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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忠报国沈崇诲
金富军
1937 年 8 月 19 日，天气炎热，7 架中国战机从

金 富 军，1994 年 进 入

安徽广德机场起飞，借着晨雾掩护，沿着钱塘江，冲

清华大学应用物理系，

出杭州湾，逼近上海。 经过激烈战斗，我军飞机投掷

1998 年 进 入 清 华 大 学

完炸弹，开始返航。 这时水面又出现大批敌舰，我军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904 号战斗机忽然对准一艘最大敌舰“出云号”直冲下

2005 年 获 博 士 学 位。

去。 战友们欲哭无泪，只是轰鸣着，向舍生取义的英

现任清华大学校史研

雄战友致以最后的敬礼。

究 室 副 主 任、 校 史 馆

两位英勇殉国的飞行员，其中一人就是清华大学

副馆长。

校友沈崇诲。

德智体全优的清华学子

母亲教给沈崇诲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爱国的情感，

沈崇诲，祖籍江苏南京。 太平天国期间，沈家迁

在沈崇诲幼小的心里埋下了爱国的种子和对英雄的崇

居湖北武昌。 父亲沈家彝（1881-1955），曾任清朝刑

拜。 沈崇诲在 1934 年写的《我的自传》回忆“青年们

部吏员。 后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科，与

多半是富于爱国热忱的。我从小在母亲的严格教导下，

曾任日本外相、内阁总理大臣的广田弘毅是同班同学，

对于岳飞、史可法等民族英雄真是钦仰得五体投地 ! 五

两人私交甚笃。沈回国后曾任大理院推事、厅长，奉

卅，六三……无数次的耻辱，曾使我痛哭流涕 ! 恨不能

天省审判厅厅长，京师高等法院院长，上海特别市高

立即就去和敌人一拼 !” 家庭和学校教育、空前的民族

等法院院长，法学教授，律师，大法官。 1949 年后任

危机，沈崇诲以“尽忠报国”自勉。

中央文史馆员。

1920 年春，沈崇诲考入北京成达高等小学。 成

1911 年，沈崇诲出生于武昌。 由于沈家彝工作经

达高小由徐树铮创办，学生一律住校，并且要接受严

常奔走于各地。 沈崇诲出生不久就随父母赴上海；不

格军事教育，沈崇诲学习成绩优异。 1922 年，沈崇诲

到一年，又赴北京。 此后，不断辗转于天津、奉天、

入南开中学。 初中三年和高中两年，沈崇诲热衷于体

北平等地。 由于父亲工作繁忙，沈崇诲幼年的教育落

育运动，学习成绩受到影响，没有一门课获得甲等。

在母亲肩上。 沈崇诲回忆：“认方块字，读古文，学

到了高三，沈崇诲觉得再如此下去不成，应该振作。

习加减乘除，日夜的督促，她是我当时心目中之最敬

沈崇诲在九个月时间里，刻苦学习，学习成绩大进。

畏的人。 可是进了学校以后，高小，中学，大学，在

1928 年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

这十三年的过程中，自然折磨是有的；不过每次经过

考入清华是沈崇诲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转变，他

母亲的鼓励与安慰，一次，二次，以致无数次的，终

说考取清华大学“不但使我的双亲快慰，就是在我个

使我完成了所有的学校教育。 这时，我对于‘母爱’

人的青年生活史中也是最光荣的一页，并且我一生的

二字也就深深地领会到它的真谛。”

关键也就树立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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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崇诲入校的 1928 年，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

