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坝上的从军热爱国情

         金开泰

  抗战后期急需加强军事力量，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刻，华西坝上掀起了一场轰

轰烈烈的从军热潮，各校有众多的学生叩马请缨，投笔从戎，走上战场，展现出

一派生机勃勃的爱国情，是华西坝可歌可泣、非常值得书写的一页。

一、背景

国民政府战前《兵役法》规定，学生和公务员属于免役或缓役对象，故除个

别志愿从军的学生外，政府一直没有在学生中大规模征兵。但 1942 年中国 10 万

远征军赴缅，首次在国外作战失利，损失惨重，留在印度的称中国驻印军，驻兰

姆伽整训。中国军队的素质受到了盟国的不满。史迪威向中国建议，征调知识青

年入军，空运到印度训练，补充军力，迅速打通中印交通线，改变战局。

1942 年 10 月蒋介石政府通令各级学校的兵役适龄人员，自 1943 年 1 月起依

法抽签，配服役务。3 月立法院修订了兵役法，鼓励青年学生参军，服役期间保

留学籍。1943 年 10 月蒋介石下令军政部征集十万知识青年。

在四川，1943 年 11 月 15 日省军区参谋长徐思平在三台东北大学首次发表 

“学生于民族存亡应有之认识与责任”的演讲。11 月下旬，四川开始广泛宣传，

号召学生从军。11 月 29 日徐思平在成都电影院为大中学生演讲。1943 年 12 月 9

日政府公布了学生志愿服役办法。1944 年元月成都成立教导二团，（教导一团在

重庆）团部设西较埸中央军校营房。第一期收川西川北学生 688 名，编三营 10 连，

于 5 月 9 日结业。7 月训练后由新津机场送印度。第二期收训学生 1063 名，9 月

又陆续飞赴印度。（转引自侯德础：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二、从军热打破了华西坝的宁静

自三台东北大学及国立十八中学同学先后自动参加远征军的消息载于报章后，

成都市大中学校亦掀起踊跃报名。华西坝上各校亦号召青年学生从军，华西坝打

破了宁静时光。燕大有男生 5 人，女生 6 人报名，准备办手续的亦大有其人。四

年级数人呈请学校转教育部以从军代替未修满的学分。华大、齐大、金大也已发

动青年从军，不久即可大规模展开。（燕京新闻 1943.12.4）到 12 月 11 日 燕大报名



的有 16 人，齐大有 15 人。齐大于 6 日欢送，赠了慰劳品；燕大于 7 日晚欢送，

梅代校长训词，抗建服务会赠每人银戒指一枚。（燕京新闻 43.12.11）

华大师生 12 月 13 日，热烈地齐集礼堂，

满怀着鼓励与惜别来欢送几十个行将出发

的远征健儿。学生自治会主席代表全体教

职员和学生自治会给远征军同学银手镯一

只，上刻“还我山河”四字，同时还赠送

全队“长风万里”的锦旗一幅。张凌高校

长及姜蕴刚教授先后训话，予远征军同

学，以十分诚恳的勉励，接着同学代表郑

泳芝小姐致欢送词，词句热烈悲壮，使全

场听众都受到感动。最后安振东君代表远

征军致答词。他说：青年人的生命就当像

华西坝上木桥下面汹涌澎湃的流水，而不

该像那钟楼下平静的溪沟，我们因为本着

这种轰轰烈烈的精神，乃决心走进了远征

军的队伍中。

齐大亦于同日在体育馆举行欢送远征军同学，赠送每人自来水笔一支。（燕京

新闻 1943.12.18）华西坝青年馆为欢送参加教导二团的金大 10 名同学，送每人五

彩纪念章一枚，上书“民族之光”四字。远征军同学表示：“愿以最大决心，贯

彻从军报国的初衷，决不辜负师长及同学的厚望！”（燕京新闻 43.12.18）

华西坝上各校都支持和组织青年学生从军，1944 年 2 月 5 日兵役主管机关按

蒋从优奖叙宣导得力人员，东北、川大、燕大、光华、华西、金陵、齐鲁、复旦

等大学校长，都受到了表彰。（侯德础：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三、华西坝从军热的高潮

