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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續736期本版，閻錫山（下）篇。

他曾 「事到難處宜放膽」，

於 1949年「受任於敗軍之際，

奉命於危難之間」，苦承國家重

任，扶艱於山之將傾。他常 「得

人事舉，失人事敗」，其下屬軍

政人員，常日平實，臨事感人，

遂有太原五百完人之千古壯事。

防共反共 警醒世人
早在國軍剿共時期，閻錫山

就曾親自編寫防共課本與防共

歌。抗戰期間，共黨藉機禍晉，

故閻錫山對共產主義及共黨殘

暴，認識尤為深刻。

他曾命人將共黨恐怖殺人的

種種事實彙編成冊，寄給平、

津、京、滬，以告國人。遺憾的

是，沒有一家報紙登載，當時人

們均以為山西所言不合事實、不

近人情，殊不知共黨之恐怖，遠

超過人倫常理的認知。

國共戰爭期間，馬歇爾試

圖調停，1946年 3月到太原會

晤閻錫山。馬歇爾謂：「我要調

處，並確信能解決你們國共的衝

突⋯⋯」

閻錫山對還不瞭解共產黨的

美國人說：「中國之赤色威脅，

實為整個遠東、日本及世界之威

脅。」馬歇爾調處期間，國軍遵

令停戰，共軍攻擊則一日不停，

山西 37縣城陷入匪手。

其後，閻錫山對國人講：「若

干美國人士受共產黨虛偽宣傳的

欺騙，認為共產黨將對聯合國全

部會員國保持友好。因此，認為

即使共產黨控制全中國，亦無須

介意，此種希望，實際上不啻為

空中樓閣。在八年抗戰之中，當

時共軍係由中央政府撥歸本人指

揮，我就從共產黨處得到慘痛的

經驗，我從經驗中深知共產黨的

出爾反爾，言行不符。」

1948年，閻錫山對山西幹

部講到：「抗戰期間，國家把八

巷戰最為激烈，共軍銜恨放火圍

燒洪爐臺，侍衛隊、特務團 5000

餘人，傷亡殆盡。

24日，山西省政府代主席梁

敦厚為與城共存亡，與閻錫山堂

妹、山西省婦女會理事長閻慧卿

率五百餘軍政官員自戕成仁，並

引火焚體，撼天地，泣鬼神，實

踐此前「不做俘虜，屍體不與共

匪相見」之誓言。

1951年，「太原五百完人招

魂塚」於臺北圓山落成，落成典

禮上，蔣總統率五院院長暨百

公，及黨政軍首長祭奠，百公親

撰祭文，山川日月亦為之動容。

受命危難 馳驅蜀粵
1948年冬，徐蚌會戰失利，

國軍兵敗如山倒之際，時人以為

蔣總統是與共黨和談之障礙，

1949年 1月 21日，蔣總統宣布

暫行引退，副總統李宗仁代行總

統之職。李宗仁以為與共黨和

談，可換來劃江而治，渾不覺中

樞失重，大廈將傾。

三國時，蜀相諸葛亮在〈出

師表〉中寫下「受任於敗軍之際，

奉命於危難之間」之千古名句，

閻錫山於此時赴京組閣，出任行

政院院長。

閻錫山表示：「山以衰年，

謬膺重寄，念茲艱難，常恐弗

勝。第以時至今日，毒焰洪流，

實千古未有，不獨為國家安危得

失之機，且更有民族存亡絕續之

懼，稍不努力，即陷沉淪。⋯⋯

此後進退當以國家利害為前提，

個人得失，非所計及。」

整個局勢惡化的腳步並未停

歇，期間，閻錫山奔波蔣、李

之間，力謀團結，煞費苦心。局

勢無法挽回之時，李宗仁出國養

病，閻錫山主持中樞大局，載徙

路軍歸我指揮，就是把共產黨的

黨政軍的人才，拔茅連茹的來到

二戰區，我不能不為國家表現國

家的態度，與合作的真誠。我雖

對他們表了十分的好，他們卻不

惜對我報了十二分的壞。我說共

產黨是九條尾巴的狐狸精、是蛇

蠍、是豺狼。我這不是一點彰人

之惡的心理，純乎是為世界人類

吶喊的心理。」

赤海孤島 保衛太原
1946至 1948年，共軍在山

西各地發動無數次大小攻擊，閻

錫山領導山西各地守軍，浴血奮

戰。 1948年 6月起，共軍挾 60

餘萬「人海」來襲，太原保衛戰

拉開序幕。

對於守城決心，閻錫山說：

「我未能考慮我能否守住太原，

我並不顧勝敗，我所知者，為我

保衛太原之職責，將保衛到底。」

1949年初，閻錫山 6次致

電華北剿匪總司令傅作義，勉其

「只有犧牲奮鬥，萬不敢僥倖共

存。」不想傅作義於 1月 23日

與共黨簽訂所謂「和平協定」，

北平失守，太原遂變為「赤海孤

島」，成為華北之最後孤立據點。

1949年 4月 9日，共軍在俄

國的全力武器物資支援下，對太

原發起第七波攻勢，以山炮、野

炮、重炮、榴彈炮、火箭炮、高

射炮及輕重迫擊炮 3000餘門強

攻太原，太原保衛戰慘烈進行。

期間，國家正值危難，閻錫

山多次因公被召，他在南京接

獲太原戰事不利消息時，堅持返

并，卻因太原機場驟然不能降落

而未能歸。

4月 19日起，共軍依照共

諜帶出的城防圖，大量使用火箭

炮，將太原碉堡逐次擊毀。 21

日，迫近城垣時，更大量發放燃

燒彈，殘酷釋放毒氣彈，守城軍

民在漫天炮火下，救火堵城，又

因缺乏毒氣防護，死傷慘痛。

24日，太原城破，雙方轉

為巷戰。城內炮聲如雷，彈飛似

雨，煙焰瀰漫，一片火海，駭魄

驚心。城內部隊繼續英勇抵抗奮

