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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政府抗戰時期的抗戰動員研究

（劉彪 首都師範大學 100048）

摘要：自“七七事變”抗日戰爭正式爆發，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政府發表廬山談

話，制定民主建國綱領。開展以“三民主義”為核心的社會動員，從政治、經濟、

軍事、文化等各方面採取行動，進行國際聲討和國內動員，軍民一心共同抵抗日

本侵略，最終取得抗戰的勝利。但國民政府在社會動員上的不計成本，對社會承

受能力的考慮不足，加之自身的內鬥和腐敗，深化了社會矛盾，為國共內戰的失

敗埋下伏筆。

關鍵詞：國民政府 抗日戰爭 抗戰動員

在盧溝橋事變之後，日本侵略者開始了全面侵華，面對這一局面，國民政府

採取了比較堅決的抗日態度，開始進行全面的抗戰動員工作。在 1938年春召開

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抗戰建國綱領》作爲戰時施政的準則，發表《中國國

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強調“為國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當獻其生

命，以爭取國家民族之生命；吾同胞同志之血，一點一滴，皆所以使四萬萬五千

萬之人心凝結為一，以中國之金城湯池，即此心力物力之夷為灰燼這，亦必於灰

燼之中發生勢力，為中國之前途放光明之炬。”1進一步指出“抗戰之勝利，不

僅取決於兵力，尤取決於民力。”2由此可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對於抗戰動員

有著充分和明晰的認識。

一、抗戰動員的指導思想及抗戰目標

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在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迅速發佈了《抗戰建國綱領》

及相關檔，蔣介石發表了一系列的抗戰談話和宣言，這些成爲抗戰期間指導國家

和社會運行的思路。

（一）“三民主義”爲其指導思想

關於將“三民主義”作爲抗戰動員的指導思想的論述，早在 1937年 8月制

定的《戰時民衆團體工作知道剛要草案》之中便明確提出了“以堅強三民主義之

信念，啓發民族意識，國家觀念，增進民力，充實國力，安內攘外，復興民族為

主旨”3。在隨後的 1937年 9月 23日，在蔣介石發佈的事實上承認中國共產黨

1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 286
2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一日: 294.
3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 第五輯第二編. 政治( 五)》 .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



合法地位的講話中，也明確宣稱：“餘以爲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義氣與

私見，而爲三民主義之實行”4。1938年 3月在武漢召開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

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臨時代表大會，其宣佈：“實行三民主義之大道，人人誓

死，奮勇效忠，以吾人數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國家億萬年永生之根基，則抗戰不

患其不勝，建國不患其不成。”51938年公佈的《抗戰建國綱領》作爲抗戰時期

的施政準則，確定“三民主義”暨孫中山遺教為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則，由

此，國民黨正式確定了“三民主義”作爲抗戰的最高準則和指導精神。

關於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將“三民主義”定爲指導思想這一點學界早有共識，

但是蔣介石所宣揚的“三民主義”與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有諸多不同的，

在抗戰的特殊歷史現實下，爲了抗戰勝利和鞏固政權，其做了一定的修改。其一，

爲了鞏固政權，實現對抗戰的絕對領導，蔣介石改組國民政府，獨攬黨、政、軍

大權。其二，孫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其中重要一條便是“節制資本”，蔣介石

領導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大力興辦國家工業，健全國民經濟，實現抗戰物資的有

效供給。

由此可見，在抗戰期間國民黨所主張的“三民主義”的指導思想並非完全意

義上的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三民主義”，是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根

據自身需求所改造過的“三民主義”，但其對於抗戰勝利和國共合作仍有積極的

意義。

（二）抗戰的目標

國民黨及國民政府對日本侵華的態度，經歷了由“和談——抗日”的轉變，

首先是“七七事變”之後，蔣介石斷定日本不會發動全面的侵華戰爭，其目的在

於將華北打造成另一個“東三省”。基於此種判斷，蔣介石作出了“增兵華北、

拒絕妥協、換取和談”的決定。在 7月 9日，蔣介石派 4個師向滄州、保定、石

家莊一帶集中，命令行政院政務長何廉速返南京，面告軍政部長何應欽，可知他

決心已下。6在進行增兵施壓日本之際，蔣介石在廬山談話中拋出談判四原則，

即：“盧溝橋事變的推演，是關係中國國家整個的問題，此事能否結束，就是最

後關頭的境界。……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係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