1944 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国军再次失利，继续征召知识青年从军更显迫

切。军委政治部发布《告全国青年文告》，全国响起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

青年十万军”的口号。10 月 24 日蒋介石直接对青年学生发表“告知识青年从军

书”，称：我们经历了七年余的艰苦抗战，已经到了争取胜利的最后一年，是知



识青年报效国家千载难得的时机。民族的盛衰前途，寄托在知识青年肩上，有气

节，有血性的知识青年，奋起志愿从军。（华大校刊 1944.10.30）1944 年 11 月 12

日开始登记参加青年军，到 1945 年初总共有 15 万多人报名从军。经体检 12 万人

入伍。部分编入远征军，部分编为青年军，设 201 至 209 师，奔赴中缅和其他战

场。

在全国知识青年热烈从军之下，华西坝上的从军热爱国情也达到了高潮。

燕京新闻记者振祎 1944 年 11 月 26 日特别报导：华西坝新气象，从军热潮掀

起。称：战事已走入异常艰苦的阶段，当前一阵狂风大浪，伴着飞沙走石，华西坝——这块

天堂土地，也给卷了进去。保卫国土吧，这是公民的天职，年青的主人们激动了，怒吼了，

凭着青年的热情、智慧，要堵住敌人的进犯。于是，新的运动展开了。

红色、绿色等五彩的标语传单口号先就贴了出来，墙上、壁上、柱子上、树杆上都布满

了，像苍蝇粘在捕蝇纸上一样，死死地在那儿停住。一批一批的年青主人，眼光都吸了进去，

轻轻地念两声：“青年报国在今朝”，“寇深矣，青年们，快起来！” 

