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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见证侵华日军投降仪式
曾欢欢

2015年8月15日， 红砖灰顶的湖南
大学行政楼在烈日中静静矗立， 不断有
游人驻足看着门前的介绍： “原湖南大
学科学馆， 1945年9月15日， 长衡地区
侵华日军投降仪式曾在此举行。” 70年
前， 在如今的行政楼205会议室， 湖南
大学作为唯一举行侵华日军投降仪式的
中国大学， 见证了中华民族“雪百年耻
辱， 复万里河山” 的历史时刻。

蒙难·烽火岁月的文化浩劫
“1938年4月10日， 日军飞机轰炸
长沙， 湖南大学校区被夷为平地， 图书
馆大楼被毁， 仅存数根花岗岩大门柱”。
这段文字， 镌刻在该校被炸图书馆遗址
前的石碑上， 旁边是三竖两横地停留在
当初被炸断时位置的大门柱， 地上刻着
几个大大的“历史不会忘记”。
这样弥漫着无边战火与血光 的 记
录， 在仅为文化教育机构的湖南大学有
数处。 湖南大学数学院肖伊莘老教授亲
历了第一次被轰炸，“整个图书馆都倒塌
了，冲天的火光肆虐。 在现场，唯一站立
着的只有图书馆大厅前的四根立柱，附
近躺着尸体，有的人被炸碎了，肠子挂在
电线杆上。 大火整整烧了5个多小时才渐
渐熄灭。 ”这一天，距南迁的故宫国宝从
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撤离才过数日。
像这样的轰炸， 日军在湖南大学有
5次。 百余师生罹难， 图书馆、 科学
馆、 岳麓书院、 校舍， 烈火冲天， 典籍
无存， 古迹尽毁， 生灵涂炭。 70年后
仍是言者悲怆， 听者敛容。
湖南大学在 《被敌机炸毁后正告中
外文化界宣言》 中这样描述了这场文化
之殇： “本大学继承岳麓书院， 有千年
历史……寸瓦片石几皆于文化史有重大

之价值……今强敌一举而焚烧炸 毁
之， 于吾人之损失为何如！ 于世界文
化之损失为何如……”
湖南大学，蒙难；文化教育，蒙难。

西迁·科教救国与抗日救亡
“本大学虽罹此浩劫， 却以血染
为荣； 虽不在前方， 却以与前方将士
及我民众分受牺牲为幸。 全体师生决
本百折不回之精神， 誓与倭寇相周
旋， 不迁校， 不辍课， 使我华中仅存
之国立大学， 不因暴力而炸毁……”
这 是 1938年 4月 10 日 第 一 次 被 轰 炸
后， 湖南大学向全世界发出的怒吼。
1938年10月中旬起， 湖南大学
1000多名师生分批到达湘西的辰溪
县垅头垴。
“教室是枯黄的草地， 或大树底
下， 用木板子做几块小黑板， 背起便
走。” 今年91岁的湖南大学土木工程
学院杨煜惠老教授至今仍能清晰地忆
起当时的特制钢笔。 “我们把玻璃棒
放在火焰上烧软拉伸， 扭出尖来， 蘸
一次墨水可以写出几个字来。”
“甲骨文大学者杨树达教授当时
是湖南大学唯一的教育部首批部聘教
授 （全国仅30人）， 但在元宵节时还
买不起一份汤圆。 教德文的王舒教授
则在课余时间摆个小摊点补贴家用。
建筑专家柳士英教授家有5个孩子，
严重入不敷出， 柳夫人只得卖点油粑
粑。” 杨煜惠说。
95岁的彭国波老人当时是 学 校
治学组工作人员。 “由于是战时， 有
的专业仅一个学生， 可教师也一样地
上课， 板书写满黑板。 工学院李蕃熙、
何之泰、唐艺菁、萧光炯等教授上课都
非常认真。李蕃熙是机械系主任，他检
查学生的机械制图时， 每条尺码都亲