那是一个被动的位置，老得跟着对方的前锋跑。 然而

学校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在钟灵毓秀的清华园，在众

‘傻子’的‘傻’劲一上来，你就甭想躲开他的纠缠，

多名师教诲下，沈崇诲刻苦勤奋，立志学好本领为国

你不站下，就没个完。 他的这股子‘傻’ 劲不正是他

家效力。 沈崇诲回忆清华四年求学生涯，“ 第一年觉

的一切美好行动的根源吗 ? 我们是多么需要千千万万

得很吃力，可是经一二年的苦干———这二年中晚间，

具有这种‘傻’劲的青年哪。” 清华校友黄中孚回忆：

在半夜四点钟以前睡倒的时候可说是极少。 这样过了

“他的勇敢和卖死命，却是我们常在一起的人才体会

四年，功课方面，直到毕业时才能保持不见有一门失

得出。 有一次与外来的球队决赛，一球将他的门牙打

败”。

落，血流满面，队长和球员喊他下去，

清华大学有优良的校园文化氛

连观众都吼起来了，他因战况紧急，

围，注意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全面发

输赢只差一二分钟，频频摇手，毫不

展。1923 年清华毕业生张忠绂指出：

迟疑的撑下去。 那一次结果胜败不记

“西方学校提倡运动的真正价值原在

得了，沈兄爱团体而肯牺牲的精神却

训练学生严格遵守规则，在两方面

至今认为是‘无与伦比’。”

同意的规则下，作公平竞争。 本团

在校期间，沈崇诲痛恨日本帝国

的团员必须有和衷共济的精神（team

主义的侵略野心，积极参加各种抗日

work），不能因个人想出风头，而

救亡运动。 “尤其是在九一八那天，

影响全体的得失。”清华学生很好地

得到不幸的消息后，竟使我如中疯痫 !”

践行了这一点，
“清华学生善于自觉，

沈崇诲与林文奎等组织学生义勇军，

富于同情的观感，具有牺牲的志愿，
常时得着作事的乐趣，尤肯顾全团
体名誉”。在优良校园文化浸润下，
沈崇诲德智体全面发展。 “我自幼

沈崇诲（1911 － 1937），
1928 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工程
系，1933 年考入杭州笕桥航空

到处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唤起民众
的爱国热忱。 虽然工作取得了一些成

学校轰炸科并以第一名毕业。

绩，但也使沈崇诲“觉得没有组织，

1937 年壮烈殉国。

没有真切的纪律是不成功的”。 由此，

即喜欢运动。 清华的运动是有很悠
久而光荣的历史。 我受了各方面的熏淘，读书以外，

进一步坚定了沈崇诲投考军校、献身
国家的决心。

对于运动也有相当的发展。 四年内都代表足球棒球校

1932 年春毕业前夕，沈崇诲一方面抓紧学习准备

队，替清华争得不少的荣誉。此外，并代表北平及华

毕业，一方面计划毕业后工作。 经过思考，沈崇诲和

北区出席运动，一时颇为活跃。”

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初步计划毕业后去新疆工作。 后

沈崇诲在自传中，几次说自己个性刚强甚至于刚

再经仔细考虑，以及翁文灏、杨钟健等师长建议，沈

愎。 这种刚强的个性，就是遇到事情不苟且、认准目

崇诲认识到应该先打好基础，并设法鼓励内地青年往

标不服输、爱团体而肯牺牲。 清华同级校友于涤川回

西去开发西部，再图进一步发展。于是，沈崇诲等人

忆：“他刻苦学习，生活简朴。 平常不多说话，一笑

决定毕业后去河套五原工作。

就露出镶补的一只金牙套，显得那么憨厚。 他对于那

7 月，沈崇诲从清华大学毕业，和同级土木系谭

些不公正、不道德的坏事又是深恶痛绝非常愤怒的。

葆宪、1931 级化学系的张士培一起去河套的途中，路

他是学校足球队和棒球队的队员。 足球代表过华北，

过绥远省时，五原一带正闹匪患，同时绥远省教育厅

棒球代表过北平市。 在足球队里，他是踢左前卫的。

坚持留沈崇诲办理会考和全省运动会事宜，绥远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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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傅作义也留沈崇诲筹备绥远第一届产马比赛。 于是，
沈崇诲留在绥远省工作。 在四个月时间里，沈崇诲对
绥远省民情风俗、社会等有了深入了解。
在绥远期间，沈崇诲与已经考入航空学校的林文
奎经常通信，了解了航空学校的发展情况，也感到空
军在现代国防中的重要作用。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魔爪逐步伸向华北及边疆地区，妄图变中国为其
殖民地。 沈崇诲下定决心投入军旅，保卫国家。 在陆
军、海军、空军的选择中，他最终选择空军。
考察沈崇诲从军之路，可见刚强的性格、家庭的
熏陶、学校教育、现实中的民族危机，培养了沈崇诲

