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庆祝八一建军七十周年

6 月 24 日在岳州路办公室召开了常务理事会袁 出席会议的有蒋南勋尧
徐以介尧谢伟铠尧王文煜尧王漫然尧李希生尧钱方安尧沈祖慎尧张静明尧唐祥福尧

陈君义等遥
首先由徐以介回顾了全国解放初期袁在高校参军的热潮中吴淞校友们爱国情绪高涨袁报名参

军人数与当时全校学生的 1/5袁达 53 人遥 经查找现在沪的有 14 人袁他们都是为保家卫国尧奔赴解放

军前线的思想先进而坚定遥 其中有人结局虽不甚理想袁仍是我们的楷模袁我们没有忘记他们遥 经讨

论袁决定对上海地区参军同学举行茶话会遥
经讨论八一参军同学聚会内容有院
1尧 聚会时间定在八月一日下午 13院30-15院30曰
2尧 地点院 岳洋大楼 306 室

3尧 邀请上海地区的参军同学和该班级的同学渊自愿参加冤曰
4尧 常务理理出席袁邀请名誉会长钱永昌出席曰
5尧 徐以介主持会议袁钱永昌致辞袁陈君义尧唐祥福负责会务曰
6尧 准备茶水尧水果尧点心渊或蛋糕冤袁预算费用院 1000 元遥
7尧 拍照渊每人一张留念冤
另商定院 今年下半年活动定于敬老节前后袁去洋山港参观袁之后袁选一餐馆用餐袁留相互交谈

时间袁后即归遥
△ 另通告

按校友理事会每三年换届的规定院 第九届理事会将于今年年底前进行换届选举袁请各班按现

有人数原则上四人以上推选两名袁9 人以下推选 1 名理事代表渊个别若不能选派理事代表的可指定

一联系代表冤袁在九月底前将名单告校友会办公室院 陈君义或唐祥福校友遥
吟 有简讯资料可发给院 tangxfu@126.com曰 wsszxyhcjy@163.com

△ 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来校参观校史馆

5 月 12 日下午袁 上海吴淞商船校友会会长徐以介等校友一行 73 人到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

参观校史馆遥 我校党委书记金永兴尧党委副书记门妍萍及校长办公室尧校史馆等部门负责人热情接

理事会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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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来宾遥
金永兴书记代表学校接受上海

吴淞商船校友会为祝贺上海海事大

学校史馆成立而赠送的 野承前启后尧
继往开来冶题词遥 他表示袁上海海事大

学一定不辜负老校友们的殷切期望袁
继承和发展上海吴淞商船学校开启

的中国高等航海教育事业遥 上海吴淞

商船学校的爱国主义尧 严谨治学尧敬
业务实尧自强不息尧坚韧努力尧无私奉

献的优良传统也将继续在上海海事

大学得到传承与发扬袁希望广大校友

继续为母校的发展和校史馆的建

设完善建言献策遥
老校友们参观校史馆吴淞商

船学校展区时袁仿佛又回到了为航

海强国而奋发图强的求学岁月袁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遥 老校友们纷纷表

示袁为展馆中珍贵的史料尧文物而

折服袁为学校厚重尧光辉的历史而

骄傲袁为学校诞生以来取得的巨大

成就而欣喜尧自豪遥 (撰稿院 校长

办公室尧校史馆 摄影院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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吟 上海海事大学要闻

揖上海木兰教育基金会三十周年庆典举行铱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木兰教育基金会三十周年

庆典在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举行遥 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袁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袁美国

福茂集团副董事长赵安吉尧总裁李明清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司长王晓萍袁上海市政府侨办主

任徐力袁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陆靖袁上海海事大学校领导於世成尧黄有方尧孔凡邨尧金永兴尧肖宝家尧杨
万枫及历届获奖者代表和第三十届木兰奖学渊教冤金获奖人员等出席庆典遥

揖上海木兰教育基金会三十周年庆典举行铱 2014 年 11 月 10 日上海木兰教育基金会三十周年

庆典在上海海事大学临港校区举行遥 美国福茂集团董事长赵锡成袁美国前劳工部部长赵小兰袁美国

福茂集团副董事长赵安吉尧总裁李明清袁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国外司司长王晓萍袁上海市政府侨办主

任徐力袁上海市教委副主任陆靖袁上海海事大学校领导於世成尧黄有方尧孔凡邨尧金永兴尧肖宝家尧杨
万枫及历届获奖者代表和第三十届木兰奖学渊教冤金获奖人员等出席庆典遥

揖集装箱供应链技术研究中心工程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铱 2014 年 12 月 8 日袁上海海事大学新建

集装箱供应链技术研究中心工程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遥 同济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晔袁上海高校监

