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内迁与沿海省份内地
城市的现代化
以福建为个案
林 星

内容提要 在以往的抗战内迁研究中, 人们多关注中国沿海地区政府机构、工厂、
学校、
银行等
向西南地区的迁移及其影响。但内迁还有一个重要构成部分, 即在本省范围内的迁移。抗战爆发
后, 随着省会迁往内地山区, 东南沿海省份的工厂、学校、
银行等纷纷迁移到本省内地山区, 给当地
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对内地城市现代化以及本省区域内城市体系的变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为抗战的最终胜利提供了支持。然而内地城市的这种发展随着抗战结束后的回迁而又趋于沉寂。
本文以福建省为例, 对此做一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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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迁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抗战爆发后, 由于日本入侵, 国民政府被迫迁都,
大批沿海地区政府机构、
工厂、学校、银行以及人员纷纷向西南地区的四川、
贵州、
广西等地迁移。
以往对抗战内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这种内迁大西南的情况, 成果可谓汗牛充栋。 而内迁还有另
外一个层面, 即沿海省份的省政府撤出省会城市, 迁移到本省的偏僻城镇和边远山区, 如浙江、江
苏、
江西、
湖北、
湖南、安徽、
广东、
福建等省。省会迁移, 本省的政治、
经济重心也随之迁移到内地山
区。这些临时省会所在地成为本省抗战的后方, 大多数成为抗战时期的本省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中心, 从而加快本省内地社会经济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来省域内沿海和内地社会经济发展不
平衡的状况。以往对于这种在本省的内迁情况及对内地社会经济的影响关注甚少。本文以福建省
为例, 试图在这方面做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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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后, 福建沿海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和破坏。 1938年 5月, 福建省会由福州内迁永安, 大
批政府机构、
学校、
工厂、
银行以及部分沿海城市居民等也相随迁往闽西北的永安、
南平、
沙县、
建阳
等地。内地城市在战争环境中获得了发展的契机, 人口剧增, 经济建设、
文化教育、
城市建设等都有
较大发展, 进入了一个短暂的繁荣时期。

一

省会迁移和战时中心城市的兴起

1938年春, 金门、
厦门等地相继失陷, 战争不断扩大, 为了抵御敌人向纵深侵入, 福建省政府决
定把省会从沿海的福州迁往内地的永安。 4月 18日, 省政府内迁得到行政院批准。在内迁前, 福
建省已经做好舆论准备, 提出开发闽北内地, 发展全省经济文化的口号。福州的各机关络绎前往筹
备迁移工作。 1938年 4月 21日, 福建省公用事业管理局派人前往永安筹设电灯厂、电话局和开发
水井、建设水库及一切市政。公路局 ∃ 亦以各县公路尤待建设, 为便利进行 %, 于 26日移往永安。
29日, 省卫生处 ∃ 为促进内地卫生及居民健康 %, 全部移往永安。 建设厅在永安县开始建公务员
宿舍。& 省银行将永安金库改为办事处, 25日开始营业, ∃ 成为闽北金融中心 %。∋ 5月 1日, ∀福建
民报 #登出大幅通告, 标题为 ∃ 发展全省经济文化, 省政府决迁治永安 %。布告称: ∃ 省政府为发展全
省经济文化, 及适应国防军事需要, 决将军事机关仍留福州, 政治机关移设永安 %。并排定了各厅
处迁移日期。从 4月 29日到 5月 11日, 民政厅、卫生处、
建设厅、财政厅、
会计处、教育厅、
秘书处
陆续迁往永安。(
永安成为战时福建省会, 沿海各机关、
学校以及城市的工商业者、
知识分子等也举家投奔到闽
西北相对安全的地区。由于没有正式统计, 很难对移入这些地区的人口数字作精确估计, 也无法对
抗战时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迁移的人口规模和结构等作出具体分析。但从迁出地的人口统计看,
抗战前的 1936年, 福建省最大城市福州人口达 41万人, 厦门有 18万人。而 1945年下半年抗战结
束后, 福州人口只有 28 7万; 厦门战时人口最低不到 9万, 战后也仅恢复到 12 4万。) 这些减少的
人口除了一部分直接死于战乱, 一部分逃往海外和邻省, 其余大多数是迁往福建省的内地。大量内
迁政府机构人员及其家属成为内地城市的移民人口。福建省政府在永安、沙县、南平、福州等 ∃ 省
级公务员工众多之处 %成立 ∃ 各机关员工消费合作社 %。 1945年, 永安机关员工消费合作社有 127
个, 社员 10500余人, 社员眷属约 15900余人。南平有 97社, 社员约 6900余人。沙县有 39社, 社
员约 6475人。∗ 三个城市公务人员合计 23875人。
从内地城市所驻机构看, 1945年, 永安的省属机关有福建省政府秘书处、福建省政府统计室、
民政厅、
财政厅、农林厅、
建设厅、
教育厅、卫生处、
省党部、
高等法院、
防疫大队、
省政府调查室、
省立
第二医院、
地政局、
卫生试验所、
气象局、
田粮处、
省银行总管理处、征属工厂总处、
企业公司办事处、
福建支团、企业公司电厂、农林公司、
省合作金库、研究院、
省训练团、省立体育场、省专学校、
农学
院、
体师学校、
改进出版社、
胜利出版社、
军风纪巡察团、
中央通讯社、
中央日报、东南日报永安办事
处、
中国儿童时报、
大成民主报、
抗建剧团、
审计处、侨务处、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
农民银行、
交通银
∀福建民报 # 1938年 4 月 21日第 4版。
&

