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
难民救济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周术槐

内容提要 难民,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产生难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战争因素, 是导

致难民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抗日战争时期, 中国国内因战争而形成的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

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贵州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支援全国抗战的战略大后方,每日都有大量来自沦

陷区的难民涌入。国民党政府因此不仅对难民救济机构进行了必要调整,同时,还制定了相应的难

民转移方案。在其难民转移方案中,贵州因其在祖国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而被国民政府所器

重。国民党贵州省政府亦响应国民党中央的号召,采取因应举措, 积极从事难民救济活动, 以缓解

因难民增多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期间, 作为贵州官方赈务机构 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参与

到难民救济的队伍之中,为推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作出历史性的贡献。本文以抗战时期贵

州省赈济会及其赈务活动为中心, 对贵州难民救济活动的特殊背景、贵州省政府的因应举措、难民

救济活动的基本情况及其所产生的历史影响等方面试做粗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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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难民问题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近几年来, 学术界对于这一

问题的研究已有诸多成果面世。在这些成果中, 有从国民政府救济行政体制的角度进行研究的,也

有从区域性角度进行研究的。其中,涉及到区域性研究的成果主要有: 滕兰花的  抗日战争时期广
西难民救济工作试析! (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社版 ) 2003年第 2期 )、郑龙昌、刘思华的  抗战期

间宜昌求助难民难童记 ! (  武汉文史资料 !2000年第 8期 )、孙艳魁的 抗战初期武汉难民救济刍

议! (  江汉论坛 !1996年第 6期 )、张根福的 抗战初期世界红卐字会在浙江的难民救济活动述略 !

(  浙江师大学报! (社科版 ) 2000年第 5期 )、赵燕的  抗战时期河南的难民问题与难民救济 !(华中
师范大学 2007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周蕴蓉的 抗战时期广东的灾况和社会救济 !

(暨南大学 2004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谭刚的  重庆大轰炸中的难民救济 ! ( 1938-

1943) (  西南大学学报 ! (社科版 ) 2007年第 6期 )、赵红绢的 抗战时期四川难民问题研究 ! (四川

师范大学 2009届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毕业论文 )等。从这些区域性研究抗战时期难民救济的成

果来看,其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华东、华中、华南和西南地区的四川与重庆。对于地处西南地区的

贵州,虽然秦坤的  贵州抗战损失初探 ! (  贵州社会科学 !2008年第 9期 )一文对抗战时期贵州的

难民救济问题有所涉及,但其侧重点在于分析因抗战而给贵州所带来的损失, 至于贵州的难民救济

问题,尤其是作为贵州省官方救济机构 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则鲜少涉及。面对此一

状况,本文选取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作为研究对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抗战时期贵州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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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救济活动尚无专题研究的不足。

一 全面抗战爆发后贵州在难民救济工作中战略地位的提升

20世纪 30年代日本侵略者所发动的侵华战争, 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无异于一场深重的灾

难。这场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财产损失,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在整个战

争过程中,迫于战争的压力, 为了生存的需要,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从华北和东部战争区域迁移到西

部乃至西南内陆地区。由此而形成的巨大难民潮,成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目前,

各机构与学术界关于难民迁移的数量存有各种不同的估测。有的说, 难民迁移数量达 3000万以

上, 有的则说超过 8000万。但作为政府机构来讲,据国民政府行政院赈济委员会统计: 从 1938年 4

月到 1944年 12月底止, 各救济区救济难民人数为 8847208人; 各省市赈济会救济难民人数为

10716154人;各慈善机关救济难民人数为 30151531人; 三项总计为 49014892人。# 这一数字虽然

也只能是一个大概数字,但它却反映出国民政府与各地慈善机构救济难民的基本概况。

国民政府为解决巨大的难民潮,从组织机构的设立到具体措施的落实,都将地处西南地区的贵

州列入开展全国难民救济的重要区域。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调整救济难民的机构。1938年 4月,在行政院赈务委员会和 1937年 9月成立的非常

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的基础上,成立了隶属行政院的赈济委员会,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政府救济难民

的最高领导机构。赈济委员会成立后, 它主要分三个系统对难民进行救济:即各省市赈济会、各救

济区和各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其中各省市赈济会是赈济委员会的下属常设机构, 而救济区则是为

