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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緬公路與南僑機工 
 

何邦立  

（國防醫學院退休教授，本會會員）1 

 
1937 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日本全面侵華，激起中華兒女誓死保衛家邦之聖戰，「南

僑機工」就是千萬回國的抗戰華僑團體。1938 年 10 月，武漢淪陷，國府已內遷重慶，

準備長期抗戰 ; 此時，中國東南的海陸交通均被日軍截斷，新開辟的滇緬公路成為運

輸國際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 時需大量技術嫺熟的汽車司機和修理工，1938 年底，國

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致電「南洋華僑籌賬祖國難民總會」陳嘉庚總主席，代募華僑

機工回國，以解燃眉之急。半年間，3,200 位機工，分 9 梯次勇赴國難。從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5 月，南僑機工與國內的機工並肩戰鬥，搶運援華軍用物資 45 萬噸，運送

10 萬餘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南僑機工對祖國抗日戰爭的卓越貢獻、影響深遠，而犧牲

也是慘重的。抗戰勝利後總計，3,200名南僑機工有 1,000多名為國捐軀，還有 1,126位復員

返回南洋，另有 1072 位留在國內，繼續為建設新中國而服務。南僑機工，這一抗戰史上

的偉大群體，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上，譜寫出一曲可歌可泣的

壯麗詩篇。 

 

一、前言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挑起盧溝橋事變，爆發了中日間的戰爭，7 月 29、30 日，

北平、天津相繼淪陷。8 月 25 日，日本軍部發出「封鎖全部海岸線」的宣言，此時中

國沿海港口已經損失大半。1938 年 1 月起，青島、崇明島、廈門、連雲港再相繼失陷。

日本又乘國軍向華中地區集結 ，準備武漢會戰之際，為了切斷中國從香港—廣州—武

漢這條補給線，日軍將矛頭對向了廣州。 

1938 年 10 月 12 日，日軍突然發動廣州登陸戰，我軍輕敵、不到兩週廣州淪陷，港

九鐵路及粵漢鐵路隨之中斷，高達 2 萬噸的軍需物質堆積在香港碼頭無法內運。4 個月

后，海口失守。至此，中國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日軍的控制中，當時，抗日已

經進入相持階段。若想堅持長期焦土抗戰，除了要依靠軍隊英勇作戰外，及時補充物資

和武器更為重要。廣州淪陷前，經粵漢鐵路運送的部隊達 200 萬人，軍用品 54 萬多噸。

日軍佔領廣州后，開辟陸路國際運輸通道是唯一出路。 

國民政府的陸上運輸通道原本有三條。西北方向，經蘭州至新疆迪化進入蘇聯﹔西

南方向，經廣西南寧到法屬印度支那（越南海防），或經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南下仰光。

西北線由於路途太遠，始終沒有發揮作用。英美等國全部依靠西南運輸線向中國輸送戰

略物資。為此國民政府特意於 1937 年 10 月 1 日成立了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

                                                      
1何邦立，何宜慈科技發展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電郵: bangho@hotmail.com  

 

 本文為紀念林可勝（1897.10.15-1969.07.08）先生逝世五十週年而作。 



中華科技史學會學刊第 23 期（2018 年 12 月） 

116 

由廣州市長曾養甫兼主任，對外以西南運輸公司（又名興運公司），負責軍需物質內運。

初期以海防轉鎮南關至桂林與衡陽為主，並成立汽車特別大隊負責運輸。過去經香港運

轉的物質則經港九鐵路，途經廣州內運。此時重慶中央政府不得不考慮打通滇緬間的交

通，將香港囤積的物質，轉由緬甸仰光登岸，經火車運至臘戍集中，隨後經公路轉送雲

南昆明、四川重慶。 

 

