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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海上游擊戰是香港游擊戰的主要特點，而王錦（1923年- ）是港九大隊海上中隊的重
要幹部，他的一生也反映了中共將領的成長歷程。初小程度的王錦，16 歲加入游擊隊，19
歲協助建立海上隊，21歲任中隊長。新中國建立後，到南京海軍學院學習。42歲時於“八．
六海戰”一役，指揮艦隊殲滅兩艘噸位比他座艦大十倍的美製戰艦，撰寫了新中國海軍從海

上游擊隊到正規海軍的歷史性一頁。 

 
一、前言  
日軍發動全面侵華戰爭之後，燒殺搶掠，強姦婦女，無惡不作。手無寸鐵、從未受過軍事訓

練的同胞，逼迫於國難當前，深感非與強敵拚死相搏，無法拯救國家民族於危亡，於是紛紛

以各種形式，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有些從事宣傳籌款、賑災支持；有些直接參予軍事鬥爭，

築成保衛國家民族的血肉長城。他（她）們年齡從老到少，從北方到南洋，都在神州大地的

抗日戰爭中，作出了偉大的貢獻！ 

 
許多動人心弦的故事就發生在我們生活的香港，故事的主人翁有些是皇仁、華仁、喇沙、拔

萃、聖瑪利、德貞等名校的男女同學，有些是小學老師，有些是工人、漁民，甚至是十餘歲

的小伙子，大部分都從未受過軍事訓練。但為了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他們憑著機智和勇敢，

抱抗戰必勝的信心，與已受嚴格軍事訓練的日偽軍作你死我活的鬥爭。他們之中，除得到幸

運之神眷顧而倖存外，不少已經貢獻出寶貴的生命！ 

 
王錦是其中一個令人尊敬的游擊戰士，他在 1923 年 2 月出生，廣東東莞厚街北社村人，父
親業小販，母織草蓆販賣。7歲時讀小學，至 11歲讀小學四年級時，因父病逝而停學。王錦
需幫助家計，13歲開始幹各種散雜工，最後在厚街新紀元茶樓工作。1938年日軍侵佔廣東，
時年 15 歲的王錦見日軍經常到茶樓挾持女招待員輪姦，因而義憤填膺，誓要把日本侵略者
驅逐離國土。其時東莞有抗日游擊隊活動，王錦在愛國人士和中共地下黨的鼓勵下，1940
年 10月 15日之後與兩位朋友到大王嶺參加了曾生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後名為東江
縱隊），編入第三大隊虎門彭沃中隊，在東莞、寶安一帶抗擊日偽軍。有時一天作戰一、兩

次，經常轉移陣地，睡在山頭，食一頓餓一頓，生活雖然非常艱苦，王錦都堅持下來。1941
年在東莞大嶺山附近打了數場仗，後由曾生大隊長帶領王錦等兩個中隊到寶安縣石橋坑山上

駐守。香港淪陷時，1942年 1月王錦從彭沃中隊抽調出到九龍西貢，與在西貢的短槍隊一起
拯救文化界人士、掃蕩土匪、打擊日偽，後負責組織海上隊，率部多次與日軍血戰，以弱勝

強，立下不少汗馬功勞。抗戰勝利後，率部到鹽田改編，隨即北撤煙台，參加華東軍政大學

學習，畢業後曾調渤海軍區海防總隊、海上部隊工作一段時間。後調回兩廣縱隊，參加濟南、



淮海等戰役，至南下廣東，轉戰南下，1950年 5月率炮兵營協同 131師解放青洲、牛頭、大
小萬山、白瀝、竹州、黃茅等島嶼。新中國海軍成立後，在“八．六海戰”，一戰擊沉兩艘

大型美製軍艦。 

 
王錦以小學文化程度，從一名小游擊隊員，累積戰功晉陞至汕頭川島兩個水警區參謀長副司

令；從率領兩三艘船隻的海上游擊戰，到指揮十餘艘艇艦規模的大海戰。先後獲頒“中華人

民共和國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中華人民共和國三級解放勳章”、“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

功勳榮譽章”，並曾受到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兩次接見，還被邀請到天安門觀禮台參加國慶

觀禮。新中國海軍的一個重要人物與香港有這麼密切關係，我們所有香港同胞與有榮焉！ 

 
二、籌建海隊 
全面抗戰開始後，香港對支援抗戰承擔了日益重要的任務。因為日本開始侵略後，便迅速攻

佔了中國所有沿海港灣，並用艦艇封鎖沿岸海面，阻止援華物資進入。中國除了只能維持與

蘇聯的陸路交通外，只餘下香港成為與西方列強保持聯繫的唯一門戶。於是香港成為了援華

物資的中轉基地，無數的帆船以此為中轉站，遠航華中、華南沿海一帶，形成了向腹地運送

補給品的通道。香港倉庫的軍需物資堆積如山，下面的香港貿易統計數字，反映了當時情況： 

 
年度 進出口貿易合計（港元） 

1936 525,078,000 
1937 1,008,440,000 
1938 1,130,100,000 
1939 1,127,600,000 
 
上表顯示，以七七事變為轉折點，香港貿易額增加了一倍以上。據日軍參謀本部估計，在 1940
年 6月間，月補給量約為六千噸左右。 
 
抗日戰爭史專家魏宏運教授指出：“八年抗日戰爭中，有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應該說還有

一個‘海外戰場’，這一戰場是由世界各地華僑開闢的，範圍更為廣大。它不像前兩個戰場

那樣炮火連天與日軍短兵相接，然而鬥爭也極激烈，是抗日戰爭重要組成部分。”1 香港就
是連接“海外戰場”與內地戰場的重要橋樑。此外，上海淪陷後，一大批中共黨員和文化界

進步人士轉移到香港，紛紛成立了各種救亡組織，除了各行業的賑濟會，還有宋慶齡領導的

保衛中國同盟會、工合國際委員會等。各類商會、同鄉會此時也都成為了抗日救亡活動的活

躍團體，如瓊崖華僑救鄉聯會總會，統一了南洋各地的瓊籍華僑組織。 

 
據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統計，截止 1940 年底，海外華僑組織的大型救國團體有 649 個。幾
乎所有華僑團體都在努力開展新的渠道，鑄造僑胞的愛國主義思想，華僑的報刊雜誌、學校、

社團及會館都動員起來，如巴黎的《救國時報》、紐約的《華僑日報》、舊金山的《世界日報》、

新加坡的《星洲日報》、菲律賓馬尼拉的《華僑商報》等。全世界華僑報紙的總數在七十種



以上，其共同特色就是突出地報道祖國的抗日動態，開闢〈祖國消息〉和〈華僑救亡運動〉

等專欄。香港則成為華僑報紙的總匯，共有十多種。2 僑胞踴躍捐輸，抵制日貨和回國服務
等，顯示了愛國的偉大力量。日本認為香港對中國抗戰扮演一個無可代替的地位，為徹底切

斷中國與英美的聯繫，侵佔香港，可以“在精神上予重慶政府以巨大打 

擊。”3  
 
1939年 9月 1日歐戰爆發，12月 14日日本批准了 1940年度的〈香港作戰要領〉。1940年 5
月 10日德軍發動大攻勢，英國遠征軍潰敗，慌忙自敦刻爾克撤回本土，6月 17日法國貝當
政府投降。日本朝野上下大受剌激，躍躍欲試，廣泛流傳“不要趕不上公共汽車”的暗語。