了弥补各省市赈济会力量不足而成立的跨省区的临时机构。1938年 5月,国民政府首先成立了 6

个救济区,后又设立 34个运送配置难民总站,其中包括贵阳运送配置难民总站。∃

另一方面,制定难民转移的具体方案。 1938年 7月, 国民政府 %通令湘鄂陕黔甘各省府在

&&汉中至天水各公路与湘黔公路沿途筹设难民临时寄宿舍。每隔三十里设一小站, 五六十里

设一大站,并备办宿具与饮食。凡难民经过, 有护照者, 准予宿食。其经费则由各该省与中央共

同分担, 饬令从速负责办理。并在陕南、陇南与湘西、鄂西、黔东等处设计难民收容生产计划, 切

实办理并代电行政院知照在案。兹现规定疏散办法如下: 长江以北各地难民, 在陕南一带收容,

以汉中为集散地点;长江以南各地难民,在贵州各县收容, 以贵阳为集散地点。其留滞武汉者,

并应迅分二路疏散:一循鄂北公路至汉中; 一沿武长公路或经沙市沿洛韶干线转赴湘西至贵阳。

如交通工具缺乏, 即督饬步行,并由各省政府督饬沿途各县对于经过难民之食宿、茶水、安全等

项切实供给与保护。至省与省间遣送难民之联系办法, 应由该会负责设计商同各该省政府实

施 ∋。(

从国民政府所制定的难民转移方案中可以看出, 国民政府明确规定长江以南各地难民应集中

在贵州各县收容。如此一来,局势的发展自然将贵州推向了难民救济的前沿。贵州在难民救济中

的战略地位从而得以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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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贵州省政府对难民问题的因应举措

面对大量难民的涌入,在中央政府的推动下,贵州省政府主要采取了两个方面的因应举措:

首先,在拟定 1939年度行政工作计划时,明确将难民救济工作列入其中,并拟定收容、疏散、安

置三项计划。具体措施是:

在难民收容的问题上, %指定铜仁、玉屏、青溪、三穗、镇远、施秉、黄平、天柱八县收容由湘入

黔之难民;独山、都匀两县收容由桂入黔之难民; 清镇、平坝两县收容业经直接到达省会之难

民 ∋。#

在难民疏散环节上,规定: %各县收容之难民逾量时,分别疏散至锦屏、江口、省溪、印江、思南、

石阡、德江、沿河、松桃、岑巩、炉山、平越、瓮安、余庆、湄潭、凤冈、绥阳、黎平、剑河、台拱、永从、麻

江、荔波、平舟、三合、八寨、丹江、榕江、大塘、罗甸、安顺、镇宁、织金、黔西、大定等县。∋∃

在难民的安置问题上,规定: %难民中之工农分子,拟编插于各保, 使作雇工雇农。如有学识及

技术上专长者,则分别介绍于相当机关团体服务。其余孤单、老弱、妇孺, 则分交各保寄养。并在各

县选定适当荒地,设立农场, 将难民中之有耕作能力者送往开垦。现已觅得平坝县属乾溪地方附近

荒地一段,适合农场之用,拟先就此处着手办理。∋(

其次,成立相关的难民救济机构。全面抗战爆发以后, 随着难民数量的激增, 难民救济事务的

繁重,贵州省政府根据国民政府的统一安排,先后成立了各种难民救济机构,以负责办理本省难民

救济事务。其难民救济机构的演变过程如下:

(一 )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贵州分会的成立与裁撤

在贵州省赈济会改组成立之前,贵州省的难民救济工作最先是由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贵

州分会专门负责办理。该会成立于 1937年 10月。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  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办法

大纲 !,要求 %于省及院辖市设立分会,于各县市设立支会 ∋。) 其目的在于办理各地方的难民救济

事宜。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贵州省于同年 10月成立了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贵州省分会,负

责办理全省非常时期救济难民事务。分会主任委员由省民政厅厅长孙希文兼任。该分会设委员

11人,由民政厅厅长、保安处处长、省会警察局局长、省救济院院长、华洋义赈分会副会长、红十字

分会会长及财政厅、教育厅、建设厅、秘书处、省赈务会各派职员一人担任。委员会内分设第一、二、

三、四股, 分别掌理难民收容、运输、给养、保卫、救护、管理、配置等事项。 1938年 1月, 该分会裁

撤。

(二 )贵州救济难民委员会的成立与撤销

1938年 7月, 贵州省又成立贵州救济难民委员会,负责办理非常时期救济难民事务。委员会

主任按其组织规程规定由省民政厅厅长兼任,副主任由省财政厅厅长兼任。 1939年 4月省赈济会

成立后即被撤销。

(三 )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的成立与撤销

1938年 10月, 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成立, 隶属于贵州省难民救济委员会。后来, 1939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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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贵州省赈济会改组成立后,撤销贵州省救济难民委员会, 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归省赈济会统