二、滇緬公路  

中國的抗日戰爭爆發後，日軍很快就占領了中國華北、華東、華南地區，僅剩以香

港和越南海防等第三國港口轉運之通路，其餘直屬國民政府的港口大都落入了日軍的手

中。為避免剩餘的兩條轉口線被封閉，中國該保有一條後方的國際通道。1937 年 8 月，

雲南省主席龍雲向蔣委員長提出「修改滇緬公路的計劃」，建議各修一條通往印度洋的

鐵路和公路。10 月，國府官員與雲南省政府協商，確定滇緬公路由昆明經下關、保山、

龍陵、芒市、畹町出境，在緬甸的臘戍與該國的臘仰鐵路接通。11 月，雲南省政府主席

龍雲下達命令立即修築滇緬公路。 

滇緬公路穿越點蒼山、怒山、高黎貢山三座大山，跨過怒江、瀾滄江、漾濞江三條

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彎，修建難度之大前所未有。1938 年 1 月，滇緬公路總工程處

成立，公路的測量工作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開展，總工程處對因戰禍遷往昆明的一些失

業知識青年進行速成培訓，他們後來成了滇緬公路的技術骨幹。臨近 1938 年春節，龍

雲省主席徵集公路沿線的雲南彝、白、傣、苗、漢等十個民族的 20 萬民工到工地。這

些勞工大部分是老人、小孩和婦女。由於當時機械缺乏，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

短短 8 個月時間內，從昆明到臘戍 1450 公里的滇緬公路修建完成。當時美國羅斯福總

統還將信將疑中國有此能耐，英國《泰晤士報》連續三天報道了滇緬公路修通的情況，

並稱：只有中國人才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做到。 

 

 

  滇緬公路雖然通車了卻非常簡陋，路面基本上是用碎石鋪就，經常塌方。當時滇緬

公路管理局局長譚伯英在其回憶錄《血路》一書中寫道：滇緬路根本算不上是一條公路，

充其量只能算馬路，它面對四道鬼門關，甚至於連騾馬也不願意走。 

一是險路險情關：滇緬公路蜿蜒在橫斷山脈縱谷區，海拔 500 至 3000 多公尺，沿

途多懸崖、峭壁、陡坡、急彎、險谷、深流，令人驚心動魄，滿載軍火物資的卡車隊行

駛在如此險峻的路上，稍一不慎，便車毀人亡。僅 1939 年 4 月至 11 月間，因車輛故障、

1938年滇緬公路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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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路崎嶇、雨天路滑發生的翻車事故就高達 24 起。滇緬路沿途坡陡彎急，驚心動魄，

為了避免翻車，機工們想了許多辦法。如上下陡坡又遇到急轉彎的窄路，他們就在急轉

彎的地方鋪一塊木板，前輪開過之后，后面靠外的輪子正好可以從木板上軋過，這樣就

可以避免后輪懸空而翻入山谷了。 

二是雨水泥濘關：由於滇緬公路系趕工建成，惠通橋兩岸崇山峻嶺，盤旋曲折，令

人望而生畏，狹窄難行，道路彎多陡峭。雨季行車，滿路泥濘，寸步難行;或路基鬆軟，

坑坑凹凹，路滑難行，隨時有翻車的危險。有些路段狹窄，一雨成冬。滇緬路頻繁塌方，

給汽車行駛運輸帶來巨大的困難。 

三是瘴瘧疫疾關：滇西至緬北一帶，是世界上有名的「煙瘴之地」，蚊蟲猖獗，瘴

瘧流行，一旦被染，性命難保。雲南山區自古就流行著一句俗語：「要過瘴瘧壩，先把

老婆嫁」。在當時缺醫少藥的情況下，感染了瘧疾幾乎是九死一生。瘧疾由瘧蚊感染，

俗稱打擺子，發冷時即便蓋上重被、裹著毛毯也無濟於事。幸虧印尼籌賑會送來的「金

雞納霜」才轉危為安。僅 1940 年在臘戍醫院就醫的南僑機工就達百人以上。南僑總會

特派員劉牡丹在報告中寫道：機工、司機患惡性瘧疾者比比皆是，在服務處之華僑機工

皆現面色清瘦，鳩形鵠臉，身體健康損失的過半數。 

四是日機轟炸關：從 1940 年 10 月起，半年間日軍共出動飛機 400 多架次，對滇緬

公路狂轟濫炸。南僑機工們處在戰火的最前沿。白天遇到敵機轟炸，機工們利用地形將

貨車隱藏起來，夜裡再關著燈摸黑行駛。勇敢堅強的南僑機工將生死置之度外，他們櫛

風沐雨，篳路籃縷，披星戴月，砥礪前行，被稱為「粉碎敵人封鎖戰略的急先鋒」。正

是因為有南僑機工這樣的英雄群體英勇犧牲、頑強拼搏的壯舉，才保證了這條抗戰「生

命線」的暢通。 

1940 年 6 月下旬，法國戰敗投降越南淪陷，維希政府與日本簽署協定，封閉了滇越

鐵路，同年 6 月 20 日，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向英國駐日大使克萊琪正式提出關閉滇緬公

