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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宋美龄抢救三万难童
抗战时期，邓颖超与宋美龄

的一段合作隐秘往事不为人知
晓。 外界只知邓、宋二人保持着
联系，直至百年。 这一段友谊最
早可追溯至抗战时 1938 年武汉
沦陷后 3 万儿童被送往大后方
的往事。

二人携手筹办保育会

抗战时期，在沦陷区，一批
批儿童被运送回日本及朝鲜、中
国台湾等日据地区，补充日本因
战争而损失的人口。

在《大公报》所发表的《拥护
国联反侵略———武汉各儿童团
体告同胞书》中，曾以惨烈的数
字， 来描述这段历史：“中国 700
万儿童，在十几个月内，估计遭
敌人杀害死亡的， 至少在 10 万
以上，被掳掠的儿童，至少在 15
万以上。 因敌人的侵略战争而流
离失所的，至少 40 万以上。 ”

作为最早获知日军抓捕难
童抽血一事的报界人士， 汉口
《妇女生活》 杂志主编沈慈九此
时再也坐不住了。 她呼吁发起儿
童保育会，挽救这难民中的最弱
势群体，但响应者只是一些无职
无权的文人学者。

保育会筹办迟迟不能如愿，
沈慈九等人找到中共长江局妇
女部，邓颖超当即指示，把力量
集中起来，好好干。

1938 年 1 月 24 日， 邓颖超
联络各界知名人士在汉口一江
春饭店举行保育儿童发起人会
议。 那一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
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文化界人
士郭沫若、蔡元培等 183 位发起
人参加了会议。 会后，中共长江
局妇女部承担起了儿童保育会
的筹备工作。 但关于儿童保育会
筹备工作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
了中统的秘密监视范围。

武汉儿童保育会发起人顿
时陷入紧张当中。 邓颖超日后回
忆道：“在宣布保育会成立大会
的日期后，特务机关狂呼要破坏
大会，使大会开不成，我们便去
约请宋美龄出来主持保育工作

并出席大会。 ”宋美龄答应出任
主席，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必须
将保育会纳入她所领导的妇女
组织名下。 宋美龄提议邓颖超为
组织委员会主任，遭到国民党理
事反对。 邓颖超为了大局，此后
一直以常务理事的身份参与工
作。

宋美龄的加盟，果然使保育
会的成立一帆风顺，发起人背后
的跟踪者也没了踪影。

死人堆里救人

1938 年 4 月 8 日这天下午，
保育会正在制定难童收容细则，
门外突然传来台儿庄大捷的喜
讯。 邓颖超当即提议赴徐州前线
收容难童， 不少与会者大为惊
动， 言称奔赴前线是男人的事
情。 就在这时，徐州战区司令长
官李宗仁打来电话，要求保育会
立即派人收容流浪儿童。 原来台
儿庄大捷后， 日本准备包围徐
州，一些流浪儿童在前线经常被
乱枪打死。

34 岁的保育委员会主任曹
孟君，随后带队奔赴徐州。 在炮
火连天的战场上，许多难童的衣
服已被扒得精光。 野狗、老鸹围
着这些已是残肢断臂的骨骸，你
争我夺。 十几名青年妇女，冒着
硝烟在收容流浪儿童，甚至从死
人堆里寻找没断气的孩子。

曹孟君带领 200 余名难童
从前线回到徐州城，将大部分孩
子安顿在城内，不过她仍决意带
100 个难童突围。激战中，人群不
断被冲散，在走完六百华里到达
河南驻马店时，曹孟君身边只剩
下 8 个孩子。

回到武汉，曹孟君受到保育
总会同仁的热泪相迎。 宋美龄在
大会上大为褒奖， 会议完毕，宋
美龄走到曹的面前， 问了一句
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曹一时
惊愕，但未等她回答，宋美龄就
转身离去。

邓颖超似乎也看出了宋美
龄的用心， 就悄悄将曹调派出
去。 事实上，此时国民党人士不

断要求在保育儿童中发展“三民
主义青年团”，培植党派势力，宋
美龄未予理睬；与此同时，在保
育会中，不仅有公开身份的共产
党员，如邓颖超，也有隐藏身份
的地下党员， 如曹孟君等人，两
党碰撞时有发生，但宋美龄对此
也一直保持沉默。

疏散武汉儿童九千名

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成立
仅仅 3 个月，各地保育分会就收
容难童 2 万名，除浙江、湖南及
广东、 广西省份自行安排外，其
他省份收容的难童都要送到汉
口临时保育院。

