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抗战期间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事业

贺金林

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由于国内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海外华侨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一向

被视为冷门的垦殖事业。他们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 积极捐助或投资国内的垦殖业,为发展农业生

产与安置难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 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

乱纷纷撤退回国。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 国民政府在各地设立侨垦区与归侨村安置难侨,解

决他们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困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动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业的发展具有吸引外资

与安置归国难侨的双重作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此间中央政府侨务工作重心的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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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到处有华侨 ,这是华侨分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生动写照。自近代以来, 千百万海外侨

胞虽然远离故土,但他们心系祖国的荣辱兴衰。他们不仅与国内的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

经济与社会建设的各个层面,同样给予了巨大的关心与支持。抗日战争期间, 在国内局势动荡,各

地难民充斥、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尝试利用海外华侨捐助的资金来安置日益增多

的难民。与此同时,海外侨胞响应国民政府吸引外资的号召,积极回国投资举办各项事业。由于国

内各种基础设施的严重破坏,他们便把投资的目光转向了一向被视为冷门的垦殖事业, 为抗战期间

的农业发展与难民安置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的 1941! 1943年,为安置归

国难侨,国民政府在滇、桂、川、粤、闽等地设立侨垦区或归侨村, 为解决难侨生活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条件。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海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贡献的研究成果颇丰 ∀ ,但对抗战期间海外侨

胞与国民政府方面的互动关系缺乏深入的研究, 本文力图就管见所及, 对之作一初步的探讨, 以求

教于方家。

一 华侨捐资兴办垦殖区安置难民

华侨是革命之母 ,这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给予海外华侨对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所
作贡献的高度评价。自抗战爆发以来, 海外侨胞为了支援国内的抗战大业, 积极开展各种捐助活

动,有的甚至亲身回国参加祖国的抗战活动而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自抗战全面爆发以来,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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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华侨与国内抗战关系的研究,学术界已经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但论者们将目光大多集中在华侨对祖国抗战所做出的

贡献之上,只有少数论者对华侨与国内垦殖业稍有提及。如曾瑞炎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 % ( ∃抗日战争研究 %1994

年第 1期 )一文中,在论及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政策时,对国民政府救济归国难侨过程中设立归侨村安置归国难侨

有所涉及。林金枝在∃近代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史研究 %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 )一书中,在论述自近代以来福建、广东与

上海三地华侨在国内的投资情况时,对抗战期间华侨投资国内的垦殖业有过简要的论述。



1938年短短的一年半的时间内,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捐款就已超过 1亿元, 其中尤以南洋一带华侨

的捐款为最多。∀

海外侨胞除了慷慨解囊直接捐助以支援祖国的抗战大业外,对民生的救济也是他们一直所关

注的内容。由于国内战局的动荡, 各地难民日益增多。各地方政府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

开始尝试利用各种捐助资金来开办垦殖事业,以救济与安置日益增多的难民。在官方与民间的努

力下,这种尝试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积极响应。在由侨胞捐资兴办的垦殖区中, 尤以广东省方面办理

得最富成效。

广东省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历来是一个人口流动性很大的省份。自 1938年 10月广州沦陷以

后, 聚集于广州湾一带的难民越来越多。然而 各慈善机关团体, 亟亟惟急赈是务, 然急赈只能救

济于一时,未能根本安定难民之生活  。为了从根本上安定难民的生活,在工厂大多停工, 无法容

纳如此多难民的情况下, 为期积极救济教养兼施,使之建设新村从事生产, 以谋求永久之安居乐

业, 则难民垦殖尚矣  。&

正是在这种力求积极救济难民的指导思想之下, 1938年, 广东省成立了难民救济委员会, 次年

由广东省赈济委员会接管继续办理。赈济委员会在接办难民救济事宜以后,决定除了开展各种临

时的消极救济方式以外,并筹划以积极的救济方式来缓解日益严重的难民危急,开设垦殖区收容难

民无疑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救济方式。但开办垦殖区首先遇到的难题便是资金的匮乏。由于战局动