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栋袁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肖宝家及物流工程学院尧资产处尧基建服务中心尧集
装箱供应链技术研究中心负责人等出席奠基仪式遥 集装箱供应链技术研究中心工程位于学校 4
号门旁袁总建筑面积为 13964 平方米袁其中地下建筑面积 3967 平方米袁项目总投资 7494 万元遥

揖校史馆预展启动铱 2015 年 1 月 9 日上午袁上海海事大学校史馆预展启动仪式在图书馆 7 楼

举行袁校党委书记於世成尧校长黄有方共同为校史馆预展揭幕袁党委中心组成员尧校史馆筹建办公

室成员参加仪式遥 仪式由党委副书记尧纪委书记门妍萍主持遥
我校校史馆建设自 2011 年 9 月酝酿筹备袁2012 年 2 月正式启动袁开始调研规划尧校史资料征

集和研究尧陈展文案创作袁2013 年 5 月经公开招标袁由上海康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参与设计施

各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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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袁2014 年 12 月基本完成验收和整改遥
校史馆坚持野务本求实尧特色鲜明冶的陈展理念袁采取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模式袁在文字图片实

物基础上袁配以模型尧雕塑尧多媒体等展示形式袁将学校历史以简明精雅尧凝重大气的方式展现出

来遥 馆址设在图书馆 A 楼 7 层南面袁陈展面积约 1000 平方米袁分序厅尧主展厅尧专题展廊尧摄影室尧
接待室等功能区遥 主展厅根据学校百年发展历程中野吴淞商船尧海运学院尧海事大学冶等三段历史区

分度较高的时期袁划分为三个主展区遥 主展厅外开放空间设有专题展区以及学校沿革尧史海拾贝尧
社会捐赠尧领导关怀尧历任领导等版块内容遥 校史馆预展本学期末仅面向本校教师员工袁下学期正

式开放袁开放时间暂定为每周三下午 13:30-16:00尧周四上午 9:30-11:30遥
揖市委决定金永兴同志任上海海事大学党委书记铱 2015 年 1 月 23 日下午袁上海市委组织部副

部长陈皓袁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虞丽娟袁市委组织部宣教干部处处长夏明林袁市教卫工作党

委组织干部处处长吴毅等一行莅临我校袁宣布市委尧市政府有关我校领导班子调整的决定遥 校领导

班子成员尧全体中层干部等出席遥 虞丽娟主持会议遥
陈皓副部长在会上宣读了上海市委尧市政府叶关于金永兴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曳袁宣布金永

兴同志担任中共上海海事大学委员会书记袁於世成同志因年龄原因不再担任中共上海海事大学委

员会书记职务曰免去金永兴同志上海海事大学副校长职务遥
吟 五月十二日部分去上海海事大学参观的上海吴淞老校友分别在桃林路和世纪大道地铁

1 号出口于十时上车出发参观渊报名 118 名袁实到 73 名冤遥 抵达临港新城海大已是午餐时间袁故
到学生食堂下车袁用了便餐袁休息片刻便到图书馆 7 楼校史馆参观遥 首先,在大厅台阶上与金永

兴书记尧门姘萍副书记(由交大新来任)和有关组织安排活动的老师们一起拍了集体照,之后在七

楼展馆入口袁徐以介会长与金书记互相交换了礼物袁即野承前启后袁继往开来冶词匾与象征野腾
飞冶的金色雕像遥

该史馆分三大部分袁 第一

部分是院 中国近代航海教育发

源于上海吴淞的吴淞商船专科

学校尧 其沿变过程和其学子与

当时殖民帝国争夺航海主权过

程曰 第二部分是院 在大跃进时

期由上海海运局和上海船厂的

吴淞校友们呼吁而成立的上海

海运学院的暂短过程曰 第三部

分是院 改革开放后上海海事大

学大发展过程遥 参观中大家兴

趣渤渤地看到这些难得一见宝

贵史料时袁都振奋不已袁同时也

领悟到袁为收集尧寻觅历史资料 银 今春校友们种植桃花已盛开,为校内一景遥 渊赵伟建 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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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花费的精力尧劳力袁还要到废品站查阅的艰辛以及将这些图片尧实物尧雕塑尧资料等加以尽善

尽美的编排袁又用多媒体手段使得展体更简显精美遥 这都引起了校友们的敬意遥
更加可喜的是袁看到了今天的海大已经发展到拥有航运各项业务的专业袁已是成熟了的海事

大学遥 愿海大负起其责任要要要野中国海事高等教育冶遥
参观后在回路上袁顺便参观了长江边的南汇嘴观海公园 遥
回到桃林路已是下午 5 时袁下车后向组织尧安排尧又陪伴壹整天的海大校友联络处周彬尧陈佳