管直至 1941年 3月, 该事务处才被撤销。

(四 )贵州省赈济会的成立与撤销

贵州省赈济会在改组贵州省赈务会的基础上于 1939年 4月成立。该会成立的宗旨在于: 办理

赈济事宜。该会共设五组: 总务组、财务组、筹募组、救济组、查核组。其中, 救济组承担的事务包

括: 计划施赈、调查灾况、查放急赈、赈品采购运输、筹办农赈工赈、管理粜赈、救济灾难机关及团体

之指导监督以及其他救济事项。从其组织机构与办事规程来看,基本上沿袭了原贵州省赈务会所

承办的相关事务。虽然没有专门提及难民救济的问题, 但其负有对救济灾难机关及团体之指导监

督的义务。1943年 2月,贵州省赈济会的工作业务被贵州省社会处所接管后,原贵州省赈济会亦

随之解体。

除了贵州本省所设置的难民救济机构外,国民党中央驻黔救济难民的机构是: 赈济委员会运送

配置难民贵阳总站。该总站成立于 1938年 11月 1日。其职掌是难民食宿管理、难民治疗、防疫救

护、药品征集与配发、难民保护、难民技术登记与职业介绍、难民统计及其他有关难民运送配置事

项。该总站与贵州省赈济会所属的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在开展救济难民的具体事务中均有很好

的合作关系。 1941年 2月,该总站撤销以后,其业务同样移交贵州省赈济委员会办理。

从上面贵州省难民救济机构的成立与演变的情况来看,不管其机构如何变化, 最终完全承担贵

州省难民救济工作的机构依然是贵州省赈济会。因此,可以肯定地说,贵州省政府在抗战时期虽然

成立了各类不同的难民救济领导机构, 但最终起主导作用的机构当属贵州省赈济会。

三 贵州省赈济会难民救济活动基本概况

难民救济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开展的一项十分繁琐的工作。它不仅要求解决难民的吃住问

题, 还要解决其工作问题。不仅要培训其工作技能问题, 还应考虑其思想认识问题, 心理承受方面

的问题。对于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我们不仅要了解其救济的目的、救济的组织

机构、救济的经费来源, 同时也应了解其难民救济的主要措施。

(一 )难民救济的目的

关于难民救济的目的,国民党在 1938年 4月 1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  抗战建国纲领

决议案!中明确指出,救济难民的目的在于: %救济战区难民及失业民众,施以组织及训练, 以加强

抗战力量。∋#加强抗战力量,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实施难民救济的根本目的所在。正

如当时有识之士所言: %多救济一个难民,即为民族多充实一分力量;能减少敌人蹂躏一分同胞,即

为建国多保持一分元气。∋∃

将难民救济与抗战事业联系起来, 说明在国破家亡的时刻, 国民政府已经不再把难民问题视为

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将其视为能否争取抗战胜利的重大政治问题。( 这是贵州省赈济会在开展

难民救济活动时所应遵循的根本的政治目的。当然, 除应服从国民政府所规定的政治目的之外,解

决难民食宿问题同样是贵州省赈济会难民救济活动中所应遵循的基本目的所在。此两重目的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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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分性。其中,解决难民食宿问题是保存抗战力量的基础与前提, 而保存抗战力量则是解决难民

食宿问题的最终目的所在。

(二 )难民救济活动的组织保障

抗战期间,贵州省赈济会作为领导贵州全省救济难民事务处及各县分处工作的组织机构,为贵

州全省难民救济事务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组织保障。其组织领导作用可从两个层面体现出来。一方

面, 就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而言, %本处职员以调派各厅处职员兼充为原则, 但有必要情形得由处长

遴员呈请贵州省赈济会委派专任∋。遇有紧急文件时,得 %签请省政府核示遵办并分报贵州省赈济

会∋。另一方面,就各县救济难民事务分处而言, %各县分处请领办公费应于每月五日以前造具支

付预算书二份,连同请款凭单呈请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转请贵州省赈济会核发, 并须于下月五日

以前造具支出计算书二份连同单据粘存簿一并呈送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核转贵州省赈济会查

核∋。#

(三 )难民救济活动的经费来源

贵州省赈济会开展难民救济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个渠道:

一是中央赈济委员会拨款。 1938年 7月, 国民政府为了筹集赈济难民款项, 特公布  民国

27年赈济公债条例 ! (以下简称  条例 ! )。该  条例 !共有十个方面的内容。其中, 第一条指出,

发行赈济公债的目的在于 %赈济难民,扩充生产事业 ∋。公债发行的总额为 1亿元,分期发行。∃

国民政府公债的发放,在积累基金的同时, 可为地方提供必要的赈济费用。譬如: 1938年 9月,

中央赈济委员会曾拨给贵州难民救济款 10万元。( 又如:贵州省赈济会鉴于本会难民救济经费

匮乏, 特于 1940年年初向重庆中央赈济委员会拍发电报, 请求再次划拨 10万元的救济经费。

电文指出: %重庆赈济委员会钧鉴:黔与战区拉近, 办理难民救济事宜。前于二十七年 ( 1938年,

笔者注 )九月曾报蒙钧会拨发十万元, 并由本省自筹十万元, 妥慎安插,具报在案。现在难民日

增,上款行将用罄, 本省财力贫乏, 筹措困难, 拟请续发十万元, 以资救济而惠及灾黎。临电迫

切,祈赐覆为祷! ∋)再如: 我们从 1942年贵州省赈济会呈报给中央赈济委员会关于 1941年度所

用中央赈济款项表中可知, 1941年贵州省赈济会从 1月至 12月间, 获得中央赈济委员会所划拨

的经费数额具体为: 1月, 972 00元; 2月, 4210 00元; 3月, 无; 4月, 9122 90元; 5月, 7482 80

元; 6月, 20792 00元; 7月, 4448 40元; 8月, 无; 9月, 1596 00元; 10月, 1156 00元; 11月,

396 00元; 12月, 920 00元。本年度贵州省赈济会从中央赈济委员会所获经费共计为

51096 10元。∗ 中央赈济委员会的拨款,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贵州省赈济会救济费用严重不足

的缺陷。

二是本省政府拨付的救济难民准备金。据 贵州省赈济会组织规程 !规定, 本会经费由省政府

直接核发,不得在赈款内开支, 以确保赈款专款专用,防止挪用赈款现象的发生。+ 譬如: 1939年

冬, 平舟县在受领救济难民准备金之后,在经费的使用过程中, 由于经费大有节余,为此,该县政府

受命将节余救济难民准备金缴回贵州省金库。对于此一情形, 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曾专文向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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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组织规程及各县分处组织规程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6,案卷号 24。

 民国 27年赈济公债条例 ! (民国 27年 7月 1日国民政府公布 ) ,参见 中华民国法规辑要 !第 3册之  财政 !部分,重庆 :中

央训练团编印 1941年版,第 456 457页。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案卷号 389。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案卷号 931。

数据资料均据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 全宗号 M 24, 案卷号 1027。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290。



赈济会报告。报告称: %案查本处 (指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 笔者注 )前因配置由桂入黔难民,曾

发给平舟县政府准备金二千元, 令饬具领备用。近以该路入境难民为数不多,该县一时尚配置不

到, 因饬将上项准备金缴回, 以重专款, 兹据呈报。∋当时该县在经费的开销上, 仅花费 50元用作修

理难民住所,尚余 1950元。所余款额全数解缴 %贵州省金库 ∋。# 由此可见,省救济难民准备金在

使用的过程中侧重于专款专用的基本原则, 其目的在于防止救济难民经费在使用过程中无谓的浪

费与开支。

三是由社会各界所捐赠的款项。此一款项亦成为贵州省赈济会赈务经费的重要来源。譬如:

1939年 2月 4日,日军轰炸贵阳城区的事件发生后,贵阳的灾情获得全国各地同胞的关注。其中,

成都贵州旅蓉同乡会一次性向贵州省赈济会捐款 1500元法币用于此次空袭救济。∃

(四 )难民救济的主要措施

根据中央赈济委员会所制定颁布的有关规定,贵州省赈济会在开展难民救济的过程中所采用

的方式主要有:

1 办理难民登记。

难民进入到贵州境内后, 首先必须办理难民登记手续。在贵阳难民总站和贵州救济难民事

务处裁撤之前, 由这两个机构负责办理。前者向中央赈济委员会呈报, 后者向贵州省赈济委员

会呈报。这两个机构裁撤后, 则由各县赈济分会承担, 要求按月向省赈济会呈报难民具体数字。

其中, 玉屏县为湖南入口县、独山为广西入口县、盘县为云南入口县、毕节、桐梓为四川入口县。

难民登记的内容包括:姓名、性别、年龄、籍贯、来自何地、健康状况、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原来每

月收支概数、现在经济状况、随行家庭总数、原任工作、运送情形、运送工具、收容年月日、配置地

点、自行出所的原因与时间等。办理难民登记的目的在于, 掌握难民基本情况,加强对难民的组

织管理, 防止冒充难民或所谓的不良人士混入,即所谓 %防奸杜弊 ∋( , 以更好地开展对难民的施

救工作。

2 注重同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贵阳总站的合作。在合作过程中, 首先是成立中央赈

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贵阳总站与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联合办事处,并制订组织简则。同时规

