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抗战前的民间防空建设

谭备战

内容提要 南京国民政府在一二八事变之后, 开始加强民间防空以减少国防力量的损失,如健

全民防机构、培育民防人才、建立民防组织,且组织防空展览和举行防空演习。这些有限的民防建

设在当时中国国力弱小的情况下,能有如此发展的确不易,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抗战初期减少国力损

失做出了积极贡献,保留了民族复兴的力量。

关键词 南京国民政府 国防建设 民防建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并未立即进行民间防空 (以下简称民防 )建设。直至 1932年一

二八事变爆发,由于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国人遂有 无空防即无国防 的呼声,加之受到日本大力

发展防空建设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加强军队防空建设的同时亦加强了民防建设。但是,因资金不

足、技术缺乏及措施不力等多方原因, 成绩不佳。1935年之后,随着中日关系日益紧张,国民政府

乃大力加强民防建设,如完善民防机构、培训民防人才、组织防空展览、实施防空演习等, 方有所建

树。鉴于目前并无太多专门研究抗战前民防建设方面的成果! , 故而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 求教于

方家。

一 民防建设的背景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防空实施的方法,把防空分为积极防空 (或军队防空 )和消极防空 (或民间

防空 ), 前者指用绝对优势的空军,去根本消灭敌人的空中势力,以确保本身空中的安全; 后者指用

必要的空军和防空部队置于适当地区, 以阻止敌人的空中打击, 平时对民众施以防空的组织和训

练,当敌人空军侵入领空时,采取有利措施, 减少受害程度。虽然前者更富有进攻性, 但对我国而

言,唯民防较为适合, 因我国 幅员至广,然财力乏缺,欲积极扩充空军,与列强对抗,自非一时所可

能。惟于消极上之防空建设,其关于民族生存者, 至大且巨 。∀ 虽然民防在平时准备上多花些时

间, 但所需人员及器材配置等, 颇为经济  ,且 能以天然及人工防御方法,抑制敌机之性能,及消

灭其射击之效果  # ,因此政府不遗余力地加强民防建设, 以补军队防空之不足。

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 民防建设开始引起国民政府重视。由于当时日本空军在上海肆虐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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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使政府和民众均意识到加强民防建设的必要性。但此时南京国民政府初建, 因财力所限和中日

矛盾不甚尖锐之故,直至 1934年之前对民防建设并不大注意,以至 我国陆上防空,几等于零,试观

民间捐购飞机,以固国防, 尚有所闻; 而对民众本身, 利害最切之都市各种设备 ∋ ∋ ∋ 如购置防空炮,

建造地下室,设备避难所等,竟寂然罔觉 。! 1934年底,随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中日战争已迫在