路的通牒。6 月 25 日克萊琪致電英國外交部主張對日妥協。日軍在深圳備戰演習，港英

防務壓力吃緊。7 月 7 日，日本政府下達最後通牒，限期十天內達成協議。7 月 10 日，

英國邱吉爾戰時內閣正式做出決定關閉滇緬公路。1940 年 7 月 17 日在美國國務卿赫爾

默許下，英國與日本簽訂了《英日封閉滇緬公路協定》及秘密備忘錄，滇緬公路在換約

後封閉 3 個月。至此中國對外運輸通道僅剩下大西北到蘇聯的公路。 

1940 年 8 月 1 日，日本發表大東亞共榮圈構想，9 月初，日本與法國維希政府達成

協議，日軍進駐印度支那北部與滇越、桂越國界。9 月 27 日日本在柏林簽訂《三國同盟

條約》，德、義、日正式變成軸心國。此時，英國認定日本有改變亞洲勢力的意圖，10

月 14 日英國政府政策調整，在 1940 年 10 月 18 日滇緬公路又重新開放。 

1941 年 1 月，日軍炸斷了滇緬公路上交通要衝的功果橋。當時從保山載運物資返回

下關的王亞六，目睹了該鐵索橋和吊板被炸成兩截，橋兩邊好幾百輛車子無法通行，堵

得水泄不通。為了盡快搶通功果橋，機工們出謀劃策根據浮力原理，將幾百隻空汽油桶

用鐵鏈連結起來鋪上木板。一座長達 300 公尺的臨時浮橋做成。功果橋被炸斷 10 個小

時后，堵在橋兩岸的大貨車通過浮橋安然駛過。打破了東京電台洋洋得意的宣傳：滇緬

路已斷，三個月內通車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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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4 月 15 日，中美達成一項秘密協議，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行政命令，允許

