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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抗战末期,为了稳定民心、笼络人才,同时也为挖掘高素质兵源, 克服征兵流弊,国

民党政权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于知识青年素有爱国之志, 加上国际形势有利和国民党

各方的努力,报名人数迅速达到 13万。青年军共编成 9个师,分驻南方各地集中训练。青年军的

管理训练与国民党一般部队相比, 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 1946年秋,是批青年军大部复员。

关键词  抗战末期  知识青年从军  青年军

1944年 10月, 抗日战争已进行到第 7个年头, 国民党政权发起了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

在过去的几年中,由于国民党役政百病丛生,军队兵员补充一直比较困难, 以致在四川等地出现了

抓壮丁的惨状。但是,该运动一经提出,从军浪潮迅速扩及整个国统区,其间还有不少沦陷区青年,

通过敌伪封锁线,逃出参军。不足百日, 登记从军人数就达 13万 ! , 国民党当局很快组织了一支

青年军 。该项运动虽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学术界长期以来对其少有问津, 仅有的几篇文章在从

军运动的缘起、发展阶段问题上认识不清,结论片面武断; 而对从军运动的发动、青年军的组织管理

及归宿等问题更是缺乏深入系统的阐述。甚至有个别文章的史料张冠李戴、重要统计数据严重失

实。∀ 本文利用当时的报刊、诸多亲历者的回忆及档案等大量原始资料, 拟重新阐释抗战末期发生

的这一重大军政活动,以还其历史原貌。

一  从军运动之缘起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发轫于 1943年底。其时,由于国民党基层政治腐化不堪、农民生活

日益恶化、士兵保育工作低劣骇人以及征兵过程中的种种流弊, 国民党政府的征兵工作遭遇极大困

难。避役抗征现象甚为普遍,前后方都有大批逃亡, 各部队缺额很大。补充既已不济,训练自无从

谈起,所以每遇战事,即 持枪而战,武器使用未曾熟练,无法发挥战斗效力 。# 士兵征集的不善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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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国民党军队战斗力每况愈下。另一方面, 为支援英美盟军对日作战,保卫滇缅路,中国在 1942年

编组远征军,紧急入缅参战。中国远征军在自然地理条件极为恶劣的异域浴血奋战,屡挫敌锋,但

自己也付出了巨大代价。远征军动员入缅总兵力约 10万人,到 8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仅有

4万人。! 1943年 10月中国驻印军开始了缅北反攻战。次年 5月,滇西远征军也开始反攻。当时,

这些部队几乎全是美械装备,训练亦由美国教官担任。缅甸及滇西战场形势的发展及部队装备训

练的改变亟需补充大量高素质兵员。1943年底至 1944年春的知识青年从军热潮就是在这样的背

景下出现的。

1943年 11月 6日, 国民政府军政部饬令川省各县市选送 300名知识青年补充驻印军,限下月

中旬转送出国。时间紧,任务迫,为圆满完成任务,四川军管区决定发动知识分子自愿参加。该区

参谋长徐思平借出巡视察之便广为宣传督导。13日,徐在绵阳召集士绅机关法团及中学以上学生

演讲,听者 深为感动,无不慷慨激昂, 当晚有绵阳中学学生邱永森等十五人, 到徐参谋长驻地,申

请愿服兵役,并具誓词 。此为学生集体志愿从军之嚆矢。 15日,徐又在三台县出席东北大学纪念

周, 详陈青年服兵役之理由, 闻者 唏嘘欲泣,大有投袂而起之势 。当场即有男生 15名,女生 4名

申请参军。16日,徐复召集中学以上学生 2000余人讲演,当场又有男生 200余人, 女生 30余人请

缨。是日晚,应学生之请,徐在东北大学礼堂作演讲。参加者为三台各机关法团首长,该校教授、学

生 800余人,尚有外来中学生等 2000余人。演讲结束, 国立十八中学女生林霖等 30人泣请从军。

针对学生从军热潮逐日高涨的情势,三台县政府遵照师管区规定,于 20日成立远征军新兵大队,同

日起举行体格检查,由师管区军医室、县卫生院及联合医院各院长, 率同医官 10余人主持。截至

12月 7日,参加检验学生 631名,录取 213名。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11月下旬,

