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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周年

抗战中的广西华侨华人及其作用与贡献
□文/何成学

朱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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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期间，居住在
世界各地的广西华侨华人就掀起了抗日救
国热潮。其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的伟大旗帜召唤下，广西华侨华人
反帝爱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他们不但
利用其人力、物力、财力，积极从事抗日救
亡活动，而且有的直接回中国参加抗战，有
的就地在侨居国投身于保卫第二故乡的斗
争，为中国抗战和侨居国抗战胜利做出了
历史贡献和巨大牺牲。

抗战中的广西华侨华人
抗日战争时期，全世界约有 800 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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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华人，作为中国第三大侨乡的广西有数
传乐队；在马来亚（今马来西亚），陈国材等
十万名侨胞，其中 85%以上分布在东南亚
发起组织“桂光煤油公司”，覃泮生等参加
地区，约有 10%分布在欧美地区。他们当
组建南洋总会马来亚分会工作；在越南，潘
中主要有：印尼的李光前（同一时期，还有
世儒参加组建南洋总会越南分会工作，华
一位福建籍新加坡知名华侨李光前）、韦同
裔朱晋文（祖籍广西龙州）参加组建了越南
芳、王贞仁、温辉廷、吴觉非、覃泮生、浦东、 解放军宣传队等。二是创办报刊，宣传报
李毓筹、李隆、吕天龙等数万人；马来西亚
道中国抗战。1941 年世界各地华侨华人
的梁砺金、陈云才、陈德保、李秀添、周琼
报刊从 1935 年的 84 种增加到 135 种，其中
邦、黎奋华（有的资料误说成黎奋）、李锋、 广西籍华侨莫国史（张报）先在美国主编
陈东、马南、陈国材、陈俊群、陈有泉、张季 《先锋报》, 后到苏联莫斯科和法国巴黎相
波等 10 余万人；越南的关仁甫、潘世儒、赵
继主编《救国报》
《救国时报》；印尼的广西
丽泉、李佑宸、朱文晋（祖籍广西龙州）、黄
籍华侨华人还参与了《正义报》和《前进报》
亚生（祖籍广西防城）等 10 余万人；新加坡
的创建和发行工作。这些报刊在团结华侨
的杨振仕、张策、刘子仁、吴仲华、王从坚、 华人、宣传抗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
曾平澜等数万人；泰国的封东初等数千人； 作用。三是发表抗日救国言论，声援祖国
美国的莫国史（先后到过苏联、法国等）、赵
团结抗战。莫国史在苏联莫斯科、李光前
廷桂（旅美航空机械工程师）等上万人；加
在印度尼西亚、梁砺金在马来亚吉隆坡号
拿大的黄寄生、黄远等数百人；广西防城人
召华侨华人团结一致，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陈济棠旅欧期间，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者。四是其他形式的抗日宣传。七七事变
此外，还有一批外省籍的华侨华人曾
后，新加坡、马来亚、越南、泰国、缅甸、印尼
在广西参加过抗日活动，他们当中主要有： 等国的广西籍华侨华人，纷纷上演爱国救
广东的朱荣章（美国归国华侨）、司徒美堂
亡剧、高唱民族救亡歌、召开各界救亡会，
（旅美华人）、邝炳舜（美国华侨）、梅公毅
极大地鼓舞了民心。其中，印尼广西爱国
（越南华侨）；福建的陈嘉庚（新加坡华侨）、 侨领李光前带领华侨华人和当地的原住民
庄希泉（新加坡华侨）、庄炎林（新加坡华
组织抗日会，通过报刊、演剧、演讲等形式，
侨）、司马文森（菲律宾归侨）、张兆汉（马来
宣传抗日，发动募捐和抵制日货。
亚华侨）、胡文虎（缅甸华侨）、胡文豹（缅甸
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华侨华人的
华侨）；湖南的杨东莼（日本归侨）等。
捐助在稳定战时中国金融方面起了巨大作
用，广西籍华侨华人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
广西华侨华人对祖国抗战的历史贡献
战的历史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
组建抗日团体声援祖国抗战。主要体
早期捐款捐物。从 1931 年日本侵略军发
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参加组建抗日救国团
动九一八事变以来，广西籍华侨华人就开
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在印尼，李光前领
始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其中，李光前
导成立“邦加岛勿里洋华侨赈济祖国难民
等印尼华人华侨就筹集大批款项、衣物和
委员会”，王真仁等组织印尼勿里洋抗日宣
药品等，直接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和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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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路军等部队；菲律宾广西籍华侨华人
同其他省籍的侨胞一起汇出款项 1 万比索
给东北抗日义勇军；温辉廷和吴觉非在马
来亚发动和组织华侨华人募捐雨衣和胶
鞋。二是全面抗战中踊跃捐款捐物。其
中 ，梁 砺 金 等 马 来 亚 广 西 籍 华 侨 华 人 在
1937 至 1941 年，为中国抗日战争募捐款达
1000 多万元；李光前等印尼华侨在 1938 至
1940 年，认捐 3150 多万元；杨振仕等新加
坡广西籍侨胞节衣缩食，捐款 46 万新元；
潘世儒等越南广西籍侨胞，将所得募捐款
汇回祖国。此外，福建籍南洋著名侨领陈
嘉庚，两次到桂林捐助国币 7.2 万元；海南
籍越南侨领陶对庭在桂林病逝前，将 10 万
元银行存款全部敬献抗日将士。三是募捐
办航校买飞机。菲律宾和缅甸等国的华侨
华人倡导献机救国。在抗战头 3 年间，菲
律宾华侨华人献机捐款达 490 万比索，可
购机 50 架；缅甸华侨华人购献 14 架战斗歼
击机。在以上行动中，有不少广西籍华侨
华人。广西防城人陈济棠旅欧期间响应献
机活动，将 200 万元购买的军火定单和光
洋 1000 元捐给南京政府。
开展对日斗争配合祖国抗战。这突出
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抵抗日货削弱日
本侵略中国的力量。抗日战争开始后，包
括广西籍华侨华人在内的海外华侨华人展
开了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其中南洋
各地成立了抵制日货运动的领导机构。自
抗战开始至 1939 年底，日本对南洋群岛的
输出一落千丈，不及战前三分之一。其中