社, 1979: 2
4 中共中央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北京: 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 1989: 330
5 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宣言.民國二十八年一月三十日. 315.
6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第三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6 :660-662



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盧事

的解決。但是我們的立場有極明顯的四點：（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

與領土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

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

九軍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的約束。”7由此可見，蔣介石當時仍幻想和談，

但談判的原則並沒有喪失主權和國格。隨著日本增兵華北和“八一三事變”的爆

發，中日何談變的不在可能，蔣介石逐漸下定決心，抗日到底。

二、抗戰動員的內容

戰爭的勝利需要人力、物力和精神力等各方面的支撐，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

的最好體現。八年抗戰，國民黨開展了全方位的抗戰動員工作，以確保發揮最大

的國力，贏取抗戰的勝利。

（一）組織動員

組織動員是黨、政、軍及民間團體、社會組織通過機製的調整和自我完善，

發揮組織和團體的最大能力，最大限度的挖掘潛能，為抗戰勝利貢獻力量。

1.制定相關法律

爲了抗戰動員的有序開展，國民政府進行了相關法律的制定工作，保證了動

員行動的規範有序，爲各種動員行爲提供了重要依據。1938年公佈的《抗戰建

國綱領》作爲抗戰時期的施政準則，確定“三民主義”暨孫中山遺教為抗戰行動

及建國之最高準則，詳細規定了抗戰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外交和民

衆運動等方面的準則。而隨後制定的《民事動員法草案大綱》規定了國家實施民

事動員的條件和公民的義務。1942年公佈的國家總動員法則明確了國家總動員

的內容。另在 1942年的 6 月 29 日頒佈了《妨害國家總動員懲罰暫行條例》，

其中規定：凡違反或妨害國家總動員之法令或者業務者都要根據該條令懲罰之，

此類案件由軍法審判之機關審判，呈報中央最高軍事機關覈准執行。8

7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 第三版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1986 . 662
8 袁旭. 《第二次中日戰爭紀事》. 北京: 檔案出版社, 1988.318



圖 1示：抗戰建國動員綱領

這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實施保證了國家動員的有序進行，同時明確社會個階

層、各行業的責任和義務，為社會動員的有序進行提供了法律保障。

2.改組政府機構

由於抗戰的特殊性，蔣介石及其領導的國民黨，通過相關法案，採取了戰時

領導體制，改變原有的黨、政、軍的組織方式，提高決策和執行效率，適應戰時

需要。蔣介石建立了一整套有效動員社會力量的組織，“國家一切如能統制，無

論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上任何紛繁複雜偉大的事情，都可以提綱挈領

用組織方法來推動，便可以達到全國總動員的目的”9。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引

下，國民政府建立了一個從最高決策機關國防委員會到基層的保長，從上而下的

調動起全國力量參軍參戰的組織機構。

1937年 8月，成立國家最高領導中心——國防最高會議，採取合議制，蔣

介石任主席；1938年 3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的臨時代表大會決定黨的領導中

心由合議制的主席制改爲獨裁制的總裁制。1939年 1月，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五

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國防最高委員會，同意指揮黨、政、軍。10由此，國防最

高委員會代替了國防最高會議，總裁取代了總統。1941年 2月建立“行政三聯

9 羅敦偉：《戰時國家總動員》，北京：青年出版社，1940：81.
10 張玉法：《中華民國史稿（修訂版）》，臺北市：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326.



