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7年 8月 13日，蓄谋已久的日军在

上海制造了“八一三”事变，中国军民奋起

反击，震惊世界的淞沪会战爆发。会战中，

冯玉祥、蒋介石先后担任第三战区总司令

长官，亲临前线督战；由中央作战军总司令

张治中将军、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将军

率领的国军主力，和占有海空优势的日军

浴血奋战，予敌重创；由右翼作战军总司令

张发奎将军率领的国军将士，在敌强我弱

的不利情况下，依靠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在浦东地区与敌反复争夺，击退了敌人从

黄浦江及海上的一次次登陆，书写了淞沪

会战浦东战场的壮丽篇章。

郭沫若杜月笙等率队
慰问浦东守军

淞沪会战前夜，已有觉察的南京国民

政府就开始调兵遣将，布置防线。时任苏

浙边区司令的张发奎将军，被委以会战右

翼作战军总司令，率国军第五十五师、第

五十七师、独立第二十旅等部队开赴浦

东，负责阻击日军从黄浦江及海上的登

陆，保存右翼阵线，并适时打击黄浦江左

岸之敌。

面对日军的侵略野心和野蛮暴行，浦

东军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川沙地区的

一批热血青年弃家从戎，为了抗击日军，绝

大多数为国捐躯；浦东女工夜校的师生，自

动组成战地服务团，为前线抗日将士服务；

地下党员周惠芳，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带领

工厂的姐妹勇敢地奔向前线，冒着危险抢

救一个个伤员。作为同乡团体组织的浦东

同乡会，在领袖杜月笙、黄炎培、穆藕初等

的领导下，带领同乡会的广大会员全力以

赴投入到抗日救亡中，他们不仅把同乡会

会馆浦东大厦作为上海抗日救亡活动的重

要场所，还广泛开展募捐活动，进行抗日宣

传，组织难民救济收容，救护受伤兵民，尽

其所能为淞沪会战做了大量工作。

而在第一线与敌作战的国军将士，更

是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特别是各抗日社

团，以各种形式慰问鼓舞斗志。

1937年8月24日，由郭沫若领导的上海

市文化界救亡协会在浦东大厦创办了《救亡

日报》。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共产党员夏

衍、国民党员樊仲云同时任总编辑，巴金等

30名著名人士组成编委会。宋庆龄曾为该

报写社论。《救亡日报》创刊的当天，郭沫若

与夏衍、田汉等人专程到浦东抗战前线，慰

问张发奎将军的部队。慰问中，郭沫若先向

欢迎他的青年作了《抗战时期青年的任务》

的演讲。演讲完毕，一个青年请郭沫若签名

留念，郭沫若挥笔题写了“鞠躬尽瘁 死而后

已”八个字，并签了名，表达了其“为赴国难

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的想法。

下午，郭沫若、田汉、夏衍等人在张发

奎陪同下，出席了“浦东军民联欢大会”。

联欢会上，当地青年组织的剧团和歌咏队

表演了文娱节目。

慰问过程中，张发奎要求郭沫若帮助

他建立一个类似北伐时期政治部的政工

队，郭沫若答应了，不仅帮助张发奎建立了

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中的第一个政工队

——第八集团军战地服务队，推荐共产党

员、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负责人之一的钱

亦石出任少将队长，还动员了上海一大批

爱国的文化人士参加战地服务队。淞沪会

战期间，战地服务队的广大队员战斗在前

线，过着和士兵一样的生活，他们教唱《义

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抗日歌曲，

为抗日宣传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郭沫若结束慰问后，把在浦东的活动

撰写成专题文章，标题为《到浦东去来》，登

在《救亡日报》上。

淞沪会战期间的“海上闻人”杜月笙，在

主持中国红十字会日常会务的同时，参与组

织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与黄炎培一

起被推为后援会的9人主席团成员，多次到

电台演讲，号召同胞齐心协力参与抗战，同

时组织救护队，还多次到前线慰问。

浦东“神炮”击伤日海
军舰队司令

淞沪会战浦东战场的战斗中，打得最

出色的，要数一支神出鬼没的炮兵部队。

这支炮兵部队，就是首先在浦东土地上开

展先期防务的炮兵第二旅第二团一营，指

挥官是炮兵第二旅旅长蔡忠笏少将。

蔡部人马装备渡江完毕的时间是 14日的

晚上 10 时左右。从此，浦江之东有了中

国军队的神秘身影，也开始了浦东“神炮”