荡, 地方政府财政经济十分困难,无法筹措巨额资金。为解决筹办垦殖区所需的经费问题, 广东省

赈济委员会利用广东省政府顾问钱树芬前往美国宣慰华侨的机会,在华侨中广泛宣传粤省的难民

垦殖计划。这项计划得到了美洲等地华侨的积极响应,各地侨胞认捐垦殖费共计达国币 600万元,

最后实际到位的资金为 400多万元。∋ 为了对侨胞捐资资金更好地筹划与利用, 1941年 10月广东

省政府决定成立广东省侨资垦殖委员会。该机构隶属于广东省政府,设立总务组、垦务组、财务组、

审核委员会、秘书和技术专员。根据侨资垦殖委员会拟订的计划, 委员会下设垦区 3个, 林场 1

个。(

侨资垦殖委员会成立以后,首先接收了广东省赈济委员会经办的走马坪、龙坪两个垦殖区,并

开始着手筹办马坝垦殖区和南华林场 ( 1941年底,侨资垦殖委员会收到纽约华侨捐款 100万元后,

还决定在台山筹办大窿峒垦殖区。该垦区于 1944年正式成立,但成立以后不久就因战局失利而陷

于敌手 )。以上 3个垦殖区和 1个林场主要招致一些战区难民或愿意从事垦殖事业的单身垦民前

往垦殖区开垦荒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 由于华侨捐资中断, 各垦殖区业务受到严重影响。为了

使刚刚兴起的几个垦殖区与林场得以继续办理, 广东省政府决定,自 1943年 7月起,垦殖区内所有

垦区职员的薪津与行政费用概由国库支出拨付, 从而部分的解决了垦殖区的资金短缺问题。)

根据垦民经济能力的大小,垦殖区将其分为自费垦民与公费垦民两种。自费垦民多系自愿前

往垦殖,垦殖区除了提供耕地以外,其余生产资料皆由他们自行解决。而公费垦民则主要是招致逃

荒的难民,这些难民到达垦殖区以后的第一年,所有房屋、用具、耕牛、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均由垦

殖委员会贷款发给,但第二年以后皆以自给为原则。

以上 3个垦殖区和 1个林场的开办,是抗战期间广东方面利用华侨捐助资金安置难民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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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尝试。这种尝试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到 1945年抗战结束时为止, 广东省开办的 3个垦殖

区和 1个林场一共开垦了荒地 8000亩, 林地 10000余亩, 救济难民 250余户, 共计 1200余人。垦

殖区的净资产已经达到 3000余万元,且每年的农产品收益可达 500万元 (以 1944年 12月物价指

数计算 )。正如广东省侨资垦殖委员会在 1945年的总结报告中所说: 本会所用之侨资, 尽供给养

之费,亦不过仅敷一年之用, 而资金尽食,则难民落难如故。不独毫无持续之后效, 抑且养成好逸之

惰民。今以全部资金,筹设各垦区,运用于生产建设,除供四载之给养费已值 2200余万元外, 益以

各区留存之资产,其值又何止数千万。 ∀

二 华侨投资国内垦殖业

早在抗战以前,海外侨胞就曾经在广东与福建沿海一带投资兴办垦殖事业,不过此间侨胞投资

的热情主要集中在诸如橡胶、甘蔗等利润颇丰的经济作物生产之上 (其中尤以海南岛为多 )。抗战

军兴以来,由于国内局势的动荡,侨胞在这一带投资的垦殖业受到严重影响,一时造成了侨胞投资

垦殖业的暂时中断。1938年以后,由于南洋一带的局势日益动荡,再加上有国民政府的政策鼓励

与支持,侨胞再次将投资的目光投向国内的垦殖业。

自抗战以来,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迁移到西南,给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

的机遇。为了解决民生问题,中央与地方政府都开始重视荒地垦殖事业的发展,希望藉此来发展农

业生产与安置大批涌现的难民。与广东安置难民所遇到的问题一样, 各省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资

金的严重短缺。由于有以往侨胞投资垦殖业的经验, 为解决资金问题,沿海各省将眼光投向了海外

侨胞,希望吸引他们回国从事垦殖业的投资。早在抗战初期,有人便曾提议应该利用华侨的资金与

技术来开发西南边疆。在他们看来,海外的华侨 曾经对于南洋一带开辟草莱有过极大的贡献,现

在归来祖国,如果政府能够善为辅导,对于边疆的开发,和国内富源的开辟,必然更有成绩可观  。&

除了广东利用华侨捐助资金开办垦殖事业以外, 云南省方面则在 1939年着手进行吸引华侨投

资垦殖业的工作。与广东方面不同的是,云南省尝试利用华侨的投资来发展垦殖业,则是由于邻国

暹罗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动而引起的。1938年, 暹罗政府因为亲日派上台, 各地爆发了大规模的排

