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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路易公證服務中心聖路易服務中心
翻譯公證服務
★各種文件表格合約製作、填寫及翻譯
★法院、移民、醫院、商業口頭翻譯

國際學生
★協助中學生、大學生申請入學
★協助安排寄宿家庭及當地交通

短期參訪
★各種類型團體接待
★遊學、考察、短期進修
★安排食宿、交通、參觀

其它服務項目
★個人收入及公司報稅、成立公司
★工作傷害及車禍意外律師資詢
★房地產買賣、租賃、管理、餐館買賣
★專業顧問諮詢可上網
　www.bfconsulting.us
★國際學生可上網
　www.tyhus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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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永久往生牌位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

美中佛教會地藏殿
地藏殿現已正式啟用，服務社區與信眾

殿內裝璜永久骨灰壇存放設施
單人位和雙人位兩項；還有存放永久往生牌位

及供奉地藏菩薩長明燈

諮詢單位：美中佛教會

299 Hegar Lane,  Augusta 

MO 63332
電話：(636)482-4037
傳真：(636)482-4078

E-mai l :  info@maba-usa.org, 
聯絡人：空正法師、空實法師

MABA 299 Hegar Lane,  Augusta MO 63332

高 桐 律 師 事 務 所

聖路易地區在最短時間內獲得
全美律師指南(Martindale Hubbell) AV 級評價的律師

Tel: (314) 725-6788   Fax: (314) 725-6677 E-mail:gaot@aol.com

The Law Office of Tony T. Gao 

同時辦理：商業合同、公司組織
房產買賣、傷害賠償、國際投資

8011 Clayton Rd., Suite 200, St. Louis, MO 63117   E-mail: gaot@aol.com

8011 Clayton Rd., Suite 200, St. Louis, MO 63117  www.lawyers.com

各種非移民簽證
（B1/B2, E,F,J,H,L,O,P,R等）
各類職業移民﹐親屬移民﹐
政治庇護及歸化入籍

精
辦

“燒紙護照”的中國人
在中國民間的習俗裡，祭奠逝去的親人時，

會燒一些“紙錢”來寄託哀思。說起來，這是一

種“迷信”的行為，但多少能夠給心裡帶來一些

安慰——生前無法滿足親人的願望，會以這樣一

種“魔幻”的方式進行補償。

隨著時代的發展，還有人燒“紙房子”、

“紙汽車”、“紙手機”，這些都已經見怪不怪

。但你可能沒見過有人在親人去世後，給他們燒

“紙護照”的。

這種事情，只發生在一個特定的地方。這個

地方的人，來自中國雲南，但是他們卻身處泰國

北部一個叫美斯樂的鄉鎮。

兩三代人的流離失所、異鄉飄零，讓他們對

於身份認同，對於一本可以“回家”的護照是那

麼地渴望。

如果從國籍上來說，他們有的已經入了泰國

籍，有的還保留著中國籍，還有的屬於“無國籍

人士”。但是從他們的自我認同上來說，都認為

自己還是中國人。

他們的故事，起源於一個複雜紛亂的時代。

一開始是野心、仇恨和不切實際的任務，使得他

