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版《敦刻尔克》：
宜昌大撤退

武汉沦陷，

人员物资聚集宜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
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上海、南京、
武汉等大城市先后沦陷。重要城
市沦陷，工业的发展也就岌岌可
危。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
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往重庆、成
都等长江沿岸的城市搬家。

1938年10月，武汉也沦陷
了。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所
有从武汉撤出的人员和物资，
都只能就近集中在宜昌。

照这个阵势，宜昌肯定也支
持不了多久，这些人员和物资，
还得准备着运去重庆和成都。

宜昌虽然不大，但是接连
了江汉平原和长江三峡，被人
们叫做川鄂咽喉。当时公路和
铁路都非常不发达，想进四
川，只能走水路，宜昌就是必
经之地。

长江三峡水流湍急，处处
都是险滩，1500吨以上的大船根
本过不了。所有从下游运来的
人员和物资，在进入三峡之前，
都得在宜昌码头换乘小船。更
关键的是，当时已是深秋，还有
40天，长江就要进入枯水期，船
只就不能通过了。

武汉一沦陷，难民都往宜
昌涌过来。平时只有11多万人
的宜昌，一下子多了好几万人。
在宜昌沿江两岸的码头上，乱
七八糟地堆满了九万吨以上从
长江中、下游撤退到这里的物
资。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装箱，敞
露在地上，听任风吹雨淋。这批

物资极为重要，几乎全中国的
兵工、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
业的生命，都集中在这里了。一
旦遭受损失，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以说，这是抗日战争期
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之一。遍
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
心非常恐慌。

如何在这40天内，用极其
有限的运力，把滞留此地的13
万吨的战略物资和军工设备，
超过3万名的军政官员、技术工
人、普通难民、儿童安全送到大
后方？

国难当头，

卢作孚挺身而出

谁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卢作孚站出来了。他当时是民
生公司的老板、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水路运输管理委员会的
主任。交通运输的事归他管。本
来要去外国考察的他，立即返
回宜昌，向全公司上下发出号
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
来参加战争。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将所
有物资和人员在40天之内全部
安全运走；稍逊一点，能运多少
是多少，决不能落入敌手。但民
生公司只有二十多艘大轮船，
运载能力又太小，最大的货船
一次只能运载600多吨货物，最
大的客船只能坐200多人。按照
平时的运量，要把这么多人、这
么多货运完，大概得一年时间。
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形势紧急，没时间多想。
民生公司的 22 条轮船、2000 多
艘沿江小木船，全都被他投入到
大撤退之中。卢作孚给所有人做
出的承诺就是：以不落入敌手为
目的。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从
到达宜昌那天之后，卢作孚就
下令，停止请客应酬，铆足干
劲，只保留工作往来。

民生公司采取了“三段航
行法”的抢运方案：宜昌到重
庆，全长足足有600多公里。将
宜昌到重庆按照水情状况分成
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
万县到重庆三段。大型设备等
重要物资，才能用专门的船直
接运到重庆。其他的货物和人
员，都要进行分段抢运。

有人可能会问，直接从头运
到尾不是更快吗？中间不换船的
话，环节少，速度也快，但是一
来一回，就得花 6 天时间。而分
开三段来运输，每天早上都能
有 6 、7 船装满货物出发，下午
这些船就能回航，继续运下一批
货物。返程也不是空船而返，抗
日士兵可以乘坐这些船只，出四
川打鬼子。

民生公司上上下下都投入
到了这次抢运之中，还增加了
3000多名码头搬运工、三峡险滩
段纤夫，一天24小时轮流装卸
运输，争分夺秒。

卢作孚在日记中记录了这
个过程：每晨宜昌……岸上每
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
的机器，不断地歌唱；往来的汽
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
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
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
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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彪炳史册，

前后运送150万人

当时民生公司基本上承
包了长江的水运，但是卢作孚
并没有借此大发战争财，反而
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公教
人员可以优先登船并且享受
半价，难民儿童可以免费乘
坐；每艘船离开宜昌时都必须
带走50名孤儿；至于货物，外商
报价每吨为300到400元，但是
民生公司运输每吨军工器材
只需要 27 到 30 元，其他公物
每吨 40 元多一点，民间器材每
吨 60 到 80 元。

卢作孚把大撤退这件事，
当成了自己和全公司的使命。
他曾经亲手写过一联，挂在轮
船上，以激励所有的员工，要齐
心协力抗战：作息均有人群至
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他还鼓
励公司员工自行研制无线电
台，研制出的 10 多台电台，可
以了解每时每刻长江水文环境
的变化，及时报告每艘船只的
运行情况，确保航运的安全。