华风潮。暹罗各地大肆压制与逮捕华侨的活动, 使得旅居暹罗华侨的处境十分艰难。为了寻找出

路, 他们与云南省方面接洽, 希望能够回到云南进行投资。这种愿望当即得到云南省建设厅厅长张

邦翰的赞同。张氏并且建议 暹罗华侨回国投资地点以思晋边区一带较为相宜  。 8月 7日, 暹罗

华侨抗敌救国后援会向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请求, 要求在云南靠近缅甸边境的思晋等地设立

滇边暹罗华侨垦殖区,其 目的使资本、劳力同时内流, 生产建设, 充实边防, 一举两得  , 侨务委员
会当即给予了积极的回应。∋ 经过中央政府与云南省方面的协调, 最终决定在云南毗邻缅甸的地

方设立侨垦区,吸收侨胞回国从事垦殖工作。1939年 10月, 云南省成立了侨胞垦殖委员会, 具体

负责对愿意回滇从事垦殖事业的侨胞进行辅导工作。侨胞垦殖委员会由云南省政府按月拨给新滇

币 1000元作为办公经费, 并划出接近中缅边境的思晋、腾永与开蒙三地为垦殖区域。( 到 193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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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为止,云南方面共接纳了 416位暹罗侨胞归国,其中有 4位侨胞投资开办了垦殖业。∀

1940年以后, 由于东南亚一带局势的日益动荡, 侨胞撤资回国者也逐渐增多起来。与其他沿

海各省相比,云南的局势相对比较稳定, 所以侨胞投资的方向一般选择云南等后方省份。此年年

初, 旅居暹罗的侨胞组织了回国垦殖团,经缅甸到达车里、南峤与佛海等地,详细考察各地情形。他

们承诺在 短期内将邀集大批侨胞,回国从事大量垦殖工作  。 1940年 4月,马来亚侨胞邱克静在

云南建水投资 100万元开办新华垦殖公司, 随后暹罗、新加坡等地侨胞也纷纷跟进& , 一时在大后

方形成了侨胞投资垦殖事业的小高潮。

自抗战爆发以来,海外侨胞在广东、云南与福建等省份投资垦殖业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这些由

侨胞投资开办的垦殖区为当时安置各地大量涌现的难民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以福建省为例, 在整

个抗战期间,福建侨胞投资垦殖事业的成绩蔚为壮观。他们建立了 12个规模较大的侨胞垦殖区,

投资总额达到 6700735元, 占该期华侨在福建投资总额的 55 55%。∋ 抗战期间海外侨胞纷纷投资

国内的垦殖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国民政府实行 统制经济  , 侨胞回国无法插手国内的工业; 另一

方面也是由于抗战期间国内局势的动荡,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在工业在短期内无法恢复的前提

下, 投资垦殖业无疑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因为在抗战期间, 港口被敌封锁, 粮食缺乏, 粮价上

涨, 因而华侨愿意转向投资冷门的农垦事业,以求得利润 。(

抗战期间华侨投资国内的垦殖事业, 是侨胞在工业投资无法得到保障前提下的一种新选择。

抗战期间各地局势动荡,粮食短缺,这种新选择不仅收回投资成本的时间较短,而且获取利润的空

间也较大。与此同时,华侨投资垦殖业安置了大批流亡各地的难民,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国内的民

生问题。令政府与华侨没有想到的是, 各华侨捐资与投资垦殖区的设立, 正好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各地安置归国难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三 难侨安置中的侨垦区与归侨村

1938年 10月, 在为动员华侨积极参加抗战而创立的杂志 ∃华侨战线 %上, 专门开辟了 ∃垦殖与
救济难民问题特辑 %,探讨如何解决国内的难民与归国的难侨问题。在特辑中, 以邢森洲的 ∃战时

垦殖与华侨投资%一文最具代表性。在邢氏看来,抗战期间后方的工作不容忽视, 而战时后方的主

要工作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众生活的改善,改善的惟一办法就是扩充生产。由于国内农

业的基础较好,安定性较大, 而农业问题的中心, 就是垦殖问题。因此,他提出了运用侨资从事垦殖

事业来安置难民与难侨的想法。他说: 解决当前的农业危机, 解决当前的难侨救济问题, 解决因

失业而回国或因在海外努力救国工作而被迫回国的侨胞们安置问题, 我们不应只视为一种赈济的

工作,只发一宗款, 把他们遣回原籍就完事。我们应该把原来的农业症结 ! ! ! 荒地之过多, 耕地之

废置,及当前人口问题的解决统一地合理地起来, 而且适应战时的生产任务原则一致地起来解决

的, 能够把这些工作在整个范畴中进行的,来保障战士的家庭生活,来安置失业归国的侨胞。 )