美國預備役軍人和陸軍航空隊前往中國參加戰鬥，並同意中國利用美國「租借法案」貨

款購買美國戰鬥機；7 月 10 日，第一批美國戰鬥機駕駛員從舊金山啟程前往中國昆明參

戰，8 月 1 日陳納德在昆明設立美國志願航空隊總部，所謂的飛虎隊，保護滇緬公路運

輸不受日軍空襲。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12 月 23 日，在重慶簽署

《中英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中英在滇緬（時為英屬地）共同抗擊日本。為了保衛中

國西南大後方，組建了中國遠征軍，這是從甲午戰爭以來中國軍隊首次出國作戰，中緬

印大戰歷時 3 年零 3 月，投入兵力總計 40 萬人，傷亡接近 20 萬人，立下了赫赫戰功。 

1942 年初，日軍第 5 飛行師團出動 54 架轟炸機，轟炸滇緬公路沿線重鎮保山，一

個月內造成 5 萬餘人死亡。 

滇緬公路在通車初期每月輸入中國物資 4,000 噸，隨著運輸管理改善、採購新車及

中途站點逐漸完備，運能也迅速提升。西南運輸處配備了 3,300 輛運輸貨車，分為 21

個大隊，每個大隊約有 180-200 輛貨車，車輛駕駛除了自訓外，主要來自東南亞招募的

海外華人駕駛與保修人員，組成兩個華僑大隊。至 1941 年底，滇緬公路計有 7,580 輛車

運作；全年運能紀錄，1939 年運貨噸位為 27,980 噸、1940 年 61,934 噸、1941 年 132,193

噸，每年翻倍。單月運能最大紀錄是在 1941 年 11 月，自緬甸運入 1.75 萬噸物資。 

1938 年 10 月國民政府成立直屬交通部之滇緬公路管理局負責公路營運，運輸業務

則是由「軍事委員會西南進出口物資運輸總經理處」（西南運輸處）承攬，該機構在 1941

年改組為中緬運輸總局。 

西南運輸處成立後，面對最大的難題是既缺車又缺人。據統計，1936 年中國貨車數

量最多的是廣州，也只有 800 多輛，其他省份更是少得可憐。車少，會開車的司機更少。

即便馬上著手培訓，至少要半年時間，才能在路況極差的滇緬公路上駕駛大貨車。1938

年底，滯留在中緬邊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貨物已逾 6000 噸。為了解決缺乏司機和汽車

修護人員的問題，時西南運輸處總經理宋子良（宋子文之弟）去電陳嘉庚，請它在南洋

招募有經驗的華僑，回國參加搶運作戰物資的工作。 

如今，中國境內的滇緬公路段稱為昆畹公路，是雲南境內重要的國道幹線，並全線

高速化。至於昆明至龍陵段，屬於 G56 杭瑞高速公路的部分。 

 

三、南僑機工 

1937 年日本侵華，戰火由華北迅速向南蔓延，威脅到到華中長江流域。南洋華僑率

先響應共赴國難，8 月 11 日陳嘉庚等僑界領袖集會商議對策，兩天後，813 淞滬戰起，

於是在 8 月 15 日，118 個華僑團體，千餘會員籌建大會，公推陳嘉庚為主席，組織華僑

義捐籌賑組織。雙十節當天在吉隆坡舉行聯合大會，成立馬來亞各區華僑籌賑祖國難民

會，由陳嘉庚擔任聯絡主任，後稱「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 

至於「南僑機工」的全稱是「南洋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團」，是抗日戰爭時期從南洋

各地回國支援抗戰的華僑汽車司機和修理技術人員的通稱。1938 年 10 月，新開辟的滇

緬公路成為運輸國際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當時國內急需大量技術嫺熟的汽車司機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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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為了保證這條交通大動脈暢通無阻，1938 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西南運輸處

致電「南洋華僑籌賬祖國難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請求代為招募華僑機工回國以解

燃眉之急，薪津由南僑總會負責外，政府供給服裝、膳宿、及醫療。 

1938 年 10 月 11 日，在新加坡華僑中學召開南洋各屬華僑籌賬祖國難民會代表

大會，157 代表出席，會中討論出資招募海外技術人才回國服務，參加抗戰救國。1939

年 2 月 7 日，向全體南洋華僑發布通告，招募年齡在 20～40 歲間，有駕駛證照，汽車

修護或駕駛人才，薪津每月國幣 30 元，服務地點在雲南昆明與廣西龍州，旅費由各地

籌賑會發給。號召年輕的華僑機工回國服務，拯救生死存亡的中華民族。」通告發布後，

僅短短半年，南洋各地應徵機工響應熱烈，回國抗擊日寇保家衛國。 

1939 年 2 月 18 日下午 3 點，第一批南僑機工服務團 80 人從新加坡乘船出發，

返回祖國。臨行那天，新加坡碼頭上人山人海，街道上橫幅招展。送行的人們將帽

子擲向空中，場面熱鬧非凡。據統計，1939 年 2 月至 10 月間，共有 3192 名南僑機工

分 9 批回到祖國，奔赴抗戰前線。其中九成，經由法屬印度支那返國，約一成，經由英

數緬甸入境。 

回國的南僑機工先被送入昆明市郊潘家灣，原昆明師範的西南運輸處運輸人員

訓練所，接受 1 至 4 個月的軍訓，培訓內容包括政治與技術兩大類、軍事學、軍訓、

駕駛、發動機結構、維修、山地駕駛實習。機工剃了光頭、換上軍服、戰地生活條

件食宿均差，卻也難為了這些愛國的華僑青年。他們自幼生長在南洋，多數家境優

渥，習慣了自由的生活。甫一進入訓練所軍事化管理的模式，讓他們很難適應。南

僑機工雖然都是駕駛技術精湛，但是雲南是山地地形，剛修通的滇緬公路，路況奇

差，山地行車訓練是非常必要、受歡迎的。 

 