∀福建民报 # 1938年 4 月 28日第 4版。

∋

∀福建民报 # 1938年 4 月 30日第 4版。

(

∀福建民报 # 1938年 5 月 1日第 4版。

)

福建省档案馆编: ∀民国福建各县市 ( 区 ) 户口统计资料 ( 1912

∗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 #, 1944 年 12月, 第 2、17、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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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集友银行、
电政管理局、
税务局、
盐务局、
糖专卖、
储金汇业局、
交通局、
劳军委员会、
台湾党部、
田
粮处储运处等。 在南平的机关等单位有: 福建税务局、福建省电话总局, 邮政储汇局, 中国银行、
农民银行、
福建省银行南平分行, 中央储蓄会福州分会,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省立高工学校、
省立师
专学校、
省立高商职校、
华南中学、
南方日报社、
民强新闻社、国民出版社、
天行社总社、
东南日报社、
省立女子家职学校、
省立第一医院高级护士学校、
中央军校毕业生通讯处、
保安第五电台、第三战区
副司令长官室、
南平防空指挥部、
省军民合作站、
火柴专卖公司、企业公司铁工厂、
贸委会驻闽办事
处、
中南保险公司、
闽江轮船公司办事处、南平防空情报分所、福建税务人员讲习班、
军政部兵工特
派员办事处、
海军第四无线电台等。& 沙县的机关等单位有省立医学院、
闽侯师范、
省立职工学校、
省立福州高级中学、
省立图书馆、省立科学馆、
省测量局、
省企业公司办事处、军管区、军队特别党
部、
助产学校等。∋
永安位于福建省中部, 山岭绵亘, 溪流萦带, ∃ 往昔治安不靖, 交通亦极不便, 故于本省经济地
位上殊不重要 %。( ∃ 地僻民贫, 风气闭 塞, 一切均极落后 %, 自 ∃ 省府迁治后, 始渐 改旧观 %。) 战
前永安全县人口不过 6 4万, 1938 年省府迁治后, 人口骤增 至 9 7 万。∗ 1946年省政府 返福州
后, 全县人口又下降到 7 8 万人。+ 据调查, 永安南部的西洋镇 是永安联系闽南 的重要通道, 18
个村中有 7个行政村的居民讲闽南话, 半数以上的居民是抗日战争期间从永春、德化等地迁居此
地。, 据统计, 1942年, 永安粮食总产量 25929 6吨, 比 1936年增产 21 24% 。 1944年, 经省公务
局登记造册的建筑厂商有 47家; 中央、省、县各级金融机构有 11家。当年发放农业、土地和合作
事业贷款计 1735 77万元, 各银行汇入、汇出总 额达 7 96亿元。这几项都 居全省 各市县之 首。
到 1945年 6月, 永安官办和私营的电力、煤炭、建材、印刷、
碾米、化工、机械、木材加工等近代工
业企业 43家, 手工业行业扩展至 30多个, 大小商店 530多家, 从水路运入和输出的商品总值达 4
亿元。永安公路东北达南平, 南连宁洋, 西南接连城。水运上溯清流、下放南平, 境内各地亦可畅
通无阻。 −
永安 ∃ 基于政治中心, 而造成文化、
经济、
交通之发达 % , 一跃而成战时福建的政治、经济、
文化
中心。南平、
沙县等闽西北城市的军事和经济、
文化功能也得到加强, 新的中心城市在兴起。

二 内地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抗战前, 福建近代工业主要集中在福州、
厦门等沿海城市, 内地城市多为手工业作坊和工场, 工
业几乎处于空 白。 ∃ 永 安全县除普通 商业外, 实无工业可 言 %。 闽北南平 等城市 稍好一些, 到
1937年, 南平集中了一些小电厂等企业。抗战爆发后, 为避免聚集于沿海地区的工业毁于战火, 国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 #, 1944 年 12月, 第 2

17 页。

&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 #, 1944 年 12月, 第 21 31 页。

∋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编: ∀福建省政府合作社物品供销处业务报告 #, 1944 年 12月, 第 17 21 页。

(

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永安县经济调查 #, 1940年 12月, 第 34 页。

)

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福建十年

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 #, 1945年, 第 332页。

∗

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福建十年

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 #, 1945年, 第 327页。

+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104 页。

,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62 页。

−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131 页。
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福建十年