自复量，真正一丝不苟。 ”
1942年考入湖南大学数理系的苏
仲湘也曾回忆： “一个数学年级往往只
有一二人， 但是， 师友数人， 日夕相
对。 在轧轧作响的小楼上， 在仅糊素纸
的板窗前， 我们曾经多次度过探讨和思
辨的时光。 爱因斯坦和罗素的命题曾经
多次闯入我们的话题。”
据统计，1938年西迁辰溪学生数为
535人，到返校的1945年达1341人，增加
了2.5倍，7年间毕业人数总计1273名，其
中， 不乏中国巨型计算机事业主要创始
人慈云桂、 第一个登上南极的中国人张
逢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世界卫生组
织顾问卢滨峰、 著名新闻工作者苏仲湘
等校友。
国土沦亡， 山河破碎， 师生们积极
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批学生投笔从
戎， 有的直接参加前线作战部队， 肄业
生志愿参军者百余人。
1938年春， 中共湖南大学支部成
立， 直接领导抗日救亡民族先锋队， 还
公开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
—明日社。
著有《湖南大学在辰溪》一书的老人
张必津是土生土长的辰溪人， 他写道，
“1939年元旦，湖大学生举行劳军活动，
为抗日士兵代写书信， 为抗日士兵们缝
补军衣。 1940年1月，学校师生还为前方
抗日将士征募寒衣， 并给抗日将士汇出
1000元。 政治系同学绘制了国家形势图
及湘北会战图， 张贴于辰溪街道各要冲
处， 让闭塞的辰溪人民清醒地知道中华
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
辰溪老人还都记得“洋膏” 的 故
事。 原来战争爆发后， 烧碱来源断绝，
肥皂奇缺， 化工系副教授谭云鹤利用辰
溪一带大量的土碱和出产的桐油， 试制
软皂成功， 投入生产， 方便了广大民
众。 从抗战开始， 软皂的应用一直延续
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

南京大学

校史中的抗战记忆
荣光·复临岳麓的浴火重生
■通讯员
“雪百年耻辱，复万里河山，秦汉无此
雄，宋元无此壮；写三楚文章，吊九原将
士，风雨为之泣，草木为之悲。 ”这是70年
前，悬挂在湖南大学科学馆的一副对联。
1945年9月15日正午， 抗日战争中
国战区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长衡地区受
降仪式在湖南大学科学馆举行， 侵华日
军第二十军司令坂西一良代表长衡地区
日军， 向中国陆军第四方面军司令王耀
武呈递投降书。 当年报纸曾如此评述：
“这其实不只是岳麓山下湖南大学一所学
校的荣誉， 更是我们这座城市的骄傲。”
对于为何选择在湖大举行受降仪式，
时任校长胡庶华面对长沙各报的采访，
特意谈到湖南大学一贯保持爱国传统和
面对异族入侵不屈的民族气节。 胡校长
称南宋末年， 为抵御元军入侵， 五百余
名岳麓书院的学生守城抗敌全部殉难。
据调查所知， 抗战期间湖南大学没有一
人参加伪组织， 没有一人当汉奸， 这是
千余年来先贤提倡民族气节之效。
1945年12月10日， 湖南大学召开复
员长沙后的第一次校务会议， 做出了一
个郑重决定： 为景仰长衡区受降典礼起
见， 特在科学馆内设受降堂， 陈列受降
时各种纪念物品及战利品， 并在科学馆
前面建立奏凯亭， 竖碑以纪其事。 日后
如能建一较大之科学馆时， 即将现在之
科学馆， 改为胜利博物馆。
1945年底，湖南大学全部从辰溪复员
长沙。 由于校舍损毁严重，师生们就用从
辰溪拆迁过来的木料搭建临时校舍。“复
临舍”，意谓“复员后的临时校舍”，这也就
是今天湖大复临舍教学楼名字的由来。
岳麓山复苏了， 千年学府历经日寇
五次轰炸和四次长沙会战的炮火劫难后，
又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生机。

暑假， 河南大学抗战流
亡办学路线采访团来到了洛
阳潭头镇。 采访团成员在
“潭头惨案” 纪念碑前聚精
会神地聆听村民安红兵讲解
那段骇人听闻的历史。 1944
年， 垂死挣扎的日寇向洛阳
进 军 ， 5 月 15 日 入 侵 潭 头 ，
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潭头惨
案”， 河大师生及家属9人遇
难。
王宏宇 供图