這是“把英國勢力從中國和香港趕出去”及“徹底切斷列強援蔣”大道的難得好機 

會。4 
 
1940年 1月 8日，日本大本營參謀本部第八課間諜�田誠盛潛入香港，企圖利用香港黑社會
進行擾亂顛覆活動，�田與黑社會頭子駱寶山取得聯繫，建立天組（香港島）和佑組（兩個

組），並發給手槍和手榴彈，準備策動反英暴動。日本同時企圖利用漢奸發動侵港戰爭，任

命謝文達在番禺組織中華人民自治救國集團軍（兩個師）萬二人，集中二百艘帆船，計劃從

珠江一帶或寶安渡海，進攻九龍。5 6月 22日，日軍攻佔深圳，完全封鎖英中邊境。越境侵
港，只待適當時機而已。 

 
1941年 12月 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日進攻香港，駐港英軍抵抗十八日後投降。日
本特務掌握了中國抗日文化界人士的名單，以為可以甕中捉鱉，手到擒來。事實上，日本人

一進入香港便張貼布告，限令“抗日分子”前往“大日本行政部”報到，否則格殺勿論。日

本文化特務何久田幸助在香港各電影院放幻燈，點名要梅蘭芳、蔡楚生、司徒慧敏等人到日

軍司令部所在地半島酒店“會面”；又在報上登啟事，要茅盾、鄒韜奮等出來共同建立“大

東亞共榮圈”。文化界人士命懸一線，形勢相當嚴峻！ 

 
周恩來在日軍侵港的同日，急電駐港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要他對身陷險境的文化人作

緊急處置，並要求東江人民抗日游擊隊不惜一切代價，支援這項大規模的營救行動。6 於是，
在日軍侵港之戰進行期間，拯救抗日文化界人士的行動便同時展開了。 

 
日本侵港當日，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奉令，即從惠陽、東莞、寶安分別抽調一支精幹的部隊，

尾隨敵人進入港九新界，開闢一個新的敵後戰場。東莞第三大隊派出蔡國樑、黃冠芳、江水、

劉黑仔、王錦等渡海進入西貢，向沙田、坑口發展，進逼九龍市郊；寶安第五大隊派出黃高

陽、曾鴻文、林沖等率短槍隊插入沙頭角、元朗一帶建立據點。7 陳達明在日軍炮轟香港島
的某一個晚上，冒著炮火從港島乘舢舨偷渡到九龍，組織拯救工作，8 配合進港的游擊隊，
搶救和護送了大批文化界和民主人士離港返國。為了更好地統一指揮港九部隊，更有效地打

擊敵人，更好地開展游擊區的活動，更好地搶救被圍困在港九的文化界精華和搜集失散的武

器物資等，1942 年 1 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決定把進港的幾支武裝部隊統一組成港九大



隊。2月初，陳達明帶著林平、曾生等領導的信到九龍西貢和蔡國樑、黃高陽開會研究，確
定 2月初在西貢黃毛應村的天主教堂裡正式成立港九大隊，大隊長蔡國樑，政委陳達明，政
訓室主任黃高陽，下屬各區部隊，除劉春祥、曾芳兩個隊和西貢區短槍隊隊長黃冠芳參加之

外，其他區都只派代表參加成立大會。港九大隊從成立起至 1945 年日軍投降為止，發展為
下屬西貢、沙頭角、元朗、大嶼山、市區、海上等六個中隊，一個留守處和各區無數的民運

工作隊。9 
 
六個中隊中以海上中隊的戰鬥最為激烈，也最具特色。因為香港及九龍半島地形狹小、山低

林疏，沒什麼迴旋餘地。同時在市區與日軍衝突，很容易誤傷無辜。但西貢周圍海岸曲折，

港灣眾多，還有五、六十個大小島嶼，各個海灣多數都有漁村，如果能把漁民動員起來，建

立海上武裝，在大海開展游擊戰，就進可伺機打擊敵人，退可掩蔽在大海作業的漁船群中，

擴大游擊隊的活動範圍，把大海作為一個機動靈活的戰場。 

 
此外，香港雖然是彈丸之地，但不僅是個國際商業中心，而且也是一個優良的天然港口，是

日本經沖繩、台灣到新加坡、馬來群島等地的中間樞紐、進行南太平戰爭的中轉站。因香港

戰略地位非常重要，日本任命陸軍中將磯谷廉介為總督，成立了憲兵隊，建立了警備司令部

與區役所，嚴密管治香港。廣九鐵路因經常遭受游擊隊的襲擊和破壞，並不暢通，於是開闢

了一條從東南亞、中國西南方，經香港到汕頭、台灣和朝鮮、菲律賓等地到日本的海上運輸

補給線。 

 
大鵬灣海面是日本海上運輸線的必經之路，游擊隊為了切斷此海上運輸線來打擊敵人，也相

應地在大鵬半島東西兩側成立兩支海上游擊隊。東側一支在澳頭一帶活動、以劉培為大隊長

的護航大隊海上隊，活動範圍是大亞灣至汕尾一帶。西邊一支是蔡國樑為大隊長的港九大隊

海上隊，活動於西貢龍船灣、坑口、果洲島及大鵬灣一帶。10 
 
1942年 7月，廣東人民抗日游擊總隊指令港九大隊成立一支海上隊。大隊長蔡國樑、政治委
員陳達明接到命令後，蔡國樑立即指示：“現大隊決定，由陳志賢於 1942 年秋在西貢龍船
灣負責組建海上游擊隊。隊長陳志賢，副隊長王錦，下屬賴連、黃康為班長的兩個班，兩條

木船。”其成員是以原來海上護航的“順風隊”十幾位戰士為基礎，加上大隊部從其他陸上

中隊抽調來的七、八位戰士共二十幾人。這時王錦只有 19 歲，肩負籌建海隊和訓練隊員的
工作。經過差不多近半年的艱苦經營，順風隊發展到四條槽仔船及五、六十人，配備有一挺

平射機槍、兩挺馬克沁水龍重機槍、一支衝鋒槍和幾十支步槍，武器都是英國式的，還有魚

炮。兩條船在舵手位置裝上了甲板，船頭堆了沙包，頗具海軍規模。11 
 
海隊初時駐在西貢龍船灣，後蔡國樑和林平先後指示，把沿海漁村和漁民活動海域連成一

片，擴大游擊戰的迴旋區。“發動和組織漁民，依靠漁民，向漁民學習，這是我們海隊能不

能堅持海上抗日游擊戰爭的關鍵。”陳志賢隨即和王錦擬訂海隊的工作方針：（1）從基地附
近的魚欄開始，限制魚欄檔主對漁民的嚴重剝削，廢除各種苛捐雜稅，減輕漁民負擔。（2）



香港糧食困難，海隊通過大隊部軍需處到寶安縣買米回來，平價賣給群眾。（3）打土匪、除
漢奸，保障群眾安全。（4）吸收愛國青年漁民參加海隊，密切海隊與漁民群眾的關係，建設
一支海上人民子弟兵。 

