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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安号”“东北合作号”“广播号”“建昌号”“辽阳号”“李兆麟号”……在辽宁省档案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记者总能看到这样的字眼，它们都是用来命名战斗机的。在抗美援朝
运动中，辽宁人民给自己捐献的战斗机起了各式各样的名字，有的以市县命名，有的以行业
命名，有的以人物命名。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辽宁人民共捐献飞机235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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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骅介绍，当年为了便于计算和筹划，
各地人民捐献的外币和物件一律按当时人
民币折价计算，15亿元捐献计为一架战斗
机；25亿元计为一辆坦克；9亿元计为一门
大炮；8亿元计为一门高射炮。

1951年12月2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
朝总会发出通知，决定到当年12月底结
束武器捐献运动。1952年1月以后，抗美
援朝运动即转为以开展增产节约为中心
的各项工作，但全国人民继续捐献。

据统计，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
月 31 日，全国各省市人民捐献飞机、大
炮的捐款总额为 55647 亿余元人民币，

折合飞机近3710架。其中，华东地区捐
款 21320 亿余元，折合战斗机 1421 架，
占 全 国 捐 款 的 38.3% ；中 南 地 区 捐 款
12659 亿余元，折合战斗机 844 架，占全
国捐款的 22.7%；华北地区捐款 7474 亿
余元，折合战斗机498架，占全国捐款的
13.5%；东北地区捐款 6517 亿余元，折
合战斗机 434 架，占全国捐款的 11.7%；
西南地区捐款 4605 亿余元，折合战斗
机308架，占全国捐款的8.3%；西北地区
捐款 2610 亿余元，折合战斗机 174 架，
占全国捐款 4.7%；内蒙古地区捐款 462
亿余元，折合战斗机 31 架，占全国捐款

的0.8%。
“辽宁人民把增产捐献看成十分光荣

的任务，捐献运动高潮迭起，不仅很快完
成了原定计划，还一再突破捐献计划。”卢
骅说。

据统计，辽宁人民共捐献战斗机235
架，超过原计划的一多半。

沈阳市工商界原计划捐献30架，在完
成计划后，又增加了10架。旅大市（今大
连）人民提出增产捐献22架战斗机组成“旅
大机队”，其中，旅大市工商界决定捐献战
斗机9架，到1951年10月底便完成了计划，
但捐献仍继续，到1952年5月末，旅大市共

捐献27架战斗机。康平县的捐献活动也十
分突出，当时的康平县是辽西省下属的一
个有20多万人口的小县，原计划捐献1架
战斗机，结果完成了2架。

卢骅说，辽宁人民为志愿军捐献飞
机、大炮慷慨解囊，不仅仅是对抗美援朝
战争的重要贡献，也是一次深入普及动员
的抗美援朝思想教育运动。通过这次捐
献运动，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情感同前线的
志愿军指战员紧密联系起来，极大地激发
了战士们的战斗激情。这一捐献运动是
与增产节约运动结合进行的，也有力地推
动了辽宁的生产建设工作。

辽宁捐献超过原计划一多半

4月初，记者来到辽宁省档案馆查阅抗
美援朝时期的档案资料，收获很大。这里
留存着当时辽宁许多单位发布的号召捐献
飞机、大炮的通知。例如：1951年6月10
日，东北区合作社发出了《关于响应抗美援
朝总会号召捐献运动的意见的通知》，制定
半年内捐献6架“东北合作号”飞机的目标，
通知里规定了具体的捐献办法；东北电台
向地区内各台发出通知，其中包括《关于捐
献“广播号”飞机的通知》。

在查阅众多资料中，记者了解了辽宁

各地的捐献计划：建昌县要捐献“建昌号”
战斗机，辽阳县要捐献“辽阳号”战斗机，台
安县要捐献“台安号”战斗机……

记者不禁产生疑问：这些战斗机的名
字真的会出现在战场上吗？

据抗美援朝纪念馆研究员朱进介绍，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前7个月，取得
了重大的胜利，但由于武器装备与敌人相
比处于悬殊的劣势，特别是没有空军，没有
坦克，大炮数量也有限，作战中困难重重。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财政负担很重，购买

先进的武器装备也面临困难。
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
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其中有一项
就是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通过捐
钱捐物来购置飞机、大炮等武器，捐献给志
愿军。

朱进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的号
召中有这样一句话：“各地捐献的飞机、大
炮、坦克等，将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作为光
荣的纪念。”