潘懋元教授回忆抗战岁月
■潘懋元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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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八年国殇，一朝涅槃，中国人民凭借坚忍不拔、永不言弃的
民族精神，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抗战的征途中，当时的大学师生一方面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另一方面，在猛烈的炮火
中不弃学业，使我国学术薪火相传，存续不绝。 本期，我们把目光投向在抗日战争中进行过卓绝斗争的高校。

湖南大学

■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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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宏整理

1939年春，我在普宁县高埕乡校教
书，参加普宁二区青抗会的活动。
汕头市沦陷的消息传到这个小村，
虽然思想上不是毫无准备， 但我向集合
在广场上的一百多名学生宣布这个消息
时，悲愤满怀。 我父母当时都在汕头。 当
人们纷纷预测敌人会不会继续进犯内地
时，我决心上前方去，我心如火燎，匆匆
赶回揭阳。 我本来是地下党领导的揭阳
青抗会员， 回揭阳后第一件事就是到青
抗会要求分配工作。 刚好揭阳青抗会在
组织随军工作队， 配合当地驻军保安团
做群众宣传、联络军民的工作。
还在随军工作队时，有一天，杨世瑞
和刘百泉同志找我， 问我能不能潜入汕
头沦陷区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我是
在汕头长大的， 父母还在沦
陷区，我说可以。 他们
说在桑浦山北
面同我们
并

肩作战的汕青抗游击队， 要在汕头市
发展一名地下工作人员， 每天在妈屿
或礐石监视敌人的军舰往来， 运兵运
械情况，随时报告给汕青抗的联络员。
任务很简单，但有危险，问我有无合适
人选。 我是在汕头念中学的， 熟人不
少，脑筋迅速转动，提了几个中学同学
的姓名和情况。 他们认为一位姓陈的
是比较合适的人选。临行前，世瑞同志
一再叮嘱我，情况在不断变化中，过去
的同学不一定靠得住。 在未充分了解
对方的思想之前， 切不要暴露自己的
身份，人选确定后，迅速返回，以免发
生变故。
我换上了一身市民的服装， 乔装
成一个“走单帮”的。当时这种人不少，
来往沦陷地区做小生意， 不太会被人
注意。部队当时驻在南隴村的池边，往
前行不远，就到了敌我中间地带。从池
边到敌占区大井乡， 这条路我没有走
过，仅凭事前对沿途情况的详细了解。
过了我方前哨， 我就把身上所带的符
号和证明文件用油纸包好， 埋在一棵
小树下，顺利地通过中间地带，到达大
井。 从大井坐小船进入沦陷了
的汕头。 踏上码头，第一
次面对面见到几个
敌人。 我 混

在一群人中弯腰走过， 直奔日夜思念的
中山公园前华坞路的老家，已是黄昏了。
父母突然见到日夜思念的 儿 子 归
来，高兴自不必说，但是惊多于喜。 母亲
又哭又笑， 父亲严肃地责备我不该这么
莽撞，要我住一宿天亮速回。我要完成组
织交给的任务， 一宿是不行的。 我对他
说，住一宿就走，被人发现，反而犯疑。我
走了，你们不便，不如高高兴兴住下来，
就说是从内地来买货的，过几天再走。父
亲无可奈何地应允了。 我知道他们内心
是矛盾的。
第二天，我找到姓陈的同学，这是一
位勤劳朴实的青年。 他的妈妈是洗衣工
人，每天要从汕头渡海到礐石洗衣服。礐
石有山泉，洗的衣服特别洁净，叫作“礐
石洗”，这种洗衣工当时很多，他就帮妈
妈洗衣服和接送衣服。母子相依为命，早
出晚归。 所以杨、刘和我估计过，他是最
适合的人选。
找到他之后， 我们先是各自谈自己
的生活近况，聊一些同学的情况。曲折迂
回地了解到他对日伪军的愤恨， 对“顺
民”生活的悲哀，很希望到内地谋生，但
又不能撇开老母不顾。 我又逐渐同他谈
了一些内地情况，抗战前景。 磨了几天，
时机成熟了，我才亮出自己的身份，要求
他参加一些救国工作，将来国土收复了，