广西籍爱国印尼侨领李光前和越南华侨潘
世儒等，在抵制日货运动中发挥了极大的
作用。二是抢运抗战物资回祖国。1939
年有 3200 多名南侨机工回国，在滇缅公路
一线参加抢运抗战物资，这当中有张策、刘
子仁、吴仲华、殷华生等数百名旅居马来
亚、泰国、越南等国的广西籍华侨华人。三
是直接回国杀敌。广西籍华侨华人回国参
战主要有：李毓筹、周琼邦、李隆等上千名
华侨华人青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
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游击队；吕天龙、陈
仲达等数以千计的青年华侨华人参加国民
党军队抗日，其中印尼侨胞吕天龙率部参
加了武汉、禹城、襄城、台儿庄等多次空战，
被授予“抗日英雄”称号，朱澄霞（女）、李大
庸等参加广西学生军；越南华裔将领黄亚
生率法国驻越南远征军的边防军，从越南
到广西十万大山，与中国军队配合抗战；桂
林中学归侨学生陈寅星、陈克理等在阳朔
县成立战时服务队，发动群众抗日；福建籍
南洋侨领庄希泉等从香港撤到桂林，以华
侨身份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广西华侨华人在南洋各国英勇抗战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南洋
各国相继沦陷，有数以万计的广西籍华侨
华人与侨居国人民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
他们当中主要有：马来亚的黎奋华、李锋、
浦觉民、龚奕有、蔡嘉靖、陈志华、陈志广、
覃福荣、陈东、马南、梁盛光等数千人，其中
李锋是马来亚抗日游击队领导人之一；新

加坡的杨振仕、王从坚等数千人参加了保
卫第二故乡的斗争，其中的星州华侨守备
军是一支华侨抗日武装；越南的朱文晋、黄
亚生等数千人次，于 1940 年、1944 年两次
在越北地区英勇抗击侵略军，又有一批广
西籍华侨华人于 1945 年 6 月在中越边境参
加了钦防华侨抗日游击大队；泰国的封东
初等数百人参加了抗日义勇队；在菲律宾，
有上千名广西籍华侨华人分别参加了华侨
抗日游击支队、华侨抗日锄奸义勇军等抗
战组织；在缅甸，有一批广西籍华侨华人参
加了缅甸抗日游击队，在缅北山区开展游
击战。
此外，1942 年 3 月中国远征军进入缅
甸，与英缅军共同对日作战，许多广西籍
缅甸华侨华人加入远征军；1942 年底，印
尼广西籍华侨华人在西婆罗洲参与成立
“西婆罗洲反日同盟会”(简称西盟会)创建
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马来亚柏加港的
广西籍华侨华人集体移居山区，开展抗日
游击战。

广西华侨华人为抗战胜利献出生命
一批广西华侨华人为中国抗战献出
了生命，他们当中有：陈仲达（马来亚归侨，
1940 年在桂林空战中牺牲）、伍月梅（女，
广东籍美国归侨，在日机夜袭柳州时，为救
其丈夫不幸被弹片击中遇难）、朱澄霞(女，
博白归国华侨，1940 年 1 月在安徽省无为
县以身殉国)。此外，还有一大批广西籍华
侨华人牺牲在中国的抗战中，遗憾的是至
今还不知其姓名。
另有一批广西籍华侨华人为侨居国抗
战胜利献出了生命：在马来亚，因参加抗日
活动而被日本侵略军杀害的广西籍华侨华
人有张均、王锦祥等数千人；李锋、龚奕、陈
东等一大批广西籍华侨华人，则在抵抗日
本侵略军入侵中牺牲。在新加坡的新山阻
击战中，仅广西容县籍华侨华人就有 100
多人壮烈牺牲；在新山高打被害的广西籍
华侨华人有 256 人。在印尼，侨领李光前
被日本侵略军杀害。在泰国勿洞被杀害的
抗日华侨华人中，仅广西容县籍的就有 40
多人。在缅甸，华侨华人因参加抗日而被
日本侵略军杀害者 300 多人。
（第一作者系自治区党校研究员，第二
作者系自治区水利厅高级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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