 
1943年 7月，海上隊從西貢龍船灣轉移到大鵬灣南澳墟附近羊槽灣海邊一間房子內住，此時
林伍、羅歐鋒兩人先後到來。大鵬灣灣內比較寬闊，南北寬有十多浬，東西長二十多浬，主

要港灣墟鎮有南澳、沙魚涌、鹽田、大小梅沙、沙頭角、大小滘、大埔、蜑家灣等十多處，

漁船比較多，便於開展海上游擊戰。陳志賢主要負責龍船灣的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副隊長

王錦帶一條索罟船，到伙頭墳建立海上稅站，也做那一帶的上層和漁民的工作。另外，從大

隊部要來一批民運工作者，派到各村各漁灣做漁民群眾工作，如林伍到觀門灣，蔡冰如到白

臘村，陳萍到北亞村。12 
 
當時漁民飽受漁霸欺凌，受岸上人家歧視。香港淪陷後，更深受日本鬼子蹂躝，抓船打人，

輪姦婦女，嚇得漁民不敢出海捕魚，日子更為困苦。海上隊根據掌握的情況和群眾的要求，

首先除掉鄭寡婦、陳豬仔等漢奸，和鄧芳仔、陳乃壽等殺人放火、搶劫、強姦婦女的海匪，

同時還廢除苛捐雜稅和剝削漁民陋規；接著幫助漁民成立鄉政權、漁民小學，組織聯防會、

婦女會、兄弟會、游擊之友等各種群眾組織。海上隊同時組織救濟貧困漁民，發動漁民修船

補網、出海捕魚、開荒種雜糧自救。經過民運工作和漁工組的宣傳教育，群眾認識到海上隊

是自己的子弟兵，紛紛要求參加部隊。 

 
1943年 10月左右，大隊部又調來十幾名隊員和一隻槽仔船，海隊人數達百多人。於是海上
隊編制改為中隊，番號改名為“大華隊”，中隊長陳志賢，政治指導員林伍，下屬兩個小隊。

第一小隊長羅歐鋒，副小隊長賴連，政治服務員黃康；第二小隊長王錦。1944年 2月王錦到
後方學習，5 月返部隊。9 月，陳志賢調返大鵬後方辦事處，林伍調到大隊政訓室任漁民幹
事。羅歐鋒任中隊長，王錦任副中隊長。1945年 1月，由於部隊發展，大華隊一分為二，羅
歐鋒和黃康率領一個中隊，調去第二支隊；留下的另一半人也組織為中隊，改番號為“海鷹

隊”，王錦任中隊長，一小隊長陳傳，羅耀輝（當時名羅瓊）任政治服務員；二小隊長劉捷，

直到日軍投降。13 海上中隊活動於大鵬灣內、九龍西貢區至南邊擔捍島一帶的沿海及海上，
任務兩條：監視和控制由香港駛往東面，或由日本台灣進入港九航線的船隻。14 
 
1943年春，香港日軍總督磯谷廉介大力推行“強化治安運動”，要把香港變成“大東亞模範
治安區”，出動海陸空軍分區掃蕩。為應付險惡的鬥爭，總隊政委林平選定大鵬半島的南澳

為港九大隊的海軍軍港。蔡國樑把“中華隊”（陸上中隊）和“大華隊”（海上中隊）都拉

到南澳楓木朗村整訓。15 
 
三、稅收工作 
香港淪陷後，原有社會秩序崩潰，新界、沿海、海上盜賊多如牛毛，到處搶掠商旅，騎船劫

貨；加上日軍實行“以戰養戰”，頻繁掃蕩，掠奪資財，平民客商的生命財產毫無保障，因



此當他們知道黃冠芳和江水等游擊隊在西貢一帶打擊土匪、保護人民的消息後，都來要求他

們護送，可以“論擔收稅”。為了能站穩腳跟，堅持在敵後抗日、剿匪，保障人民的生命財

產，游擊隊的稅站便應運而生。稅站所定的稅率不高，而且是一次過的“進出口稅”。客商

不論從新界進內地，或由內地出新界港九，凡經過抗日游擊區，只納一次稅，便可以憑稅票

通行全區，決不重覆徵稅，既減輕了客商的負擔，又保障了客貨的安全，故絕大部分客商都

樂意交稅。當時，每月能收到四至十萬多元的港幣、軍票稅款。港九大隊經費來源較充裕，

不但保障了本隊的給養，並能大力支援總隊。 

 
1942 年 7 月以前，海隊主要任務是護航，不直接抽稅。1943 年蔡國樑、陳志賢、袁老板、
歐連、方覺魂在北潭涌軍需處開會，決定今後除戰鬥、護航外，還要在航線上收稅，以增加

抗日經費。海隊隨即抽調人員組成海上稅站，選人的條件是：（1）可靠；（2）勇敢機智；（3）
會做群眾工作；（4）熟悉海上作業。最後派王錦副隊長率領徐帶、陳傳、何根和石十五，配
長短槍，乘一條索罟船開到伙頭墳島的北灣漁港（龍船灣南面）開展稅收工作。那裡西南面

是九龍、香港，東北面是大鵬灣、大亞灣、汕尾、汕頭等沿海港口，是一般往來港九貨船的

必經要道。 

 
開展稅收工作是一項重要的群眾工作，首先向群眾解釋收稅是為了籌集抗日經費，維持游擊

隊的起碼給養。重點是做好伙頭墳及附近漁港漁民的工作，取得他們的支持和掩護；接著要

做好來往貨船人員的工作，使他們支持和配合稅收工作；最後是做好貨主客商的團結工作，

說服他們自覺交納抗日捐款。稅收時還可以通過往來船隻，收集沿海各地日、偽、頑的情報。 

 
稅站常是日偽匪特襲擊的目標，可以說是處於第一線的戰鬥狀態，隨時準備打，十分艱險。

遇到敵人來襲，能打則打，不能打則撤，撤不了時便藏到群眾中去。 

 
伙頭墳稅收人員曬得黝黑，一身漁民打扮，稅船偽裝成漁船。敵情緊張時，王錦就把人員分

散到漁民中去，與漁民同吃、同住、同勞動。1942年 12月，香港仔的一艘日軍巡邏艇突然
駛到伙頭墳北灣漁港。其時港內泊有七、八十條漁船，稅站的索罟船泊在船群中間，稅站人

員來不及分散隱蔽，只好沉著應變。時年 19 歲的王錦身懷短槍和手榴彈，其他人的武器都
藏在船艙板的夾艙內。日軍巡邏艇一開進港便駛到稅船邊停靠，日軍叫游擊隊員打開艙蓋檢

查，東看西看，左問右問。王錦示意何根和石十五，叫他們應付，自己站在船尾，監視敵人，

準備萬一暴露時，便先發制人，往敵船扔手榴彈，用短槍同鬼子拚。全港漁民都提心吊膽，

害怕打起來。但經過二十分鐘的查問，日軍沒發現，開船離去。類似這樣突然遇到日軍巡邏

檢查和險些迎頭相遇的事發生過多次，全靠漁民群眾掩護和稅站人員的勇敢沉著應變，方能

度過險關。16  
 
四、海上游擊戰 
港九海上游擊隊從成立到抗戰勝利的三年間，打了不少大大小小剿匪、鋤奸、打擊日偽軍的

戰鬥，下面介紹王錦在海隊期間參加的主要戰鬥。 



 
夜殲挺進隊 

1944年 8月上旬，中隊長陳志賢、小隊長羅歐鋒調大鵬城東江縱隊軍政幹校學習。大華隊縮
為一個獨立小隊，年僅 21歲的王錦任隊長，林伍仍任指導員。8月 15日早晨，漁民向王錦
報告，在黃竹角停泊著三隻木船，檢查搶劫來往船隻。下午，港九大隊政委黃高陽通知王錦