 

 

 

 

 

 

 

 

 

 

 

 

 

 

滇緬公路上的南僑機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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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僑機工這支抗日戰線的「特種兵」，是受過軍訓、穿軍裝而無軍銜、佩戴著南僑

機工回國服務榮譽紀念章的運輸兵，他們懷著海外兒女對祖國的熱愛和誓死保衛的赤子

之情，帶著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和華僑父老的叮囑，駕駛著南洋華僑和世界各同盟國捐

贈的汽車，滿載著世界各國的援華物資和軍火，義無反顧、衝鋒陷陣開赴祖國最需要的

抗日戰場，無論隸屬於國民黨、共產黨還是盟軍，他們都任勞任怨、無怨無悔地聽從祖

國召喚，是海外兒女與祖國母親血脈相連的情意。 

陳嘉庚先生在《南僑回憶錄》一書中寫道：有一修理機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幣

200 餘元，自甘犧牲，並招同伴十餘人，帶其全幅機器前往。為了回國抗日，他們有的

捨棄優厚的待遇，有的惜別新婚的妻子，有的虛報年齡，有的女扮男裝。他們當中，無

論普通司機、修理工，還是富家子弟、工程師、大學生，均以「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為己任，勇赴國難。3200 名南僑機工，這樣一批又一批懷著保家衛國之志，前仆後繼默

默地戰鬥在滇緬公路上。 

在南僑機工群體中，瞞著家人不辭而別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令人驚訝的是有四名女

生（陳僑珍、白雪嬌、吳秀芬、李月英）女扮男裝參加南僑機工的隊伍中。幾乎每位回

國參加抗戰的經過，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實，感人肺腑！ 

1. 愛國家書白雪嬌 

馬來亞《光華日報》刊登華僑女教師白雪嬌的

一封家書，鼓舞了許多愛國華僑青年報效祖國。她

臨行時留下的家書寫道：「親愛的父母親，此去雖

然千山萬水，未卜安危，但是，在祖國危難的時候，

正是青年奮發效力的時機……家是我所戀的，雙親

弟妹是我所愛的，但是破碎的祖國，更是我所懷念

熱愛的。所以雖然幾次的猶豫、躊躇，到底我還是

懷著悲傷的情緒，含著心酸的眼淚踏上征途了……自己能替祖國做點事，就覺得此生無

負於祖國！雖然在救國建國的大事業中，我的力量簡直夠不上滄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

水滴而匯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她 表達了所有南僑

機工回國抗戰救國共同的心聲。 

2. 新婚離別為救國 

1939 年新婚的馬來亞華僑劉瑞齊當時已有一間店鋪、一輛卡車和千餘棵橡膠樹，

看到陳嘉庚號召華僑青年回國抗日的消息後，便瞞著新婚妻子偷偷報名，直到體檢合

格即將出發的前一天，他與同伴們一起剃了個光頭。當妻子看到他的大光頭時敏感地

問：「莫非你也想回國？」他撒了一個謊，當夜悄悄把寫給妻子的告別信放在桌子上，

毅然踏上歸國的征程。回國集訓他被編人「華僑先鋒大隊」，開卡車在滇緬公路搶運物

資，岳父從海外來信說，自從他不辭而別回國後，妻子日夜思念成病，望速回。看了家

書劉瑞齊流淚了，但為了民族大義，他回信給妻子說：「中國抗戰一日未勝利，我就一

日不能回去。」沒想到這封信竟成了他與妻子的訣別信；其妻因憂郁成疾撒手人寰了。

南僑機工公而忘私的愛國情操和犧牲精神，當載人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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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巾幗英雌赴戰場 