华西坝确是天堂，天堂里的主人才知道爱护这天堂。（燕京新闻 44.11.26）

各大学校长也发表谈话，强调知识青年从军和意义与迫切。华大校长张凌高

接受燕京新闻的采访中称：一，现在中国已到了非青年学生从军不可的时候；二，

中国军队待遇太坏，知识太差，唯一的办法是让知识青年到队伍中去；三，是中

国青年唯一的救国机会；四，官员贪污腐败，军事失利，无从革新，只有知识青

年从军，才能重建国基；五，志愿从军是各本良心无功利而是去救我们的国家。

（燕京新闻 1944.11.6 及华大校刊 1944.11.30）齐大校长汤吉禾、金女大校长吴贻芳、燕

大代理校长马鉴、金大代理校长章之汶亦同时发表谈话，勉励学生从军。知名教

授钱穆在华大校刊上以表了《知识青年从军的历史先例》。他说：目前中央正号召

全国知识青年从军，似乎是一件崭新的运动，但在历史上，则是很早便有的先例。

历数了历代知识青年从军的事实。归结为此乃国家民族前途祸福所系，望全国知

识青年，其速奋起！（华大校刊 1944.10.30）

政府还制定了相应的优待办法：从军期间一律保存原有学籍；退伍时依本人

志愿仍回原校并特许参加升级考试；入伍时已修满最后一年第一学期，由学校发

给毕业证书；公费生、免费生及领有奖学金者，复学时仍给予相同的待遇；从军

学生参加留学考试的，得有优待录取之机会；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及出国研究国



防科学，政府可择优待保送。（华大校刊 1944.10.30）

各校都成立了从军征集委员会，各方面也加紧推进从军的相关工作。五大学

教务会议议决从军学生成绩优待办法。华西坝的教授们开从军问题推进会，同时

大学校长们更深谋远虑，已经要撤销不必须的课程，添加各种战时技能，使大家

能充分发挥抗战力。九大学当局举行联系会议，由金大代理校务章之汶院长负责

起草“成都九大学紧急呼籲”，建议两项原则，四年课程三得授完，不必要课程一

律停止；将目前大学自三年级改为抗建教育，合格男生全行入伍，合格女生受看

护或文书训练。不合格者另受训练。（金大校刊 1944.12.30）华大家政系的同学赶忙

着织棉袜，燕大同学积极的筹备从军同学后援会，而五大学同学更献出三万元给

从军的朋友。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 中华的儿女起来了！

坝上同学从军白热化。华大定的 20-22 日为报名时间，到 1944 年 11 月 23 日

华大已有 53 人报名，男生有戴焕卿、孙经义、李同定等 39 人，女生有赵月英，

张秀琼等 4 人；又此次参加空军体检合格者有詹承矩、刘鸿湘、宋邦鑫、朱沿中、



颜济、严开俊、李定北及李富生等 8 人；参加远征军的刘有方、王孙已于 21 日飞

印。华西协高已有 120 余人报名；附设先修班亦有 5 人报名。金大各学院助教及

男女同学报名参加远征军的 54 人，已入营的 15 人，报考空军的 66 人，体检落选

的改投远征军。金女大是教职员先去，同学们也跟着就参加了好几位，她们都是

去做救护工作。齐大从军的近百人，其中当医生的为数不少。燕大截至目前已近 20

人报名从军。（燕京新闻 43.11.26）

随着从军热潮的进一步发酵，各校从军人数占学生总数的比例都甚高，到 1944

且 12 月 5 日，华大从军 92 人，男 61 人，女 31 人。约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

医牙学院毕业班牙科男 4、女 5 人，医科男 26、女 15 人，奉政府征召，不日赴渝；

制药系师生男 8、女 15 人，亦奉征召，7 日赴渝；战时运输管理局 1945 年初又来

征员，华大 21 人报名，录取 13 人。

               

金大同学参加远征军的 36 人，空军 34 人，知识青年从军的 88 人，合计 158

人，占全校同学七分之一 ，内有助教 2 人；（金大校刊 44.12.16）燕大至 6 日，

从军 72 人，其中教职员 6 人，学生占全校人数的五分之一；齐大将报名前后一周



定为“从军周”，至 6 日，从军 182 人，医学七年级征召 19 人，药学四年级 8 人，

空军 20 人，远征军 41 人，志愿军 94 人。仅志愿军占总学生的五分之一。金女到

上月底从军 41 人，占学生数的八分之一 。（燕京新闻 1944.12.10）燕大体育教员周

纪馨及女生谢宝茱、李雅书、瑞荣敬，金女大亦有体育教员凌佩芬、朱思珍，外

文系同学汪密、刘翰棻、刘希娜、陈美莲、赵美珍、章淑捷等参加盟军机场或盟

军空军服务。（燕京新闻 1944.12.17）这样坝上几个学校先后从军（不含中学）的

达 5、600 人。

欢送与告别交相辉映，坝上形成波澜壮阔的从军热爱国情。从军虽然是个

人的选择，但在争取卫国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形势下，却成了坝上师生员工家国

情怀的共识。正如燕京新闻记者所言：华西坝几千儿女，深切地把抗战工作考

虑着。他们想用最有效的办法去堵截敌人。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

认识，环境和身体尤其是个人采取先去的先决条件，当然，有许多人认为从军

至上，同时也有人认为组训民众工作也极重要。总之各人的爱国热诚是一样的。

（燕京新闻 44.11.26）对参军的同学，各校的班、系、院、校都举行了热烈的欢送

与鼓励，岁末的 12 月成了一个欢送月，相互激励的场面比比皆是。华大 1948

级医科同学 1944 年欢送从军的叶成中留下了在荷花池旁银杏树上的精彩一瞬；

从上到下：邓显昭，刘

源美，唐维晶，梁永跃，

杨式之，郭媛珠，薛崇成。

地面从左到右：张慎徽，胡

镜尧，黄安华，刘嘉伦，

叶成中。（钟志成、邓长

春供）



金大理学院教职员都深切的感到“中国必竟要胜利的，中华民族的精神并没

有丧失，青年慷慨的从军，正是英勇精神的表现！”院务会议决议，欢送远征

军时特请余光烺教授执笔写了热情奔放的欢送信：“寇深国危，暴敌压境，诸

君投笔从戎，请缨杀敌，立儒厲贪，风声不振，全校师生，莫不钦佩，……并祝

鹏程万里，扬威异域，他日凯旋归来，再与诸君聚首攻读也。”。金大理学院

的老教授李方训、余光烺、陈纳逊、戴安邦等 10 余人，代表教职员到教导二团

军营，会聚了许多自愿去送行的学生，带去了许多院方准备的橘子、饼干等礼

物，送别慰问参加远征军的同学，夕阳西下，还依依不舍，不知是谁高呼唱校

歌，于是“大港滔滔东入海……”的歌声震撼了每个人的心灵，素负“老教授”