到南澳墟交通站二樓，說沙頭角敵人最近組織一個海上挺進隊，由一名日軍軍曹任隊長，帶

領二、三隻木船在黃竹角附近海面，保護日軍的海上運輸線及封鎖游擊隊的海上運輸線。黃

高陽指示王錦帶兩條船到黃竹角海區，趁敵人立足未穩，採用搜索夜襲的打法，堅決拔掉敵

人據點，保護漁民生產和來往客商船隻的安全。 

 
因任務緊急，在往大隊受領任務前，王錦已命令部隊做好一切作戰準備。受領任務後，王錦

來不及返回駐地與林伍研究，便跑回船上，召開班以上會議，傳達敵情及作戰任務，隨即與

大家研究具體的作戰策略。全隊開會動員，會後各隊員分別檢查自己戰備情況。準備完畢，

王錦即下令起航離開南澳港，朝黃竹角前進。 

 
快到中秋節的夜晚，本來月色是最明朗的，但當晚卻被濃雲密佈。將到黃竹角時，王錦重申

命令各人一定要服從命令、聽指揮。一會兒忽然下起雨來，雨點拍拍地打在帆上，隊員十分

興奮，因為這正是偷襲敵人最理想的好天氣，敵船距日軍據點沙頭角鎮只有三浬，怎也想不

到游擊隊會在這種惡劣天氣發動突襲。 

 
半夜 2時，到達紅石門海面，在船頭瞭望的重機槍射手李泰報告，正前方黃竹角方向發現一
道打信號的手電筒光，王錦認為這很大可能是海上挺進隊，立即命令大家作好戰鬥準備。駛

近時發現三條木船並排地停在一起，按照預定的作戰方案，二號船向敵船左側靠近，一號船

直插敵船右邊。兩船飛馳前進，將要接近那三條船，被敵船哨兵發現，大聲喝問，並“呯呯”

打來兩槍。因游擊隊早已作好準備，只怕誤傷一般漁船，不敢胡亂開火。現受到攻擊，確定

是敵船了。沒等敵人打出第三槍，王錦一聲令下，所有武器同時向敵船開火，一張火網迅速

籠罩著敵船。這一突襲，出乎挺進隊意料之外，頓時亂成一團。正當一號船飛快地衝向敵船

時，風力逐漸減弱，船速減慢，敵人趁機重新組織火力向一號船還擊。來伯、吳滿友等幾個

隊友見勢不妙，勇敢地站起來，冒著槍林彈雨奮力搖櫓划槳，迅速迫近敵人，轉被動為主動。

二號船也迅速接近左邊敵船，曾佛麟、吳貴來一連投出兩枚魚炮，把敵船炸得馬上燃燒起來，

並漸漸下沉，敵人火力同時沉寂了。這時一號船也接近右邊的敵船，石觀福搶先投出一顆魚

炮，把敵船炸毀，中間的那條敵船見勢不妙，想升帆逃脫，李泰、邱球兩人挑起一根長竹篙

一蕩就跳過敵船，大聲喊道“哪裡跑”。這時石觀福和其他幾個隊友手持槍支、魚炮，從被

炸起火的敵船跳上要跑的敵船，敵人被嚇得喪魂落魄，急忙降帆求饒，戰鬥至此以勝利結束。

最後逐船打掃戰場，清理俘虜，找不到日本軍曹，王錦下令在屍體中進一步尋找，還是找不

到，經審問俘虜，原來這日本隊長膽小如鼠，當魚炮一響，就跳海逃命了。這次戰鬥共炸沉

敵船三艘，斃敵 25人，生俘 13人，繳機槍兩挺、衝鋒槍四支、步槍二十多支、手槍四支。
這是第一次海戰的大勝利。 



 
被炸敵船燃起的大火，把黃竹角海面黎明前的黑暗照得通紅，海隊準備揚帆勝利返航，忽然

黃竹角對面小島邊上打槍過來，即審訊俘虜，才知道挺進隊從沙頭角出動六條船，分兩邊島

岸停泊。當這邊爆發大戰時，爆炸聲、戰防槍聲、重機槍聲、步槍聲震動了整個黃竹角，對

面那三條船一時摸不清海隊有多少船、什麼裝備，不敢動彈，更不敢前來援救。到天亮，敵

人才發現海隊只有兩條船，遂拼命向海隊射擊，企圖拖住等沙頭角炮艇趕來支援。王錦命令

部隊一面組織對敵船還擊，一面靠近岸邊朝南澳方向返航，兩船順風航行近兩小時返回南澳

港。部隊回到南澳港，不到一小時敵炮艇已從沙頭角追來，但看著游擊隊的船已進入南澳，

並進入山上陣地，只好掉頭回去。 

 
殲滅日軍挺進隊三艘船的大捷，大大地提高海隊指戰員開展海上游擊戰和切斷敵人海上運輸

線的信心，同時也加強了大鵬灣內沿岸漁民的抗日信心。17 
 
夜殲敵大電扒 

1944年 11月 30日下午，漁民發現一艘大電扒在大鵬角大落灣內下錨，並用日本語叫漁船靠
過去查問，漁民便趕快返航向游擊隊報告。晚上 8時，港九大隊長魯風接獲情報後，派人通
知海上中隊領導羅歐鋒、王錦、黃康前往南澳墟交通站二樓研究敵情。魯風提出如果是敵船，

一定要把它消滅。受領任務後，中隊領導分工召開班以上幹部會，介紹敵情，傳達打擊方案，

最後全隊進行動員，號召大家英勇殺敵，完成殲敵任務，爭取立功。各項戰備工作準備完畢，

三艘戰船晚上 10 時左右準備出航。臨行前魯風召見王錦，再次強調要他帶領的突擊船，像
尖刀狠狠地率先插進敵人心臟。 

 
從南澳到大落灣雖然只有幾浬航程，但當晚風平浪靜，沒半點風，而且遇上逆流。海隊求戰

心切，生怕敵船跑掉，只好拚命搖櫓划槳，爭取時間，足足用了近三小時才趕到大落灣附近。

按預定方案，羅歐鋒一號船配一挺重機槍靠岸登陸，翻過小山嶺到大落灣正面山上佔領陣

地，掩護海上二、三號船。王錦乘的二號船是突擊船，配一挺輕機槍，直向敵船左舷靠去，

黃康乘的三號船配一挺重機槍直向敵右舷角展開。為掩護二號船突擊，避免夜間互相碰撞，

二三號船都從敵船尾小角度接近。快接近敵船了，曾佛新班長報告發現敵船駕駛台上有個黑

影往下跑，並向我船打一槍。戰鬥於是爆發，王錦命令全船所有武器都向敵船開火，快速靠

上敵船。曾佛新先帶幾個隊員作好爬上敵船準備，陳華舵手準備向敵船投魚炮。陳華立即朝

敵船投出第一枚魚炮，轟的一聲巨響後，曾佛新爬上敵船欄桿，被敵機槍擊中，倒在鐵欄桿

上，光榮犧牲，年僅 23 歲。王錦率領其他戰士爬上敵船，衝向駕駛台和船倉殲敵。快到駕
駛台，被一發從下至上的子彈擊中左大腿，貫穿受傷。時三號船已靠近敵船右舷，黃康也率