四川军管区扩大了对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宣传。徐参谋长并省市政府、党部、三青团部要员分赴各

地讲演,新闻界广事宣传,四川、光华、燕京、华西、金陵、齐鲁各大学校长亦均 力为协助宣达 ,收

效颇宏。截至 1944年 12月,川省 22个师管区, 志愿报名学生及公教人员达 27129名; 此外, 重庆

市尚有报名者 6772名。∀ 闻川省各界知识青年从军风起云涌的消息, 湖北、西康、陕西、甘肃、河

南、绥远、青海、江西、福建、安徽、浙江、广东、云南、贵州、湖南、广西等 17省纷起仿效,均收到明显

效果。据统计,自 1943年 11月起,至 1944年 10月底,自动申请入伍者共 37258人 (内含女生 2142

人 ), 经检查合格者 20187人。这批人在编训后,依军事需要分发驻印部队、空军及国内部队服役,

其拨在国内部队者,以充任步兵及炮兵为多。#

以上实为抗战末期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第一阶段,亦可视之为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的先

声。该阶段尚属局部自发实施,动机亦比较单纯,基本上是为了提高作战部队的知识水准, 以配合

盟军对日作战,并藉此开拓兵源,改良役政。

看到国统区民气沸腾,学生及公教人员主动请缨者日众,国民党政府决定扩大知识青年从军规

模, 将从军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即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动、全面展开的新时期,亦即发动十万知识

青年从军。该运动的性质随之发生一些变化。而以往的学者不论褒贬,皆把两个阶段混为一谈,与

历史真相大相径庭。下列材料足以揭示国民党当局发动这场运动的真实动机。

1944年 10月 11日, 从军大会召开的第 1天,就讨论了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关于青年军干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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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的条件; 二是要求 应征人在集中之前,应有短期之训练, 对于精神与政治之训练, 尤需特别注

意 。! 后来在青年军征集与编训过程中,很多地方又都出现了强迫入党入团现象。陕西宁强的王

中岳回忆:该县所征青年军在留西安期间, 领队县党部书记长刘明达 多次给宁强从军的人训话,

要大家注意(异党活动 ) ,并不经任何人同意,即把三十八人全部编报为(国民党员 ) 。∀ 陕西白河

的谭先正说: 当时省国民党部和三青团团部要求从军青年都要具有一个政治立场, 因此没有党团

籍的青年,国民党和三青团争相吸收。 #青海化隆的牛浩称: 在我们初入营时, 规定凡参军青年都

得填表入三青团或国民党。像与我一块的士兵晏旌善 (乐都人 )入了三次团 (学校一次,投军一次,

入营又一次 )。还宣称: 你们是知识青年远征军。不但有知识,且在政治上也得用(三民主义 )武装

起来。所以每个士兵过去是否入党入团,这次就稀里糊涂都填了表。∗福建漳州的苏宗谢亦说:

国民党为了钳制青年思想,规定凡参加青年军的人都要参加国民党或三青团, 非 (党、团 )员都要

办理入(党 )入 (团 )手续。我就是这样在海澄县参加国民党的。 +据统计,部分省份征集青年人员

的政治面貌比例如下:绥远 400人, 其中党员 125人,团员 275人,党团员共占比例 100%; 广西 284

人, 党员 104人,团员 119人, 共占 78. 52% ; 甘肃 6820人, 党员 1320人, 团员 4870人, 共占 90.