們亡命天涯，到後來是認命、妥協、只求“好好

活下去”。

他們，被稱為“泰北孤軍”。

時至今日，真正的士兵已經所剩無幾，老兵

逐漸凋零，當初十幾歲的童子軍，也到了耄耋之

年。他們的後代，說著一口流利的泰語，經營著

茶園、果園、旅遊景點，或者離開家園，前往泰

國的大城市生活，這種自由遷徙的權利，也是他

們努力了多年才得來的。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這

麼多年過去，我們可以心平氣和地來看待這段特

殊的歷史，看看這群人是如何在異國他鄉“借地

養命”。

“泰北孤軍”的故事
1949年，國民黨軍隊兵敗如山倒。到了這一

年的年底，還沒有被解放的地方，除了臺灣島、

海南島、西藏，就還剩下雲南了。

很快，解放軍開赴雲南，當時雲南省的“省

主席”是國民黨“二級上將”，參加過台兒莊戰

役、武漢會戰、長沙會戰的盧漢。

盧漢眼見國民黨大勢已去，願意棄暗投明。

但同時身在雲南的國民黨“陸軍中將”，參加過

“中國遠征軍”的李彌和國民黨第“二十六軍軍

長”，參加了常德會戰的余程萬兩人都不願意投

降。

盧漢於是下令將李彌和余程萬抓了起來，李

彌假裝答應，說願意回去策反部下，被釋放後又

殺了回來，逼得盧漢將余程萬也釋放。

很快，解放軍攻入雲南，打響了“滇南戰役

”，迅速就將國民黨的頑抗部隊擊潰。余程萬帶

著殘部逃到了越南，一到越南，就被法國殖民軍

繳械，余程萬被遣送出境，他逃到了香港。幾年

後三個匪徒闖入他家搶劫，在一場警匪槍戰中中

彈身亡。

而李彌，則帶著6萬大軍逃到了中緬邊境，被

追趕上來的解放軍幾乎全殲。李彌在特務的安排

下逃到了臺灣，還有600多名死裡逃生的士兵，在

團長李國輝的率領下，退入到了緬甸。在緬甸這

600多人又遇上了“二十六軍”800多人的殘部，

這總共 1500多名士兵，就在緬甸得到了暫時的喘

息。

兩個月後，又不斷有被打散的國民黨軍隊的

士兵前來投奔，這支“孤軍”的人數擴充到了

3500人。

這一下就引起了緬甸政府的高度警覺。在自

己家地盤上出現這麼一股武裝力量，換做誰也沒

辦法安心。

緬甸就派軍隊去剿，可這支“孤軍”畢竟是

身經百戰的，雖然打不過共我軍，但打緬甸的軍

隊還是綽綽有餘。幾場仗打下來，3500名孤軍把

兩萬名緬軍打得落花流水，不僅沒被趕走，還擴

充了地盤。

蔣介石也是在報紙上看到了這個消息，要不

然他也早忘了還有這麼一支部隊的存在。他立刻

召見了李彌，要他返回緬甸，指揮孤軍繼續作戰

，並給予軍餉和武器的支援。

有錢又有槍，還有李彌這樣的高級將領來指

揮，孤軍在緬甸的勢力日益增長。甚至還修建了

飛機場，開辦了軍校，佔據的土地面積是臺灣島

的三倍。

緬甸政府更加坐立不安了，在 1953年跑去聯

合國告狀，說孤軍這種行為屬於“侵略者”。最

終聯合國以壓倒性的投票，裁定孤軍的行為屬於

侵犯他國領土，在強大的國際壓力下，蔣介石只

能下令孤軍撤退，李彌只能帶著部隊回到了臺灣

。

不過蔣介石還是留了一手，他密令“陸軍少

將”段希文，“化明為暗”，帶著一些“自願留

下”的孤軍，繼續鬥爭。

因為是“自願留下”，所以蔣介石也不方便

再給軍餉和支援，這支孤軍只能自謀生路。在共

我軍和緬甸軍隊的合力圍剿下，段希文帶著孤軍

退入到了泰國北部的美斯樂，位於著名的“金三

角”地區。

在“金三角”的美斯樂，這支孤軍沒有軍餉

，沒有支援，只能靠一種東西賺錢——罌粟。

自從英國人把罌粟帶到這裡，“金三角”地

區就成為了鴉片的重要產地。孤軍一開始並沒有

直接參與罌粟的種植和鴉片生產，而是通過給過

往的鴉片商販提供保護，收取稅收來賺錢。也有