福建省银行十周年纪念刊 #, 1945年, 第 326页。

福建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 ∀永安县经济调查 #, 1940年 12月, 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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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府决定将沿海工业内迁。由于福建的工厂规模比较小, 没有纳入西迁的计划。但日机的轰炸
对福建沿海的工商业也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工业的内迁得到本省政府的重视。
福建省政府积极组织沿海工厂内迁, 同时对迁移的工厂进行贷款帮助。省政府建设厅与省银
行签订合同转贷资金, 订立 ∀资助闽南沿海各县重要各业厂商迁移内地办法 #。资助对象是闽南沿
海 ∃ 迁移各业厂商, 以发展后方生产及避免资敌之工厂, 如铁工厂、
机器厂、五金电料业、
制胰厂、药
料厂、棉布厂、
火柴厂、
日用必需品各业等 %。贷款额 ∃ 不得超过其内移机器及原来货品价值十分之
三, 并不得超过其迁移费十分之八 %。关于机器及原料存货等运输, 由建设厅 ∃ 代商运输机关协助
并发给护照予以沿途便利 %。 ∃ 置备新厂基屋遇到公有土地及祠堂庙宇 %等, 由建设厅 ∃ 函请省政府
饬县准其借用 %, 产品由建设厅 ∃ 函请沿途税收机关免收或缓收捐税 %, 并规定还款期限暂定 18个
月, 从第 7个月起分期摊还。
沿海一带的工厂纷纷内迁永安、
南平等城市。以电力工业为例。 1939 年, 连江琯头电灯公司
接到省政府内迁令后, 联系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合资内迁, 在三元县城改组为 ∃ 公训电厂 %, 11月
复业发电。& 1939年, 省营漳州电厂将 1号和 2号发电机组先后内迁到龙岩。∋ 海澄县城的 ∃ 海澄
真光电气厂 %于 1938年交给福建省建设厅整理。 1939年, 机器设备内迁至永安。 1939年 8月, 奉
海澄县政府命令, 厦门六丰公司设在白水营的米绞厂内迁, 先将 40马力蒸汽机迁至永安, 后又将
60马力蒸汽机迁至龙岩。( 1939年 6月, ∃ 涵江电灯股份有限公司 %奉命疏散, 一些设备内迁至永
安。) 政府主办的内地城市电力事业很快发展起来。 1940年, 永安建成桂口水电站, 是当时全省最
大的电站, 装机容量 264千瓦, 可满足城区机关、学校及少数居民照明之用。∗ 南平的沿海迁来工
厂很多, 对电力需求增大。 1940年 3月, 福建省建设厅接管了南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到抗战结
束时, 共有 5个发电所, 总装机容量为 288千瓦。+ 此外, 建瓯和沙县两地的电气公司也收归官办。
龙岩、三元、长汀、
将乐、
光泽等县的电业也是内迁后兴起的。抗战开始前夕, 福建山区仍在营业的
电厂仅 11家, 总装机容量为 450千瓦; 到抗战胜利时, 增至 22家、1400千瓦以上。即在抗战期间,
山区电厂数量翻番, 总装机容量达战前 3倍多。,
南平位于闽江建溪、
富屯溪、
沙溪三大支流的汇合点, 为闽北交通枢纽, 抗战时期成为全省经济
中心, 繁荣一时。福州迁往南平的工厂有纺织厂、电化厂、电工厂、
面粉厂、铁工厂一、二、三、四、五
部、
肥料厂、建华火柴厂、
福电铁工厂等。− 建华火柴厂乘战时专卖之便, 成为福建一大企业。抗日
战争爆发后, 日本火柴不再进口, 福州建华火柴厂的火柴成为福建省贸易特种股份有限公司的囤购
商品, 贸易公司为建华厂提供原料和包销产品。 1938年, 建华厂在贸易公司的协助下迁往南平, 不
断扩大生产规模, 不仅在南平设总厂, 还先后在福建的大田、龙岩和江西的光泽、
吉安、临川设立分
厂, 在福建的将乐、
龙岩设立仓库。总厂共有职工 2000余名, 加上各分厂、仓库, 职工总数逾 3000
名。建华厂的原料也逐渐实现完全自给, 木材由协利锯木厂提供, 药料则由林弥钜在南平水南创设
福建省政府编: ∀重订福建省单行法规汇编 #, 1939年, 第 509 页。
∃ 福建省建设厅、福建省地方干部训练团等 关于琯头 电灯厂迁 移三元与 福建公训 服务社合 资办电气 厂的公 函、代电、营业章

&

程 %, 福建省档案馆: 档案号 36

10 1528

02。

∋

∃ 漳州电厂关于电厂移迁移机器及龙岩电厂组建开工、电费收缴等函、呈 %, 福建省档案馆: 档案号 01

(

福建省经济研究室编: ∀福建省永安县经济调查 #, 1940年, 第 34 35 页。

)