1929 年华北足球优胜杯，三排左 1 马约翰，左 3 萧涤非；二排
左 2 沈崇诲，左 3 黄中孚；一排左 2 谭宝宪。

强烈的爱国情怀。“幼时即嗜运动，喜读武侠小说。
并在双亲的教说下对于英雄武士极其崇拜。 入学校后，

一切尽忠报国 !”从此，沈崇诲走上了保家卫国的抗日

深感国事日非，无日不盼英雄出世 ! 同时自己平常对

之路，直至壮烈殉国，做到了为母尽孝、为国尽忠。

于军事也十分注意。”待条件成熟，沈崇诲得以踏入
军界，一遂其报国宏愿。

在航校学习期间，他有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打下的
良好基础与强健的体魄，更加上他有一颗尽忠报国、
恪于职守的心，历次考核他的成绩都很突出。他还能

投身航校，立志卫国

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遵守纪律、吃苦耐劳的优良

1932 年 12 月 20 日，沈崇诲冒着大雪、穿了三件

作风。 航校的磨砺，让沈崇诲逐渐成长为一名成熟的

皮衣坐着冰箱似的铁棚车赶到北平。准备 1933 年 1 月

航空战士。 “因为环境和遗传的关系，我的个性和自

2、3 两日举行的航校入学考试。 经过一个星期准备，

信力是很强的。 不过近几年，努力更改，比较有一点

沈崇诲考入航空学校入第三期轰炸科学习。

进步。 思想方面，我以为一个人应先健全心身，无论

考入航空学校让沈崇诲兴奋不已，让他找到了能
直接报效国家的机会。“记得从前常想学习海军，也
想学习陆军，都遭到家中的劝阻作罢。 今天竟超我心
愿，学习国家所最需要的空军，我真太幸运了。”
在接到航校录取通知的同一天，沈崇诲也接到母
亲病危的电报。 沈崇诲立刻赴沪看望并照顾母亲。 沈
崇诲侍亲极孝，“十数天内，夜以继日的亲侍床前”。

对事对人总求其真实，所以我没有虚心之事，也没有
交恶之友。”
在中央航校读书期间，沈崇诲品学兼优。 无论学
科、术科、飞行技术，尤其是品德、领导能力、人缘
与爱国心和忠于职守的精神，都得到了长官和侪辈称
誉，公认“一时无两”。
中央航校旗杆底座上有紫铜制成擦得很亮的标

在服侍母亲住院期间，沈崇诲瞒着家人赴杭参加航校

语：“我们的飞机和炸弹与敌人的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

体检。 当沈崇诲得知合格后，告诉母亲在航空工厂得

每天升旗的时候，沈崇诲都能见到这句话并深深印在

到一份实习工作。 母亲听了非常高兴。2 月 16 日，沈

脑海里，激励他投身抗日救亡。 1934 年 6 月 5 日，

崇诲母亲去世，21 日入殓，22 日沈崇诲带着丧母的悲

沈崇诲在致同学信中，谈到航校因航空练习牺牲的清

痛，赶到杭州参加入伍典礼，他下定决心“我将抛弃

华校友胡家枚：“我相信这消息如果给梅校长、马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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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爱妻、家人承担悲壮的后果。 多年以后，
四人中仅存的罗英德说：“战争太残忍了，
时代给予这批青年的担子也太沉重了，在他
们正应享受爱情的岁月，却连想爱都不能
痛快地爱；天上飞的固然悲壮地结束短暂的
生命，无法与爱人常厮守，地上活着的则更
令人同情，不但要面临爱人死亡的噩耗而抱
憾终身，有的甚至要带着子女颠沛流离大半
生。”
1934 年，航空学校三期学生，左起：夏振扬、沈崇诲、郑景和、佟彦博、
祝鸿信、王士箨。（朱力扬：《中国空军抗战记忆》，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奋勇杀敌，屡立战功
沈崇诲毕业后，留在中央航校任飞行教官，不久