制”，確立了“設計——執行——考核”三程式，對這一戰時組織體制進行了進

一步完善，在各個地方，具體的行政組織系統表現為“省政府——專員公署——

縣政府——聯保——保——甲——戶，而以省、縣、聯保三級為主要樞紐，以保

甲為基礎。11至此，蔣介石領導的戰時政府組織設置完全設立並運行起來。

圖 2示：國民政府戰爭動員系統12

3.團結社會力量

國民黨雖然對結社加以控制，但由於當時的國內形勢，加之國共合作達成相

關的協議。國民黨在抗戰初期對於和民主黨派、社會團體的合作進行了努力。

國民政府在 1937年 8月設立國防參議會，選聘各在野黨領袖以及若干有獨

立政治主張的人士組成。到了 1938年 3月，國防參議會取消，另設國民參政會，

為戰時最高的民意機關。國民參政會對政府施政有提案權、審議權、建議權、詢

問權、調查權和預算權，相當於國會的功能。13民意機關的開設，較好的包含了

不同黨派、不同政見、不同職業和不同階層的意見和建議，對於聽取國民意見，

緩和國內茅盾，團結抗日有重大意義。

（二）物質動員

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相當程度上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在當時國力遠

弱於日本的時代，如何調動起國家的物質財富，全力為抗戰勝利貢獻力量，成爲

11 《中共陝甘寧邊區黨委檔彙集：1940-1941年》，中央檔案館、陝西省檔案館.甲 2，內部館存本，1994：

72.
12 呂曉勇：《抗戰時期國民政府戰爭動員述評》，《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07年第 5期.
13 張玉法：《中國現代政治史輪》，臺北：華東書局，1988：199—206.



國民政府的當務之急。

1.整頓軍事

在 1938年 3月制定的《抗戰建國綱領》中宣佈：在軍事方面，訓練全國壯

丁，實施民衆武力。14具體做法上，第一，整編軍隊；國民黨自 1934年便開始

有計劃的整編全國軍隊，隨著七七事變爆發，這一計劃被迫中止。15國民政府根

據各地具體形勢，彙編集團軍，1937年 8月之 1941年 8月，編成 39個集團軍，

1938年 6月至 1938年 9月，編成 38個集團軍16。包括國共合作，將共產黨所領

導的軍隊編入政府軍戰鬥序列。第二，實行兵役制；抗戰時期，實行兵役制，最

初由各省設兵役管區司令部，1941年全國有 109個師管區。抗戰八年期間，全

國徵募兵額一千四百餘萬人。17完整的兵役制度較好的補充了兵員。七七事變之

時，全國陸軍部隊 200餘萬人，到 1941年 8月止，傷亡人數達 240萬人，部隊

總人數則增至 500萬人。18第三，完善軍人待遇。國民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軍人社

會保障體系，對於戰場的士兵，根據戰時陣亡、戰時傷殘、戰時積勞病故等不同

情形分別予以撫恤照顧；對於出征抗敵的軍人家屬給予優待；對於抗敵戰士的婚

姻予以保障；對於復原退伍軍人進行安置。這一系列的保障待遇的實施，解決了

軍人的後顧之憂，將士兵的抗戰熱情發揮到極致，為抗戰勝利奠定堅實基礎。

2.調整經濟

經濟動員包括了對於金融財政的動員和實體經濟的規劃。首先，在財政金融

方面，1937年 8月國防最高委員會會議上通過的《總動員大綱》中規定了在原

有財政鞏固的基礎上，為抗戰增加新稅；同時鼓勵國人和華僑購買國債；減少消

費品進口，增加戰時必需品進口；整頓地方財政，增加中央戰費。發行法幣、限

制匯兌，引導投資，重點發展與抗戰相關的工業行業，健全金融機構及金融網絡，

維護金融安全。19其次，在工業領域；將西南佈局為戰時發展的工業重點區域；

以軍事工業為中心，大力加強與之密切相關的重工業和基礎工業建設；以支持抗

戰的名義，對工礦業和工礦物資業實行統制；投資興辦國營企業，同時獎助民營

14 《抗戰時期抗戰建國綱領制定之經過》，《近代中國》，第 72期，頁 4—13.
15 劉鳳翰：《整編陸軍抗日禦侮》，《近代中國》第 47期，頁 152—171.
16 劉鳳翰：《抗戰前期國軍之擴張与演變》，《中國民國建國八十週年學術討論集》 第一冊.
17 榮鑑光：《抗戰時期的兵役制度》，《近代中國》，第 60期，頁 245—263.
18 劉鳳翰：《抗戰前期國軍之擴張与演變》，《中國民國建國八十週年學術討論集》 第一冊.
19 劉冰：《國民黨財政金融動員政策大綱》，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民國檔案. 1987年 01期