林庆元主编: ∀福建近代经济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87 页。

∗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245 页。

+

林庆元主编: ∀福建近代经济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96

,

林庆元主编: ∀福建近代经济史#,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406 页。

−

卢世钤: ∀解放前南平工业概况#, ∀南平文史资料 #第 2辑, 1982 年 4月,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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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白药厂制造。抗战期间, 闽省财源枯竭, 省政府和附属机构日常开支特别是职工工资, 往往要靠
建华厂支持。 南平电力工业、化学工业、木材加工业、机械工业、
造纸、纺织等发展极快, 成为战时
重要的工业城市。
沿海城市工厂相继内迁, 促进闽西北城市的电力工业、
公用事业及化学工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
展, 一度衰败的传统手工业 ( 手工造纸、
卷烟、
织布业 ) 有所复苏。除了一些内迁企业获得大的发展
外, 还相继出现了一批新的省营和私营铁工、
造纸、印刷等工厂。 1945年对福建省符合 ∀工厂法 #的
工厂进行了统计, 福州和厦门之外, 全省共有 82所工厂。其中南平 20家, 资本 26601888元; 永安
16家, 资本 10926000元; 闽清 2家, 资本 5150000元; 水吉 3家, 资本 2040000元; 龙岩 10家, 资本
1338370元; 建瓯工厂 2家, 资本 1268590元; 龙溪 3 家, 资本 1220241元; 大田 1家, 资本 1500000
元; 连城 1家, 资本 1100000元; 德化 3家, 资本 841000元; 莆田 5家, 资本 530000元; 沙县 2家, 资
本 474045元; 上杭 4家, 资本 325000元。& 工厂数最多的依次是内地的南平、永安、龙岩。工厂的
内迁, 使福建省的工业重心从沿海转向内地。虽然这种迁移是因战争的因素被迫进行的, 但这种短
暂的转移活动,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近代福建工业发展的进程和布局, 推动了内地工业的发展, 促
进了战时后方经济的开发建设。内地的南平、永安、
龙岩、
沙县等城市也因此成为战时工业中心。
战前福建内地不但工业极其落后, 商业也很不发达。战事发生后, 随着政府机关、工厂、学校
和文化事业单位的迁入, 商人纷纷迁来开店营业, 商业鼎盛一时。 1941年, 永安大小商店由 1937
年的百余家增至 530余家。比 1937年增加 400多家, 其中资本额大者达 200多万元, 年营业额
最多者达 2000万元。∋ 有 13 家苏广店, 19 家布店, 四海 春、一 品轩、燕江楼、快乐 轩等 15 家酒
楼, 中南旅运社永安分社、大中、新交通等 7 家较大的旅舍。还有理发、
澡堂、照像馆、
五金交 电、
西药店等等。( 1940年 11月 12日, 省工商业展览会在永安体育场开幕, 展出商品数万件, 展期 7
天。第一天前往参观的达 3万人次。) 南平等地也迁入了不少相邻的浙江省工商人士, 仅浙江金
华就迁来 7家百货店。浙江东阳籍人士在南平工作的, 多达 1000 人以上, 他们大多从事建筑业,
∃ 横店人杜荣记、
六石人张发记等营造公司, 规模很大, 生意兴隆 %。∗ 战时公 营商业企业也得到
发展。福建省贸易公司迁移南平, 随后省运输、
企业两公司相继在南平成立。省贸易公司控制全
省大部分物资, 实行统购统销, 对糖、
纸、
粮、
茶、
木材、
火柴设专部管理。以南平总公司为主体, 机
构遍布全省及省外部分地区, 构成庞大的商业贸易网, 营业额约占当时全省贸易总额的 60%
65% 。+ 1943年夏, 三公司合 并改组为省特种 企业公司。在战争 时期, 福建省政 府创建省 营公
司, 限制私商巨贾, 稳定社会经济, 同时增加政府收入, 多少解决了战时政府财政的困难。

三 内地城市教育文化的发展
为了躲避战火, 东南沿海不少教育文化机构先后迁到福建内地, 大批公教人员和知识分子也
相继云集永安。原来交通闭塞、
文化落后的山城永安, 不仅成为福建战时政治中心, 而且一跃成
罗肇前著: ∀福建近代产业史 #, 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第 258 页。
&

福建省政府统计室编: ∀各县市最近简要统计 #, 1946年 11月, 第 91

∋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179 页。

(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538 页。

)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18 页。

∗

张根福著: ∀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 #, 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第 215页。