76% ;宁夏 285人,党员 96人,团员 142人,共占 83. 51%; 河北 203人,党团员 8人,党员 107人,团

员 83人,共占 97. 54%; 青海 1000人,党员 452人,团员 548人,共占 100% ;河南首批出发从军青年

2015人, 党员 325人,团员 545人,已入党团但党团证尚未领发者 1145人,共占 100%;第二批 1144

人, 党员 95人,团员 428人,已入党团员,党团证尚未颁发者 618人,共占 99. 74%;陕西 9868人,计

党员 4241人,团员 5384人, 共占 97. 54%; 山西 553人,已入党者约 300余名,其余 200名在集训期

间均已分别介绍履行入党手续。, 总之, 在此次从军运动中,强迫入党入团现象相当普遍。

青年军的政治教育也反映了国民党当局的某些意图。其主要是灌输三民主义、忠于领袖 (蒋

介石 )的思想, 诋毁共产主义,只不过方法与以往有所不同, 不再是简单灌输, 而是采取政治课、小

组讨论、个别谈话、体育活动等随时随地、多样灵活的方式,力求在思想上渗透。青年军政工还有一

项重要任务:随时了解和掌握士兵思想,防止 异党活动 及学兵逃亡。− 蒋经国与青年军的关系也

很值得关注。 1945年春,青年军政治部成立,蒋任主任。按当时体制,这个主任应受青年军编练总

监与军委会政治部双重领导,但实际上, 凡是政治部及各师政工组织系统的人事、经费和活动都

由蒋经国随意支配 。. 以人事而论,当时 师里主要政工位置,几乎全为三青团中央干校分子所占

据, 非三青团干校毕业而仅为青年军政工班毕业者, 则相差一筹 。/ 而三青团中央干校和青年军

政工干部训练班皆由蒋经国把持。这就完全摒弃了原有的政工系统。后来,蒋经国又担任青年军

复员管理处副处长 (处长陈诚,实际由蒋负责 )。在办理复员工作快告一段落时,青年军编练总监

部和政工班先后撤销,由国防部成立预备干部局来处理青年军的问题, 局长由蒋经国担任。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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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就牢牢掌握了复员青年军的全部领导权。

蒋介石在 1944年 10月 12日会议上讲话时曾指出: 第一,要使一般社会民众改变其过去对于

兵役的心理,从而踊跃应征, 来充实作战的实力。第二,要使社会民众改变对于中国国民党的态度,

认识中国国民党牺牲的精神,因之接受国民党的领导,共同一致来完成革命的使命。这两层用意,

后者尤重于前者。 !另从 1944年 11月 19日冀字第五 %号训令所抄附&选送知识青年党员从军办
法∋规定: 一、名称:建国模范军团干部学员;二、意义:收复失地后以为建国干部。 ∀可知国民党政

府发动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 的深层含义,即为抗战胜利后的建国培养与训练人才。

由此可见,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末期发起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 其用意固然有挖掘高素质

兵源,克服征兵流弊,以增强抗战力量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 稳定民心,笼络人才,培养建国干部。

无庸质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好转、中共实力影响日益增长的情形之下,国民党政

权已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如何继续并加强自己的统治。

二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 运动之发动

1944年 9月 16日,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的名义, 在参政会的报告中, 提出三点

主张: (一 )军令必须统一; (二 )改善士兵生活; (三 )号召知识青年从军。# 同年 10月 11日, 重庆

国民政府召集中央有关部会、各省市政府党部团部、各级政工人员暨教育界人士 150余人, 举行发

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到 14日为止,先后召开大会三次,分组讨论两次,对征集办法、编练计划、优

待办法、干部选拔、及各级从军指导征集机构,做缜密周详之研讨,并做出相应决议∗,决定成立 全

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 。该委员会由张伯苓、莫德惠、蒋梦麟、顾毓琇、何应钦、白崇禧、

陈立夫、张厉生、周钟岳、谷正纲、吴铁城、张治中、陈果夫、徐永昌、俞飞鹏、罗卓英、张定璠、徐思平、

梁寒操、段锡鹏、黄季陆、康泽、袁守谦、李维果、郑彦棼、余井塘、赖琏、狄膺等 28名委员组成。其

中, 何应钦、吴铁城、陈果夫、张治中、白崇禧、陈立夫、张定璠、康泽、徐思平等 9人为常务委员。+

该委员会集中了党政军各界要员和一些社会名流,直属军事委员会, 负责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之