抗战初期,海外侨胞归国人数尚不多。各地方政府的工作重心仍然是在充分利用侨资,以促进

工农业生产。但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由于回国的侨胞越来越多, 各省在救济与安置归国难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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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除了充分利用工厂安置以外,劝导侨胞从事垦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广东省紧急救侨委

员会认为, 本会过去救侨工作因迫于形势, 故仅能集中全力从事消极救侨,本非根本之图, 现归侨

虽已逐渐疏散,惟疏散后散处各地,谋生无路,至可隐忧, 同时目前陆续返国及无家可归者尚多,拟

设置归侨垦殖场∗∗以为谋归侨永久之福利  。∀ 1942年 1月,广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制订了 ∃广

东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归侨垦殖计划大纲 %, 其中规定:为了使归侨能够自给自足安居乐业, 紧急救

侨委员会决定设立侨垦区以收容归侨中能够刻苦耐劳愿意从事农牧业的人员;并由侨资垦殖委员

会划出马坝、龙坪两垦殖场余地 15000余亩,共收容 1000户,每户垦殖 15亩,分三期办理, 第一期、

第二期各 300户,第三期 400户。&

广东在积极救济难侨方面所做出的努力,为其他各地的救侨工作提供了借鉴, 利用垦殖事业来

安置难侨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焦点。1942年初,著名侨领司徒美堂先生回国以后, 有感于消极救

济难侨之弊端, 认为 今日务须筹设种种工矿、实业以为收容, 只须为之筹设垦殖区, 合一炉而治

之, 自为最善之法 。∋ 司徒美堂先生的建议得到了行政院的嘉许。行政院当即责令农林部拟定了

∃救济归国侨胞从垦办法 %草案,于 5月 2日批准施行。∃救济归国侨胞从垦办法 %规定:凡属安置

归侨从垦分别由各垦区管理局负责管理,从垦侨胞豁免田租三年至五年,并根据侨民经济状况,分

为全部贷与土地与资本、贷与流动资本以及除供应土地外其他一切资本自筹解决三种从垦方式。

当有侨胞愿意自行投资经营时,则由垦区管理局予以技术指导, 并由之提供安全保障。(

根据行政院的要求与部署,闽、粤、桂、滇四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形, 分别拟订了规模宏大的归

侨从垦计划。根据各省报送的 ∃荒地面积及估计收容人数与需要经费表 %, 以上四省大约可划出

653万多亩荒地供来归的难侨进行垦殖, 预计可安置难侨 42万多人。) 由于在此以前, 闽、粤两省

已经分别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垦殖机构与固定的垦殖区域, 难侨安置工作要相对容易一些。为了解

决滇、桂两省归国难侨的安置问题,以及便于管理归国难侨的生产生活起见,侨务委员会下设的回

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在 1942年开始在云南打洛与广西龙州分别筹设第一归侨村和第二归侨村,

以收容滞留在滇桂等地的归国难侨。根据该会颁布的 ∃归侨村垦殖纲要 %, 各村垦殖办法分为 自

费垦殖 与 合作垦殖  两种。所谓自费垦殖,就是侨胞如果拥有一定的资金,志愿自费垦殖者,可

以在入村后由村管理处划定垦地发给自费垦殖执照,而一切垦荒农具、耕牛、种子、肥料等费用,则

概归自费垦民自理;而合作垦殖则是针对于那些没有一定的资金来源,所有生产生活资料都由村管

理处提供的垦民,他们仅负劳力任务。合作垦地每年收获产品之纯益在头两年概归合作垦民所有,

自第三年起,合作垦民保留纯益 80% ,其余 20%则归公充作本村公共福利经费。+

除了在云南与广西设立两个归侨村外, 鉴于重庆方面聚集大量归国侨胞, 各地侨领纷纷请求在

陪都附近划拨荒地建设归侨新村。 1942年 5月 4日,行政院询问四川省政府在东西山荒地 (位置

在永川、璧山、铜梁各县交界处 )开垦有无困难, 以便作为开办归国难侨垦殖区之用。 6日, 四川省

政府回电认为, 该区位处川中腹地, 交通便利,土壤气候均极良好, 安置归侨尚属适宜, 惟该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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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地多系私有  ,应 由中央主管机关派员会同东西山垦区办事处及当地县政府先行堪定地界,然