+

魏育适: ∀福建省贸易公司在南平 #, ∀南平文史资料 #第 6辑, 1985 年 12月, 第 49

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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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抗战期间东南半壁的文化中心, 与西南大后方的桂林和重庆遥相呼应。据调查统计, 从 1938
年 5月到 1945年 10月的 7年间, 永安先后有改进、
建国等出版社和编译团体共计 50多个, 书店、
印刷所各 10多家, 先后编印报纸 12种、期刊 129种、
各类图书 800种以上。还有新闻学会、记者
公会、
经济学社等 40余个文化学术团 体和群众组织。报纸有 ∀老百 姓 #、∀福建民报 #、∀建设导
报 #、∀民主报 #、∀中国儿童时报 #等, 刊物有 ∀改进 #、∀现代青年 #、∀现代文艺 #、∀联合周报 #、∀新
福建 #、∀国际时事研究 #、∀社会科学 #、∀研究汇报 #等。图书中有各种丛书、
丛刊近 40套, 如改进
出版社出版的 ∃ 改进文库 %、∃ 现代文艺丛刊 %、∃ 世界大思想家丛 书 %、∃ 世界名著译丛 %等 8大丛
书; 东南出版社出版的 ∃ 大学学 术丛书 %、∃ 世界文学 名著 %、∃ 东 南文艺丛 书 %、∃ 通俗史 地丛书 %
等; 教育厅编审委员会出版的 ∃ 战时国民读物丛书 %以及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的 ∃ 中国学术丛书 %
等等。 马寅初、千家驹、
巴金、
王亚南、
范长江、郭沫若等著名作家、
学者都在永安进步刊物上发
表作品和出版专著。
随着出版事业的繁荣, 永安的印刷和图书发行事业也得到蓬勃发展。抗战期间, 永安不少印刷
所已有铸字、
制版等设备, 有的还承接外地刊物和书籍的印刷业务, 业务很发达。永安的图书发行
非常兴旺, 当时改进出版社、
东南出版社、民主报社、
政干团等都设有营业处、
门市部、服务部等, 兼
营书刊经销业务。此外还有中华书局、
开明书店、
正中书局、
商务印书馆在永安设立的支馆以及立
达书店、
青年书店等书店。这些书店多数与重庆、
桂林、昆明、
韶关、
衡阳、
赣州等文化据点都有频繁
的业务往来。抗战时期永安的戏剧活动特别活跃, 尤其是话剧运动盛况空前。戏剧团体有话剧团、
平剧团、
歌咏团、音乐团、
巡回团、
特教团、研究会等 10多个。除定期在永安举行公演和联演外, 还
经常配合抗战形势, 深入战地、乡村宣传演出。& 以报刊和图书的出版发行、戏剧宣传为主体的抗
战文化运动在永安蓬勃兴起, 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一时间, 永安不仅成为福建省, 而且成为东南
沿海的文化中心, 在内地城市历史上呈现一派前所未有的文化繁荣景象。
省政府内迁永安后, 福建高校和大部分中学陆续疏散到内地。 1937年 11月, 国立厦门大学迁
往闽西长汀。 1938年 6月, 设在福州的私立福建协和学院奉令迁闽北邵武。私立华南女子文理学
院迁闽北南平。私立福建学院先迁闽清, 后迁闽北浦城。福建省医学专科学校首迁永安, 1938年 5
月迁闽中沙县, 1940年 4月迁返永安, 改为学院, 1941年 8月迁三元。福建私立集美高级水产航海
职业学校从厦门先迁闽南安溪, 后迁闽中大田。国立海疆学校 1944年 5月创办于仙游, 1945年春
迁南安, 战后迁晋江。省立福州、
龙溪工业职业学校合并, 成立福建省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 设在南
平。∋
抗战爆发二三年后, 东南各省大多陷落, 而福建相对安全。东南沿海沦陷区的一些大专院校在
福建设立或迁设福建办学。如原设于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 1941年迁至闽北建阳。( 浙江之江文
理学院, 先迁上海, 1942年迁至福建邵武。) 还有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
国立东南联合大学、
苏州
私立东吴大学文理学院、
国立中正医学院等也先后迁到闽西北城市。
同时以战时省会永安为中心, 陆续创办、
改建了当时地方建设所需的医、
农、师范等科的 6所大
专院校, 如省立音乐专科学校、福建师范专科学校、省立农学院、
省立南平高级护士职业学校等。一
批沿海中学内迁, 省政府在闽西北山区也增设省立初级中学和完全中学。 1941 年, 省立永安初中
邱文生主编;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 #,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7页。
&

邱文生主编;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 ∀永安抗战进步文化活动 #, 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8

∋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 ! 教育志 #, 方志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249页。

(

刘海峰、庄明水著: ∀福建教育史 #,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年版, 第 545 页。

)