的传奇。驻浦东的这个炮兵营，只有75毫

米口径的“卜福斯”山炮12门，作战资源也

十分匮乏，而日军在浦江停泊的军舰上有

三四百门大炮，还有绝对制空权的优势，敌

我力量对比相当悬殊。但他们面对强敌毫

不畏惧，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因而成就了

他们“浦东神炮”的美名。张发奎司令后来

回忆说：“战况是紧张的，因此我必须用各

种方法给予策应和支援，我除将沅肇昌师

增援左翼军外，也不断地以炮兵在浦东的

洋泾附近，袭击敌人的侧背，来策应左翼军

方面的作战……我浦东方面的炮兵对敌人

的袭击，也确曾发挥过相当的威力”。

1937年 8月 22日的《申报》在《浦东今

晨之炮战》一文中，有这样一段对浦东炮队

的溢美之词：“浦东方面我军，向三井码头

方向之敌军猛烈炮轰。……当时浦江中有

一炮舰，曾向我军还炮，我方炮兵，遂亦向

该舰集中猛轰，其时曾有多数沿浦江民众，

目击该敌舰被我方炮弹击中其前部要害，

亲见该舰仓皇逃逸。”

《申报》10月11日的《浦东炮兵施威予

敌重创》，9月 26日的《浦东方面敌我发生

空前炮战》等文章中，对战场情况作了详细

报道：“我军亦发炮还击……第一发炮弹即

落在第十六号敌驱逐舰附近，敌舰当即受

伤，立向下游逃去。旋第二发炮弹又击中

敌阵地日领事署后面日本电信局之房屋，

立即起火燃烧……至第三发炮弹，又击中

敌运输舰之尾部，立即冒烟，当时舰上敌军

死伤甚多。……是役我军发炮三次，而每

次均射中标的，毫无虚发，颇使敌人丧胆。”

“我炮兵目标准确，弹无虚发，外白渡桥

北堍日本领事馆，被我击毁；浦江中敌运输

舰一艘，中弹受伤……外滩各外商大厦屋

顶，西人观战者甚多，对我炮兵标的之准确，

赞美不置。租界居民，一时又极度兴奋。”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支小小的炮兵队

伍还击伤了侵华日军一个担任舰队司令的

“亲王”，他的名字叫伏见宫博义。

日本海军大佐伏见宫博义时任日本海

军第三驱逐舰队司令。1937年 9月 25日，

他在黄浦江上指挥日舰与中国军队进行炮

战的时候，因座舰被中国军队一发76毫米

山炮炮弹击中而受伤。

根据 1937年 9月 26日日本海军省发

布的“公表”，对此战有如下描述：“伏见宫

博义王殿下以第三驱逐舰队司令之职，在

指挥属下驱逐舰队执行某重要任务时，于

黄浦江溯江行动中，在上海日本邮船公司

浦东栈桥附近，与附近仓库中隐藏敌军发

生战斗……战斗进行到下午三时四十分，

敌一弹击伤殿下左臂，幸伤势不重。同时，

殿下身边的部下也有多人伤亡。”