南僑機工李月美出生於馬來亞華僑家庭，自

幼接受當地華僑學校教育，對祖國懷有熱愛和響往

之情。在愛國僑領陳嘉庚抗日救國精神的感召下，

她瞞著父母女扮男裝報名回國，其弟李錦榮亦是南

僑機工，姊弟愛國不後人。1939 年在昆明受軍訓

後，李月美被分配到貴陽的「紅十字會」當駕駛，

在戰場上搶救傷員，軍運線上搶運醫藥、武器，她

吃苦耐勞，機智勇敢，誰都沒有發現她是女紅妝。

直到 1940 年她翻車受傷住院時才被發現，現代花木蘭李月美的事跡在報紙和華僑華人

間流傳，廖仲愷夫人何香凝曾以四個大字「巾幗英雄」的錦旗贈送李月美作為紀念（惜

在文革抄家中丟失）。康復後的李月美接受訓練成為白衣天使，護理為國負傷的抗日將

士。直到 1945 年抗戰勝利。 

戰後，李月美復員回到馬來亞，母女相見老淚縱橫。李月美與戰場上救過她的南

僑機工楊維銓結婚，後定居緬甸，1954 年周恩來總理訪問緬甸時親切接見了李月美。

總理希望她讓孩子們回祖國讀書！1965 年李月美帶著四個孩子回到祖國。沒想到遇上

文化大革命，她被扣上「國民黨殘渣餘孽」的帽子，戴著高帽遊街示眾，遭到殘酷迫

害，1968 年 8 月 28 日，這位忠烈女子手握鐮刀刎頸自殺，悲慘的結局令人悲悼！ 

4. 並肩戰鬥敵後區 

1939 年第 5 批回國參戰的南僑機工程龍慶、方川如，被分配到重慶第十八集團軍辦

事處，曾多次出色地完成駕新車運送物資給新四軍、也曾運送青年學生、地下黨員、民

主人士赴延安的任務。並秘帶宋慶齡在香港「保衛中國同盟」轉發來的材料、文件、電台

等，期間有多少驚心動魄的經歷，多少戰友被日寇奪去了生命。車隊到達延安受到軍民

的熱情接待，邊區政府特地發給華僑司機每人一件羊皮襖。在那個物資奇缺的歲月，一

件羊皮襖代表對華僑的一片赤誠。 

5.與盟軍共同禦敵 

1939 年第 4 批回國南僑機工殷華生，駕駛英製 8 噸大卡車在滇緬公路上搶運

軍需物資。1942 年 5 月，日寇由緬甸人侵滇西炸毀了滇緬公路惠通橋，將數百輛

卡車和南僑機工阻隔在怒江西岸，陷人敵手的機工只有少數泅江歸隊，餘大多慘

遭殺害。此後部分南僑機工奉派編人中國遠征軍。殷華生等 4 名機工參加了盟軍

「美國陸軍炮兵游動修理隊」與 5 名美國人全副武裝穿梭在抗日戰場上，為盟軍

修理各式大炮和機關槍，並數次參加阻擊戰，直到日寇投降。在共同禦敵中完立

了豐碩的功績與深厚的友誼。  

6.紅十字救護總隊 

貴陽圖雲關的紅十字會救護總隊、與戰時衛生人員訓練所，共有 3400 救護人員、

救護卡車 200 餘輛、另自設有汽車修護廠。負責人林可勝為新加坡的第四代華僑，其父

林文慶戰前任廈門大學校長 16 年，林家與陳嘉庚先生淵源極深。因此其救護卡車駕駛

與修護機工泰半為南僑的機工，除負責前線救死扶傷任務外，還運送大批醫療物資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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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皖南事變前車隊還曾支援到延安、皖南等敵後地區。1942 年 9 月，林可勝遭紅十字