张根福著: ∀抗战时期浙江省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 #, 上海三联书店 2001年版, 第 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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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为完全中学, 宁化、明溪增设省立第一、第二临时中学; 1942年, 省立第一临时中学改为省立宁化
完全中学, 第二临时中学改为省立明溪初级中学, 设立顺昌临时初级中学, 将省立永春、
晋江、
建瓯、
莆田、上杭各初级中学改为完全中学; 1943年, 省立南平、邵武初中改为完全中学并在龙岩增设高
级中学; 1944和 1945年, 分别在仙游、
云霄和永安设一所高级中学。
在本省偏僻的山区地带, 这些内迁高校克服种种困难, 不仅保存了基本实力生存下来, 而且在
艰难的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发展。上述高等学校中, 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是厦门大学。厦门大学创办
于 1921年, 1938年内迁长汀后, 在校长萨本栋的带领下, 克服抗日战争时期办学的重重困难, 使学
校得到较大发展。学生从迁校初期的 240多人, 发展到 1945年的 1000多人, 院系设置从 3院 9系
发展到文、
理工、法、
商 4院 15系, 教学质量有所提高, 厦大学生连续两次获得当时全国大学生学科
竞赛国立大学的第一名。& 福建协和大学 1938年迁校时有教职工 37人, 学生 142人。到 1945年,
学生达 693名。据不完全统计, 毕业生有 379名。∋ 其他各校在校学生人数都有增长。
内迁学校注重为当地文化教育和经济建设服务, 积极参与到当地社会事业的建设中。邵武地
处闽、浙、
赣三省交界处, 教育落后。 1938年 6月, 福建协和大学迁居邵武后, 创办了豫章、
汉美两
所民校, 还接办了协大附属汉美小学、
协大附属中学、
协大附属高级农业学校以及各种补习学校。(
抗战前邵武青年到协大读书的每届只有二三人, 自协大迁邵后, 每届邵武青年升学协大的有时竟有
二三十人。协大为了帮助当地发展农业, 协同地方政府开办了农训班, 招训各乡基层农技人员。又
将在福州开设过的协大附中改为附属高级农业职校, 以解决地方对中等农技人员的大量需求。协
大农学院在城郊下南寮设立农事试验场, 进行农作物新品种和新耕作制度的试验, 并另设有花木、
果园、山林试种场地。农学院从广东岭南大学引进高脚南特稻种。用温州蜜桔及福州蜜桔嫁接变
种培育了南丰蜜桔。因海岸被敌封锁汽油无法进口, 协大化学系把松香树脂配合烧碱淬取而发明
了汽油代用品。生物系多次组织人员对邵武七台山区和武夷山区的珍异生物进行考察。) 此外,
师生深入农村山区作社会调查, 进行水稻品种、
水果栽培、
茶叶的制作、茶油的提炼, 邵武地区鸟类、
鱼类、作物病虫害、寄生虫病的研究。∗ 协大还聚集了一大批国内著名的学者、教授。协大内迁, 促
进了当地民众科学知识的进步和文化水准的提高, 对于闽北山区的文化发展, 自然资源的开发利
用,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抗战前, 福建高等教育事业发展十分不平衡, 所有的高校都集中在福州、
厦门二地。闽西北内
地经济落后, 教育也落后, 人才稀缺, 不仅没有高校, 中学也很少。抗战学校内迁后, 这种状况得到
迅速改变。闽西北学校数量骤然增加, 这些新办的中高等学校加上从沿海沦陷区内迁的大中专院
校, 形成了以战时省会永安为中心的教育网络, 改变了战前学校集中在福州、
厦门两地的布局。构
建了包括高等教育、
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学前教育等在内的各层次教育, 以及社会教育、
女子教育、
通俗教育等在内的各种类型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 为内地培养了大量人才, 闽西北教育事业出现了
空前繁荣的景象。学校内迁促进了迁居地区文化教育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也有利于全省教育格局
的平衡发展。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 ! 教育志 #, 方志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194页。
&

福建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福建省志 ! 教育志 #, 方志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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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内地城市市政建设的展开
抗战以前, 福建近代城市建设多在沿海地区进行。内迁后, 新式的市政管理制度得到引进, 城
市的开发和建设工作因此展开, 使内地城市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抗战开始后不久, 福建省政府迁往内地永安。 ∃ 永安位于本省中央, 因为它位置的适中, 和群
山的险要, 在抗战时期, 就建为新的省会。这新的省会就由老小的市镇成长为近代化的城市 %。
永安本来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内地县城, 位置偏僻, 交通落后、人口稀少。抗战前, 县城南郊及吉山等
地还经常发生虎患。 ∃ 其房屋大都毗连狭小, 城内街道仅能通行人力车, 卫生方面向不注意, 市政
建设未具雏形 %。& 成为战时省会后, 开始对永安进行近代城市规划。省政府制订了 ∀改良永安市
政计划大纲 #。初期整理工程以维持城市原规模及节省建筑费用为原则。计划进行的工作有: 建
筑下水道, 沟身用乱石块以洋灰粘砌; 由于城内狭窄, 已无空地可供公共建筑之用, 拟在永安城外造
一平民住宅区; 改善路面, 长约 5公里, 宽约 2公尺, 用三夹土实铺, 行驶人力车辆, 其余部分则就原
有路面加以整理, 必要时拆建少数民房以便通行; 建设公共厕所; 搬运污物设备; 改良中山公园; 建
筑小菜场及屠宰场; 建造挑水码头等。以上计划均属改善现状而着重公共卫生。∋ 1939年, 省政府
设立永安市政委员会, 由省建设厅长兼主任委员。 1939年, 福建省政府曾规划以永安县城西南郊
一带与巴溪两岸广场为基地, 建设省会新市区。大东、
东南等外地营造厂商纷纷迁到永安承建新市
区工程项目。至 1941年 2月, 经省公务局注册登记的营造厂商达 33家。 1944年, 增加到 47家。
负责市政建设和设计的机构有福建省永安市政委员会设计室、
省经济委员会设计室、省工务局技术
室、
省会新市区工程处等建筑设计单位。( 新市区的规划是: ∃ 沿溪两岸 50米以内划为工业区, 建
国路及复兴路一带为商业区, 桥尾沿山脚一带为住宅区 %, 建 成面积 ∃ 除筑 堤建马路外, 实有 450
亩 %。)
首先进行的是道路、排水设施和防洪设施的建设。 1939 年, 县政府颁令拓宽新街, 先后把新
街、
大同路、中华路、
中山路、
民权路等 12条街道拓宽至 10