策划指导与考核。

不久,各省市县各学校纷纷设立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征委会一般设主任委员 1人,

副主任委员 2人,委员若干。主任委员由当地最高行政首长兼任,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则从各级政府

就其所辖区域内有关机关学校、民众团体及地方士绅中聘任。专科以上学校之主任委员由校长担

任,副主任委员及委员则从学校教职员中聘任之。, 与此同时, 国民党政府在接近沦陷区之各交通

要道设立征集站,办理战地应征青年转送及招待事宜。以河北为例, 该省总站设在西安,路线计分

4条:孝义、灵宝、陕县、阌乡。交通安排则由征委会派员分赴各站迎接: (一 )义唐、介休两站下车者

统归孝义站; (二 )解县下车者至阌乡站; (三 )运城下车至灵宝站; (四 )安邑下车至平陆转陕县站。

各区县所选学员赴后方路线划分: 第 1至 10区由太原转孝义站;第 11至 16区由榆次转运城解县

由灵宝阌乡渡河;第 17至 26区由榆次转运城安邑至平陆渡河至陕县站。所需费用 由中央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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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款一时未能拨至敌区,学员有力者先行垫付,无力者暂由区县垫办, 抵达西安后即由中央全数补

还 。! 规划颇为周详。

此外, 在政府的支持下, 还成立了一些社会机构, 如妇女从军促进会、青年军互助会、侨务委

员会,协助和发动知识青年从军 。∀ 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层次分明、权责明确的从军指导、征集、

管理体系,从而在组织上保证了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的顺利开展。

为使从军运动有章可循,国民党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其代表性的有 &全国知识

青年志愿从军指导委员会组织办法 ∋、&省 (市 )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 ∋、&县 (市 )

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法 ∋、&专科以上学校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委员会组织办

法∋、&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征集办法 ∋、&知识青年志愿从军优待办法 ∋、&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

服务队征集办法∋、&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集管理办法 ∋、&全国知识女青年志愿服务队征

集实施办法∋、&逾龄志愿从军者处理办法∋、&工厂工人及商店店员参加从军后其原有薪给保留办

法∋、&从军知识青年退伍参加考试优待办法∋、&教育部规定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 ∋、&从军

青年家属优待办法 ∋等等,某种程度上解决了知识青年从军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从军运动的有序进

行。

宣传方面,国民党中宣部于 10月 19日代电各级党部、各报社、各刊物、各新闻检查处及各省市

图书杂志审查处,规定发动青年从军的宣传要点。28日,全国青年从军指委会第二次常委会通过

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宣传计划纲要, 又对宣传的原则、内容、方式、标语、进度等项作出详细规定。如

宣传原则要求一切宣传均由各级征集机关发动主持,学校社团或个人出面号召,党政军团有关机

关, 应积极策动社会组织、民众团体,热烈响应,使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成为广大的社会运动;明确宣