部衝了上來。日軍見勢不妙，跑回船尾，找來襯衣用竹桿豎起當白旗投降。王錦與日軍較量

無數次，遇上如此貪生怕死、沒什麼扺抗便投降的日軍還是第一次。戰鬥結束後清理戰場，

只發現後尾倉有七名日本兵驚慌地圍在一起，其中一名受傷，還有其他船員五人在船頭倉

內，遍尋武器不獲，可能都掉下海裡，企圖藉口他們不是軍人，以得到更寬厚的處理。日軍

大電扒被部隊押著，勝利返回南澳港，電扒上載的全是高級呂宋煙葉，還有其他一些物資，



全部交由大隊軍需處組織動員群眾卸運到王母墟。七名日軍戰俘送交東江縱隊政治部，其他

偽船員經宣傳教育後獲釋。 

 
這次戰鬥犧牲一名班長，副中隊長和舵手各一人負傷，繳獲約二百多噸電扒（即機動船）一

艘，俘日軍七人、煙葉物資等一大船。海上中隊接著又在大鵬灣外海三門島至柦桿島等一帶

戰鬥，繳獲十二條滿載軍用品及走私物資的船隻，繳敵武器，消滅了大鵬灣內活動的敵人、

漢奸及附近的海匪。經過這一連串的打擊，迫使敵人單一船艇不敢輕易出來活動。18 
 
巧俘敵運輸船 

1944年 12月，上級把“大華隊”羅歐鋒中隊長、黃康副指導員所率的部隊調離海上隊到第
二支隊主力部隊，留下的幾十人為骨幹，重新組織海上中隊，番號為“海鷹隊”，晉陞 21
歲的副中隊長王錦為中隊長，繼續堅持海上鬥爭。 

 
日軍半隊海上挺進隊在黃竹角被殲後，一艘大電扒又在大鵬角大落灣被殲，日軍因此老羞成

怒，調集駐港九部分陸海軍，對大鵬灣及沿海地區開始了殘酷的大掃蕩。海隊在陸上兄弟部

隊和漁民群眾配合下，採用避實擊虛、避強擊弱的戰術，對我軍不利時，就化整為零，分散

隱蔽到漁民中去，和漁民一起打漁勞動，使敵人撲空；當敵情對我有利時，又集中兵力襲擊

敵薄弱或孤立之點，搞得敵人處處被動。經過一段艱苦的歲月，大掃蕩終於被粉碎。 

 
1945年 5月一天早上，一個漁民急急忙忙跑來海隊駐地“南澳關廠”，報告敵運輸鐵殼船一
艘、大木船兩艘停在水頭沙岩石邊。因那時候敵人運輸船在盟軍飛機的轟炸與海上游擊隊的

不斷打擊下，白天是不輕易航行，更不敢跑到海隊駐地附近的水頭沙，把肥肉送到這群海上

蛟龍的咀上。敵運輸船為什麼要開進大鵬灣內？船上的軍力、裝備又怎樣？這些全不了解，

為慎重起見，王錦一邊派人往敵船偵察，弄清情況，一邊做好戰鬥準備。那時，留下部隊的

手槍不多，一時把王錦急壞了，考慮後決定派人到半天雲村港九大隊軍需處找許志明、何華

借來三支手槍，同時召開支委擴大會，研究打法。有人主張把部隊帶到山上，往敵船上打，

消滅敵船。也有人提議在陸地上曾經化裝襲擊敵人，在海上為什麼不可以試試呢？後一種打

法提醒了大家。王錦沉思一下，認為要消滅敵人，不能在山上打，在山上向船打槍，只能趕

跑它。要把敵人消滅掉，就得從海上打。19 王錦同意後一種打法，大家都支持隊長的意見。
討論會剛剛結束，派去偵察的隊員回來了，原來這三條船是從香港開往汕頭方向的。昨晚海