后办理移垦 , 同时考虑到 该区致荒原因, 系由匪患,现在治安事项系由重庆卫戌总司令部负责,

今后应加强保卫,以安侨胞 。∀ 8月,行政院增拨经费 100万元, 加上此前拨付的 100万元,开始在

该地建筑规模宏大的归侨村,预计建筑新式平房 200座,内设宿舍、合作社、诊疗所以及保储室等,

并计划将在新建区附近择地建筑, 另再划拨若干地段为归侨垦殖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为了安置归国的难侨先后在以上 4省设立了一些侨垦区与归

侨村。这些侨垦区与归侨村的设立为安置归国难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政府的预期目标则远

远没有达到。其中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归侨大都脱离农耕多年,无法适应垦殖事业的辛劳,因此大多

不愿从事较为辛苦的垦殖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时局的动荡与地方治安的不良,致使侨垦区与归侨

村无法正常进行各项业务而不得不中辍。根据广东侨务处的统计,到 1943年为止, 在马坝和龙坪

两垦区从事垦殖事业的归侨共计只有 25户, 110人,到 1944年加上侨眷也只有 227人∋ ,远远低于

政府原来的预计目标。云南打洛与广西龙州的两个归侨村则因治安与战事关系, 在开办以后不久

也分别裁撤 (云南打洛归侨村设立不久, 就因当地治安秩序十分紊乱, 而不得不将之迁设广东东

兴, 后来称之为第三归侨村; 而广西龙州的第二归侨村则也随着越南战局的动荡于 1943年停办 )。

四 从抗战期间华侨与垦殖业之间的关系看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变化

自抗战军兴以来,海外华侨与祖国人民一道,纷纷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他们对祖国抗

战大业的巨大支持,使得国内人们开始改变长期以来将海外侨胞视作 莠民  的看法。对于大多数

国人来说, 直至抗战,华侨的力量,始为全国所认识。从抗战的时候起,全国腹地的同胞才知道除

了国内四万万五千万之外,全世界还有自己千余万的弟兄, 支持抗战的力量,把侨胞与全国同胞的

确拉密切了 。(

在民众对海外侨胞观念转变的同时,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为动员海外侨

胞与国内的民众一道共同投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洪流中去, 国民政府开始加大了对海外侨胞的

宣传与辅导的力度。1940年以前,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的重心侧重于吸收侨汇,以免侨汇流入外

商银行之手,尤其是要破坏敌伪劫夺侨汇的阴谋。1940年以后,由于南洋局势日益动荡,大批海外

侨胞相继归国,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重心逐渐由海外转向国内。根据 1940年财政部拟定的下一年

度工作计划,此后侨务工作的重心,主要是劝谕侨胞将大宗存资转移回国,用于购买国债、存放政府

银行或者投资各类生产事业。) 与战时沦陷区动荡的局势相比,大后方局势相对平静, 因此在归国

侨胞的投资动向中,由于后方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于是回国投资的侨胞便把目光瞄向了投资相对简

单的垦殖事业。对于归国侨胞的投资热情, 中央政府与各省地方政府均积极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条

件。

1941年的南洋已成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随着日本侵略南洋地区的野心日见暴露,整个南洋

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的前夜。大批侨胞为躲避战乱开始纷纷撤退回国, 国民政府也随即加快了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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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侨民与预备救济归侨的步伐。 1941年 1月 3日,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 ∃紧急时期护侨指导纲

要%, 根据纲要第 3条的规定: 由行政院和侨务委员会、海外部、财政部、经济部、农林部、教育部、外

交部、振济委员会、交通部、社会部等机关会同筹设 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 (简称 回委会 )。

回委会隶属侨务委员会,由委员长陈树人兼任主任委员。该会的职责是办理 扶助指导回国侨民

事业之经营及发展事宜  ,除了负责回国侨民调查登记、所需交通工具之供应、工作介绍以及兴办

实业与从事垦殖之辅导等事项以外,其中还特别包括对回国侨民的救济事项。∀

回国侨民事业辅导委员会的设立标志着中央政府侨务工作的重心已经由过去的消极吸引侨汇

转为如何积极的辅导与救济归国侨民上来。为积极应对随时可能爆发的南洋危机, 侨务委员会随

后在 1941年 9月相继颁发了∃回国侨民登记规则%与 ∃回国侨民临时接待所组织通则 %,并要求滇、

桂、闽、粤各省分别在侨胞归国的必经之路如云南畹町、广西龙州、福建漳州、广东遂溪等地设立回

国侨民临时接待所,以接待随时可能大批归国的侨胞。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大批侨居于南洋各地的侨胞纷纷告别家园,返回祖国。闽、