人說後來孤軍自己也參與了鴉片生產和貿易，不

過如今的孤軍後代對這種說法都是否定的。

泰國雖然暫時給了孤軍一個落腳之地，但畢

竟是在人家地盤上“借土養命”。為了能

夠長期生存下來，段希文決定幫助泰國政

府剿滅當地的遊擊隊。當時泰國的遊擊隊

令泰國政府頭疼不已。不僅經常攻擊政府

機關，有一次還殺掉了清萊省的省長。派

去剿滅的軍隊面對善於在山區打遊擊的遊

擊隊也是束手無策。

當泰國國王普密蓬，也就是拉瑪九世

，聽說孤軍可幫忙剿匪，喜出望外，這一

下可以“以寇制寇”了。立即贊助軍餉裝

備，坐山觀虎鬥。

孤軍的戰鬥力不是泰國軍隊可以相比

的，他們在山區也打了十幾年的遊擊，對於遊擊

隊的戰術非常熟悉。在孤軍的奮力作戰下，終於

清剿了遊擊隊，除去了泰國政府的心頭大患。

為了表示答謝，泰王拉瑪九世御賜參戰的孤

軍公民權和居留權，還批准了孤軍在泰北以傭軍

形式長久駐紮。在頒授典禮上，段希文向泰王普

密蓬跪下領受，感激其願意收容孤苦無依的難民

軍。

事情到這裡，孤軍的處境似乎有了很大的改

善，畢竟都已經得到泰王的許可，有了正式身份

和國籍。

但真正要等到過上安穩的正常生活，孤軍們

還要再等上20年。

年年難過年年過處處無家處處家
在孤軍生活的美斯樂，有這樣一副對聯。上

聯是：年年難過年年過。下聯是：處處無家處處

家。橫批是：十年北伐、八年抗戰、四年內戰、

叱吒金三角、勝敗論狗熊。

這副對聯，道盡了孤軍們的艱難。在用性命

換來了泰王的承認之後，他們依然沒能過上正常

生活。只有那些參戰的士兵獲得了泰國國籍，而

那些因傷病無法參戰的老兵只獲得了難民證件，

仍是“無國籍”狀態。

而且泰國人仍難以充分信任這批外籍軍人，

在泰國反對黨要求下，他們的生活圈完全局限于

泰國北部。即使不再是軍人的第二代青年，也被

要求不可以赴泰國一般鄉鎮或城市求職，僅允許

留住當地。

最艱難的歲月，他們住在用土坯和茅草搭建

的房子裡，沒水沒電，家徒四壁，生活形式猶如

難民。

一直到 1982年，一位中國臺灣作家來到美斯

樂，親眼見到了孤軍們艱苦的生活，回去將見聞

寫成文章《金三角？荒城》，在臺灣的《中國時

報》連載，引起了巨大的轟動。

這位作家，就是柏楊。

柏楊對於孤軍的報導，才讓人們知道，原來

在泰北，還有一群“被遺忘的人”。國民黨當局

出於輿論壓力和對孤軍的愧疚，發起了對孤軍生

活的援助。還有不少臺灣、香港市民為孤軍的事

蹟感動，踴躍捐款。

美斯樂如今已是泰國著名的茶葉產地，共有

茶園 1.25萬畝，靠著茶葉，當地人的經濟狀態都

還不錯。而在當年，這漫山遍野的茶園，卻是一

片荒涼。這裡的茶葉種子，就是國民黨援助孤軍

帶來的。

援助隊伍帶來了種子、技術和資金，幫助孤

軍們開荒種茶，開辦學校、茶廠。對於那些想要

去臺灣島讀書的子弟，國民黨給他們提供獎學金

，接到臺灣讀書，想要去務工的，也給予安排，

大大改善了孤軍們的生活。

孤軍們還在美斯樂大量種植櫻花樹，每到春

天，櫻花盛開，成為了泰北出名的賞櫻勝地，吸

引了大量遊客。

至此，漂泊了幾十年的泰北孤軍，才真正過

上了安穩的日子。

孤軍們在這裡繁衍生息，第二代、第三代獲

得了泰國國籍，他們不再和祖輩父輩那樣，穿著

軍裝，扛著步槍，他們紛紛走出泰北，前往曼谷

這樣的大城市尋找自己的夢想。

如果你有一天，去到美斯樂孤軍村旅遊，你

可以在旅遊驛站買上一壺茶，聽聽閑坐在那裡的

老人們聊一聊當年的風雲歲月。時過境遷，曾經

彼此對立的兄弟，此刻是血濃於水的同胞，槍林

彈雨響徹的山林，變成了茶香滿山的安樂家園。

泰北孤軍的故事：被遺忘的中國士兵，
為生存給泰王賣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