定: 两机构在靠近湖南、广西两省的铜仁、玉屏、锦屏、独山等县设置联合办事处, 其名称为: 贵州省

某地救济难民联合办事处,以便难民到达时办理运配一切事宜。涉及的内容包括: 难民登记、编配、

组织事项;难民之疾病防疫救治事项;难民临时食宿及其照料事项;难民谘询及其他委托事项;沿途

车轿民船牲畜力资高抬价目、勒索酒资、欺压难民之取缔事项等。) 这种中央与地方对难民进行联

合施救的模式,有利于尽快缓解难民的痛苦,提高施救的时效性。

3 组织难民服役。省难民救济事务处针对要求服役的难民可组织其服役。具体要求按照行

政院颁布的 非常时期难民服役计划纲要!, 依从难民本人志愿为原则,但如认为必要时,得由政府

统制支配之。难民服役为兵役与工役两种。其中, 工役又分筑路 (铁道公路及军用路 )、治水、垦

荒、军事工作 (运输掩埋等 )、自卫工程及其他适用难民诸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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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930。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929。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20。

参见 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配置难民总站贵州省救济事务处联合办事处组织简则 !,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6,案卷号 28。

参见 非常时期难民服役计划纲要 !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行政院通过 ) ,秦孝仪主编:  革命文献 !第 96辑之  抗战建

国史料 社会建设 ( 1) !,台北:裕台公司中华印刷厂 1983年版,第 460页。



4 实施收容难民日报制和发放难民给养逐日登记汇报制。要求各县救济难民事务分处按日

将收容难民情况和逐日发放难民给养情况如实向省赈济会呈报。其中, 难民按日领取给养时必须

盖章或捺指印,以示领取凭证。

5 建立难民农场与难民工厂。譬如:  独山县筹设农场工厂配置难民初步计划草案 !中就规

定: %本县为救济难民,使其各有职业从事生产起见,拟筹设农场工厂配置之。∋#其中,农场经营的

事务包括:荒山荒地之开垦; 已荒田土之耕作整理;各种农作物之栽培;一般农业上需用之籽种及器

具之供给;各种林木之栽培; 农产物之制造; 副业之经营;农产物及其制造品之运输分配及销售。工

厂经营之事务包括:染织、造纸、斗笠、制革等。通过难民农场与难民工厂的建立,一方面,可以安置

难民,让难民有事可做; 另一方面, 可以创造产值,既增加难民的收入,也增加地方政府的收入。可

谓一举多得。再如:青溪难民工厂。该厂于 1939年秋, 为配置难民而组成青溪难民工业互助社。

1940年秋因各户资本亏蚀净尽, 经中央赈济委员会批准, 组织合作社, 向县金库借贷维持各户生

活。后又改为教场坝织布生产合作社。 1941年元月,因地址狭小,乃将工厂迁移到东门外两湖馆,

易名为青浪镇东门街织布产销社。∃

6 规范难民救济费的发放。难民救济费的发放依据中央规定的标准统一发放。发放的对

象必须是现住原地而按月领取生活补助费者的法定领款人。对于已经死亡者、冒名顶替者、没

有固定工作而迁徙他处者, 则予以停发。发放赈款时, 除各县点放委员、临场办理员必须到场

外,还可邀请地方熟悉难民情形者及难民领袖到场参观。一旦发现不符难民资格者, 当场停发

其难民补助费。(

7 实施难民组训。难民组训,是国民政府中央的既定政策。贵州省赈济会根据中央的要求,

于 1942年制定颁布了  贵州省赈济会组训难民计划大纲 ! (以下简称  大纲 !) , 其目的在于 %组织

训练本省难民 ∋。为此, 特设立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配置难民各县则设立难民组训办事处,办

理各该地居留难民之组训事宜。省难民组训委员会由省赈济会、省党部、省政府民政厅、省政府教

育厅、绥靖公署、全省保安司令政治部或特党部、市政府共同组织。  大纲 !规定: %凡新入境之难

民, 一经配置后,即由省赈济会通知组训委员会, 并饬新难民至组训会报到,组训会即分别予以编入

小组。∋每难民小组人数,由 7人起至 15人止。譬如: 贵阳的情况,由于难民在全省最多,因此,依据

难民的职业分为:摊贩组 ( 20组 )、负贩组 ( 10组 )、制皮革组 ( 20组 )、擦皮鞋组 ( 13组 )、理发组 ( 10

组 )、其他如店员厨师工友等组 ( 15组 )。难民训练以精神训练、知识训练和卫生训练三项为原则。

 大纲 !同时规定了各项训练的基本内容和教材。) 此外还制定了  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组织规

程!16条。∗

8 推广难民贷款。中央赈济委员会 1939年 10月颁布了  赈济委员会小本贷款规则 !。该

规则规定:申请小本贷款者, %应由当地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或保甲长或殷实商店或有正当职业