面霧大迷航，開到水頭沙岸邊停泊。因天亮不敢繼續航行，只好停在此。船的甲板上未發現

架著什麼重武器，只是大運輸船上有幾個日軍在活動，兩條木船上是中國人，還有幾個日軍

在岸邊游泳。那條鐵殼運輸船在中間，兩條潮汕地區樣式的大眼雞木船在運輸船的左右兩

舷，把船帆拉得高高作為偽裝，以避盟軍飛機的轟炸。 

 
情況查明後，王錦決心殲敵。部隊經過動員，鬥志激昂。具體作戰計劃是先派三個隊員扮成

漁民，腰藏手槍，帶著魚炮划一小船，靠近敵船作為突擊組，主力船沿南澳岸邊隱蔽地接近

敵船突擊殲敵。海隊分乘兩條船，一色漁民打扮，重機槍架在船頭，用布蓋掩，隊員都藏在



船倉內。王錦乘一號船，政治服務員羅耀輝乘二號船，繞過下咀的山邊，在海邊一排岩石後

面隱蔽起來，離敵船約有二百多公尺，清楚地看見三條敵船平排地靠在一起，中間那條運輸

船約二百多噸，兩條大木船約三十至四十噸，都裝滿著軍用物資，三個日軍仍在海裡游泳，

幾個日軍坐在船頭上聊天。其中一個不時地對空瞭望，防備飛機轟炸，卻料想不到游擊隊會

在大白天從海上突擊他們。 

 
此時，羅興、楊元、鍾國楷三人划著小船，看到自己兩條船後，趕緊按原計劃靠近敵船。他

們穿著用薯茛染成的紫銅色漁民服裝，手持釣魚用具，十足當地漁民打扮，船上還擺著一些

活蹦亂跳的鮮魚。敵船上的日軍見到鮮魚，真像貓看見魚一樣高興，立即呱啦呱啦向他們喊

叫起來，小船上的三人立即說：“太君，鮮魚大大的有。”借機划向敵船。只見羅興、楊元

各人手拿鮮石班魚遞向日軍，正當日軍高興地伸手來接魚的時候，鍾國楷胳膊一甩，便點著

一顆魚炮投上敵船，小船一拐，便躲到敵木船的後面。魚炮轟一聲巨響，在敵船上爆炸了。

日軍亂成一團，王錦借此時機，命令集中火力射擊敵人大船，實施火力壓制。大家迅速搖櫓

划槳，拚命衝向敵船，離敵船差不多一百公尺左右，只見幾個日軍急忙從倉內爬起，拿出一

挺輕機槍架在船頭，企圖頑抗。就在這一關鍵時刻，羅興等人飛快地跳上敵船，對準正準備

開火射擊的日軍，又投去一顆魚炮。日軍丟下機槍慌忙地向船艙裡跑，魚炮爆炸了，兩條大

船也迅速靠上敵船，各人一齊衝上去，日軍無法抵抗，全部被俘，在岸邊游泳的那三名日軍，

想逃上岸躲避，也被活捉了。 

 
這次戰鬥與往次不同，是大白天襲擊，那天離水頭沙不遠的陸上，還有日軍在掃蕩，因此戰

鬥只能速決，從打響至結束，只用了幾十分鐘就全部解決戰鬥，將幾十名俘虜、包括二十多

名中國偽員工都一起押進船艙裡，繳獲的三條船必須迅速撤離戰場返回南澳港。當時因沒人

懂開機動船，只好放一名日本駕駛員俘虜和一名輪機員（開機器的）出來開船。那時大鵬半

島留守處主任陳志賢剛好趕到，正和王錦商討把繳獲的船押回南澳港後交大隊軍需處的事

宜。在敵船上派出一名政治服務員羅耀輝，帶著班長羅興、楊連、鍾國佳等幾位隊員看押，

但敵人狡猾地強調駕駛員不夠，要求再增加一人幫助開船，由於心急想把繳獲的船早點開回

南澳，沒提防敵人的陰謀，陳志賢和王錦就同意。發動機器開航不久，日俘說有風浪，兩旁

木船碰撞危險，很快用釜頭將左右兩邊帶著兩條木船的纜繩砍斷，把木船擺脫，大鐵拖船立

即加速開走。一名健碩的日俘與控制�盤的楊連爭奪�盤，其他在鐵拖船看守的幾個隊員見

形勢不利，就與日軍打起來，展開肉搏戰。羅耀輝被日軍追打，因個子小，跳上船舷想開槍

痛擊日軍，可惜借來的手槍失靈，扣來扣去都打不響。敵人迫近，羅耀輝只得用槍柄痛擊敵

人。這時，敵我雙方在爭奪�盤，船隻左搖右擺，羅耀輝首先被拋下海去。楊連等打不過日

軍，也相繼被丟下海裡，鐵拖船很快朝香港方向逃去。餘下班長羅興一人拿著戰防槍，又長

又笨重，不能發揮作用，那時敵船已開到南澳港外的火燒排了。羅興見如再不跳海，就會被

帶到香港當俘虜了。見附近有一條漁船，就找來一塊大木板抱著，用繩子栓著戰防槍一起跳

下海，那條小漁船急忙救起羅興回南澳，敵鐵拖船加速往香港逃去。20 
 
這次戰鬥繳獲滿載物資敵船兩條，斃敵兩人，俘虜 32 人，其中日軍七人、女人一人、中國



偽員工 24 人；機槍一挺、步槍六支、指揮刀一把、醫藥器材、軍用氈子、各種罐頭等一大
批，解決了當時游擊隊醫藥食品、軍需品等物資短缺的困難。 

 
血戰大浪口 

1945年 8月初，抗日戰爭正要取得最後勝利的時候，時年 22歲的王錦帶領著三條船在龍船
灣一帶執行巡邏、剿匪和做群眾工作。漁民鄭大爺帶著一個剛從東面返航的漁民匆匆跑來報

告，在大浪口外發現有一條奇怪的大木船，整條船除船頭船尾露出之外，其他都用帆布蒙蓋

著，看不出是商船還是什麼船。王錦估計有兩個可能，一是日軍偽裝的運輸船，怕飛機轟炸，

企圖掩蔽過關；二是載有日軍的船，偽裝吸引游擊隊靠近，然後突襲消滅。海上中隊召開支

委會討論，經詳細分析，大家一致認為後一種可能性大，必須提高警惕，做好充分準備，不

管它是什麼船都要立足於“打”。如果這條真是偽裝成貨船的敵人被消滅的話，敵人開闢的

海上運輸線，就有可能由此徹底被切斷。大家又仔細分析了敵我力量，根據漁民報告，假如

真的是敵船，估計船上最多也是四十人左右，一條木船不會有重裝備，最了不起是輕重機槍。

海隊有三條船五十多人，三挺輕重機槍、一支戰防槍，還有魚炮。船隻、兵力、裝備都佔優

勢，而且熟識海區。8月是西南風季節，海隊從西南方向往東北方向航行是順風，機動性大，
非常有利；加上船小航速快，操縱靈活，只要勇敢地接近敵船，就算敵人船上有小口徑炮，

也不能發揮作用。敵船大、航速慢、操縱不靈活，加上它從東北方向往西南方向航行是逆風，

用之字形航行，速度就更慢了。另一方面，我船佔上風，敵船佔下風，我是主動，敵是被動。

經過多方面分析，認為各方面對我方非常有利。因此，支委會決定：堅決消滅它！儘管有利

條件很多，但王錦在動員時還是再三強調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千萬不能麻痺，就算它是死