眉睫。面对敌强我弱的军事形势,防空专家黄镇球提出惟有先完成防空建设,才能言及其他国防建

设,即 惟国防建设, 经纬万端, 而急中更急者, 又莫如防空建设, 盖未来战争系立体战争, 战祸一

发,双方即以空军侵略主义,大事破坏,以冀消灭对方之作战能力((故我人欲建设国防当以空防

为先, 亦惟有先完成防空建设, 方足以言其它国防  。∀ 而民防建设与世界强国相比更为落后, 各

国平时对于防空的设施和训练,都有充分的注意和训练  # ,而我国几乎没有。面对强大的日本空

军,舆论认为: 我们中国民族, 今后要想免除空中的攻击, 唯一的要求,唯一的关键,就是要完成全

国的空防建设((才可以促进整个的民族复兴  ),可见当时有人已经意识防空建设将会影响到民

族复兴。国民政府亦根据世界防空的趋势,即 现代之防空,除积极之军防外, 莫不竭力消极防空

之警备,以期减少空袭之损害 ∗ , 从而加快了民防建设的步伐。

二 民防建设的主要内容

南京国民政府首先成立防空领导机构。1933年 8月参谋本部在航空署内设立防空科, 此乃我

国有专门防空机构之始。翌年 6月, 为领导防空演习起见,将防空科划归军委会领导, 并改为防空

处。同年秋,蒋介石意识到民防 是在深入民间,就是要使每个国民都晓得防空的重要和在防空时

期的动作 +, 即令华东、华北等 19省市迅速成立防空学会以指导各地的民防, 但按时成立者仅江

浙京沪等 10省市而已。1935年 3月,国民政府将防空处扩大为防空委员会, 以杨杰、黄镇球为正、

副主任委员,随之一些省市防空学会也相继改为防空协会,并由省主席担任防空协会会长,副会长

由当地党政军警高级人员担任, 并设总干事专司其职, 下附设总务、训练、研究与宣传四组。如

1935年 5月 1日湖北防空协会成立时即由省主席张群为会长, 叶蓬、吴国祯为副会长,金巨堂为总

干事, 为扩大宣传影响,在防空协会成立当天, 除派飞机散发传单外,并在影剧院放映一战时的空军

影片。, 虽有些省市建立了防空协会, 但因民防建设在国内尚属首创, 出现了 各地防空行政机关,

组织既不一致,复欠完备 的现象。− 但是,毕竟开始在一些省市相继建立了防空机关。1936年 3

月,防空委员会复改为防空处, 并由黄镇球为处长,再次隶属军委会。此后, 防空处扩大机构,在各

省保安处之下设立防空科,以便对各省市的民间防空进行直接指导。

民防人才的培养主要是利用防空学校举办人民防空研究班。 1932年航空委员会派葛敬恩购

买国外防空武器以成立高射炮班, 1934年元旦以高射炮班为基础, 在杭州览桥成立了以航空署长

徐培根为校长的防空学校。同年 7月 16日,由自 1929年即 赴德研习防空学,周历英、法、意、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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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瑞、荷、丹、匈诸国考察防空事业 的黄镇球继任。! 为了加强首都防空建设, 1935年 12月防空

学校迁至南京光华门附近。防空学校为扩大防空知识宣传与培养防空人才, 从防空学校成立至抗

战前共举办 13期人民防空研究班,主要训练各省市公务员,进行每期 3个月的消防、避难、救护、灯

火管制等民防学知识及其技能的课程学习。除了边远的康、藏、青、蒙等地外,各省均派员参加。正

是人民防空研究班的举办,使抗战期间的民防事业有了一定的人才基础,不至于遭受巨大的损失。

国民政府意识到 在敌人威胁下,欲求我人生命财产之安全((必先将防空知识普遍灌输于
人民, 务期人人均知防空之重要,踊跃参加防空业务  。∀ 因此在防空宣传的同时, 亦在各地举行防

空演习。当时举行的防空演习甚多, 本文仅举两个代表性的例子分析民防建设的概貌。一为 1934

年 11月 21日首都防空演习,一为 1937年 1月 22日太原防空演习。

1934年初防空学校成立后, 为使国人熟习防空知识, 蒋介石要求该校在首都筹办防空演习,

最好召集华北与华中、湖南、福建在内各省市, 密令其派主持防空人员一、二人来京参加更好, 但

须切实准备,勿使人轻笑 。# 蒋令军委会办公厅主任钱大钧召集国府五院院长开会, 研讨演习计

划。在既无经验而人民又不熟习防空知识的情况下, 经过近半年的艰苦筹备, 终在 1934年 11月

21日举行了这次防空演习。蒋介石要求防空人员 对这次演习所得到的经验与教训,要格外重视,

以后要本着这些经验与教训,来继续不断的研究改进,努力向上 。) 该演习由于准备充分, 成绩良

好,说明我国防空事业从学理知识开始转移到实际训练,南京防空演习是中国民防事业的一个里程

碑。1940年国民政府为纪念这次演习,规定每年的 11月 21日为 防空节 。∗

在这次演习的推动下, 11月 26∋ 30日的京、杭、镇三地举行了联合防空演习。1936年后,防空

演习开始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如 5月份沿黄河南岸的郑、汴、洛防空演习, 7月 4∋ 5日的杭州防

空演习, 9月 21∋ 22日的长沙防空演习, 11月 23∋ 24日的苏、常、锡、武、澄防空演习, 12月 12日的

济南防空演习等。从上述演习地点的转移变化说明防空演习有从沿海向内地并渐渐集中于华北的

趋势。

1937年后, 由于中日战争迫近, 华北防空演习就显得极为重要, 以太原防空演习最有代表性。

1936年 12月山西成立太原防空演习筹备会,由太原市警备司令荣鸿胪任主席,以中央防空演习特

派员彭戴民为指导,设总务、宣传、设计三组。该会成立后 先开始宣传工作,俾社会人民对该会工

作有深切之认识  ,因此成立翌日即开始进行防空宣传, 在组织防空人员对学生、工人等进行讲演

的同时还举行防空论文比赛。为了防空演习顺利进行, 又在市民中选拔 1000名壮丁组成义务警

察。为扩大组织, 按章征求会员,以期研究防空学术及技术, 普及防空知识, 训练民众技能, 促进

防空建设 。+ 为充实防空设施,又组织 22个防空监视队,队长由各县有线电报局长兼任,每队带

无线电收复机一部。通过一系列的准备工作, 太原市防空协会于翌年 1月 10日在太原师范学校举

行成立大会,会长由山西省主席赵戴文兼任。次日在小校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防空检阅, 约有 6000