企業的發展。20通過一系列的政策，西南大後方的工業迅速發展起來，改變了我

國工業佈局的全貌，同時基本實現了抗戰必需品的自給自足，增加了國家財政，

為抗戰勝利打下堅實的工業基礎。

（三）精神動員

國民黨除了在人力和物力上進行全國動員外，還注意到了社會精神層面，

開展了精神運動旨在喚起大衆覺醒，糾正不良思想及不良嗜好，贏得抗戰勝利。

早在 1934年 2月，國民黨變發起了旨在“使民族道德重振，國民生活革新”

的新生活運動。期具體內容是：以禮義廉恥的規律，行之於日常生活之中；一切

行動，都要合乎整齊、清潔、簡單、樸素、迅速、確實。在 1939年 3月，國民

政府又發起了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口號是：（1）國家至上，民族至上；（2）

軍事第一，勝利第一；（3）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此外則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為救國之道德，以完成三民主義國家為建國之信仰。在精神改造上，要求改正醉

生夢死的生活、養成奮發蓬勃的朝氣、革除苟且偷生的習性、打破自私自利的企

圖、糾正分歧錯雜的思想。在實施的項目上，有取締一切不當娛樂、鼓勵國民毀

家紓難、取締有礙抗戰之爭論及非法活動等。21新生活運動實在生活層面對國民

進行改造，而國民精神運動則在思想政治層面對國民有所提升。國民黨希望通過

這些精神運動，改造國民的思想，形成團結的氛圍，將自身打造成爲領導國民抗

日的絕對核心。

三、抗戰動員的方法

抗戰動員的方法，就是在確定動員的目標和目的的前提下，爲了調動各方

面的資源，所採取的方式方法，其目的是達到抗戰動員的目的。

（一）傳媒動員法

傳媒動員法，也稱輿論動員法，就是通過報紙、廣播等大眾傳播媒體，形成

某種社會輿論，對社會成員的觀念和意識進行影響，進而改變社會成員的行爲方

式。

在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充分利用到社會傳播媒介的資源，於1927年創刊的《中

央日報》在此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對國統區抗戰動員情況的報導多為事實性

的敘述，記載客觀翔實，1937年7月14日戰事初起時，《中央日報》便在題為“各

20 張燕萍：《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工業政策評析》，《江海學刊》，2005年 6月.
21 李長貴：《抗戰時期的社會運動》，《近代中國》，第 35期，頁 72—87.