传对象为中学以上之在学青年、社会知识青年和青年公教人员;注重精神鼓励,激发青年之爱国心

责任心及荣誉感,兼顾理智激发,以使青年对于从军意义作冷静考虑有彻底认识, 免蹈五分钟热度

之覆辙;展开动态宣传, 特别注意示范竞赛等工作,力避强制说教等方式;宣传与组织互相配合,宣

传之后,应立即加紧组织,俾能广泛深入各阶层, 从而发生切实有效之行动;宣传方式则分为文字宣

传、口头宣传、艺术宣传、行动宣传等,而每一方面又都制定了具体而细微的办法。# 与抗战前期相

比, 宣传动员方面显然有了很大进步。

为充分激发学生的从军热情, 党团政军学社会各界名人要员不遗余力,分赴各地演讲、座谈或

发表鼓励青年从军的文章。各地报刊、广播更是推波助澜,连篇累牍地刊登、播发各地踊跃从军、欢

送、慰劳的消息,极力宣扬青年从军之伟大意义。通衢要道,大街小巷, 机关学校, 则到处贴满了令

人瞩目的有关知识青年从军的各项条款规章、通告、标语、告知识青年书等宣传材料。为鼓励青年

踊跃应征,一些国民党党员、三青团团员及政府官员主动请缨或带头送子从军,教育界亦有不少知

名人士申请入伍。在发动知识青年从军会议期间,蒋介石两次莅临训话, 殷切期望政府公教人员

及党部团部工作同志,能以身作则,首先倡导,发扬国父当年牺牲奋斗之革命精神 , 并申述自己少

年从军经过,认当兵为 生平最快乐之事 , 复指定其子蒋经国、蒋纬国首先应征。受此感召, 中宣

部部长梁寒操、组织部副部长马超俊、三青团副书记长胡庶华虽已逾龄,仍签名志愿从军,同时继起

签名者尚有中大校长顾毓琇等 80人。张治中亦宣布即日电召其留美公子返国从军, 会场情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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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振奋 。! 此外,在全国从军会议召开前后自动请缨杀敌的重要人物还有陕西城固西北大学地质

学教授兼私立文治中学校长郁士元、东北大学经济系教授吴希庸、同济大学教授杨宝林、中央政校

训导主任徐志明;截至 11月 19日,国立西北工学院有教授 42人报名 (首先报名者为该院院长潘承

孝 )。政界有中央委员彭学沛、四川江津县长萧烈、彭山县长何守仁、渭南县长高登海、乐至县长刘

自忠、安岳县长方劲釜等。军委会委员长侍从室前主任晏道刚,亦于 9月 13日送其子于成亮赴成

都从军。中央委员王正廷、重庆市长贺耀祖于 10月 25日送子入营。中央社社长萧同兹之子萧申

建、财政部次长顾翊群之子顾以杰也报名参军。经济部长翁文灏之子翁心翰参加空军作战,并为国

捐躯。∀ 各界名人要员带头应征,使不少青年深受鼓舞。

鉴于以往国民党军队保育工作低劣骇人,加上壮丁在征集、输送、训练过程中经常遭受非人虐

待, 吓得民众不敢当兵, 遂致避役抗征和逃亡成为普遍现象。故而,国民党政府专为参军知识青年

颁布了许多优待措施。公务人员、工厂工人、商业店员从军,可保职保薪; 学生从军,一律保留学籍,

退伍后参加各种考试给予优先录取之机会, 欲参加国内外军事学校以及出国研究深造者,则由政府

择优优先保送。# 入伍青年还可享受一定数额的奖励金、安家费。国民党政府还对从军青年的输

送作出精心安排:要求凡青年军过境的县、区、乡、保, 都要设接待站, 以优裕的生活招待过境的青年

军。据当年负责青年军过境接待者回忆: 为了接待好青年军,我们费尽心机, 起早摸黑。在生活

上、食宿上做到:宿营有床褥,洗澡用热水, 膳食质量好, 品种花样多, 抗战期间,物资奇缺, 尽管这

样, 仍然每餐猪肉禽蛋不缺。 ∗军中物质待遇则参照驻印军及远征军的标准,实行实物供给制度。

1944年 11月 12日, 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正式开始登记。知识青年原本视野广阔, 素有爱