余人参加。这一切均为 10日后的防空演习作好了充分准备。为达到通过防空演习宣传防空知识

的目的,山西省政府要求自 1月 16日起, 全省各县及重要村镇,均须派代表来太原参观学习。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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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0日举行了防空预演习,下午 3时,举行救护、消防、避难等演习,夜间演习敌机夜袭、灯火管制

及消防等。因前日的预演,故 22∋ 24日的正式演习十分成功, 当日阎锡山、赵戴文亲自参加。 22

日,当假想敌机空袭太原的警报传来时, 商店、住户均关门, 鸦雀无声 ,至夜间连续演习两次灯火

管制, 成绩均佳。因前期准备较为充分,太原防空演习是当时全国演习中较为成功的一次,但仍有

不足, 如 时间不统一  、联络上差 等, 但大体上说来成绩是可以的 。!

巡回防空展览亦为战前民防建设的重要形式。国民政府欲通过展览达到 用以促进民众对航

空之注意,并灌输以防空知识, 期于观感中,使民众获得防空深切之认识及实际方法, 而完备其成为

现代国民要件 。∀ 1935年 6月 6日,在首都体育场和第一公园举行了为期 12天的全国防空展览,

参加代表达 2万余人, 参观群众达 80万人。展览设 3间陈列室,第 1间为积极防空器材,如高射机

关枪等;第 2间是防空情报器材,如听音机、探照灯等,均为模型;第 3间为消极防空器材,附有防备

空袭的方法,地下室陈列着防毒药物设备。为增强展览效果,防空委员会专门派人在现场对模型讲

解表演,另有飞机于展览场所上空不时发出空袭警报以酝酿防空气氛,在南京大剧院及民众教育

馆、体育场放映民防影片, 组织宣传队在街头宣讲民防知识。展览结束后防空委员会将各种防空器

材运往各地巡展,以收宣传民防知识之效。

全国防空巡回展览 历时三载, 经过地点有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安徽、福州、广

东、广西、河南、陕西等 12行省, 展览地点计南京、南昌、长沙、汉口、宜昌、重庆、成都、蚌埠、徐州、开

封、郑州、洛阳、西安、安庆、镇江、无锡、苏州、杭州、福州、广州、梧州、汕头等 22处, 参观人数,在千

万以上,热烈情形为空前未有, 观众之踊跃,无有能匹者  。但亦有不足,据负责人吴爽言: 展期匆

促,参观人众,不无走马观花之感。 #说明举办仓促,效果受到影响。

防护团的设置是民防建设中的一个创举。 1934年 11月南京防空演习中, 在防空处领导下, 由

党政军民各机关单位临时编组救护、消防、交通管制、灯火管制、工务、防毒等 6个大队和 1个烟幕

队。演习结束后,国民政府意识到防护团的必要性,因此不但保留下来,而且要求全国各地亦组织

防护团。翌年秋,国民政府制定了%各地防护团组织规则 &,规定防护团设团长 1人并由各地防空

协会会长担任,副团长 1∋ 3人,由防空协会副会长、军警及党负责人兼任,并设总干事 1人, 团之下

设区团,区团之下设分团, 分团之下设救护、消防、工务、防毒、警报、交通管制、灯火管制、避难管制、

警备配置等 9个班,以领导具体的民防任务。

首先响应的是防空学校, 1936年春即组织防护团, 是为中国第一个防护团,成立后多次组织活

动,前往参观者不下数万人。杭州中等以上学校亦组织防护团, 以期担任各该校防空各项勤务,

而树组织之楷模  ),并由浙江教育厅厅长亲任防护联合团团长,各校校长兼任团长, 指导学生进行

积极训练。至 1937年春,全国组成防护团的省市有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北、山西、陕西、湖南、

绥远、南京、上海、重庆、青岛等地。∗ 到 1941年初, 全国共有防护团队 862个,防护团员 241 788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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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民防建设的特点

国民政府在抗战前的民防建设, 综合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民防宣传方式的多样化。在中日矛盾尖锐的情况下, 国民政府通过创办刊物、广播演说、