这些难童在武汉度过了短
暂的和平光景， 至 9 月 29 日田
家镇陷落，武汉濒临失守，国民
政府已在考虑转移陪都重庆。 这
时， 汉口临时保育院还滞留有
4100 余名难童。

第二天清晨， 一艘装载 300
难童的船只刚出长江口即被日
本飞机击中，300 难童血染长江，
哭喊一片，葬身江底。

时隔半世纪，宋美龄都念念
不忘，“300 余难童于乘船护送途
中惨遭日机炸沉，连同护送人员
无一幸免，迄今虽逾 50 余年，每
思及之心中恒感悲愤不已！ ”

10 月 24 日， 日军开始向武
汉最后一道防线发起进攻。 20 万
守军纷纷撤离武汉三镇。 但汉口
保育院还有 500 多难童没有交
通工具， 羁留在一所教会小学。
这天下午，就在这危急之刻，民
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打来电
话， 同意保育院师生搭乘民生
公司轮船， 那是离开武汉的最
后一班船。 据后来统计，汉口临

时保育院抢救疏散儿童共 9000
余名。

宋美龄提议唱
《义勇军进行曲》

到达重庆时，当得知部分难
童无车接送， 暂时也无处收容
时， 宋美龄带领保育会同事，亲
自到码头指挥调度车辆，忙乱的
场景中，宋美龄身后官太太们的
高跟鞋当当作响，宋美龄回过头
来，大声说：“太太们，脱了你们
的高跟鞋！ ”

随着武汉和广州的陷落，湖
南、广西一带的地方政府一度处
于瘫痪状态。 在此，保育总会先
后在重庆地区建立 11 所直属保
育院。 大后方各省的保育分会亦
在当地建立起保育组织。 其中
600 师生被转移至香港保育院。

最为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
重庆地区的保育生演讲比赛中。
蒋介石亲临大会，宋美龄在会后
提议保育生高唱《义勇军进行
曲》。 蒋介石也跟着大伙唱得很
起劲。 末了，他还平起右臂，竖起
巴掌，应着歌曲的节拍朝前推。

保育生星散重庆周边地区，
在名士云集的山城度过了最美
好的时光。 郭沫若、田汉、张澜、
老舍、陶行知等大家名流，时常
出入各保育院，为孩子们授课演
讲。

而在政治家的胸怀中，这些
来自五湖四海的保育生，俨然重
庆这座城市的新希望。 在重庆大
轰炸结束后，宋氏三姐妹走上街
头，他们挽着孩童的手，冷静地
面对外国记者的镜头。 而这些孩
童，都是保育儿童。 在延安的保
育院，一有重大活动，一定要通

知保育院学生参加，甚至在中共
中央的七次代表大会上，前排座
位上都能发现保育生的身影。

保育生英勇杀敌

1943 年，大批已升入中学的
适龄保育生投笔从戎，据参军保
育生回忆，保育生在学生军中占
有相当比例。 在驻印军中，大部
分是保育生，在缅北、缅西战场
上，保育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
的事迹俯仰皆是。

1938 年，这些历经千辛万苦
的孩子， 背井离乡时还不经人
事，此时已风华正茂，他们要为
父辈复仇了。 1945 年抗战胜利，
保育会宣布结束使命。 有家的保
育儿童可以回家，无家可归的孩
子，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财力支
持到高中毕业。

1987 年，已退出政坛、罕于
露面的宋美龄，在台北一个学校
参加台湾 300 多名保育生聚会。
寓居美国之后，她只接见过两个
团体，战时儿童保育会便是其中
的一个。

1991 年 4 月 28 日， 适逢台
湾保育生惯例的母亲节聚会，以
感谢当年抢救、养教他们的保育
会领导及教师。 年逾九旬的宋美
龄再次出席集会， 并发表训辞。
她说：“届值社会中多人迷失为
人处世之正途，尔等曾受爱心恩
泽，更切身经历艰险苦难举目无
亲之痛楚， 当经已训诫子孙，故
确信彼辈绝不在其列。 兹盼尔等
各尽己能，回馈社会，若遇有损
及国家情事，应具敢言敢为之胆
识，挺身而出，择善固执，虽千万
人吾往也。 ”

（据《新民晚报》）

� � 1938 年，邓颖超（后排右一）、宋美龄（中排右五）、李德全（中排右四）、郭秀仪（后排右三）等人在汉
口圣罗易女中合影。

宋美龄在重庆视察保育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