他儿子卢国纪曾这样描
述他的父亲：他对长江上游全
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
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
在被运走和什么船在运它们；
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
在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
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
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
船；从而使他能够准确地指挥
整个运输工作，使之完全按照
计划顺利进行。

有一次，他穿着粗布衣服
在码头上指挥这指挥那。一个
不认识他的报关行掮客感到
奇怪，不客气地问他，喂，你贵
姓啊？卢作孚简单地回答：“卢
作孚。”那人大惊失色，“哦，
哦，你就是卢次长”，灰溜溜地
退到人群之中。

江水湍急，时间紧迫，转

运的船舶还得要承受日军敌
机的轰炸。丧失了制空权，几
乎每天都有轮船、木船被炸
毁，都有员工被炸伤。卢作孚
对这段情景历历在目：第一次
炸沉最大轮船一只，第二次沉
没四只，损坏一只，第三次沉没
一只，损坏两只，第四次沉没一
只，损坏一只，这一本小册子正
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
又来了……40天之中，有16艘轮
船被炸毁，161名船员遇难，61名
船员受伤致残。

从宜昌抢运出的单位，既
有金陵兵工厂这样的大型军
工企业，也有纺织厂这样的民
用企业，还有医院、学校、政府
机关、科研单位、珍贵文物等。
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就
开始在四川东山再起，建立了
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其是以
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
业的综合性工业区，生产了大
批枪炮，提供了武器，成了抗
战坚强的后盾。复旦大学、中央
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
学校，也在这次抢运中顺利迁
移到重庆、成都。

40多天的日夜抢运，货物
被运出了三分之二，人员全部
被运出宜昌。加上来回运输的
军队、伤兵等，民生公司船队
前前后后一共运送了150多万
人。无论是人才，还是物资，都
最大程度地保住了。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
就把这次大撤退，直接比喻为

“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但
宜昌大撤退，比敦刻尔克更壮
烈、更伟大。

1938年年底，卢作孚在自
己的日记上这么总结了民生
公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没
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实业救国，卢作孚其人

民生公司的船只，成了抗战
时期中国的诺亚方舟。卢作孚，就
是诺亚方舟的掌舵人。他保存了
抗日战争胜利的火种。

卢作孚出生在1893年。跟很
多有志之士一样，他也想靠自己
的双手，去推翻清朝的统治，改变
整个国家。

他不是富二代，因为家境贫
穷，刚上完小学就没钱读书了，后
来只能自学。

年轻时办过学校，编过教材，
做过革命党，当过《川报》总编
辑……他希望以教育开民智，倡
导教育救国，但无奈以失败告终。
30岁之前，他跟实业两个字，根本
不搭边。一直到了32岁，他才转变
方向——— 实业救国。

之前就有朋友怂恿他，要想
救国，就应该“要做一颗炸弹”，但
是卢作孚不同意：对中国这样的国
家而言，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
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
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
抗。这种“微生物”，在卢作孚看来，
就是交通运输。因为交通运输，是

“各业之母”，尤其是在蜀道难难于
上青天的川蜀，水运更显重要。

1925年，他拿着招股募集来
的8000大洋，集合了一群志同道
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
并且出任总经理，开辟了重庆到
老家四川合川的航线。

刚开始，他就订造了一艘70
吨重的小船。船虽小，用的却是德
国奔驰的引擎。船质量好，卢作孚
又每天亲自上船接待顾客，民生
的口碑很快就传开了。

到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经统
一了川江航运，将外国航船公司
逐出了长江上游，民生也成为了
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宜
昌大撤退，不是民生公司参与抗
战的终点。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
都在以自己的力量救国。

从1937年到1944年，民生公司
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运送抗日
将士270万人，西迁人员35万人，
抢运军工器材 1 . 9 万吨，航空油
料 3 . 9 万吨，其他辎重 30 . 9 万吨。

到了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已经
拥有 140 多艘客货轮船，开辟了几
千公里的内河航线，业务还发展
到钢铁、建筑、银行等多个领域。

1950 年，卢作孚把在香港的
船队带回了大陆。回到重庆后，卢
作孚继续重新投入到民生公司的
日常工作中，一刻也不停止。

作为特邀代表，他参加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
次全体会议，后来还被增选为全
国政协委员。他还率先向中央提
出民生公司进行公私合营改造。
卢作孚真是一生用实业为祖国贡
献了全部力量。

然而最终，厄运还是降临到
他的头上。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
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他被指
为“不法资本家”遭受了无情斗争，
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在
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他留
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一、借用民
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
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
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
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
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
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
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据《国家人文历史》

宜宜昌昌大大撤撤退退全全景景

卢卢作作孚孚

宜宜昌昌码码头头上上的的情情景景民民生生轮轮船船公公司司，，全全力力重重新新抢抢运运物物资资入入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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