防空展览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 20世纪 30年代前期, 舆论认为要使民众有防空常识, 应在防空

刊物上,全国报纸上、杂志上以及教育上, 尽量的宣传防空常识,使民众了解防空的意义  。! 但因

科技不兴,国人对防空知之不多,为此航空署编印防空专号的%航空杂志 &上、下册, 以宣传防空知

识。另外,还编辑 铁道防空之研究, 防空建筑学, 化学兵器之研究,防护团员必携等书  ∀ ,以满足

不同行业防空的需要。1937年 6月南京市党部社会局和防空协会举办学生及民众防空演讲比赛,

首都体育训练会亦举办了学生防空论文竞赛会。# 为扩大宣传,从 1935年 2月 5日起,防空学校与

浙江广播电台确定每周由防校教官做一次防空内容的广播讲演。防空展览也由南京向全国进行巡

回展出,以求达到防空知识的普及。由此可见国民政府极尽扩大宣传之力度,以求达到防空宣传的

效果。

(二 )民防组织的日益完善。黄镇球在借鉴先进国家防空经验的基础上, 认为防空应采取 以

人民为主体,政府则负指导之则  的方针。)20世纪 30年代初,在参谋总部下设立防空处之时即在

全国各省市设立防空学会,达到 一般人民无论妇孺老幼, 含知目前空袭之危险,防空之重要,欲保

全国土,复兴民族,及顾全身家财产等,非一般起来协助政府,以建设防空不可  。∗ 在政府组织成

防空委员会之后,又在全国各地纷纷将防空学会改组为防空协会, 领导各地人民参加防空展览与防

空演习,组织防护团等。这种全民参与防空的组织方式,加深了国人对防空的理解,从而取得防空

训练的实效。

(三 )民防建设的不平衡。当时由于政府以首都为中心布置防空, 因此首都民防, 较为先进。

首都民防由防护团负责,且在 警察分住所设置消防班, 以策首都消防安全  +; 又为了在战时随时

广播防空情报,建筑了防空情报所地下室,设置电台;还设有首都防空基金, 可见首都防空建设的先

进。而其他地区则不如首都民防建设的全面, 如浙江于 1936年 12月方成立防空协会,虽在此前也

进行过一些防空演习,但其设备颇为简陋, 无法与首都相比。整体来说, 全国范围内的民防建设,

虽推行数年,然于事实尚无成效 。,

(四 )防空建设多为应急性措施, 缺乏长远规划, 在民防设施等实际方面成绩较少。 1933年 8

月航空署内才设立了防空科,而这距全面抗战爆发仅余 4年。防空展览、防空演习等大都是 1935

年之后举办的,可见均为临时性措施。防空形诸于法律则是在 1937年 8月 19日, 政府为 防敌机

空袭, 减少其所发生之危害,以保卫国家及人民生命财产 −, 方公布 防空法  , 较之日本则晚了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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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防空宣传亦未曾普及,负责巡回防空展览的吴爽认为 对于防空事业,尚无相当认识的,恐怕

亦不在少数  。∀

(五 )民防建设的经费不足, 成绩欠佳。虽然提出 无空防即无国防  的口号, 政府亦颇为重视。

但是, 除了首都的防空经费较为充裕外,其他各省则经费支绌, 自然影响到民防建设的效果。如浙

江的防空经费 尚无确切之决定,每举一事, 必先筹划经费之来源, 往往徒费时日,此种情形, 尤以

各县为最 。# 浙江乃一富裕省份,尚且如此,其他各省可想而知。这说明政府虽然非常重视,但因

财力不支,从而使民防建设显得十分薄弱。

国民政府抗战前 始之于宣传,继之于演习  的民防建设,在借鉴了欧美强国、特别是假想敌国

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形成的过程, 为抗战保留了一定的人力、物力等战争

资源。虽然 数年来之努力,亦已收有相当之效果矣 )的评价有些夸大, 但国民政府对于民防 是

抱定.排除万难, 完成防空 /的宗旨,硬干, 快干,实干, 苦干去准备的  ∗ ,抗战期间的成绩亦充分证

明了这一点。如英国伦敦%泰晤士报 &的记者在战时到重庆采访,曾对重庆的民防建设成就如此评

价: 重庆防空,世界无出其右者  , 因为 民众一闻警报,即进入防空洞,一如学校上课,鱼贯而入,

秩序井然 。+ 由此看来,南京政府的民防建设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们应予以客观公允的评价。

(作者谭备战,河南中医学院思想政治理论教研部助理教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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