你们以及清华人士们听见，定能引起你们无限的悲痛，

调任空军第二大队第九中队中尉分队长。 来到部队后，

但是那毫无挽回的余地了，我们除了继续他的志愿努

他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刻苦钻研空军战术，认真训练，

力而外，还能做什么呢 ?” 在给清华同级校友赵燕生

还强调全队的团结合作，建议加强空中通信。 由于他

的信中，沈崇诲谈到参加航校二期毕业典礼的情形，

的模范行动，受到了战友们的一致拥护和爱戴。

他写道 :
这次毕业的学生，在中国的空军中，可谓空前。

在沈崇诲及战友英勇斗争中，第二大队成为一支
战功卓著的队伍。
“第二大队是中国空军中的铁的骨干，

他们名是第二期，实在也就是第一期（以前的国内

在整个空中抗战过程中，要算这第二大队给了骄狂的

外空军人员，皆算第一期）。 这次毕业的总共不过

敌人以最痛烈的迎头打击。 使敌寇于震惊恐怖之余，

四十八人，但是他们的成绩，极其良好……但是这区

不由自己的深感到我第二大队的威力。” “‘八一三’

区四十八个人，无论如何精锐，力量总归是有些薄弱。

后，当第四驱逐大队英勇地扫荡东线血红的上空时，

我们想起仇敌的飞机将近三千余架，将校近万，而再

另外在中国空军光荣的轰炸史上，亦划了一道彩虹炫

看看这次北平招飞行生仅仅录取了三十人，不禁喟然

目的纪录这一个强壮伟大的纪录，便是第二大队———

长叹，更令我们不得不加倍努力了。

中国空军中的突击边团的伟岸的战绩。”

可见，民族和国家的危难、学校的教育、校友战

广德机场距离县城一里左右，交通不方便，各种

友的激励，进一步促使沈崇诲抱定了临难不苟、杀身

报纸几天只能方能见到。因此，业余文化娱乐生活极

成仁的决心。

为单调。 沈崇诲有鉴于此，主动筹建阅览室，订阅各

沈崇诲深知工作的危险性，在航校，他与郑少愚、

种报刊，并提倡私人赠送，改善了第二大队的文化生活。

乐以琴、罗英德等四人约定 30 岁以前不成家。 他们

他还充分发挥自己擅长体育尤其是棒球的优势，利用

四人都做到了，不过沈崇诲、郑少愚、乐以琴都在单

广德机场一角，约几个体育爱好者，义务劳动，修建

身的时候牺牲。 他们立下这个誓言，一方面是出于传

了一个棒球场。 在他带动下，第二大队掀起了棒球运

统的“国难未除何以家为”思想，主要是他们都抱定

动的热潮。

了杀身成仁、为国捐躯的决心，不愿意有家室之累而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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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奋起抗击日军。 8 月

欢呼跳跃，挥帽向英勇的空军致意，第二大队乘敌人

中旬，日寇调动海陆空军的精锐主力在上海登陆，淞

混乱之机，脱离战场，全队安全返回广德机场。

沪抗战爆发。 沈崇诲等空军将士义愤填膺，纷纷上书
请求上阵杀敌立功，配合陆、海军作战。
战斗中，日军在空中占有明显的优势，飞机数量
远远超过中国空军，飞机性能也优于中国，并有航空
母舰作为后盾，气焰十分嚣张。 当时中国空军只有五
个飞行大队，沈崇诲所在的第二大队驻扎在安徽广德，
装备的是美制诺斯罗普式轻型轰炸机。
由于中日空军实力相差悬殊，中国空军伤亡惨重。
但死亡的威胁更激发了沈崇诲的斗志，正如他在战前
悼念已殉职的同学时曾写道 :
愿我们同学永继英志，互相规劝，共同前进，而