之邻居二人以上 ∋为之证明。 %但申请贷款超过一百元时,必须取得当地政府机关或社会团体之

证明∋。该规则根据不同经营,规定了所贷金额: 甲、以负贩为业者十元至二十元; 乙、摆摊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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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据贵州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6,案卷号 37。

 镇远县难民工厂调查表 ! (民国三十一年二月十日 )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754。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754。

 贵州省赈济会组训难民计划大纲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752。

 贵州省难民组训委员会组织规程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4,案卷号 752。



设小商店者十元至一百元; 丙、经营小工艺者三十元至五百元。#

贵州省救济难民事务处针对难民小本贸易或手工业制定了  贵州省救济难民贷款办法!。该
办法规定: %凡经本处所属各县分处登记收容之难民年满二十岁以上因经营小本贸易或手工业,不

分男女,均得向各该收容之分处申请贷款。∋难民最高可以贷 20元, 携有家属者,每位家属一人可

以多贷 5元。难民贷款免取利息。同时规定,难民所贷款项必须在一年之内还清。如需要延期偿

还者得各该县分处声明理由。∃ 从贵州各县难民小本贷款的情况来看, 难民年龄 20到 55岁不等。

难民主要来自湖南、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广东、浙江等省。其中以湖南省难民居多。( 出

现这种情况,应以湖南与贵州相邻有很大关系。

1942年, 省赈济会根据物价上涨的情况,确定略为增加小本贷款额。同时, 择定交通便利之大

县, 如遵义、桐梓、安顺、毕节、镇远、铜仁、独山、榕江等县, 设置小本贷款所,责成该县政府会同县赈

济会兼办借贷,以此节省人力,推广小本贷款。

9 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1941年中央赈济委员会明确要求, 凡已成立难民职业介绍所者,应

充实其机构,加强其工作;其未成立者, 应于文到一月内成立, 并将成立情形具报。同时要求, 每月

每所介绍人数不得低于所在地难民总数百分之五。以此作为工作竞赛的成绩之一。根据中央的要

求, 贵州省赈济会在 1942年的行政工作计划中明确将成立难民职业介绍列为其本年度的工作计划

之中。计划指出: %难民职业介绍所, 在三十年度时, 本会亦曾办理, 惟未专设部门, 成效甚少。而

职业介绍, 又属积极救济之一,不容忽视。本年拟由总务、救济两组, 指定人员负责登记、调查、考

核, 暨与各机关团体接洽介绍,同时并责成难民入口县区之独山、盘县、镇远、毕节等县赈济会遵照

办理,按月呈报。∋)

10 办理难民贫民之免费治疗。根据贵州省赈济会三十一年度行政计划纲要的要求, 由于药

价奇昂,一般患病之难民贫民,实无力医治。 %本年度拟由会同各卫生机关、各医院、各国药号,切

实接洽,商订办法, 凡患病之难民贫民, 经本会证明者,请予免费诊治,至各县赈济会,亦须同时遵办

此项业务,以宏救济。如遇特殊特疫,由会报请钧会核办∋。∗

由上可见, 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不仅目的明确,机构健全, 经费来源多样

化, 而且还采取了多种切实可行的救济措施。所有这些,有力地推动了贵州本省的难民救济工作。

四 贵州省赈济会难民救济活动所取得的成效

抗战时期,贵州作为全国抗战的大后方,大量难民涌入贵州。在此情况下,贵州省赈济会同国

民政府中央驻黔难民运送配置机构及本省其他难民救济机构协调配合,勇挑重担, 承担起全省的难

民救济工作, 取得了相当的成效。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时期, 贵州省救济过境难民超过 10万。其

中,仅 1938年 4至 9月通过公路系统接运后撤伤兵即超过 1万余人。同时,还运送千余孤儿至昆

明。对于当时贵州省难民救济的情况, 我们可通过以下具体数字说明之。

∀74∀

 抗日战争研究 !2010年第 3期

#

∃

(

)

∗

 赈济委员会小本贷款规则 ! (民国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 )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 全宗号 M 26, 案卷号

13。

 贵州省救济难民贷款办法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6,案卷号 4。

参见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 26,案卷号 13。

 贵州省赈济会三十一年度行政计划纲要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案卷号 757。

 贵州省赈济会三十一年度行政计划纲要 !,贵州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史料:全宗号 M24,案卷号 757。



表 1 战时救济过境难民表 #

年

别

共计 给养救济者 疏散运送者

人数 金额 (元 ) 人数 金额 (元 ) 人数 金额 (元 )

介绍工作者

(人 )