的他们，一时都变成了健壮的青年！金大理学院 12 月 2 日欢送赴美训练的空军

同学，李方训副院长和钱宝钧、范谦衷教授分别训词，语重心长，空军代表殳

家豪君答谢师长盛意，然后由裘家奎夫人等授予从军同学以刻有 UN 两字之银戒，

最后放映最新航空教学电影片。（金大校刊 44.12.16）

从军的同学也在各种欢送场合表达了他们的心声，亦有公诸报端，爱国情怀

跃然纸上，感人至深，也是那一代青年学生气血方刚，舍身奉国的心路历程。

金大纪峰波赴印前夕，致书母校同学：别了，祖国的朝阳夕雨。别了，北国的风

沙，南国的原野。是的，别了所有恋念的朋友们！为了朋友的情分，为着祖国的眷恋，我

们实在不愿受到别离的折磨，但是我们却想着，想着……我们伟大的传统，光荣的昨日，

更想着我们理想中憧憬着所有成功的明天，我们跟随着大家的鼓励和期望，这才决定了一

切，踏上征程。我们想总会有那么一天，我们带着胜利的微笑，出现在你们怀着渴望心情

的面前，到时再来追溯起今天，不但不是离别，而更是我们互相热烈团结的开头呢！万缕

悲思，拥积在心，满腹千言，纸短情长，愿我们大家平安，健康！并且在微笑中创造我们

的希望，发展我们的事业，因为时代是属于我们的！（金大校刊 1944.12.16）

燕大一从军青年致燕京新闻记者的一封信称：二十三日的早晨，我决定了自己今后的

命运，我已虔诚的把我的身体，我的生命交给了国家，开始了我生命史上新的一页。我已

投笔从戎。当我做如是决定的时候，我实感到无限的骄傲，无限的自信，对自己的勇气、

毅力及未来的前途，再度予以崇高的估量，我想你一定为我未来而庆幸。这并不是由于环



境的驱使，更非由于情感的冲动，而是经过 48 小时的缜密考虑。我是以战斗者自许的。虽

然我爱静，但我内心却像火一般的炽烈，海一般的奔腾。今后更将表现于实际的行动上。

国难家仇，何曾稍忘？今天已是行动的时候，我已不再迟疑，不再彷徨，一切为了国家，

一切为了未来。此行我存着必胜的信心，抱必死的决心，我将在战斗中学习，战斗中充实，

再在另一生活的方式里体验人生的真义。我对未来实抱有无限的憧憬与期待，一切都得自

己去争取。（燕京新闻 1944.12.3）

燕大一个署名韦的同学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我去了，我暂时丢下了笔杆，到山的尽头，

海的那边，保卫祖国的沃土去了。自从政府发动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后，我的心开始颤