地團體分電國府，請出師抗敵——全國援軍運動風起雲湧，廿九軍電謝滬各界慰

勞”的報導中，報導了國立武漢大學學生救國團、翠峭粵僑各團體聯合會、民族

救亡協會籌備等團體“紛紛電呈國府，請即出兵抗敵”。還報導了上海基督教聯

合會捐款千元，“撫慰華北守土將士及被災人士”；北平市新聞界代表“攜慰勞

品赴戒嚴司令部，請轉發前方將士”；“世界紅祀會中華總會組織之救護隊，十

三日晨七時赴盧溝橋、宛平縣一帶，救濟當地災民，並攜帶大批暑藥銀錢，販救

一般疾病貧苦人民。”227月16日報道北平市各團體發表慰勞第29軍將士宣言, 漢

口市商會通電“誓為守軍後援”。238月2日報道北平學術團體聯合會“電請出兵

抗戰，擁護蔣委員長嚴正主張”。248月5日報道上海總工會成立戰地服務團。南

京市青年文藝作者協會制定“非常時期工作綱領”，“通電全國一致奮起抗戰”。

南京市女青年會“製作救護藥物，募集破舊衣物。”25正是由於《中央日報》在

抗戰初期報道的及時性，才使得民眾能夠及時瞭解到日本侵略情況以做好抵禦準

備。除黨報外，抗戰時期一些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報刊如《大公報》，幾經停刊復

刊的《申報》，包括中共建立的《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等報刊均堅持抗日立

場，及時報道抗戰資訊，鼓舞民心士氣，對抗戰動員起到了無可替代的作用。

在國際上，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就開始了外交呼籲，

旨在引起國際對中日戰爭的關注，贏得國際同情和支持，同時喚起全國民衆和海

外華僑的愛國情感。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分別利用國際宣傳處和民國政府外交部

進行了國際輿論的動員活動。設立國際廣播，開設英、法、德、俄、日語播音，

進行對外宣傳。與各國電臺合作，隨時更新國內抗戰的最新動態；編撰文字圖書

出版，介紹中華民國。26通過這一系列的國際輿論宣傳佈局，使國際社會及時瞭

解國內抗戰的最新動態，影響各國人民和各國政府，博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對

於轉變各國政府態度，獲得更多的國際支持有重要的意義。

（二）文藝動員法

文藝動員法就是利用文學、藝術等各種文藝形式和載體,將社會動員的目的、

任務和要求蘊含於生動具體的文藝作品和文藝活動之中，通過文藝作品和文藝活

22 《中央日報》1937年 7月 14日，第一張第四版
23 《中央日報》1937年 7月 15日,第二張第四版
24 《中央日報》1937年 8月 2日,第二張第四版
25 《中央日報》1937年8月5日,第二張第三版
·

26 古琳輝 李峻：《輪抗日戰爭時期國民政府的國際輿論動員》，《江海學刊》， 2005年 05月.



動塑造的生動感人的藝術形象及其表達的深刻思想和情感,來強烈地感染人、深

深地打動人、有效地教育人、極大地鼓舞人，激發、引導和動員人們參與重大社

會實踐,完成重大社會任務的方法。

抗戰期間，國民政府積極利用一些文藝團體，發揮其藝術特長，進行各種動

員活動。中國戲劇學會在公演了國防劇《警號》、《漢奸的子孫》、《我們的故

鄉》等劇後，因成績較好，“為擴大救亡宣傳，將籌演《咆哮的河北》、《血灑

盧溝橋》等劇”，“並減低票價，稗各界群眾均得參觀機會”27該學會還組織救

亡演劇隊，“赴內地及前方演出”，“預計將由本京出發至徐州，轉隴海路，至

鄭州、開封，再轉道平漢路、石家莊一帶”。28除話劇之外在大後方重慶，中國

電影製片廠也投入到抗戰電影的拍攝中去。1938年拍攝了以七七事變為背景的

《保衛我們的土地》，淞滬會戰為背景的《八百壯士》；1940年拍攝蒙古族人民

與日本侵略者鬥爭的《塞上風雲》，軍民團結抗戰的《青年中國》；1945年《還

我故鄉》等一系列展現全民抗戰的優秀影視劇作。

（三）示範動員法

示範動員法也叫典型動員法、榜樣動員法。它是通過典型人物或典型事件進

行的光輝事蹟，去感染和影響人們的行爲，引起人們的共鳴，進而學習和效仿。

在抗戰時期典型人物事件通常對民眾抗戰精神的影響非常大。全面抗戰爆發

後，各界媒體報道支持抗戰的突出人物和事跡，樹立典型。進而在全社會起到一

個良好的宣傳動員作用。如湖南女飛行家楊瑾殉請纓殺敵，中央准予登記，俟需

要時再行通知入伍”29常熟胡劍心毀家纖難，捐獻“祖田百餘畝”，並表示“倘

華北風雲再緊急時，願將所餘稻田四百餘畝，悉數再獻”30七旬老人張一馨建議

設老子軍, 後經蔣介石加以勸止31等事件。這些突出的個人在不同的地區，從下

層到上層，從老人到兒童，他們盡其所能，擁護抗戰，融人抗戰動員的大潮之中，

顯示了民眾的覺悟和抗戰熱情。

在突出的個人事蹟之外，各地還發起了一些典型的運動。湖南學生發起一分

錢運動，號召每人捐款一分，捐助前方抗敵將士。湖北省新運會則成立一日一分

27《中央日報》1937年 8月 3日，第二張第三版。

28《中央日報》1937年 8月 8日，第二張第二版
29《中央日報》1937年 8月 4日，第二張第三版
30《中央日報》1937年 8 月 1日，第四版
31《中央日報》1937年 9月 17日, 第三版