这个伏见宫在日本的皇室中，地位比

较显赫。他是伏见宫博恭王（曾任日本大

本营军令部总长）的儿子，其母为幕府末代

将军德川庆喜的女儿德川经子。伏见宫博

义亲王，曾经作为天皇的代表校阅1935年

的日本海军特别大演习，是日本贵族院 51
名皇族议员之一。

在日本陆海军的竞争中，作为有影响

力的皇族，日本海军以伏见宫为靠山。任

职军令总长的伏见宫博恭王是强硬的海军

派，海军对他的这位世子博义王，便是视为

未来皇族海军发言人来培养的。日本海军

没想让这位亲王大佐打什么像样的仗，只

是想让他在战场镀镀金。

由于实力悬殊，当时的中国海军，对日

本舰队根本难以构成像样的威胁。上海黄

浦江上，中国海军仅有永健、普安两舰，其

中，永健舰在开战第二天即在和日军轰炸

机的战斗中被击毁。而普安舰为一战期间

中国缴获的运输舰，战斗力几乎可以忽略

不计。因此，第三驱舰队的日军舰艇，其任

务只是炮击中国军队的陆上阵地而已，由

于当时中国军队装备差，火力弱，这种战斗

当然没有什么风险了。

人算不如天算。显然中国军队的抵抗

超过日军的预期。中国海军尽管在上海已

经没有战舰，但利用鱼雷快艇从内河潜入

黄浦江，8月16日奇袭了日本海军在中国的

舰队旗舰出云号，震惊中外。而中国空军

也不顾敌众我寡，奋勇出击，不时攻击在上

海的日舰。伏见宫部下的舰艇，也多次被

中国陆军的炮兵击中负伤。

根据日方资料，伏见宫博义被击伤的

时候，正是在岛风舰上，按照日本《读卖新

闻》的报道，其战斗经过远较日本海军“公

表”所说的要险恶得多。

浦东守军40多次击退
登陆的日军

淞沪会战中，日军凭借其海、空优势，

对浦东，尤其是沿江的陆家嘴、洋泾等地

区，连续进行狂轰烂炸，大批房屋被毁，百

姓死伤无数。

日军进行狂轰烂炸的同时，一次次企

图登陆，占领浦东阵地，但都被我英勇的

守军击退。早在淞沪会战爆发的第三天，

也就是 8月 15日早晨四点，日海军陆战队

约 500人、便衣队 200人，在陆家嘴的其昌

码头登陆，被击退后，当晚8点又在浦东北

部的高桥地区登陆，也被击退。16日，500
名日军在大炮猛轰后又企图登陆，同样被

击退。

黄浦江上登陆失败后，日军又转向川

沙、南汇地区的海边，寻找突破口。《申报》8
月25日、26日的《川沙今晨双方激战》、《川沙

敌军受创而退》的文章中，对战况作了如下

描述：“川沙方面，于前晨有一部敌军乘各路

激战时，在该处沙滩企图登岸，当被我军立

即击退。敌援军赶到，又复进窥，其兵力不

下五六百名，在敌机及重炮掩护之下，猛向

我军阵地冲锋。我军早有准备，亦立即反守

为攻，双方肉博良久，敌终受创而退……”同

日，《申报》以《南汇残敌全部歼灭》为题，作

了报道：“昨晨拂晓时，敌军千余名，在敌军

炮火猛烈掩护之下登陆。当时我处守军即

集中火力，迎头痛击，数十时之激战，敌渐不

支，向原处退却。”

9月16日，《申报》以《浦江下游敌偷袭

浦东又失败》为题，进行了战场报道：“浦东

方面，敌企图登陆蓄意已久。但自白龙港

一役全军覆没之后，深有戒心，乃变更策

略，拟由浦江下游登岸。昨日午后，有敌舰

多艘，驶往浦江下游之马桥、杜陵及泾昇港

等处，企图登陆，但均被我军击退。”

9月 30日，日军向陆家嘴的赖义渡猛

攻，但也以失败告终。而 10月 14日的战

斗最为激烈。10月 15日的《申报》以《敌

图浦东日亟六次偷渡春江码头》为题，作

了详尽报道：“昨日自晨至暮，敌方进攻陆

家嘴，偷渡春江码头，前后共经六次之多，

而终未能有一卒登陆。……到码头之前，

先以机关枪射击，又向春江码头猛烈的炮

击……运兵驳船满载敌军，在炮火掩护下

企图登陆，但均被我痛击狼狈溃退。”

淞沪会战浦东战场的战斗，根据《申

报》报道统计，浦东步兵在炮队的协助下，

共阻击了日军在浦东沿江沿海 40次以上

的登陆企图。直到上海国军全线撤退，日

本军队始终未能占据浦东一寸土地。

1937年 11月 5日，日军在杭州湾北岸

的全公亭、金山卫等地登陆，形成了从后路

包抄上海中国军队的态势，国军遂于11月

9日开始从上海周围撤退。浦东地区的国

军部队也全线撤离。

上海沦陷后，浦东沿江地区成了日

军重点防守的地区之一。侵略军在浦东

土地上大肆烧杀抢劫，犯下了滔天罪

行。如《申报》11月 16日在《浦东赖义渡

全镇尽毁》一文中写道：“浦东赖义渡，本

为沿浦巨镇，市贸繁盛，甲于全浦。自敌

军登陆后，纵火焚烧，……渡口中路，渡

口南路抵东昌路口，入晚火焰冲天，所有

大小商店一百五十余家，并付一炬……

赖义渡邮局等楼房近二百幢尽毁，损失

之巨，堪称空前，全镇悉化焦土矣。”12月

5日，日伪政权在浦东东昌路张家花园后

王银全宅院内，组建了伪上海大道市政

府（1938年 10月 15日迁往浦西江湾），在

强占的浦东医院（1993 年 1 月改名为东

方医院）内组建市警察局，把陆家嘴花园

石桥边的陈桂春故居辟作宪兵队机关，

以便实行法西斯统治。

面对到处笼罩的恐怖气氛，陷于水深

火热之中的浦东人民，不忘国耻家仇，一刻

也没有停止过反抗斗争。他们有的参加抗

日游击队，有的为新四军秘密交通线服务，

也有的奔赴抗日根据地，以各种形式投身

于抗日救国，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

事迹和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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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浦东战场纪事
□唐国良（作者系上海市浦东新区文史学会会长、上海市文史资料研究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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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会战图
浦东码头遭日军轰炸
受伤士兵正在接受救治
日军在浦东登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