飞机大炮冠以捐献单位的名字

1951年6月7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
总会专门就捐献武器问题发出了《关于捐
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
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捐献运动在工
厂应与增加产量、降低成本运动相结合，
在农村应与深耕细作及发展家庭副业相
结合，在工商界应与改善经营增加收入相
结合。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卢骅多年来致
力于辽宁抗美援朝历史研究，他说，辽宁人
民在捐献中表现出极大的爱国主义热情，
全省工厂、农村、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工会、
青联等人民团体普遍制定了捐献计划，工

人、农民、学生等各界人士参与其中，涌现出
许多感人的事迹。

当时辽宁人民的捐献主要有六种方式。
一、通过献工献薪献奖金捐款。工人

星期天不休息，自愿献工；教师把代课费或
者工薪的一部分拿出来捐献；许多集体将
超额完成任务的奖金全部捐献；有的先进
个人将获得的奖金捐献。

二、多打粮食，多搞副业捐献。农民通
过养猪、养鸡、采蘑菇等方式，将收入捐献出
来，给志愿军买武器。

三、创收、义演捐献。学生在放学后、
假期里，通过打柴、打柳条等方式创收捐

款。演员举行义演，商人举行义卖，以自己
的方式捐款购买武器。

四、捐献贵重物品。在本溪市，有的
人将订婚或者结婚纪念的金玉首饰都捐
献了。

五、勤俭节约，省钱捐献。为了捐款，
有的人戒了烟、不喝酒，有的人省吃俭用，把
节省下来的钱捐献出来。

六、有些地方还捐献了志愿军急需的
军用物资。阜新市的矿工不仅超额完成了
捐献计划，总机厂的工友还把过去部队遗
留的一门不能使用的平射炮修理好，作为
国庆节给志愿军的献礼。

六种捐献方式

卢骅收藏着一张捐款收据，票据的
抬头写着“中国人民银行——行代收武
器捐款收据”，捐款时间为 1951 年 11 月
30 日，捐款人姓梁，是工商界人士，共捐
款 328 万元（旧币值，其 1 万元等于新币
值 1 元，以下同）。在捐款用途这一栏
中，梁先生选择了购买战斗机。

记者看到，捐款用途还可以选择购

买轰炸机、坦克车、大炮、高射炮和其他
武器。这张捐款收据用纸普通，历经 69
年，上面的手写字迹有些模糊，却没有
破损。透过这张收据，记者仿佛看到了
一双双辛勤劳作的双手，将辛苦挣来的
钱捐献，给战斗在前线的志愿军战士购
买先进武器。

1951 年下半年，在辽宁出现了不分

城市与乡村，不分阶层，有人出人，有力
出力，有钱出钱，全力支援抗美援朝的动
人情景。

7月2日，记者在鞍钢采访时，厂史专
家钟翔飞向记者介绍，当年鞍钢的爱国捐
献运动轰轰烈烈，武器捐款达到 90 亿
元。全国劳动模范、鞍钢著名电气专家孙
照森捐献各种贵重器材，价值 1400 万

元。归国华侨工程师高豫夫妇将自己从
国外带回的 400 元美金全部捐献给志愿
军。鞍钢铸管厂动力车间把春季安全大
检查中得到的 105 万元奖金全部捐献出
来。鞍钢机械总厂家属委员会杨玉珍缝
洗小组由 2 个人发展到 50 多人，她们从
缝洗衣服的收入中捐献 2326 万元支援
前方。

“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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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晓丽

视觉设计 隋文锋

提到捐献飞机、大炮，很多人首先想
到的人便是常香玉。当年，常香玉卖掉运
输卡车、房子，摘下金戒指，拿出多年积蓄，
带领剧社半年义演180多场，完成了捐献
飞机的心愿。捐献的飞机被命名为“香玉
剧社号”。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捐献飞机、大
炮是一次全民参与的爱国运动，采访中记
者听到了更多的故事：机关职员节约办公
费，通讯员捐献稿费，爱国商人义卖……
他们以实际行动表达着自己的心愿。

（图为记者采访辽宁社会科学院研
究员卢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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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表

（截至1952年5月31日）

地区
原计划

捐献战斗机
捐款后

折合战斗机

57架沈阳市 38架

27架旅大市 22架

10架鞍山市 9架

11架抚顺市 8架

5架本溪市 4架

72架辽东省 31架

53架辽西省 30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