国热忱,加上国际形势有利和国民党政府等多方努力, 各地报名异常踊跃。在重庆, 从 1944年 11

月 1日到 13日,仅 13天, 登记者即达 7000余人。为使报名者方便起见,该市特在市区设立 28个

登记处,并指定 7个卫生机关分别在 7处检查体格。+ 截至 1944年 11月 19日,国立西北工学院有

教授 42人、职员 53人、学生 613人、工友 17人报名, 总计 725名,达全体人数的 80%以上。, 至 12

月 5日,国立中央大学报名者约 1000人, 几达学生总数 1 /3。记者特往该校访问, 见 校内征集委

员会报名处门前拥挤不堪 , 办事人员甚且有于午夜起床办公者, 因 若干同学每于夜间对从军问

题深思熟虑,终夜不眠, 一有决定, 即飞奔征委会敲门报名, 而不问夜间办不办公也 。此前, 重庆

大学也有 1 /3投笔。− 长阳的陈鹤轩回忆当年参军的场景时,说: 当时要求参军的知识青年, 豪情

满怀,以身许国,那情景是非常感人的。不少体格、学历不够条件的青年因未被录取而抱头痛哭,缠

着工作人员,要求适当放宽条件,给他们报效国家的机会。都横乡中心小学体育教师胡梦庚, 本是

带领学生去应试的,但是,学生们热泪盈盈要求参军的场面, 使他油然升起了解救祖国于危急之中

的赤子之情,于是毅然加入到报名应征的学生行列报名应试。八旬祖父的老泪, 妻儿的抽泣, 学校

的挽留,都没有动摇他的决心。.西昌的饶绪镇也回忆说: 当时, 爱国知识青年从军报国的浪潮,

遍及西北、西南及未沦陷的地区,无论是城乡、山区、平原、学校、机关、店堂,不分民族,都是父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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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妻子送丈夫, 祖辈送孙辈,教师送学生,弟兄互勉,朋友互励,以从军为光荣,以抗日为首要,以