二十六年 74 370 43 215 31 155 &&

二十七年 68 408 36 216 32 192 &&

二十八年 104 4320 78 4112 26 208 &&

二十九年 3000 7800 384 1152 2216 6648 400

三十年 1327 1734 436 1389 115 345 749

三十一年 1107 75835 1084 75776 23 && &&

三十二年 623 15, 780 623 15, 780 && && &&

三十三年 110530 149557447 27683 84347842 81061 65209605 1786

三十四年 5970 2115000 5726 305000 244 1810000 1810000

材料来源:根据本省社会处造送资料编制

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贵州战时救济过境难民最多的年份分别是 1940年和 1944年。其中,尤

其是 1944年,救济过境贵州人数超过 10万人, 给养救济经费超过 8000万元。就贵州省赈济会而

言, 其组织虽然成立于 1939年,当时在贵阳开展难民救济活动的组织,除贵州省赈济会直管的贵州

省救济难民事务处以外,还包括中央赈济委员会运送难民贵阳总站。两大难民救济机构之间曾有

过良好的合作关系。就 1939年、1940年、1941年这三年来说,救济过境贵州的难民总人数为 4431

人; 支出经费为 13854元。给养救济者难民人数为 898人, 支出经费为 7551元。疏散运送者 2357

人, 支出经费为 7201元。三项经费总计支出 28606元。

表 2 战后贵阳市难民疏送数量 ( 1946年 4月至 12月 ) ∃

疏送终点 人数 车辆

总计 14940 470

长沙 12909 401

衡阳 486 16

柳州 148 5

梧州 44 1

贵县 422 15

广州 170 7

缅甸 442 15

马来亚等地 419 10

材料来源:根据善后救济总署贵阳难民疏送站造送资料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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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表明,战后贵阳市疏送难民 14940人,动用车辆 470辆,此一数字还不包括贵州其他地区

本省难民疏送人数在内。在疏送的难民中, 以湖南人为最多。同时还涉及到海外难民 861人。

表 3 战后贵阳市难民疏送费用 (津贴实放额 1946年 4月至 12月 )表 # (单位: 元 )

疏送终点 共计 伙食津贴 车费津贴

总计 516450242 45248000 471202242

长沙 470120600 41400000 428720600

衡阳 16230912 1540000 14690912

柳州 4082580 328500 3754080

梧州 2481925 197500 2284425

贵县 10150605 888000 9262605

广州 13383620 894000 12489620

材料来源:根据善后救济总署贵阳难民疏送站造送资料编制。

说明:元以下数未列。

上表表明,贵阳市难民疏送所耗费的经费包括难民伙食津贴和车费津贴在内,两者相加, 共花

去 5亿 1千多万元。

除上面所提及的贵阳市在抗战结束后外省难民疏送的基本情况之外, 还有本省待疏送难民

42008人,涉及到全省 12个地区,共需预算经费近 30亿元。

以上所提省内外难民疏送的情况反映出,在抗战期间滞留在贵州尤其是在贵阳的难民基本概

况。对于当时到底有多少难民滞留在贵州, 我们很难给出一个准确具体的数字。譬如: 我们就以当

时滞留在贵州省三穗县难民概况为例: 三穗县位于贵州的东部, 地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东北

部, 东北与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毗邻,是湖南进入贵州的重要通道,为黔东交通枢纽。从 1938年

起, 几乎每天都有人数多少不等的难民涌来。局势紧张时,如 %长沙大火 ∋,桂林、柳州失陷之后,每

天入境难民有 200余人。难民在三穗滞留定居的只占一小部分, 大多数由镇远方向往贵阳流去。

据档案记载,停留在三穗城关地区的难民人数: 1939年 925人, 1940年 1870人, 1941年 2128人,

1942年 1358人, 1943年 684人, 1944年 933人, 1945年 1087人。抗战期间,由于难民、伤兵和驻军

云集,使三穗人口激增。 1937年为 60869人, 1941年增加到 69317人, 4年间增加 8450人。这还未

包括该县大量征兵外出的数字,再加上当时流荡到乡间的难民及短期驻军无法统计者, 实有人口当

超过 72000人。∃ 三穗县的难民概况说明, 滞留在贵州的难民具有不确定性。有的年份偏多, 有的

年份偏少。这一状况的出现,自然增加了我们统计难民数量的难度。但不管怎么说,成千上万的难

民涌入贵州,势必增加贵州人口的压力和经济上的负担。同时也增加贵州省赈济会等难民救济机

关工作的负担。但是,大量难民的涌入,既是压力,同时也是动力。从某种程度来说,难民的涌入,

特别是难民中高层次人才的到来, 给贵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大量难民之所以能在贵

