙，遭遇到了劉士毅、莫德

宏的第 31軍。

2月 11日夜，31軍發動攻

擊，以迫擊炮襲擊日軍的外圍高

地，即日軍第 58聯隊第三大隊

在考城南方的上窯據點和西灣窯

據點。隨後莫德宏率領 138師強

渡淮河，將日軍第三大隊團團包

圍。在上窯據點東方的寺廟高地

上，日軍一個小隊在第一輪攻擊

中就全體死傷。

目睹了外圍高地守軍全滅的

西山正夫少佐，派遣了敢死隊突

圍向鳳陽縣城的聯隊本部求援，

自己率部在上窯固守待援。

莫德宏於是將主力轉向上窯

西北的西灣窯據點，他巧妙地命

令部隊圍三缺一。試圖用連續不

斷的迫擊炮彈幕把日軍從據點裡

炸出來。

在 13日凌晨，損失慘重的

日軍西灣窯據點指揮官鈴木武一

中尉決定突圍，他率部衝出西灣

窯據點，向考城的日軍主力靠

攏。日軍的突圍正中了莫德宏的

下懷，在考城南方的雙廟子，莫

德宏率部會同 135師一部將日軍

這個中隊全殲，一百餘日軍無一

漏網。開創了桂軍成建制殲滅日

軍的先例。

2月 15日，遲遲趕來的日

軍第十三師團主力才進行打掃戰

場，令這些日軍震驚的是，被打

死的日軍全部被桂軍斬首。

經歷了如此慘敗，所有屍體

都因為頭顱被割掉、兵籍牌被帶

走而無法辨別。這對於堅持回收

己方士兵屍體的日軍來說無異於

一場噩夢。在打掃戰場時，被廣

西軍的悍勇徹底震撼的日軍官兵

放聲痛哭。

台兒莊會戰聲威大震
戰功卓著獲寶鼎勳章

1938年夏，日軍板垣、磯谷

兩個師團向台兒莊發動進攻，莫

德宏率部參加了保衛台兒莊的外

圍戰鬥。

日軍攻打台兒莊外圍時，遭

到了莫德宏部隊的頑強抵抗。日

軍發起一輪瘋狂的衝鋒，莫德宏

令防禦部隊略為抵擋後後撤。日

軍不知是計，拚命追趕。莫德宏

揪住時機，令部隊回身迎敵，預

「福」字的起源與五福臨門
天，會帶來無盡的平安和喜樂，

這就是福。

孔子曾說：「獲罪於天，無

所禱也。」就是說，人們如果做

了違背天理的事，那再祈禱也沒

有用了

後來，人們對「福」字的解

釋就更廣了。《說文解字》說：

「福，佑也。」意思是說，神靈

保佑，逢凶化吉就是福。「福

者，備也。」這是《禮記‧祭

統》中鄭玄的註解，意思是甚麼

都齊備。《釋名》則說：「福，

富也。」《廣雅》說：「福，盈

也。」《韓非子‧解老》說：「全

壽富貴謂之福。」也是「備」的

意思。

「五福臨門」是指
哪「五福」？

「五福臨門」這個成語常被

人用來當作祝賀之詞，但您知道

「五福」究竟是指甚麼嗎？

「五福」之詞，出自於《書

經‧洪範》。第一福是指「長

壽」，第二福是指「富貴」，第

三福是指「康寧」，第四福是

指「好德」，第五福則是指「善

終」。「長壽」是命不夭折而且

福壽綿長；「富貴」是錢財富足

而且地位尊貴；「康寧」是身體

健康而且心靈安寧；「好德」是

生性仁善而且寬厚寧靜；「善終」

是臨終時，安詳且自在地離開 

人間。

在「五福」當中，最重要

的是要有第四福「好德」，因

為「德」是福的根本、「福」是

德的表現，以此敦厚純潔的「好

德」，隨時布施行善，廣積陰

德，才能滋養其他四福，使之不

斷增長。

而「五福臨門」的意思，主

要就是指能得到這五福的人，必

定是樂善寬厚之人，也就能享有

幸福的人生。

力，把莫德宏彈出七、八米

遠，炸開的浮泥埋住了莫德

宏，身邊的幾個隨從找了十幾

分鐘，才從厚厚的泥土中把莫

德宏挖出來。莫德宏身體沒有

受傷，但是耳朵卻被震聾了，

半個多月後，才恢復聽力。

屬下部隊擊斃日酋 
抗戰勝利解甲歸田

1942年底，第二團要送兵到

安徽，當時戰火已燒到湖南，莫

德宏帶領部隊要繞道而行，因路

途受阻，直至 1943年 7月才抵