抖了，理智与感情的冲突，个人与国家的矛盾，家庭的爱与国家的爱之不能协调，几乎整

日都在悲痛，犹豫和不安的气氛中，但经过好多天的沉思，……我毅然的起来，准备和敌

人拼命。我这次从军，完全出于正义和理智的判断。为了祖国，为了自己生长的故乡，我

不能再空口说白话，行动才是最公正而有力的证人。我要以悲壮的行程，来唤醒那已死的

人心，激励民族的气节。 ……我们试想一想，现代化的战争，如果没有知识青年参加，这

战争将会怎样？失去的土地将会如何收复？敌人怎么会退出我们的国土？盟邦也怎会和我

们并肩作战？胜利更会何从取得？建国更是说不上了。如果不自力更生，恐怕国家定会遭

受到殖民地和亡国的惨痛。

什么是个人的幸福？什么是个人的理想和计划？只有国家的生存是至高无上。我要悲

壮高歌的走上战场，在这沉闷的空气腐烂的社会中，如果不以我们的生命来一次壮烈的冒

险，我们也会慢慢的在腐蚀中而死亡。与其在生活中让毒刺一针针的刺死，不如痛快的来

壮烈从军，以壮生命的行色，把一切都改转过来。我这次是把全部生命托给国家，让我这

渺小的生命以换起国家永恒的生命。何况，不一定会牺牲。万一就有死的危险，我也只想

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我希望知识青年起来为祖国效劳，为自己的人

生缀上异彩吧！（燕京新闻 1944.11.5）

1945 年 1 月 10 日华大、金大、齐鲁、燕大四校参加青年军学生入营，公推燕

大征集委员会总干事林启武为总领队负责护着学生入营。当日天气极冷，雪花纷

飞。燕大参军及护送师生 300 余人，6 时半即整队出发，7 时各校从军及送征人群

千余人聚集在事务所门口。金大的服装最引人注目，头戴“胜利帽”，上悬纪念章，

臂上挂着“UN”的红带。南台小学生由老校长带领专来送行，唱起了“义勇军进

行曲”。从重庆刚回来的梅校长向燕大从军学生训词后，撑起了一丈多长的鞭炮，



梅夫人引火点燃。各校歌声、鞭炮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道别声、珍重声充满

了事务所门前。八时林总号令上车，同学们又尾随汽车旁，眼看汽车缓缓行驶，

欢呼之声仍不绝于耳，互相挥巾告别，共期胜利再相见。燕京新闻的记者发了一

篇专稿“风雪送征人”。他写道：当我和一位旧我握着又一次手时，耳边钻进一句“自由、

祖国、爱情。”没有自由就没有祖国，没有祖国，就没有爱情，我懂他的意思，但我说不出什

么。来后来哽着咽喉，说几句过去从军同学说的话。愿他们在不久的将来，高唱凯歌，在自

由的国土，自由的祖国河山再见。车轮转动了，我的眼睛已看不清每个人的脸，两片雪花落

在眼前，融化在眼泪里，两辆满载人的卡车，往**出发了。（燕京新闻 1945.1.14）

平安报家书，前方后方心向系。远征军、空军、青年军都纷纷出发了。不久

入伍的同学都纷纷向学校师生投来家书，报平安，报告在军营受训或前方的情况。

特摘选两则以饷读者。

华大参加远征军的同学于 1944 年 12 月 4 日在印度汀江军营成立了“华大远征

军同学会”，20 日向学校来信称：临别校园，瞬逾三周，虽身赴国外，而心常想念祖国。

本月一日飞抵印度汀江招待营，换上全武装，即陆续分散到各种部队受训，如医院服务，充

实译员及骑兵、炮兵、步兵、宪兵，均有本校同学；受训期满，得依成绩及特长，再酌量分

派工作。我们受训营房，在雷多附近的野人山，领受森林教练，学习射击，或开行汽车。常

见盟军工作之紧张，真令人钦佩万分！又见战车、飞机大炮，川流不息，往前线运输，一面

开山，一面修路，因为我军反攻密支那及八莫；有这样之迅速，交通之便宜，军备之充实，

可说罕见，也许不久我们将由缅甸打回祖国。在汀江招待营，已成立华大远征军同学会，当

时参加 29 位，兹列表附呈，其余当在后登记再呈报。本会成立之宗旨，以发扬作战情绪，解

决同学之病危，联络同学之消息，并公推丁崇甫同学为本会会长， 主持一切，负责母校之缄



件往来。并将衣、食、住 、行、乐详细报告。（华大校刊 1944.12.30）

金大远征军刘俊来鸿介绍了在军中创作戏剧，反映了金大的精神，也是金大的光荣，

非常生动。来信称：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谁不爱自己生长的祖国，我想总有一天，

我会带着胜利的狂欢，带着光荣的胜利品，带着热带美丽的花朵……来到你们的前面。最

近，为准备庆祝元旦及扩大与盟友和侨胞的联欢，戏剧责任完全交给我，苦无剧本，便临

时三天内完成了一个剧——“我们的战争”（The is our war），描写这次我们从军远征的

真实情形，全剧分三幕四景。第一幕是一篇朗诵，完全是华西坝的风光，描写后方大学生

因战争紧急的影响而烦恼、彷徨、犹疑……第二幕是描写教二团出发的告别及欢送的热烈

情形。这里有緾绵的爱情，有慈母道别的眼泪，有老年人悲壮的嘱咐。第三幕是在印度军