州相对稳定地生产与生活,包括贵州省赈济会在内的难民救济机构所开展的系列救济活动,功不可

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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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对贵州省赈济会开展难民救济活动的评价

吴捷在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难民救济工作 !中对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

从客观上给予了肯定性的评价。该文指出: %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下, 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

对难民救济工作顺应了历史潮流, 认识到了其在抗战中的所属重要地位, 对难民采取一系列的衣食

住行、工作和教育等救济与安置措施还是极为有效的。尽管这些救济与安置很不完善, 行动上也拖

沓; 但客观上还是发展了生产,稳定了后方, 支援了抗战的,较为积极地抵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

略, 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最终取得了抗战胜利使中国不至于沦陷,实在是功不可没。∋# 那么,

对于贵州省赈济会而言,其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是贵州境内各种难民救济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贵州官方开展难民救济的重要机构。前面已经提及,贵州是国民政府实施难民救济的重要场

所之一。因此,贵州省赈济会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相较其他机构而言,其

贡献亦不容忽视。综其所从事的救助活动, 不论是对贵州,亦或对全国,均有积极影响。具体来讲,

可从两个主要方面来分析:

首先,它配合了中央政府对难民救济工作的整体要求。 1937年全国全面抗战爆发后, 中央政

府在统一设置全国难民救济机构的同时,明确要求将贵州作为西南地区难民转移的重要基地,在贵

阳设置难民转运总站。在此背景之下, 贵州省赈济会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有力地配合了中央政

府对难民救济工作的整体要求。

其次,贵州省赈济会所开展的难民救济活动,无论是对难民、对贵州本省、亦或对整个国家社会

所产生的影响应是多方面的。

对难民而言,它为难民们创造了必要的生存条件,增强了难民们的生存能力。譬如:难民通过

小额贷款,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增加生存的活力。难民通过参加难民工厂或农业垦殖,既创造一

定的产值,亦获得一定的酬金,从而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

对贵州本省来讲,难民们在贵州所从事的生产、生活与文化教育活动, 给落后的贵州地区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此间,特别是大量高校内迁贵州,一些科学家、教育家来到贵州,这无疑为

贵州在战时的发展创造了极其宝贵的人文社会资源。当时,先后迁入贵州的高等院校主要有:唐山

工程学院、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工学院、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等。在这些

内迁贵州的高校中,浙江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科学家、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 %广西大学在

(贵州 )榕江期间,经常开展文化、体育活动, 除每星期举行一次各种球类比赛外,还开运动会, 演话

剧, 举办音乐会及画展。农学院曾帮助县农推所, 成功地培育、试种了若干个品种的良种番茄∋。∃

大夏大学内迁贵阳后,由于副校长欧元怀兼任贵州省教育厅厅长,因此,贵州省的中小学校校长、县

教育局长,几乎都是大夏的校友。又因大夏大学训导长傅启学是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委员,贵州

各县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也几乎全是大夏的校友。总之, %大夏大学内迁后, 对贵州省的政治、

经济、教育、文化各方面的影响是大的∋。( 又如: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南迁贵州平越 (今福泉县 )

期间, %不仅给山城 (指平越县 )带来了革命火种,推动了山城的抗日救亡运动, 而且还积极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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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 而湘雅医学院内迁贵阳后,对带动贵阳地方的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则

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该校拥有 14名教授、5名副教授以及 20余名讲师和助教。院长张孝骞不

辞劳苦,坚持步行 30里到花溪给地方卫校讲课。∃

对于高校内迁所产生的影响, 胡瑛在  抗战时期的高校内迁及其意义 !一文中作出了深刻总

结。该文指出: %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区高校大内迁,保存了我国科技文化精华、高等教育之国脉,改

变了中国高等教育分布不合理的格局。内迁高校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坚持抗战,弘扬民主,发展

学术,造福地方做出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有效地保证了我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不至于

因为战争而中断。他们将先进的思想、技术、文化带给了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堪称民族危亡关头

我国先进的科学技术、文化思想在极宏阔的时间、空间上的成功大转移和大传承。∋(

对整个国家社会来说,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的情况下,贵州省赈济会积极开展各类难民救济活

动, 对稳定社会、稳定人心、缓和各类矛盾、保存抗战力量、增强民众抗战的信心等方面, 均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

总之,抗战时期贵州省赈济会的难民救济活动,其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多方面的。其在救济难

民的同时,对贵州本省的发展亦产生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和平已成为社会发

展主流的情势下,我们依然应肯定贵州省赈济会在难民救济活动中的历史作用。贵州赈济会为开

展难民救济工作所采取的种种举措,可为和平时期的难民救济工作提供一定的历史借鉴。

(作者周术槐:贵阳学院政教系教授 )

(责任编辑:李仲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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