達安徽霍山縣交兵，但兵員只剩

下 300餘人了。

1942年 12月 18日中午，日

軍一架飛機在安徽太湖彌駝寺上

空盤旋，被莫德宏的高炮部隊發

現。現地指揮官一聲令下，高射

炮齊發，日機被擊落，敵機上 12

名人斃命，其中一個是抗戰以來

在中國戰場上被擊斃的職務最高

的日本軍官，他便是侵華日軍第

11軍司令兼華中派遣軍指揮官塚

田攻大將。

塚田攻是南京大屠殺的策劃

者和指揮者之一，也是太平洋戰

爭元凶之一。莫德宏因擊落敵機

獲記功一次。

1945年秋日本投降後，莫德

宏解甲歸田，回老家過上了悠閑

的生活。

1949年，隨著戰局極度不

利，一大批已經退役的桂系老將

被重新起用，莫德宏將軍也在其

列，他的職務是湘桂黔護路司

令，在中共解放軍數十萬大軍的

攻勢下，莫德宏將軍的軍隊很快

被擊潰，他本人也在新安被共軍

俘虜。

結語

莫德宏將軍生活極有規律，

被認為是桂系軍隊中的老好人，

生活樸實，嫖賭不沾，其對部下

的管理也比較嚴格，不准部下賭

錢和搶掠百姓。他率領桂軍主力

48軍 138師抗戰初期參加徐州、

武漢會戰，抗戰中期轉戰大別

山、皖東，為中華民族奮勇抵禦

外侮，是桂軍的優秀將領，一代

抗日名將。

莫德宏髮妻姓李，上個世

紀 50年代初移居香港。李氏生

二女，長女莫雲英，現定居於香

港；次女莫蘭英，50年代後在

廣州某校任教。莫德宏的二妾劉

志瓊生三子一女，長子莫樹勛，

50年代初期與大母一同去香港，

現在臺灣居住；次子莫樹年，畢

業於華中師範學院，在臨桂中學

任教，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三子

莫樹建，在湖北工作；女兒莫傑

芝，土改後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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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文化早已融入華人的

生活之中，這不僅是中華民族傳

統文化的體現，也寄託著人們祈

吉、祈福的美好願景和冀望。

福字的含義

福，從示部。從示部的漢字，

多與祭祀、神明、祈禱、企盼有

關。這一點從甲骨文中的「福」

字可以得到印證。

從甲骨文來看，福字主要是

由祭壇（示）、酒罐子、雙手所

組成，是古代祭祀的形象寫照。

祭臺上的小點，表示從罐子裡倒

出來的酒，而祭壇就是擺設祭品

的檯子，代表天、地、神明。含

義是向上天祭祀祈求，敬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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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版圖片：公有領域

莫德宏，字致寬，廣西

蒼梧縣須羅鄉富回村

人。生於清光緒 18年
9月（公元 1893年）。
青年時期莫德宏投奔廣

西自治軍黃紹竑，從排、

連、營、團長直至中將副

軍長。

文︱雲中君

抗日名將莫德宏

「福」是一個寓意吉祥

的字，華人對他的喜愛

程度，在日常生活當中

就可以看得出來，比如：

門聯上會貼「春滿乾坤

福滿門」、祝壽時會說

「福如東海，壽比南

山」，還會將能帶來好

運的人稱為「福星」、

好運當頭叫「福星高照」

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