下午，第九中队再次起飞作战，这次他们改变航
线，直飞沪东，经崇明岛后，再转向目标区。 不料，
在吴淞口上空，发现日舰十余艘正向南航行。 全队飞
机在中队长和沈崇诲的带领下，向敌舰俯冲，敌人慌
了手脚，急忙集中炮火封锁。 霎时敌舰烟雾蔽空，火
光冲天，而我空军均安全脱离目标，返回广德机场。
这一天，我空军将士用实际行动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
的神话，打出了中国年轻的空军的威风，打出了中华
民族的士气，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必胜的决心，激励
了正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陆军将士。

效“死”国家。 苟一日得雪旧恨新仇，有余生者，以

沈崇诲等人在胜利的鼓舞下，连日出击，8 月 15

鲜花果酒，奠诸故友灵前，那么，他们虽牺牲于今日，

日，又继续轰炸日海军第三舰队，重创日舰。 16 日，

亦可无遗恨于将来。 希我们共勉之。

追踪向杭州湾移动的日舰队，阻止其掩护日陆军登陆。

8 月 14 日，空军第二大队奉令出击，担负轰炸日

数日的苦战，使我空军将士非常疲劳，但他们怀着保

军第三舰队及敌人在杨树浦码头堆集的军火，支援陆

卫祖国的决心，从不叫苦叫累，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

军反击。 在中队长布置完战斗任务后，沈崇诲大声地

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对飞行员说出了中央航校旗杆底座上的口号：“我们

8 月 19 清晨，驻扎广德机场的第二大队，奉命出

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 !” 在

击在吴淞即将登陆的日舰和部队，沈崇诲请战。 他与

死亡威胁面前，这句铿锵有力的话鼓舞了飞行员斗志。
这时，广德上空大雨倾盆，天气恶劣。 空军第二
大队冒雨起飞，在空中集队后沿预定航线飞行，为了
达到奇袭的目的，先由上海以西飞过浦东，然后由东
回西，进入目标区。 这时，日军用各种不同口径的高
射火器构成严密的火网，企图拦截我空军部队。 但空
军将士不畏艰险，在沈崇诲的率领下冲入敌阵，迅速
投下炸弹，并作低空扫射，其他分队也随之轰炸扫射。
当时，日军正在码头登陆，未料到我英勇空军敢于冲

一位航校第六期毕业生陈锡纯驾驶双座轻轰炸机 904
号，与其他 6 架飞机，飞至长江口，发现敌舰，绕道
浦东。 他急命后座驾驶员跳伞离开飞机，以便用自己
生命与飞机、炸弹和敌人的兵舰同归于尽，但后座驾
驶员坚决表示定要与前座的老师同生死。 在这一刹那
的紧急关头，飞机开足马力，推下机头，穿过敌人高
射炮火，向敌舰撞去，二位烈士壮烈殉国。
二位英勇壮烈的战士，显示出中华民族“宁为战

破火力网到达这里，一时慌了手脚，被我空军的炸弹

死鬼，不做亡国奴”的英雄气节。 这一惊人壮举，是

和机枪打乱了阵脚，杨树浦码头上堆满了日军军火，

他们用生命谱写的一曲最壮丽的战歌 ! 是他们爱国主

顿时起火爆炸，敌军乱成一团，码头上火光冲天，我

义精神的伟大升华。 在这一英勇壮举中，他们获得了

正在与敌作战的陆军部队看到日军的惨状，都高兴得

永生，灵魂常在，英名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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