運動會，號召“會內無論職員工友，每日各投錢一分”，“所得捐款作勞軍建設

之用”32。陝西省抗敵後援會“發起麻袋鋼絲運動”。綏遠民眾抗敵救國會發起

“募集五十萬件皮衣運動”33。上海市舉行抗敵三運動：勸募救國公債、慰勞傷

兵、宣傳對日絕交。江西省舉行從軍運動宣傳周, 號召人民參加抗戰。這些十分

具體而典型的運動, 有效地動員了民眾, 為民眾參加抗戰動員活動提供了具體的

平臺, 有效地喚起了民眾的抗戰熱情與積極性。

（四）文化教育動員法

文化教育動員法，是指通過國家有系統的對民衆開展相關教育，包括基礎教

育、高等教育、技能教育和社會教育等，通過教育的途徑和方式使民衆瞭解國家

政策和國家的主要思想意識，進而影響人們的觀念和行爲。

受戰火影響，抗戰時期的文化教育收到了相當大的影響，國民黨通過制定教

育計劃，將抗戰與人材培養相結合，為中國文化教育事業作出了突出的貢獻。首

先，在 1938 年 4 月,國民黨召開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國民黨抗戰

建國綱領》中強調了戰時教育的四項綱領：“（二十九）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

推行戰時教程，注重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與擴充其設備。（三十）

訓練各種技術人員，予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三十一）訓練青年，俾

能服務於戰區農村 。（三十二）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強抗戰

力量。”34根據這一綱領原則，制定了《戰時各級教育實施方略》，對於學制、

學校遷移與設置、師資訓練、課程教程、訓育、軍訓、地方教育行政機構、教育

經費、留學政策、最高學術審議機構、邊疆與華僑教育、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等

均做了詳細的規定。

在高校教育上，戰前，中國的高等學校大多集中分佈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南

沿海、沿江一帶以及平津兩地，在日軍炮火中，這些地區首當其衝，最先陷落。

情勢緊急，在教育部的統籌安排下，華北、東南沿海各大高校一齊向西南、西北

搬遷。據教育部 1939 年的統計，戰前全國專科以上學校 108所，戰事初起時，

因日軍佔領被迫遷移後方的高校是 52所，遷入上海租界或香港續辦的 25所，停

辦 17所。餘下 14 所學校，或是原設後方，或是原在上海租界，或是教會大學

32《中央日報》1937年 7月 27日，第二張第二版.
33《中央日報》1937年 9月 9日，第三版.
34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 教育部門) 》，《革命文獻》第 58 輯，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
會編輯，臺灣中央文物供應社出版，第 25 頁.