也无愧于国家。 他诚恳地说：“你看得起
我，我一定干！”这样，我把任务告诉他，并
约定了联络人同他联络的暗号。
在这期间， 我每天在市场上东转西
瞧，打听各种货物的行情，并且了解到敌
人是如何以刺刀做准备金的“军用手票”
来换当时国统区流行的“国币”，用以掠夺
内地的物资。 同时，我还找另一位做批发
生意的吴姓同学，谈从内地到沦陷区做买
卖的门径，摆出一个“走单帮”的样子，万
一有人怀疑，也可以找他证明我是为搞买
卖而来汕头的。
遵照组织上的批示， 我同姓陈的同学
谈妥之后，第二天凌晨就离开沦陷区，循原
路回来， 没想到这次离开老母亲， 竟是永
别。 三年之后，我从福建赶回揭阳，但是母
亲已经永远离开我了，我只能抚棺痛哭。
回到部队，见到杨世瑞、刘百泉同志，
他们热烈地与我拥抱， 祝贺我完成任务，
平安归来。 除他们两人之外，宣传组的同
志不知道我从什么地方回来，问我，我说：
“特别任务。 ”谁也不再多问了。 大约半个
月后，记不清是杨或刘对我说，汕青抗游
击队来人说，已和姓陈的联络上了。至此，
我的“特别任务” 才算完成了。 我还就
我在沦陷区的所见所闻为普宁 《青报》
写了一篇通讯——
—《敌人是怎样掠夺潮汕
的国币》。

王叶菲

抗战期间， 南大前身中央大学
和金陵大学的师生员工， 以各种形
式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 在炸
弹下淬炼出摧不毁的民族脊梁。

顾毓琇： 历史剧 《岳飞》
激起爱国豪情
淞沪战争爆发后， 顾毓琇教授
亲率中大学生到南京车站为十九路
军送行壮志。 从车站回来， 他翻出
昔日所作的 《荆轲》 剧本， “风萧
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的慷慨悲歌， 让他热血沸腾， 豪气
顿生。 他不分昼夜， 伏案挥毫， 写
成了四幕历史剧 《岳飞》， 并请张
静江题签， 连同由吴稚晖题签的旧
作 《荆轲》 印成一个单行本， 及时
推向社会。
顾毓琇用 《满江红》 唱出了人
民奋起抗敌的共同心声， 激起了广
大军民的同仇敌忾： ……偏安耻，
犹未雪， 失地恨， 何时灭？ 要从头
完整金瓯残缺！ 民众同仇拼骨肉，
将士敌忾涂膏血。 到最后胜利定属
我， 弥前阙！

陈裕光： 永远不用日货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金陵大
学， 全校沸腾。 当年10月9日， 时
任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带领金大教
职员呈请国民政府移师抗日。 学校
迅速成立“反日救国会”， 组织师
生军事训练， 并开誓师大会， 陈校
长带领全校师生宣誓， 永不使用日
货， 大大增强了全体师生的爱国热
忱。
陈裕光校长“永远不用日货”
誓词如下： “我校师生以复我之青
天为誓， 以照我之白日为誓， 以祖
国山河为誓， 以祖国丘坟为誓， 誓
以热血， 誓以至诚， 终我一生， 永
不使用日货。 如有悔心， 或 生 二
志， 人天共戮。 此誓。”

罗家伦： 寇能覆之， 我必
能兴之
七七事变前， 国立中央大学和
金陵大学均处于稳步发展时期， 各
项 事 业 取 得 长 足 进 步 。 8 月 15 日
起， 日机连番轰炸南京， 中央大学
建设万人大学的宏大计划随 之 夭
折。 校长罗家伦面对敌机留下的弹
坑， 愤怒而坚定地说： “寇 能 覆
之， 我必能兴之！”
罗家伦在重庆警报声中写作的
文章 《炸弹下长大的中央大学》 中
提到： “敌人可以炸毁的是我们的
物质， 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 炸
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成果， 炸不毁
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
他提出， “我们抗日不只是我
国的兵找着敌人的兵来抗。 而且，
要我国的农找着敌人的农来抗， 工
找着敌人的工来抗， 商找着敌人的
商来抗， 学校找着敌人的学 校 来
抗。 所以中央大学抗日的对象， 就
是敌人的东京帝国大学。 我们现在
应该问我们的科学和一般学术， 抵
抗得过敌人的科学和一般学 术 与
否。 我们希望我们以科学与一般学
术， 压倒敌人……”。

