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4年5月，时任湖南省主
席 、 第九战区总司令的薛岳 ，
在湖南省行政会议上作报告
时称 :“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
之冠 ，每年除供给军棉7万担 ，
军布 300万匹 ， 军粮 1000万担

外 ，尚需接济邻省更大更多之
需求 。 全省人民的慷慨解囊 ，
一方面鼓舞了前方士气 ，使杀
敌更为英勇 ，一方面使全世界
看到我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
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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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抗战故事③

■救亡 “出钱出力打敌人”
———不仅仅是捐献了50架飞机

湖南日报记者 文热心

1942年1月4日，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
华日报》刊出的由郭沫若作词、贺绿汀谱曲的
《出钱劳军歌》:“有力要当兵，有钱要劳军，前
方后方齐拼命，出钱出力打敌人……”并发表
社论号召“用一切力量援助前线”。

此事的背景是： 当时长沙正进行第三
次会战， 长沙西郊民众捐赠猪肉1万斤、蔬
菜200担送来城中， 犒劳浴血苦战的城防
部队，使将士们“益加感奋”。因此，两个大
家合作谱写了这一《出钱劳军歌》。

“出钱出力打敌人”，正是湖南救亡运
动大合唱的主旋律。

在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 湖南人民在
救亡的旗帜下，积极行动，慷慨解囊，贡献

“居全国之冠”。

在前期与日军作战中， 一个严峻的事
实是：人家有飞机大炮，而中国军队只有挨
炸的份， 完全是凭血肉之躯抵抗敌人的钢
铁炸弹。不仅地方军队，就是中央军的将军
们，都发出无奈的感慨。宋希濂在武汉会战
所率的七十二军， 全是德式装备， 在兵对
兵、将对将时可以凭勇气将敌人打垮，可面
对敌方飞机的轰炸，无法扩大战果，只能徒
唤奈何。 像陶峙岳所率地方部队拨归中央
军指挥后，在淞沪抗战中，“凭着几条破枪，
能坚守温藻浜27个昼夜，简直就是奇迹”。

因此，夺取制空权，成为中国军队的梦
想。

没有飞机，成为全国人民的心病。
“航空救国”也就成了抗战的举国行动。
买飞机要钱，募款就是“航空救国”的

第一要务。
“献机”运动轰轰烈烈，曾是湖南救亡

运动的鲜明特色。
“剧人号”、“湘商号”、“湘工号”、“记者

号”、“湘妇女号”、“儿童号” ……这些飞机
的名字不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 其对应的
款额也汇入了航空委员会账户。

捐献者取的这些机名，并不能
找到对应的飞机， 只是表示一方、
一行或一群人的爱国情怀到了某
种刻度。

1940年后，湖南“献机”的爱国
热情掀起高潮。这年8月，戏剧界为
响应演剧募捐购献“剧人号”飞机，
举行了大规模的平（京）、湘、楚话
剧联合公演。

9月，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
进步人士组成的军委会政治部第
三厅所属抗剧八队，为募捐“剧人
号”飞机，在湘潭“百代剧院”首次公
演多幕剧《国家至上》，观众极为踊
跃。

10月，湘乡县民袁振基发起“一
县一机” 运动， 并发表告该县民众
书。该书发表后，湘乡民众捐款甚为
踊跃。长沙市商会、工会纷起响应，
捐献“湘商号”、“湘工号”飞机，湘潭
动员委员会也继起募献“湘潭号”。

11月， 湖南工界献机征募委员
会成立。

11月21日下午， 衡阳各界举行
首届防空节庆祝活动， 衡阳人民抗
敌后援会倡议募捐，购置飞机一架，
并命名为“衡阳号”。衡阳妇女组织
发动全市妇女参加捐购“湘妇女号”
飞机。

12月16日， 长沙邮务工会呈请
全国邮务总工会发动全国邮工捐献
飞机， 并决议将元旦聚餐费捐献购
买飞机。

12月， 邵阳桃花坪商店工友陈
正廷、朱锡圭、李柴松发起捐献“工
友号”飞机；蓝田商人唐鼎新发起捐
献“店员号”飞机。

1941年11月， 湖南第一军人监

狱在监人员，全体减食五日，尽力凑
得国币136元作为献机款。

1942年2月，长沙记者公会募款
3万元，捐献长沙“记者号”滑翔机一
架。

1942年3月，湘桂铁路抗敌后援
会再一次发动员工捐献“湘桂铁路
滑翔机”一架。

1942年8月，湖南伤兵，把绝食
一天所得，充作献金。

据统计，至1942年5月底，全省
捐机款逾700万元， 可购飞机50架，
居全国之冠。

这当中，有着许多感人故事。在
衡阳，船山中学童子军队员伍文章、
周恒等还向全国发起捐献“中国童
子军号”飞机，并发动本校童子军队
员节储平时费用，共献金1931元；私
立陶淑小学发起筹募“儿童号”飞
机， 并致电全国小朋友， 节蓄糖果
费，响应“儿童号”运动；衡阳县新桥
冯孝先之妻华氏，捐献家田24石（合
计2.4亩）； 泉溪85岁的李老太太将
家中2万银元全部捐出。在长沙，“献
机” 活动最成功的是湖南第一纺织
厂，至1943年1月，员工共捐献飞机
15架。