报国为职志,真是人心振奋, 群情激昂, 爱祖国,救祖国的赤胆忠心,实为几千年间历次抗击外侮所

罕见。 !到 1944年 12月底, 报名者竟达 13万人。其中, 大中专以上在校学生 15500人,另外还有

国民党党部、行政机关青年工作人员 2620人, 其余为国统区各省市选送的合格人员。而当时中国

4 5亿人中大学生仅有 64097人,高中学生 116771人, 初中学生 586985人。由此比例, 亦不难推断

当时知识青年的报国热情是何等高昂。∀

三  青年军的组建、管训及归宿

按照规定,对应征签名的青年必须进行体检和学历审核, 有些地方还进行了国语、算术、英语、

史地等文化课考试,故最后实际入伍 8. 7万余人 (后各师又行甄别, 遣回 6453名 )。# 考查合格者,

迭次向所属及所在地征委会或指定地点集中。此间住宿伙食,概由各地征委会统一安排。在这个

过程中,各地纷纷举行隆重的慰劳欢送大会。在拨交远征军各师之前,应征青年还接受了短期的基

本军事训练。

1945年 1月 1日起,应征青年陆续入伍。他们分编为青年远征军二% 一至二 % 九师。同年 2

月, 青年军 7个师在壁山、綦江、泸县、万县、贵阳、汉中、昆明等地正式接受训练; 东南二师 (二 %

八、二%九 )稍晚,其驻地分别设在黎川、铅坑 (后改福建上杭 )。∗ 由于该批参军者基本上是初中毕

业以上的学生、社会知识青年和公教人员,文化素质较高,接受现代化军事训练就容易得多, 仅三

个月间完成初步训练,其知识水准之高,接受能力之强,实为我建军史中之创举 。+ 此外, 各师还

拨出一些人去其他单位训练。拨出人员的具体去向如下: 中央军校 700人,中央军校第七分校 296

人,赴印度学习驾驶及机工者 4467人,赴美民航生 180人,昆明突击总队 1000人,昆明无线电训练

班 200人, (军委会 )外事局译员 133人,特种宪兵 200人, 共计 7176人。, 其他人员 (约 7. 3万 )至

日本投降,基本上一直在国内集中训练。

青年军管训较国民党一般部队,亦有明显进步。编练总监罗卓英在回答大公报记者关于如何

编训从军青年时说:其团长以上人选以 有丰富军事学识及作战经验, 而足为青年表率者为合格,

大部将以有陆大毕业资格者充之。连排长 除学识经验之外,尤须以有修养,懂心理的人去担任 。

班长则 拟于从军青年中去遴选 。训是 按着个人所学习的学科而区分兵种,譬如学土木工程的,

可以研究架桥,筑路,以及现代化的工程;学习机械工程的,或者学物理的,可以研究新兵器的构造,

及其效力之发挥;学数学的可以研究各种军以 (原文如此, 疑有误 )测量; 学化学的可以研究各种军

用化学。使个人所学的不仅不致因入伍而荒废, 更可以做高度的研究, 将来退伍之后,仍可衔接原

校课程。不过与普通学校不同的一点, 即军中一切的学习, 都是为的 (杀敌致果 ) 11这是训练的

最高原则11教育方法将以热诚, 负责,活泼,确实为原则。精神训练则以废弃消极的管理,采取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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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启发,使青年能养成自动性,发展创造力 。! 原二 % 一师参军青年陈运刚回忆说: 领导上是

采取说理教育11入伍到军士队的第一天, 各级军官和我们都没高没低,交谈做事都是一样, 允许

说理由辩论。自由进入司令部和师长办公室,他也让座端茶,一律平等对待。学习第一课就是戴师

长的 &军风纪∋和&陆军礼节∋, 详细讲解军队必须学会礼节和形成纪律的道理和一切言论行动必须

守规矩的原因,大家心服口服了,以后再有什么事,就不能随便乱闯了11接着是 &内务规则∋的学

习, 于是衣著、起居、内务、卫生、学习、劳动, 也就按规定做好, 班与班、队与队展开竞赛评比。后来

选举士兵委员会,这些事都由士兵各负其责, 自己管自己。纪律成了自觉的行动, 克敌制胜的准

则。军士队 每周有同乐会,有电影队轮流放映新片, 有社会的慰问演出, 我们看过军委会政治部

抗敌演剧第五队、孩子剧团、王永梭的谐 (疑有误 )剧团等的演出。在这方面,我是个活跃分子,时

常组织发动本队的文娱、体育活动,队里自备了简单的箫、笛、胡琴等乐器和篮、排、乒乓等球类,发

动学兵,在休息时随爱好选择活动,有时也和师部军官 (师长等也参加 )组织比赛,在队里组织小型

同乐会更是常事,用竹子搭舞台, 床单联起来作幕布,有一盏煤气灯照明, 就可演出自编自演的歌

唱、金钱板、莲花落、花鼓、莲箫等表演, 我们还组织排演了独幕话剧 &处女的心∋ 11取得了很好的

效果,甚至引起了全师的文娱热潮,各连队都经常办晚会 , 师部调新闻专业的从军学生张正权、

钱玉倜、宋炎如、胡孝先组办了一份四开小报 &军中导报 ∋, 作为联系全师,传达训练意图, 交流经

验, 汇报情况, 也是士兵训练生活的写作园地, 不但上下联通, 也和兄弟部队相互交流, 人人爱

读。 ∀原二 %八师参军青年张瑞成回忆: 训练总监部明确要求各级军官,务必以身作则, 言传身

教, 上下一心, 精诚团结,发现违纪现象,要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 做到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大家领会