總會高層排擠誣告左傾而去職，三個月內救護總隊人力流失近半，許多南洋機工憤而離

職返回南洋僑居地。1940 年 7 月 18 日至 10 月 18 日，由於英國對日妥協關閉滇緬公路

的三個月期間，造成另一波南僑機工大量的流失。 

7.編外機工為救國 

1939 年 20 歲的蔡美光，看到報紙報道陳嘉庚先生組織南僑機工回國服務，急需

司機時，便與文永豐等 7 名同學自費去學習汽車駕駛技術，回國參加南僑機工運輸大

隊，奔赴硝煙彌漫的抗日戰場。1939 至 1945 年，他們同所有南僑機工一樣穿梭在抗戰

的運輸線上，將一生中寶貴的青春，獻給了祖國神聖的抗戰事業。 

經過兩三個月不太和諧的訓練，南僑機工終於要上路了，擺在他們面前的是一條無

比艱險的道路——滇緬公路。東起雲南昆明，西經畹町，直通緬甸境內的臘戌公路線，

全長 1146 公裡。南僑機工被分為 17 個大隊，他們駕駛著 3000 多輛大卡車，日夜兼程

地行駛在這條連騾馬也不願意走的路上。車隊裝上貨物從緬甸臘戍出發，開往終點雲南

昆明，全程共有七個休息站，一般要走 6 天以上。司機們白天開車，晚上為了車上物質

安全起見，多在駕駛座裡睡覺。由於他們大多開的是道奇汽車，所以許多機工幽默地稱

之為「道奇旅館」。 

南僑機工開的車輛，可分舊款的柴油引擎車，與新款道奇的汽油引擎車，其中半數

為三噸的雪佛蘭，三噸的福特車維修率最高，十輪 GMC 大卡車、3.5 噸的道奇、4.5 噸

的大國際。他們最怕的是公路中斷，車隊更本無法掉頭。由於飲水糧食不足，又前不著

村後不著店，只能部份人出外翻山覓食，部份人看守車輛，以免貨物被搶奪。 

 

四、陳嘉庚情繫南僑 

陳嘉庚先生從始到終關懷牽掛著南僑機

工，先派劉牡丹到滇緬公路調查考察，後又任命

莊明理為南僑總會常駐滇緬公路代表，他為每一

位求助的機工排憂解難，向他們噓寒問暖。1940

年 1 月 23 日，陳嘉庚先生親自致函宋子良，為

生病的機工請假南返治療。2 月 9 日，陳嘉庚先

生為南僑機工的寒衣問題再度致函宋子良。 

1940 年 3 月，陳嘉庚親率「南洋華僑回國

慰勞視察團」攜帶大批慰問品回國慰勞抗日軍

民，專程前往滇緬公路慰問南僑機工，與機工同吃同住，他贈送給每位機工一塊毛毯和

各種日用品，使在戰火中堅持抗日的全體南僑機工熱情高漲。他在西南運輸處重慶分處

舉行的歡迎慰問團大會上發表講話，進一步闡明華僑機工的光勞使命，並向國民政府提

出要關心機工物質和文化生活的要求。 

1939 年至 1942 年，南僑機工共搶運了 50 萬噸軍需物資。研究相關檔案的夏玉清說，

也許比這個數字還要大。日本研究中國軍力變化數據后發現，經過幾年的戰爭，中國軍

陳嘉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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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反而比 1938 年增強了，其中步槍增加到 150 萬支，輕機槍 6 萬多挺，其他火炮 2650

門。這顯然與滇緬路上日夜奔馳的南僑機工密不可分。 

抗戰勝利後，陳嘉庚先生親自致函國民政府，敦促為南僑機工南返提供必要的幫助

和方便，在陳嘉庚、潘國渠、莊明理等人努力下，1946 年 10 月至 11 月 29 日，南僑機

工與眷屬共千人分三批返回東南亞。解放後，而留在國內的千名機工部份因失業生活艱

困，時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協副主席的陳嘉庚，到雲南、貴州視察時，親切看望了居留

在祖國的南僑機工給予協助，看到機工安居樂業，倍感欣慰。 

南僑機工，這一抗戰史上的偉大群體，以自己的生命、鮮血和汗水，在華僑愛國史

上譜寫出一曲可歌可泣的壯麗篇章。以 1939 年 3 月至 1942 年 5 月，南僑機工與國內的

機工並肩戰鬥，搶運國際援華軍用物資 45 萬噸，運送 10 萬餘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還

在西南運輸線上，搶修了上千輛軍民用車輛，使之重新投入戰鬥。南僑機工對祖國抗日

戰爭的貢獻是卓著的、影響是深遠的，而犧牲也是巨大的。抗戰勝利後總計，            

1,126位復員返回南洋，另有 1,072位留在國內，，繼續為建設新中國服務。 

如今仍有 4 位年紀過百的南僑機工，存活於世，安享天年！ 

 

 

南僑機工——抗戰生命線上的英雄。   檳榔嶼南僑機工抗日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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