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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中分部在雁荡
——抗日战争回忆琐记

■陈学文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3 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不禁回忆起那苦难的岁月和我们一代人的悲惨遭遇。

本文作者陈学文，1934 年 8 月出生于乐清市北白象镇莲池头
村，浙江社科院历史所原所长，在中国经济史、明清史、徽学、江
南区域史、明清契约文书、明清市镇史研究方面取得较大成就。代
表作品为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龙游商帮
研究》。
自 1937 年 七
七卢沟桥事变发生
后，日本军国主义
者就发动了全面侵
华战争。日军利用
优势的空军力量不断派遣飞机轰
炸温州、乐清等沿海城乡，我当
时正在温州瓯江小学读书，每听
到警报声，同学们在老师指引下
有秩序地疏散，有时一天竟多达
四五次之多，人心惶惶，根本没
法安心读书。1939 年 4 月 20 日
—28 日，敌机分批多次轰炸温
州闹市区和温中，炸死 35 人，
伤 29 人，毁民房 175 间；1941
年 3 月 1 日，敌机 14 架轰炸朔门
一带，死 18 人，伤 20 人，毁民
房 100 多间。
1941—1944 年间，日军曾
三次攻占温州，进行了惨无人道
的烧杀抢掠奸淫，特别是 1944
年 9 月 9 日攻占温州，时间长，
损失重。还在乐清白象小学内设
妓女馆，供日军淫乐。
温州人民为了抗日救亡，同
仇敌忾，1945 年 2 月 26 日，乐
清人民抗日游击队 500 余人与警
备第四中队合编为乐清人民抗日
游击总队，对日军进行奋勇抵

抗。同年 6 月 26 日，日军 4 万余
人从乐清撤退，强拉千余名担
夫，不少死于途中，一路疯狂掳
掠，芙蓉街道被洗劫一空，对乐
清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军驻温最高军事指挥部设
在乐清磐石重石村，还在磐石附
近修建了军用飞机场。我曾看到
一大批运载石头的船只停泊在北
白象镇莲池头村我家门口河埠
头，我家亦有多亩田地被占用筑
机场 （在山前、西新城、西横
河与油车村之间）。我家原有三
层楼房，上有二层平台，日军就
强占我家楼房，在露天平台设立
空 军 指 挥 台 ， 驻 扎 近 20 名 日
兵，后来日军慌忙撤退，满屋臭
气冲天，损坏殆尽。1944 年秋
天，日军举行一次演讲，每户必
须去一人，只见一个日军官佐戴
着眼镜，由汉奸充当翻译，大肆
吹嘘“大东亚共荣圈”，说我们
共同敌人是高鼻子的美国洋人。
我虽还是小孩子，我想既然你说
黄种人如同一家，那为什么侵占
我中国？为什么要对我华人奸淫
烧杀掳掠？根本就是自欺欺人的
屁话。日军对温州人民犯下的罪
行，罄竹难书！

温州曾三次
沦陷，百姓惨遭
残害，乐清的柳
市、北白象小学
亦遭敌机轰炸，
中小学被迫停课，学生失学。
然而爱国师生冲破重重阻力，寻
找偏僻的乡间开办临时中学，如
温中在青田水南设立分部，瓯海
中学在瑞安、乐清办学。
瓯海中学为当时温州市三
所 名 校 之 一 （另 为 温 中 、 联
中），在乐清籍老师方宗苞倡导
推动下，以乐清籍老师为主，
选择了相对安定的北雁荡山设
立了瓯中分部，解决了乐清、
黄岩、温岭、玉环等地失学青
年读书问题。那时乐清师范设
在灵峰寺，雁荡中学仍在三折
瀑原址，瓯中分部设在灵岩寺
和响岭头雁荡旅社。灵岩寺方
丈出于爱国心，将灵岩寺一部
分腾出供瓯中高中部上课，还
让出山下一块土地辟为运动
场，供学生锻炼身体。因陋就
简将一片片木板钉在竹架子上