前线的需要， 就是后方的行动。湖
南人民捐献的不仅仅是飞机。

寒冬来临， 前方将士需要寒衣，征
募寒衣也就成了湖南救亡的要务。

省里成立征募寒衣委员会，各救亡
团体更是积极行动，因此，湖南的寒衣
征募活动效果显著。

1940年8月，《新华日报》 发表社论
说：“秋风渐起”，“我们， 能不有酒食而
思前方将士的食冷，感秋风而念爱国健
儿的衣单”，号召“发动（民国）二十九年
度征募寒衣运动， 自八月十五日起，至
十月三十一日止”。湖南各界积极响应，
迅速行动，湖南的新闻记者更是表现突
出。耒阳记者会定“9·1”记者节日举行
报纸义卖及戏剧公演，全体新闻人员均
亲自参加，同时举行战时全国新闻报纸
展览会；长沙记者公会则“捐献一日所
得作为寒衣捐”， 并广泛进行征募寒衣
宣传。 而社会各界纷纷刷写宣传标语，
深夜赶制寒衣，至9月15日，即征募寒衣
20万件。11月， 价值法币55万元的棉背
心20万件转运前方，慰劳抗日将士。

“出钱出力打敌人”，更多
地融入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义卖募集钱物， 成为一些
单位和社会组织的常态。1939
年1月，衡阳《大刚报》于15日举
行义卖，共募得银洋4600余元。
1939年9月1日， 常德《新潮日
报》创刊，在常德剧院举行“义
卖” 大会， 报社领导人亲临现
场，将精印的《新潮日报》义卖
劳军， 其中常德被服厂厂长杨
隶文以5000元的义卖最高价买
一张《新潮日报》，是日共得捐
款27万元。1942年7月7日，《国
民日报》、湖南《大公报》举行义
卖，募得捐款3182元和2700元。
《湘潭民报》也举行“七七”义卖
献金，共募国币10794元。

节日献金和婚庆献金，成
为人们支持抗战的具体行动。
节日主要是春节、中秋节等，尤
其是特定节日， 如七七事变纪
念日、 九一八事变纪念日等。
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纪念
日时， 湘抗敌总会决定在省会
举行献金运动，全市设献金台5
个，至9日共收各界人士及群众
献金96087元。辛亥革命元老刘
揆一（湘潭人）将亲友所赠之寿
资全数购置布鞋400双，交省抗
敌会充作慰劳品；1943年5月，
祁阳县九旬老媪柏黄氏捐九旬
寿诞席费1万元，作为文化劳军

捐款；1943年6月， 桑植达泉乡
第八保百岁老人陈王氏将其百
年来针红所积1万元，捐赠抗日
将士作医药费。另外，有许多民
众将结婚费用也捐献出来，至
为感人。

慰劳前方将士， 发自人们
内心。清翰林、大书法家郑家溉
（长沙县人，居长沙市）致函抗
敌总会， 将其夫人杨氏的金镯
一对和三女季纯的结婚戒指一
枚一并捐出，慰劳前方将士；临
湘老农蒋味庭（年龄60多岁）
自临湘陷敌后即率子孙13人
参加游击队， 并将历年积蓄
800元， 捐赠出征军人家属。
1944年夏， 衡阳保卫战在即，
慰问将士活动更加火热。6月，
衡阳市连日发起募捐运动，街
头巷尾都设有捐献处 ， 募款
500万元，并组团赴湘北慰劳。
1945年6月， 桥头河省立一师
师生也募集了9574元，慰劳前
方抗敌将士。

士农工商，全民参与，无论
是耄耋老人，还是小小儿童，甚
至是狱中犯人，均“匹夫有责”。

募捐的价值绝不仅仅在于
那一张张的纸币和一枚枚的铜
板， 它募集到的是比金钱更为
可贵的人心。

有人曾说:“这是中国兴亡
的重大测验！测验的结果，中国
不会亡！中国一定复兴！”湖南
人民的慷慨募捐， 有力地支持
了湖南乃至全国的抗战。

1 一个心病：挨炸

各种“号”：飞机2

募寒衣：紧急3

募钱物：常态4

■链接

湖南人民捐献抗战物资。 （资料照片）

“湖南对国家贡献居全国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