當時能在淪陷區繼續辦學。35在中等教育上，教育部制定《國立中學暫行規程》,

取消各校校名的“臨時”二字。此後陸續創辦國立中學 28 所，國立華僑中學 3

所,國立邊疆學校 3所，國立專科以上學校附設中學 16所，共 50所；國立師範

學校 1所，國立邊疆師範學校 9所，國立華僑師範學校 2所，國立專科以上學校

附設師範 1所，共 22所；另有各類職業學校 28所。收容學生 5萬多人，安置戰

區中等學校教師數千。36 同時大力發展職業教育，開展公民教育，著力掃除文

盲，抗戰爆發後，教育部組織大批來自戰區的中小學教師，在後方各大城市成立

識字班，同時組織編印了初級民眾讀本及高級民眾讀本兩種，大力推行識字教育。

37

通過努力，國民政府將西遷的幾十所高校妥善安置，並進行中等教育、社會

教育和國民教育的綜合推進，開展邊疆教育與華僑教育。重視青年教育，對於落

難青年給予救濟，招致、培養和徵調青年。以上的文化教育政策，有效的提高國

民精神覺悟，補充抗戰的人力物力。

四、抗戰動員的效果

從最終的結果來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所領導的抗戰動員對於動員社會的人

力、物力參與抗戰，贏得抗戰勝利取得了巨大的作用，但其中不乏一些值得反思

的地方。

首先，從動員的專業性上看，國民黨及國民政府所領導的抗日動員無疑是中

國歷史上規模最大、歷史最久、成就最突出的一次社會動員。抗戰八年，通過一

系列社會動員，國民政府兵役部門實徵兵丁總數 1392萬 2859人。38國民革命軍

兵力最高時達 500萬人。國民政府領導下軍隊與日軍共進行了正面戰場會戰 22

次，1117次大型戰鬥，小戰鬥及遊擊戰 3萬餘次，殲滅日偽軍 228萬人（其中

包括 1945年 8月 15日後國民黨軍受降的日軍 108萬人，收編的偽軍 78萬人），

其中殲滅日軍 42萬人（其中擊斃日軍 9.4萬餘人，擊傷日軍 39餘萬）39社會動

員的物資已無可計數，但從戰爭的損耗上來看，自七七事變以來，中國在戰爭中

直接財產損失 313億美元，間接財產損失 204億美元，此數尚不包括東北、臺灣、

35 《1937 年以來之中國教育( 有關教育工作報告) 》，《革命文獻》第 58 輯, 第 60 頁.
36 《1937 年以來之中國教育( 有關教育工作報告) 》，《革命文獻》第 58 輯第 67 頁.
37 《1937 年以來之中國教育( 有關教育工作報告) 》，《革命文獻》第 58 輯, 第 86 頁.
38 《抗戰八年來兵役行政工作總報告》，國民政府兵役部役政月刊編輯印行，1945年.
39 摘自何應欽在國民黨六大會議上所做的軍事報告統計資料.

http://baike.baidu.com/view/9171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4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656.htm


海外華僑所受損失及 41.6億美元的軍費損失和 1000多萬軍民傷亡損害。經過中

國歷史學家多年研究考證、計算得出在抗日戰爭中，中國損失財產及戰爭消耗達

5600餘億美元。40可見如果沒有強大的社會動員，是撐不起這樣龐大的耗費的。

第二，從動員的過程看，國民政府在動員中缺乏有效的手段去正確處理好與

共產黨以及各個民主黨派、團體之間關係。抗戰時期屬於非常時期，為了便於指

揮作戰，國民政府設立了一個獨裁性質的組織架構。由蔣介石統轄黨政軍大權，

這種決策架構雖然保證了指揮抗戰的高效率，但卻與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團體的

訴求是相悖的。因此，在整個抗戰期間，中共聯合民主黨派、團體的民主訴求始

終對抗著國民政府的獨裁體制。因而國共矛盾、國民黨與民主黨派、團體的矛盾

時有發生。而蔣介石強硬的處理矛盾的方式使國民黨在這場動員中逐漸走向孤

立，國民政府的形象和聲譽受到削弱。使得“民主陣營”的力量越來越強大。也

是這場動員所造成的後果之一。

第三，從動員的後續影響看，國民政府爲了實現抗戰社會動員的政策和目標，

不惜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興辦國有企業，這種非常時期的做法雖然能夠提供足

夠的戰爭之需，但也為官僚資本的滋生提供了環境，國有大型企業在抗戰勝利後

逐漸被官僚家族把控，到蔣經國上海打虎時已積重難返。與國有企業相對的是民

營企業的生存狀況惡化。加之沉重的稅收、不景氣的國內市場造成民衆生活窘迫。

面對抗戰勝利後百廢待興的局面，當國共兩黨又一次發起國內戰爭時，群眾自然

將矛頭指向政府，因此果斷選擇了反抗中央政府——國民政府的統治。可以說，

國民黨在國共內戰的失敗，在抗日戰爭時便已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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