粤、滇、桂四省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 随即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救济归国难侨的运动。&

行政院于 1942年 1月 3日颁布了 ∃行政院关于紧急时期护侨指导纲要令 %,规定所有侨民无居留现

地之必要或自愿回国者,应由驻各地使领馆充分予以协助及便利,并确定了回国侨民应由各省政府

设立专管机关扶助指导之 的原则。∋ 1月 8日, 行政院在给各省的电令中指出: 敌伐南侵, 弥天

烽火,念我侨民同遭祸变,曏者输金纳粟,济帮国之艰难,今兹别子离妻,痛家室之破毁, 兴言及此,

怆恻良深。行政院分饬主管部会及有关省政府迅速妥筹救济, 庶伸饥溺之怀,而慰黎元之望。 (遵

照中央政府的指示,粤、闽、滇、桂四省随即在 1942年初纷纷成立了各省紧急救侨委员会, 专事负责

救济归国难侨的工作。各省紧急救侨委员会均由各省政府主席担任主任委员,直属行政院与中央

赈济委员会,所有经费开支由中央与地方共同筹措。

自抗战以来,海外华侨一直是敌我双方争夺的焦点。日寇为了化解海外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

巨大力量,利用各地的伪政权展开了积极争夺华侨的活动。他们采用各种欺骗手段,离间海外华侨

的抗战阵线,同时加大了对归国难侨与国内侨眷的利诱力度。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敌我双

方的这种争夺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为了使海外华侨充分感受到祖国对他们的关怀, 1941! 1943

年间,国民政府为救济归国难侨做好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以积极应对随时爆发的南洋危机。在日

寇步步紧逼的严峻形势之下,如何辅导与救济归国侨胞成为了国民政府侨务工作的中心内容,因为

只有重视华侨问题, 我们才能减轻日寇 ,以华制华 −的压力  , 使他们感受到祖国是那般的可

爱 。)

正是在太平洋战争前后的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的情况下,在救济与安置难侨之时,国民政

府考虑到各地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工厂学校安置难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 设立侨垦区与归

侨村不失为一种较为有效的救济方式。这样不仅发展了当地的农业生产, 同时解决了部分归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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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问题。虽然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利用侨垦区与归侨村安置难侨的效果不太明显,但这种救济方

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平洋战争前后国民政府在侨务工作重心从护侨到救侨的转变。

余 论

从抗战期间海外侨胞对国内垦殖事业的关系中可以看出, 国民政府侨务政策的工作重心在不

断发生变化,且大致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 1941年以前, 国民政府希望通过吸引外资来发展

国内的生产事业,吸引海外华侨的投资无疑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无论是海外侨胞捐助兴办的

垦殖区还是投资兴办的垦殖事业, 均是海外华侨支援国内抗战事业的另一种表达方式, 同时也是他

们在抗战期间工业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之后的新选择。他们对国内垦殖事业的捐助与投资,不

仅为安置各地大量涌现的难民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同时也为各地方开垦荒地以发展农业生产作出

了一定的贡献。而在 1941年以后, 由于东南亚一带局势的日益动荡,大批难侨相继归国。国民政

府在财政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给予这些归国难侨积极的救济。在安置归国难侨过程中,除了利

用各类工厂进行安置外,利用原有的垦殖区和设立归侨村是国民政府安置难侨的一种新的尝试。

虽然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种尝试并不算是十分成功,但毕竟为那些热心农垦事业的归国难侨提供

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保障。海外侨胞积极支持国内抗战事业与国民政府救济安置归国难侨,

充分体现了在面临外侮之时,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国民政府与各地方政府对于

难侨的救济活动,给予了那些还身处海外的侨胞巨大的物质与精神上的鼓舞, 侨胞们对祖国的认同

感更加强烈,从而也更加激励了他们对祖国抗战事业的支持。正是国民政府和海外侨胞的这种互

动为最终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力量。

(作者贺金林, 桂林电子工业学院社会科学部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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