14米。 1940年, 省会工务局利用城墙

砖铺设新街、
东门路、民权路、
公正路等路面。至 1943年, 城区道路有 36条 (包括 3条防火街 ), 总
长 7193米, 路面有卵石、
城砖、
三合土、碎石土等, 路面最宽的 14米, 最窄的仅 2米。∗ 1939年, 省
工务局将永安城区排水设施列入道路修建工程项目, 次年实施。 1943年省政府市政工程局对城区
沟渠进行规模较大的整治。城区排水沟均为砖砌, 盖板为木板或石板, 总长度 1 26 万米。同年还
修建 3条中央单道排水道。 1939年, 市政工程局利用拆除的城墙砖, 在巴溪东岸沿河修筑长 1100
米、
高 5米、底宽 18米、
顶宽 3米的土堤。 1944年, 修筑块石护岸, 长 34米, 高 5米; 同时用竹篓填
石, 建造 5座横坝, 以防洪水冲刷堤坝基础。+ 经过建设, 永安的城市范围推广到城墙外附近 20公
里左右的地方。,
林观得编著: ∀福建地理 #, 建国出版社 1941 年版, 第 6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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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卫生、市容、
电灯、
公园、绿化等事业也随之展 开。 1941

1945 年, 省政府 先后颁发 ∀永

安县新生活促进会通告 #、∀永安县 环境卫生 纲要表 #、∀整 顿永安市 容临时 指导委 员会决 定事
项 #、∀永安县公共卫生 #等文件和通告, 进行市容管理。 到 1940 年 4 月底, 永安电灯用户增加
至 562户。& 1940年 6月, 新街、旧街、
大同路、中华路、中山路、
中正路先后安装路灯。∋ 1940年
春, 省政府于县城东门修建中山公园, 占地 1 5万平方米, 建有俱乐部、池塘。 1941年 3月 12日,
县城各机关、
团体、学校开展植树活动, 计植树 200亩。 1944 年, 省市政工程局在大同路、公正路
等植树 212株, 在林森桥头 (今西门桥 )、东门桥头及中山公园植榕树 12株, 苗木由省园艺实验场
供应。 (
省会之外, 其他城市也有较大改观。建阳是闽北公路交通中心, 闽浙、
闽赣公路的交叉点。到
南平、崇安、邵武、
浦城的汽车都要经过建阳, 附近有本省著名的汽车修理厂。) 但市政建设比较落
后。建阳 ∃ 扼闽北及浙赣交通要冲, 人烟密集, 运输频繁, 奈市政未加整理, 尤以中山路南段及东大
路为商业中心区域, 街道狭小, 行人拥挤, 卫生管理不畅 %。 ∃ 鉴于地方繁荣发展之重要 %, 第三区行
政督察专员组织建阳县地方建设委员会, 邀请当地党政军首长及地方人士为委员, 并公推专员为主
任委员, 县长为副主任委员, 对建阳城市道路进行拓建。第一期扩建中山路南段及东大路, 长 521
公尺。全部工程包括补充路面, 关闭水沟, 铺筑人行道明盖板及明井等。招标承办工程费计 170余
万元, 由道路特赋项下统筹支给。建成后车道宽 7公尺, 人行道各宽 1 5公尺, ∃ 市容为之改观, 商
业日就发达 %。∗
南平位于建溪、
沙溪、富屯溪的汇合点, 是闽北水陆交通的中心, 在 ∃ 交通上、工业上, 商业上,
占重要地位 %。抗战以来, 南平郊外的水南, 成为本省最重要的工业区。 ∃ 这个山城现在已变为人
山人海熙来攘往的场所 %。+ 1936年, 对南平进行全面地籍普查测绘, 城区建成区面积 0 89平方公
里。省政府内迁永安后, 南平成为撤退 的大后方。省 建设厅工务局曾 编制 ∀南平县城区 改造规
划 #, 对沿街店面实行统一装 潢, 对市政 设施加以改善。至 1949 年, 城区 建成区为 2 66平 方公
里。,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 为解决供水问题, 南平自来水公司不断扩大规模, 1941年由县政
府直接经营管理, 加装动力设备 80马力的抽水机, 开引水桥, 大量敷设铁管。− 1942 年, 南平县政
府为准确全城时间, 特别在中山公园内建立标准钟一座, 台基高达 2丈。 经过抗战时期的大规模
兴建, 内地城市面貌有了很大改观。