了这些道理,所以官兵之间的关系比较正常。 青年军的训练科目相当广泛,除了学习步兵操典,

阵中勤务,通讯联络,工程设施,工程测绘,气象知识, 军阶识别,军中礼节等课程外, 还着重训练兵

器使用与故障排除,防空防毒技术,侦察要领等项。采取课堂讲解、野外演习和小组讨论,连队讲评

相结合的方式。在训练中出现的问题, 允许学兵提问或建议。 为了活跃官兵的文体生活,增添军

营情趣,还定期组织官兵开展篮球比赛。至于寓有军训性质的器械运动, 如木马、单双杠、跳高、跳

远、跨越障碍物等项目的比赛,更是高潮迭起, 扣人心弦。 #从众多亲历者的回忆及当年的新闻报

道看,国民党政府基本兑现了当初的承诺。青年军的管理训练较之国民党一般部队,确实有了很大

的变化。

青年军原以抗日反攻的名义征集而来, 但日本投降等于宣告从军青年已不存在抗战任务,应使

其迅速复学或就业,从事战后的和平建设工作。实际上, 蒋介石最初并未考虑让青年军复员, 无奈

军中及社会上要求复员的声浪太高,为安定军心,国民党当局做出如下决定:按照从军时的号召不

变, 服役两年期满, 全部复员。同时要求全部从军志愿兵,在复员前必须接受半年的预备役军官教

育。从 1945年 12月至 1946年 5月底,在这半年的预备干部教育期间, 三青团中央及蒋经国的政

工班派出了一些理论家到各师巡回演讲。蒋经国还亲自写信给各师师长及政治部主任,要求加紧

反共宣传,并在部队中成立所谓 防奸组织 ,以监视官兵的言论行动,且命令他的政工干部调查登

记高中以上的从军青年,准备复员后建立 通讯 组织。∗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成立各级复员领

导机构,在一些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设置接待站,准备运输工具,并开始筹设青年中学和各种职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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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复员作了较充分的准备。

1946年 6月 1日,是批青年军官兵陆续开始复员, 故 6月 3日这一天被定为 复员节 。复员

兵的去向主要是 升学 、就业 两类。升大中专院校者, 送入各地成立的补习班或直接进入各院

校; 升中学者, 除介绍到各中学外, 还可进入三青团在各地成立的青年中学 (全国共设 8所 )。就业

者一是直接回原单位复职;二是暂时无处安插者则入职训班及政工人员训练班,经过短期训练后分

配到各机关团体及普通部队服务。职训班全国共设 6所,内分电讯、交通、农林、会计、师资等科。!

青年军各师还有一小部分人自愿留营。根据留营人数, 将其编成教导团 (或营 ), 预备担任第

二批青年军的班长或副排长,一律授以预备军官教育,以后根据工作成绩,分批送中央军校受训。∀

二% 七师与其他各师情况有所不同。该师万余人于 1945年 10月中旬从昆明、曲靖等地出发,

历时两个多月,到达上海, 先是接替新六军在上海担任了一个多月的城防# ,翌年 2月 12日乘美国

运输舰由沪抵秦皇岛, 13日开入锦州。∗ 另有一部调赴沈阳等地。 1946年 6月,原本是青年军全

面复员的日子, 但直接率领我们的军官,为了立功请赏,又迫使我们去守城防、做扫荡, 直至十月,

在我们的强烈反抗下,才于沈阳办理了复员手续。复员后, 有的被遣送返乡;有的去长春中学上学

(上学的约 800人 );有的调往东北从事地方行政工作; 有的接受预备军官训练, 后调至其他兵种充

任下级军官。+ 二% 七师是第一批青年军中唯一一支曾被迫卷入内战的部队。

抗战后期发起的这场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在我国军事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论国民

党政府发动这场运动的主观动机如何, 该运动在客观上确曾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它彻底改变

了抗战 7年来那种绳缚铁捆、强拉壮丁的凄惨景象,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忱。无数亲历

者的回忆和新闻报道都记录下了一幕幕令人热血沸腾的欢送、慰劳场面,这些都是民心振奋、民族

意识空前觉醒的明证。更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套较为完备而科学的征召、管训、复员机制,在我国

军事发展史上尚属首次;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素质, 并在军兵种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一些

成绩。

(作者孙玉芹,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副教授;刘敬忠,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27∃

抗战末期的 十万知识青年从军 运动述评

!

∀

#

∗

+

&申报 ∋ 1946年 12月 30日,第 3版。

覃异之: &蒋经国与青年军 ∋,全国政协文史委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 28辑,文史资料出版社 1962年版,第 148页;

&民国日报 ∋ 1946年 1月 17日,第 1版, 1946年 1月 27日,第 3版; &申报∋ 1946年 1月 19日,第 5版。

&申报 ∋ 1946年 2月 16日,第 1版。

谭先正: &白河知识青年从军的始末 ∋,白河县政协文史委编: &白河文史资料 ∋第 1辑, 1986年刊印, 第 113页;王福生: &青年

从军纪实 ∋,澄城县政协文史委编: &澄城文史资料 ∋第 3辑, 1990年刊印,第 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