老虎，也要當活老虎打。經過一夜的周密準備，第二日早飯後，離開伙頭墳島出海，船往東

航行，剛剛通過觀門口海面，就發現正前方處有一條大木船。再過一刻，敵船更接近，看得

更清楚，船身雖被帆布罩著，只露出船頭和船尾，但可以肯定它絕對不是貨船，更不是漁船，

王錦立即打旗號命令各船作好戰鬥準備。 

 
王錦一方面警惕地觀察著敵船的行動，另一方面叫各人收緊帆繩，加快航速前進。由於是順

風，半小時後，快接近大浪口，距離那條怪船只有幾百公尺，海隊三條船編成前三角隊形接

近敵人。敵船看見海隊擺開戰鬥隊形駛近，便首先開火。海隊的一切武器早已做好準備，就

怕誤擊民船一直未開火。當敵船第一槍打響，各船待命很久的輕重機槍、戰防槍照王錦命令，

立即奮起還擊。王錦拿起望遠鏡仔細觀察敵船的火力點，發現敵船尾的火力射擊最猛，指揮

一、二號船集中火力猛轟敵船尾，掩護三號船衝鋒。由於風浪太大，三號船被吹到敵船左側，

未能接近敵船尾，吳滿友迅速地連續投出兩顆魚炮，也都從船蓬上滾下海裡。當他站起來又

要投第三顆魚炮時，被擊中倒在船上，邱畢立即又舉起魚炮，還沒有點火急著扔出去，又給

敵人一槍射中他的腳部，也倒下了。三號船的火力因此減弱，且處境不利。王錦急忙命令一、

二號船掩護三號船迅速撤退。三號船在一、二號船的火力掩護下剛轉過船頭把帆升起，可惜

船帆繩被敵槍打斷落下來。在這緊急關頭，邱畢頑強地忍著傷痛，冒著彈雨抱著桅桿爬上去，

但又中了一槍，從桅桿上掉了下來。但邱畢忍受著兩處負傷的劇痛，再次頑強地支起身子，

把船帆徐徐地升起來。躺在船尾的吳滿友側起身來，一手操舵，一手拉緊帆繩，小船迅速脫



離險境。21  
 
就在這時，二號船迅速駛到有利位置，作好衝鋒準備，王錦把紅旗一擺，二號船便衝向敵人

船尾。一號船上的機槍射手劉火煥也不停地向敵人射擊，二號船邊打邊進。敵人見二號船快

接近，集中火力阻止二號船前進，舵手石觀福同志胸部負傷了，來伯緊接過來操縱船隻。這

時撤到右後方的三號船，包紮好傷員後，再度參加作戰。二號船各人大感鼓舞，隨著這喊聲，

船速增加更快，不一會便接近敵船尾。 

 
鄒來一連投出兩顆魚炮，把敵船炸得船蓬、船板和其他東西都飛上了天空，又唰唰地落了下

來，升起高高的水柱。敵船尾部開始下沉，有的日軍慌忙地奔向船頭，有的跳海逃命，滿海

都是日軍，都在拚命游去岸邊。跑往船頭去的日軍，已經水深過腰，仍然負隅頑抗。王錦叫

懂得幾句日語的朱來喊話勸降，但竟被日軍開槍擊中頭部而光榮犧牲。一號船各人十分憤

怒，駛近敵船頭，鄒來剛站起來想投魚炮，胸部被擊中一槍。其他隊員見戰友負傷，更惱火，

接過鄒來未投的魚炮，一連投了幾顆，把敵船炸沉。在海上的日軍，有的抱著船板，有的抱

著木箱，仍堅拒投降，有的還在打冷槍。戰士們更加悲憤，三船把海上的日軍團團圍住，一

陣槍打槳砸，除救起兩名俘虜了解敵情之外，其他日軍全被消滅。 

 
敵船雖被炸沉，因是木船，處於半沉半浮狀態，海隊潛下去打撈起幾支三八步槍，因大浪灣

風浪大，不能再潛下去打撈，船上肯定還會有軍用物資和武器，故用兩條船將半沉的敵船拖

回大鵬灣的鵝公灣以便詳細檢查。可是因西南風風浪太大，拖了一段時間，纜繩被拖斷，船

往三門島方向飄去，因在三門島媽灣上駐有日軍，且常有炮艇出入，不能在此停留過久，繼

續拖帶已不可能，白白看著這條敵船被西南風吹到三門島外面的那個小島。過了幾天，三門

島上的群眾在那條船上打撈起幾支三八式步槍和一部電台，送來鵝公灣交給海隊。又過幾

天，又撈起一門九二式日本山炮，送給駐澳頭部隊，後來這門山炮在 1946 年東江縱隊北撤
山東煙台時，還把它帶去山東戰場。 

 
這一仗結束後，日軍的末日也來臨了，日軍運輸船再沒有在海上露面，海上游擊隊切斷敵人

海上運輸線的任務也圓滿地勝利完成。 

 
港九大隊海上隊在王錦指揮下，僅從 1944年 8月至 1945年 8月的一年時間裡，在海上幾次
主要戰鬥的戰績是：繳獲敵船八條，其中機動船兩條、木船六條，並炸沉四條。繳獲敵走私

船：木船四條，其中炸沉一條。俘敵：63人，其中中國偽船員 25人。斃敵：65人，其中黃
竹角 25人、水頭沙兩人、大浪口 38人。繳獲各種武器：輕機槍三挺、衝鋒槍四支、步槍 36
支、手槍四支、電台一部、指揮刀一把、山炮一門。繳獲走私物資：高麗參四百多斤、鹽五

百多噸。以上物品既解決了東江縱隊當時物資短缺，特別是藥品、醫藥器材、軍需用品等的

困難，也解決了經濟上的困難。22 
 
五、南征北戰 



抗戰勝利，22歲的王錦把海上中隊帶到鹽田交給陳志賢，陳志賢將海上中隊連人帶船改編為
護航大隊，陳任大隊長，駐於三門島，王錦自己返回陸上。1946年，陳志賢因與林文虎關係
欠佳，要求王錦重返護航大隊協助工作，因王錦隨東江縱隊北撤山東煙台，沒有留下。23 1946
年 6月底，王錦等部隊北撤煙台後，受當地群眾熱烈招待，情緒十分高漲，新四軍張雲逸知
道東江縱隊隊員是廣東人，不慣食麵和饅頭，設法弄來一批大米，使各人非常高興。中共中

央對這支部隊特別照顧，先讓他們學習政治、軍事、技術等知識，再安排他們參加一些較次

要的戰鬥。當時王錦被派送到華東軍政大學學習。 

 
東江縱隊北撤時的 2,400人主要是軍政幹部，士兵很少。而國民黨部隊很多廣東和廣西士兵，
故中共中央決定成立兩廣縱隊，一方面專門對付國民黨的兩廣部隊，同時可以把投降過來的

兩廣士兵收編到一個語言合適的部隊去。1947年 8月 1日，東江縱隊改編為兩廣縱隊，其後
解放華南時，兩廣縱隊便發展了很大作用。王錦等東江縱隊戰士北撤後，經過不斷鍛練，增

加了很多軍事知識，從游擊戰中慢慢掌握了陣地戰、野戰等正規戰的經驗，從打小仗慢慢能

夠打大仗了。中共中央為了保存兩廣縱隊的實力，以備將來解放華南、打回廣東，一般大仗

都不用兩廣縱隊參加。兩廣縱隊主要參加的大戰有 1948 年 8 月解放濟南，兩廣縱隊配合其
他部隊進攻濟南西部機場吳化文部隊，戰鬥十天，濟南全部解放，王耀武十萬守軍被殲；10
月兩廣縱隊參加淮海戰役，這場大會戰給兩縱隊很大的考驗和鍛練，學識游擊戰和大兵團會

戰的分別。 

 
淮海戰役後任職連長的王錦進炮兵學校學習，兩廣縱隊編入第三野戰軍第十兵團葉青部。王

錦的炮兵部隊的裝備初時是山炮，進入廣東後，接收了數門榴彈炮。這時已沒有什麼大規模

戰鬥，只是在羅浮山附近包圍了國民黨 154師，迫之投降。24 
 
建國之後，王錦主要參加兩場海戰，第一次是解放萬山群島。1950年國民黨主力部隊在大陸
敗退後，少數殘部佔據廣東珠江口萬山群島，在桂山島設立司令部，以護衛艦等艦艇組成海

陸防線頑抗，並企圖封鎖珠江口。萬山群島東為香港、西為澳門，北通廣州，戰略地位重要。

因此解放軍決定解決海南島戰事之後，便對萬山群島用兵，由第四野戰軍 131師負責進攻。
王錦當時 27 歲，指揮炮兵營，支援 393 團作戰，進攻萬山群島西邊青洲、牛頭、大馬山、
小馬山等一帶島嶼。另一個炮營則支援 392團進攻萬山群島東邊桂山島、檐桿山島一帶島嶼。
從 1950年 5月 25日開始，一直打到 8月 1日，共兩個多月，比打淮海戰役還要長。負責進
攻的 131師，在小炮艇組成的江防部隊和炮兵營的支援下，逐島作戰。王錦當時的任務是指
揮炮兵，火力壓制國民黨艦艇，掩護 393團步兵登陸，並沒有直接參加海戰。 
 
第二次是 1965年八．六海戰。1961年王錦 38歲，到南京海軍學院學習，在汕頭海軍水警區
任參謀長，水警區屬師單位。其時國民黨艦艇經常輸送小股特務到中國沿海地區騷擾、破壞，

因此上級下令必須撤底消滅所有敵人，給以嚴厲打擊。 

 
八．六海戰的戰場位於福建東山島以南，福建省近汕頭邊界，在兩省的交界處，國民黨企圖



用兩艘戰艦運送特務登陸破壞，但被雷達發現，南海艦隊司令部下令水警區艦艇在海面上將

之殲滅。汕頭水警區 41 大隊派出一艘四百噸的戰艦（與國民黨章江號同級）和四艘百餘噸
的高速護衛快艇，每艘護衛艇上裝有兩條雙管的 37 炮、兩座 25 炮。另外，駐海明第 11 大
隊派出十一艘魚雷快艇參加作戰。魚雷快艇是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退役下來的，每艇廿餘