五 内迁对城市体系的影响
城市体系是指在一个相对完整的地域范围内, 具有一定层次结构和系统功能的城市有机群体。
永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永安市志 #, 中华书局 1994年版, 第 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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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 福州和厦门被开辟为第一批通商口岸, 以对外贸易为先导, 开始现代化的步伐。城市
人口增加, 城区规模扩大, 城市商业、金融、
交通乃至文化教育等都有了长足发展。福建的经济重心
一直在沿海地区, 城市的现代化也主要是在沿海城市展开。抗战前, 以福州和厦门为中心的城市体
系初步建立。而相形之下, 福建内地城市长期位于区域经济的边缘地区, 现代化处于启动或萌芽阶
段。
抗战后的内迁, 改变了这一布局。抗战爆发后, 海口封锁, 省会内迁。厦门沦陷 8年, 福州也
于 1941和 1944年两次被日军占领。沿海城市遭受战火, 发展停滞。而此时 内地城市在战时特
殊环境下有了较大发展。各城市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与战前相比变化很大。原来籍籍无名的小
山城永安成为战时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公路交通的发展, 沿海经济和内陆经济互相
渗透, 闽北南平的交通集散地位明显优于建瓯而成为闽北的中心, 建阳地位也在上升。闽西龙岩
的地位超过长汀, 闽东赛岐港渐渐取代三都澳的地位。而厦门沦陷后, 外贸停滞, 进出口货物改
由泉州进出, 泉州在闽南的地位上升。另外, 海口被敌人封锁, 物资无法进口, 一方面省内的土特
产无法出口, 另一方面, 原来被进口商品占领的市场也空缺出来, 土糖、土布生产一时兴旺, 促进山
区一些市镇的发展。如邵武龙斗镇, 在邵武北部离城 35里。抗战时期修建的光泽公路经其东, 每
日有汽车往来。富屯溪经过其西, 舟楫便利。 ∃ 抗战军兴, 农村经济渐次繁荣, 外糖因海口被敌封
锁已无法进口。闽南产糖区域, 也限于交通困难, 不能大量输入闽北, 促进本镇甘蔗生产之复兴 %。
全乡居民约 600余户, 以种植甘蔗为业者, 占总户 19% 以上。 闽侯的江口镇, 也是在抗战初期迎
来织布业的繁盛。
正如 ∀福建地理 #所言: 本省最繁华的市镇, 在战前是福州和厦门, 战后这种中心就移到内地
去。所以抗战以来, 政治中心由福州移到永安和三元。因为学校的内迁, 邵武、
沙县、南平、
闽清、
永
安、
长汀, 就变成文化中心。其他像军事中心, 移到沙县、
梅列、
浦城。工业中心, 移到南平、
建瓯、
永
安。交通中心, 移到南平、永安、
建阳。&
福建各地城市现代化的步伐并不同时, 沿海城市远远快于内地城市。由于有华侨的投资, 20
世纪 20年代闽南沿海的电力工业、
交通运输和市政建设早已起步, 内地城市还是寂静无声。日本
的侵华战争使福建原本就艰难曲折的现代化进程受到极大破坏和停滞, 但另一方面, 抗战也为内地
城市提供了一个发展的契机。大量移民进入内地城市, 为其注入了活力, 促使内地城市的政治、经
济、
文化、
城市建设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政府主导下, 闽西北的城市开始了现代化的
步伐。永安 ∃ 及至抗 战军兴, 本县成 为一省之 省会。于 是无论 商业、工业、交通、金 融均扶 摇直
上 %。∋ ∃ 内地的城市数世纪以来渡着恬静的生活。抗战以来内地的山城, 一个个醒起来了。因为
工业、文化、经济、
政治中心的内移, 使旧式人口稀少的山城, 慢慢地挟上新潮的外衣, 便如雨后春笋
般, 发达起来 %。( 时人还指出了变化较大的内地几个城市, 分别是永安、南平、
建瓯、建阳、
浦城、
沙
县、
三元、
连城、
长汀。) 在战时特定环境下, 内地城市的近代工业开始崛起并有所发展, 运输通讯
产业兴起, 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初步繁荣, 城市建设展开, 都构成了内地城市现代化的主要内容, 也为
解放以后闽西北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 福建内地城市的发展更多意义上是沿海城市受到战时影响的替代效应, 这
陈兴荣、郑林宽: ∀邵武农村经济调查报告书 #, 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 1946 年 7月, 第 23 24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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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发展具有暂时性、
突变性, 一旦战争结束, 沿海城市的优势仍然存在, 它们从战时创伤恢复过来
后, 很快又走在前面。抗战结束后, 1945年 10月, 省会迁回福州, 机关、学校、人员等也随之大规模
回迁, 福建的经济重心重新回到沿海城市。内地城市渐趋沉寂, 发展滞后于沿海的状况并未得到根
本改变。
有学者综合了近年来有关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
人口、
文化及其他方面内迁的研究成果, 指出
∃ 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来看, 因外族入侵而不得已的内迁, 却造成了中国现代化重心、
布局与
发展方向的调整变动 %, 内迁促进了后方社会的变化, ∃ 尽管不符合常规, 却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历
史的进步 %。 这个论断虽然主要是针对内迁西南地区而言, 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沿海省份内
迁本省内地的影响。沿海省份得开放风气之先, 在其口岸城市首先开始现代化的转型, 但由于这种
现代化辐射力有限, 造成本省内地和沿海地区发展差距极大。抗战直接改变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
格局, 在不同区域的政治、经济、
文化、
教育、
生活方式等各个层面呈现出多元发展趋向。抗战的内
迁促进了这些原本落后地区的发展, 城市现代化也从此迈开了步伐。这种在战争状态下的非正常
迁移, 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本省现代化布局和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 促进了省域经济和社会的协
调发展, 福建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作者林星,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闽台文化研究室副教授 )
( 责任编辑: 李仲明 )

忻平: ∀试论抗战时期内迁及其对后方社会的影响 #,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 1999年第 2期。

! 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