营中的生活，是在夜里就寝前大家嘻嘻哈哈，哼哼唱唱……及班长讲述前线悲壮激昂的故

事。最后加上一场幻景——是等大家熟睡后梦见自己的女朋友及父母的情形，在这里充满

了胜利的狂欢及复仇的愉快。第一景是在秋天的黄昏，在华西坝附近的茶馆里；第二景是

有太阳的日子，在皇城坝教二团的营房；第三景是在印度军营中；第四景是幻景——是祖

国风雪中的原野。共同参加演出工作的有杨恩荣、傅秋馨、陶在康、范厚勋等同学。他们

帮忙装置、灯光、效果及剧务的一些事情。编者认为：他们凯旋返京，在母校的大礼堂同

观此剧的重演，回味军中的生活，同唱胜利之歌，幻景与希望，愿祝早日实现。（金大校刊

第 347 期 1945.4.16）

四、凯歌迎胜利

华西坝上 5、600 多人的从军青年经过短期的训练后，都按战场需要，先后投

入了各地与日军的搏斗或相关的工作，将青春年华献身于伟大的卫国战争。1945

年 8 月 15 日，在美中英等同盟国的强大军事打击下，日本终于无条件投降。经过

八年的抗战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9 月 2 日，日本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向同

盟国签署了投降书；9 月 9 日，日本在南京正式向中国呈交投降书。与此同时在各

地的日军也在当地向中国投降。

华大从军的曹振家，参军时编入 203 师，在泸州受训，经曾在安徽绩溪从军时

参加英军爆破学校翻译的好友及上司董宗山之邀，去了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外事

局任上校翻译。其时正驻防在湖南，1945 年 8 月 21 日至 23 日被派往芷江，参

与翻译和筹备日军在中国第一个接受日本投降的“芷江受降”之各种工作。

该受降是日本派遣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到芷江向中国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中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28408920&ss_c=ssc.citiao.link


这是校友王纲在美国购得的日本向同盟国投降签字书的稀有复印件，送给了建川博物馆收藏。

将、美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巴特勒准将等洽商日本在中国投降的各项事宜。洽降结

束后曹回到湖南长沙，9 月 6 日至 15 日，又参与了在岳麓书院（即湖南大学科

学馆），举行的“长衡受降”典礼之筹备与翻译工作。

芷江受降筹备处人员 右 2 曹振家   （曹国正供）



长衡受降筹备人员左 3 曹振家（曹国正供）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许多从军的同学，该毕业的毕业，走上了事业岗位，

如华大医科的谷铣之、沈怀信、丁 倜、王化洲、李志绥、黄梦花、翁心植、

丘建春、陈瑞梅、陈兰英、李正义、罗自强等都成为颇有成就的医药学者；

该复学的复学，如本校的王浴生、袁绍沄、戴保民、殷茀康、曹振家、颜济等，

又返回了学校继续攻读，其后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这不到两年的从军热，在中国抗战史上却是非常光辉的一页。真正应验了

张凌高校长前面所说的几重意义。在抗战最艰难、最需要时刻，有那么多大

学生投笔从军，这既是个人勇于牺牲的爱国情，也是学校教育的成功；知识

青年从军对于改善军队的素质，抑制腐败也是划时代的。战争已不再是冷兵

器时代，没有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在战略战术、掌握现代武器、组织军队各

方面都不可能适应，战争就难以取胜，这在受训学生的来信中已有反映；在

与盟军的合作中也在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尤其是参加与盟军有联系的译员

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战的胜利有他们的付出与功劳；对于他们个人或家

庭，尽管其功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被湮没，没有看到许多生动事例，甚至

有人还受到了无妄之灾。但我相信，他们为国家乃至世界的文明进步付出的

热情、学识、行动和血汗，是洒在时间长河里闪光的珍珠，永远值得讲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