噸，配備兩個魚雷發射管。 

 
8月 5日晚，王錦參謀長與副司令員孔照年在汕頭水警區出發，魚雷快艇在海明出發。兩艦
隊在汕頭外之南澳島雲澳港集合，俟機行動。岸上雷達發現兩艘敵艦行縱後，引導四艘高速

快艇和六條魚雷艇首先出擊。兩艘敵艦分別是美製的劍門號和章江號，劍門號是美製海鷗級

掃雷艦，1965年 4月送給台灣，排水量 1,250噸，航速 18海浬，有 76.2毫米口徑炮一門、
40毫米炮四門。章江號是美製獵潛艦，排水量 450噸，航速 20海浬，有 76.2毫米口徑炮一
門、40 毫米炮一門、20 毫米炮五門。25 按照原來作戰方案，先打大艦，再打小艦。結果因
為晚上黑，視野欠佳，艦上雷達發現了小的章江號，便集中火力先消滅它。 

 
戰鬥開始後，六艘魚雷快艇展開攻擊，海上黑暗，視野不良，有兩艘魚雷艇看到一個大黑影，

以為是大敵艦，把四條魚雷發射過去，發生猛烈爆炸後，大黑影仍然屹立不倒，再駛前看清

楚，原來是個海島。又有兩艘魚雷艇誤把高速護衛艇為敵艦，將魚雷發射過去，幸好艇速高

避過。魚雷全射空了，魚雷快艇再無戰鬥力，於是王錦下令其返航，由四艘高速護衛艇獨力

戰鬥。當時兩艘敵艦被高速護衛艦和魚雷艇衝散，王錦乘此機會，下令四艘高速護衛艇集中

全力圍攻章江號。不久，章江號彈藥庫中彈發生爆炸，很快沉沒。 

 
南海艦隊下令繼續追殲敵大艦劍門號，劍門號見章江號被打沉，立即向江門島逃走。岸上雷

達指導王錦追擊劍門號，這時高速護衛艇 611號受創，船艙進水深一米多，王錦遂命令它退
出戰鬥返航，其餘三艘快艇繼續追擊劍門號。劍門號見護衛艇追來，立即用 76炮、40炮、
20炮開火猛轟，王錦所乘坐的先鋒艇指揮台曾被 40炮和 20炮擊中，幸好只是穿過，沒有爆
炸，否則指揮台上的人都會嚴重傷亡。三條護衛艇從敵艦尾追上，一直猛轟。王錦等艦初時

以小船角接近，迫近後，再與劍門號距離數十米平行前進。三艘護衛快艇，每船 37炮四管、
25炮兩管，共數十支火炮向劍門號猛烈射擊，結果艦隊司令當場被射殺，艦長重傷，船員傷
亡慘重，艦上火炮完全被壓制，毫無反抗能力。這時第二波五艘魚雷快艇趕上來，王錦估計

四至六條魚雷已經足以打沉劍門號，下令二至三艘魚雷快艇開火。但魚雷艇隊為了立功，全

部衝前，把十條魚雷全部發射，結果有三條魚雷命中，劍門號發生猛烈爆炸，在短短數分鐘

內迅速沉沒。 

 
劍門號下沉後，船員急忙跳海逃生，王錦下令艦隊拯救俘虜。南海艦隊以國民黨空軍即將飛

扺戰區上空，下令王錦立即返航汕頭，一方面派機隊增援，同時派出一團高射炮在汕頭布防，

保衛勝利歸來之艦隊。王錦盡力拯救海上俘虜，經艦隊總部多次電令催促才返航。這時國民

黨戰機雖已飛近，但因解放軍戰機已佔領高空，失去優勢，只好撤退。26 
 



戰後，國防部通令嘉獎參戰部隊，讚揚“這一仗打得堅決、打得乾脆、打得漂亮，是近幾年

來海上作戰最大的一次勝利。”這次海戰戰績輝煌，王錦指揮小艦艇隊一舉擊沉兩艘大型美

製國民黨戰艦，擊斃國民黨海軍少將胡嘉恆以下 170餘人，俘劍門號中校艦長王韞山以下 33
人，護衛艇、魚雷艇各兩艘輕傷，601號艇艇長吳廣維等四人陣亡，28名戰士負傷。27 1965
年 8 月 17 日，中央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孔照年等戰鬥英雄。王
錦因師級以上將領不敘功的規定，及需要留在基地處理各方面查詢，沒有前往北京。28 
 
六、小結 
有些歷史學者分析法國大革命，認為革命軍之能夠打敗歐洲封建國家的軍隊，是法國革命軍

用人不論階級，只要有能力，憑著戰功都可以晉陞為高級將領，於是將士用命，革命政府因

有大量人材而取得勝利。中國春秋戰國時代的秦國，也是用人唯材，所以統一六國。歷朝立

國，知人善任，可說是君主成功的重要因素。王錦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的文化程度還

沒有小學畢業，只憑一腔熱血、不怕辛苦的毅力和超乎常人的膽色，從戎抗日報國。經歷百

戰，從陸上打到海上，其後又登陸作戰，再打回海上。除了多次受傷之外，也多次與死神擦

身而過。日軍檢查稅船的時候，他便拿著手榴彈在船尾監視，隨時準備肉搏戰；多次冒著敵

人的炮火衝鋒，八．六海戰時，炮彈就在他腳下擦過，生死之間只差一線。王錦由一個小兵，

久歷戰陣，慢慢升為小隊長、副中隊長、中隊長、連長、營長、師長，不斷在戰火和軍校中

鍛練成長，這也是一個用人唯材的好例子。 

 
王錦是港九大隊海上中隊的創辦人之一，經歷海上中隊從成立到結束的過程。海上游擊戰是

香港抗日游擊戰爭中最重要的一環、打得最激烈的部分，所以王錦的一生見證了香港抗日戰

史中最重要的一頁。香港海上游擊戰有其特色，海戰與陸上的游擊戰不同，陸上戰爭打不過

敵人便跑，埋伏也較容易。海戰則不同，海上一望無際，大海茫茫，與敵接戰，根本無路可

逃，只有消滅敵人才是唯一的生路；還有敵船較大，游擊隊的船較小，只有拼死衝上敵船，

肉搏血戰，才能消滅敵人。游擊隊沒有大型火炮，不能靠炮火遠距離殲敵，只有近戰才能擊

敵之虛。 

 
新中國成立後，海軍的力量仍然相當薄弱，王錦指揮百餘噸的高速護衛艇打沉了兩艘美製千

餘噸和四百多噸的大艦，這是新中國海軍首次一次過打沉兩艘大艦的佳績。被俘的劍門號艦

長王韞山看見汕頭港內的高速護衛艇那麼細小，很不服氣，不肯相信他的戰艦是被這些小艇

打沉的，而是被什麼秘密武器打沉的。當然，王錦還有一些秘密武器，這就是“不怕死，隨

時準備拚命”！ 

 
七、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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