戰一日一夜，血染地紅，無有降

者。其中尤以侍衛隊、特務團在

鼓樓街、布弓街、洪爐臺與共軍

春天的最後一個節氣——穀雨
多，浮萍開始生長；接著，布穀

鳥鳴叫提醒人們播種；桑樹生長

旺盛，時常可以看到戴勝鳥在桑

樹叢中飛來飛去。

值此天氣變暖、生機盎然的

穀雨時節，詩人們感受暮春時節

的大好風光，賞牡丹、品新茶，

也留下了許多關於穀雨時節的 

詩詞。

清代詩人鄭板橋在其〈七言

詩〉中就寫到：「不風不雨正晴

和，翠竹亭亭好節柯。最愛晚涼佳 

客至，一壺新茗泡松蘿。幾枝新 

葉蕭蕭竹，數筆橫皴淡淡山。正好

清明連穀雨，一杯香茗坐其間。」

在穀雨這一天，正值天晴，

看院子裡的亭亭翠竹，興致盎

然，在新茶繚繞的香氣中，畫幾

筆山水竹枝，這真是人生的一大

樂趣啊！

穀雨習俗

榖雨節氣，民間流行的習俗

相當多元。

1.祭倉頡
「穀雨祭倉頡」是流傳千年

的民間傳統習俗。據《淮南子》記

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

鬼夜哭。」意思是，漢字的產生，

驚天地、泣鬼神，天上下起了穀

子雨。因為有了漢字，上天得以

向人們傳授天地的奧祕，傳承

造物主的真意，所以降下穀雨以

示慶賀。人們因此在這天祭拜倉

頡，感謝他的恩德。

2.賞穀雨花
穀雨前後是牡丹花開的重要

時段，因此，牡丹花又稱為「穀

雨花」。在江南，還有「穀雨三

朝看牡丹」之諺，也有在夜間懸

燈宴飲賞花的，稱為「花會」。

3.海祭
穀雨節也被稱為「漁民節」。

穀雨時節春海水暖，百魚行至淺

海地帶，正是下海捕魚的好日

子。俗話說：「過了穀雨，百魚

近岸。」為了能夠出海平安，滿

載而歸，穀雨這天，漁民會舉行

海祭，祈求海神保佑。

4.喝穀雨茶
穀雨時節，溫度適中，雨

臺員，直至 1950年 3月，蔣公

復行視事。

十年隱居 十年著作
蔣公在臺復行視事後，閻錫

山卸任，在陽明山開始了十年隱

居，十年著作的生活。

他的宇宙觀是「收穫理性」；

他多次論述「中」的道理，他認

為，中即種子，是造物主；他提

出「種能論」：「一切的種子，

是由理的演化；理性的擴充，是

由一切種子的收穫，此正是由靜

而動，由動而靜；靜做到了動的

動力，動完成了靜的收穫，始知

如梭之日月，寒暖之四時，榮枯

之萬物，成毀之宇宙，皆各有其

內容，此我之收穫的宇宙觀之概 

略也。」

1960年 5月 23日，閻錫山

在臺北逝世，壽享 77歲。蔣公

挽曰：愴懷耆勳。蔣公發褒揚

令，概括閻錫山一生功勳：

「遺大投艱，勛勤備著。遽

喪老成，實深軫悼！」

本文開篇提出這樣的問題，

閻錫山生前自題了這樣一幅對

聯：「有大需要時來，終能成大

事業；無大把握而去，終難得大

機緣。」他所說的「大機緣」是

甚麼？他等到、得到了嗎？相信

讀者中的高人，心中已有答案：

夏雨落淚一代英雄謝幕去

黃花含笑千古風流相繼來

（全文完）

主要參考資料：

《閻錫山早年回憶錄》、《閻錫山年

譜》、《民國閻伯川先生錫山年譜：

長編初稿》、《閻伯川先生南行言論

集》、《孫中山全集》、《清史稿》、

《改變中國歷史的北伐戰爭》、《蔣公

與我 見證中華民國關鍵變局》
（看中國版權所有，侵權必究）

穀雨是春季的最後一個節

氣，在每年的 4月 19日至 21日

之間。穀雨的到來代表著春季稍

寒的天氣結束，溫暖的夏日漸漸

鄰近了。

穀雨源自古人「雨生百穀」

之說，此時正是秧苗初插最需要

雨水滋潤的時候，所以也有「春

雨貴如油」的說法。

古詩詞裡的穀雨

中國古代將穀雨分為三候：

「第一候萍始生；第二候鳴鳩拂

其羽；第三候為戴勝降於桑。」

意思是說，穀雨後，降雨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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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閻錫山
向記者展示用於自戕

的膠囊。

 閻 錫 山 ， 攝 於

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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閻錫山的宇宙觀是「收

穫理性」，人生觀是「成

己成物」，政治主張是

「愛人公道」，他憂慮

自己「智不足以知人，

勇不足以勝人，仁不足

以感人」。

文︱趙長歌

量充沛，茶葉細嫩清香，味道

最佳，此時所採的茶就是有名

的「穀雨茶」。許多人喜歡在穀

雨時節品嚐新茶，所以穀雨又名 

「茶節」。

抗日宣傳

百川匯海成大事業
山傾扶艱待大機緣

閻錫山 
終

國軍守衛太原保衛戰。城內食糧極度困難，國民政府空投食糧。

閻錫山任行政院

長，攝於約19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