做临时课桌，四人一桌；教室
也是临时隔成，数十名学生挤
在一间小房子里上课。晚上十
多位同学挤在楼板上打地铺睡
觉，年纪稍大的睡外面，让里
头稍安静地方给年轻的同学，
蚊子跳蚤咬得我们难以睡眠，
但是第二天还得提起精神上
课。吃饭有临时食堂，八个人
围着小方桌站着吃，晚自修数
十人围着一盏煤气灯学习，生
活虽然艰苦，大家都很珍惜来
之不易的学习环境。而老师离
家独身来雁荡山授课，备课讲
课批改作业仍是很认真。所有
应开的课程基本齐全。语文、
数学、外语、史地、理化、生
物、美术、劳作、体育都由一
专多能的老师兼任。一些名师
为了培养学生，不计待遇，自
动减薪，如数学老师李筱遐、
语文老师李志遐、外语老师徐
希涛等都是温州名师，所以讲
学质量还是一流的。他们一心
讲学，努力想把学生培养成为
国家栋梁之材，为抗日救亡贡
献力量。因为师生们都明白，
要想国家强大，不受日本欺
侮，只有靠具有爱国心、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青年一代，所以
他们把办学讲课作为抗日救亡
的神圣职责来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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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设备简陋，生活艰苦，时
局动荡的日子里，同学们仍是
充满乐观精神，努力学习。在这
特殊的环境中，更体会到读书
的机会难得，所以大家更自觉
遵守纪律，团结互助，相亲相爱，一旦有同学生
病，就会送水送饭。我班有一同学稍有点跛脚，
同学会主动扶着他上下楼梯，替他背书包。学习
上更能互相帮助，有一位同学英语发音不准，别
的同学会耐心帮助他纠正音调。
同学们很重视体育锻炼，因为只有强健的
体魄才能担负起抗日救亡的职责，一有空就主
动去锻炼身体。受条件限制，只有练习跑步最方
便，在崎岖山间小路上，同学们成群结队在晨
跑，课余在运动场上进行田径赛，男男女女，个
个生龙活虎。到了夏天，就利用雁荡山多溪涧，
纷纷下水学游泳，高年级同学带着低年级同学
练习游泳，以保安全。
同学们爱唱爱国歌曲，如《义勇军进行曲》
《黄河大合唱》
《大刀进行曲》
《到敌人后方去》
《在太行山上》，而女同学更喜唱《松花江上》等，
用歌声来表达我们的爱国热忱。更为振奋的是：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作主人去拼死
在疆场，我们不愿作奴隶而青云直上！我们今天
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
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
巨浪，不断地增涨！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
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首由田汉作词，聂耳
谱曲的《毕业歌》最能表达我们这一代人当时的
心声，常常会回荡在雁荡山空谷中。
在艰苦环境中，我们生活还是很充实的，充
满着热情、理想、信心，深信正义会战胜罪恶，和
平会取代战争，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必将会
失败，为人类所唾弃。课余还出墙报（贴在教室
外墙壁上，由各班级学生自编书写的散文诗歌
等），还举行演讲比赛。在雁荡山的三所中学还
举行校际篮球赛等体育活动。老师也很注重学
生活动能力的培养，我那时才 12 岁，曾两次跟随
厨房师傅去白溪采购食品，因为师生食堂是由
自己承办的。
1945 年 6 月的一天，老师们笑盈盈地齐聚
在一起，同学们排着整齐队伍在等待着我们敬
爱的谷暘校长的到来。他一身老农民的打扮，拄
着拐杖，风尘仆仆，冲破敌人封锁来到了雁荡
山。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校长。在热烈掌声中，
他开始讲话，传递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信息，
勉励我们努力学习，报效祖国。他淳朴的演讲，
我至今仍印象深刻清晰。不久，到了暑假中的一
天，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
此结束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中国人民取得了伟大胜利。1945 年 9 月 3 日，
我们参加了全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庆祝大
会，温州人民沉醉在欢庆的日子里，到处张灯结
彩，爆竹声声，历经八年抗日战争的人民，终于
抬起头昂首挺胸做了国家主人，洗刷了历史耻
辱，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1992 年日本广岛大学伊原一弘介教授来杭
访问，一次在闲谈时说到 1945 年美机投原子弹
于广岛的情景，他幸运地躲避了一难，但目睹了
人民死伤严重，深刻认识到世界应该和平，避免
战争悲剧的重演。于是我也谈起，我的三姊陈洛
涟（新四军军部参谋）和姊夫田守尧（新四军三
师八旅旅长，2014 年民政部公布首批全国 300 名
英烈之一）于 1943 年在黄海上与日本海军激战
中英勇牺牲。伊原教授很庄重地霍然站起来向
我深深一鞠躬，表示悼念。我毫无思想准备却深
受感动，意识到凡是善良正直、有良知的日本友
人是能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不因国界
而失去公正公平的良知。同样 1993 年我应日本
学术振兴会和大阪大学邀请，以访问教授身份
赴日讲学，数月间曾至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名
古屋大学、大阪大学、东洋文库多处讲学，都受
到热情友好的接待。1993 年秋，由大阪大学一博
士生陪同参观京都二条城等名胜，我发现奈良
古寺院和京都的一些古建筑，与中国西安、北
京、苏州等古建筑十分相似。她说，日本文化与
中华文化有着很深的传承关系，她到过中国许
多地方，喜爱中国文化。当今日本有许多学者仍
孜孜不倦学习和研究中国古文化，汉学在日本
成为学术研究的热门，并不受八年抗日战争而
影响。凡是有正确历史观的日本学者、人民都能
认识到当年侵华战争只是军国主义者的罪行，
而广大日本人民对中国仍是友好的。
时光流逝了七十年，我已届耄耋，但是在北
雁荡山度过的青春年华永铭于生命之中。一代
代青年都有自己的职责和理想。但是历史是不
能忘记的，仍要振奋精神，为建设强大的祖国贡
献毕生。
雁荡山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还是那么美
丽，山青水秀，永远是祖国的大好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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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城区府前街群众在日机空袭时疏散的情景。 邵度 摄

乐清磐石重石村日军司令部旧址。资料图片

日军轰炸后市民在灭火。 邵度 摄

入夜遭日军轰炸的街道火光冲天。 邵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