王伯沆： 临大节而不可夺
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 中
大教授王伯沆身染重病， 上有八旬
老母， 不能外出避难， 家中一贫如
洗， 常无隔宿之粮， 不得已出卖藏
书维持生活。 一天， 王伯沆获悉出
高价收买他的藏书的是大汉 奸 陈
群， 他立即退还书款， 收回原书。
掮客多方劝解， 他愤怒地说： “我
的书卖给识者， 决不卖给汉奸。”
后来汪伪政府的立法院长陈公博知
道这件事， 特派人送来五百 元 伪
币， 他拒而不受， 陈公博复驱车前

往拜访， 先生拒不接见。 后着人送来
参事室的参事聘书， 月薪三百元， 先
生责令儿子退回， 并对家人说： “人
是要生活的， 但要问问自己怎样活下
去才有意义……投靠日本帝国主义，
与他们同流合污， 出卖灵魂， 为虎作
伥， 那不是等于拿屠刀杀害中国人么？
我死后也不要接受分文救济， 否则，
不是王氏的子孙。” 先生忧愤成疾， 不
久病倒， 临终前嘱咐家人“身后千万
不要发丧， 悄悄埋葬在后院， 以免招
摇， 惹出麻烦”。
1946年， 中央大学复员回到南京
后， 为王伯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
国民政府敬送了“爱国耆儒” 的金字
匾额， 以表彰逝者临大节而不可夺的
民族气节。

大纛坪： 师生众筹旗杆
1934年秋， 与金陵大学毗邻的日
本领事馆内， 兀然竖起一座钢骨旗杆，
每日升挂“太阳旗”。 金大师生入门翘
首， 无不“触目刺心， 忿而共慨”。 学
生朱恕、 郑槐等30余人联名拟就 《从
速竖立旗杆启事》， 在 《金陵大学校
刊》 上 发 表 ， 短 期 内 就 募 集 到 大 洋
680多块。 次年8月， 一座高耸入云的
旗杆在该校大礼堂南侧拔地而起。 此
旗杆入土5米， 地上部分由28节钢管
套接而成， 高40米， 比日本领事馆的
旗杆高出10尺有余， 质量与外观都胜
日本旗杆一筹， 以镇其邪、 挫其锐、
克其霸！
为举行庄重的升降旗仪式， 金陵
大学秘书处专门发出通告： “自1935
年10月14日起， 每日 上 午 6时 15分 、
下午5时举行升旗、 降旗仪式， 全体师
生于所在地点一闻号音， 即需中止一
切活动， 自动立正， 目送国旗徐徐升、
降。”
1964年5月， 南京大学 （院系调
整时由四牌楼校园迁至天津路金大校
园） 因需在旗杆竖立处建造教学楼，
遂将旗杆迁立大操场南侧， 并镌文于
旗杆基座， 以作永久纪念。
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时
候， 南京大学特将此处正式辟成“大
纛坪”。 每逢节日庆典， 广大师生便列
队坪上， 隆重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

全校师生： 防空洞中潜心学术
重庆大学东北面的两个小 山 丘 ，
就是中央大学在重庆选定的校址沙坪
坝松林坡， 历尽千辛万苦、 长途跋涉
的中大师生， 在这里度过了8年艰苦的
抗战生活。
虽然中大师生长期处在“吃不饱，
穿不暖， 住不好” 的状态， 但是中大
师生依然坚持潜心科研， 取得非常不
错的成就。 金大教授李方训在钻防空
洞、 躲空袭的情况下， 取得了一系列
的创造性的成果， 发表了十多篇在国
内外很有影响的论文， 并曾不止一次
作为我国化学代表团的首席代表参加
国际学术研讨会； 美国西北大学于
1948年特授予他荣誉科学博士学位并
赠予象征着已打开了智慧之门的“金
钥匙”。
在西迁办学近9年时间里， 中大、
金大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门人
才， 遍布抗战和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
创造了教育史上的奇迹。 其中有4人
获得“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 3人获得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65人当选为
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央
大学58人， 金陵大学7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