儿老师道谢遥
吟 武汉长航总局原总工程师 46 屆轮机系曹祖舜学长正在上海探亲也参加了这次五月份的

活动袁並见到阔别六十多年的同班吳章寿同学袁如不经介绍己完全不相识了遥 在参观校史馆中看到

许多当年在校時的历史资料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在重庆曾当过校舍的長航所属的江顺輪船模時感

慨万千袁培感亲切遥 他代武汉的同学苏文豪等向彝海的校友致意问好遥
吟 2015 年 6 月 3 日广州吴淞校友会负责人吴昌世来我校友会办公室访问遥受徐以介委托袁由

谢伟铠尧李希生代表上海吴淞校友会热情接待袁并赠送有关书籍尧照片等袁中午在附近饭店用便宴
款待遥

吟 郁凤昌同学夫妇于五月份回国探亲袁身体状况良好遥 在五月中旬同学屠文钊夫妇尧岳明皋
夫妇尧蒋南勋尧吴友祥及黄钟华夫妇等相叙一次袁谈各自情况袁相叙甚欢袁相约明年再叙会遥

渊蒋南勋 供稿冤

吟 吴淞船校校园生活忆旧
1940~1941 年毕业渊驾驶冤 蒋惠明

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求学的一段经历是我青年时代值得十分珍视的袁而船校的校园生活丰富

多彩袁回忆起来最为甜蜜遥
记得约在 1935 年秋袁全国各地有一批初中毕业的莘莘学子袁为了立志献身航海事业袁幸运地

考进了吴淞商船专校预科班遥 他们满怀欣喜地来到吴淞炮台湾船校读书遥 预科班有高一尧高二两个

班袁当时我被分在高一班学习遥高一班约有卅五尧六人遥 任渭荪尧陈乃康及韩德培三人曾先后任该班

班长遥 高一尧高二两班同学约有七十余人袁那时他们天真活泼袁朝气蓬勃尧惹人欢喜遥
在校攻读专科的有驾一袁驾二和轮一尧轮二四个班级袁全校学生约有二百余人袁校长伍大名尧刘

永诰先后来校主持校务袁训育主任包寿眉尧军事教官陶一珊分别负责纪律和军事教育的工作遥
某日袁有早期老校长袁海军宿将萨镇冰来校讲话遥 萨校长在讲话中谆谆晓谕我们说院船校学员

的一切行动必须要野SMART冶袁即是迅速尧果敢袁这是海员们的主要条件遥 因此袁我们全校师生二百余

人平时在校都过着像海军一般的军事化生活袁严肃尧活泼袁个个意气风发袁备受赞慕遥
待到每星期天和例假日袁大家才可享受自由生活袁有的回到市区上海与家人团聚袁有的去上海

看戏或跳舞袁有的则呆在校中歇憩袁或者偶而三尧五同学相约去附近吴淞镇和宝山县镇上溜溜逛逛

倒也颇为舒畅遥 在周日早晨袁一觉醒来走到附近火车站旁小桥边的小饭店内来上一碗黄芽菜肉丝

面袁美味可口尧令人难忘遥 夜晚自修课之后袁有时在老广东那里买两块刹其马当作宵夜点心袁亦颇有

风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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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暑假期间袁午饭后休息片刻常去江边灯塔石埂两边江中练习游泳袁每逢春秋佳节的星期天袁
我们有时在校门口旁小操场上踢踢小橡皮球尧或打打篮球遥 有同学吴志贤者袁人小灵活袁篮球打得

极好袁在篮球场上满场飞跃袁人人称赞遥
我们高一班上袁曾由任祖武袁龚祖德同学发起组织一个野七子乒乓队冶遥 队员另有杨少华尧陈玉

书尧林伯珖袁陈乃康及本人七人遥 建队之后曾先去吴淞镇海滨公园旁野吴淞镇卫生院冶与那里的护士

小姐们作友谊比赛尧还曾去宝山县镇上城西中学与该校教工们比赛遥 我们高一和高二班的小足球

爱好者曾与隔壁水产学校的小足球队踢球比赛袁联络友谊袁后来校中又有驾一班同学冯树屏尧朱振

騋等发起建立了一个野海鹰冶大型足球队袁队员有汪鞠俊尧唐哲宗尧李淮生尧杨少华尧张玮尧余功恺尧戴
雪欣尧鞠贯钦尧任程道袁陈玉书尧陈柱明袁龚祖德尧钱家骏尧沈家騄及本人等共十六尧七人袁并特地定制

了一套绿色的球衣袁经常在校中大操场上练习踢球袁并约友队比赛以丰富我们的课余生活遥 总之袁
我们在吴淞船校求学时代的校园生活确是十分愉快活泼袁如今大家皆已古稀之年袁屈指算来半个

世纪已经过去了遥 回忆往事袁历历在目袁真是极为甜美又幸福的啊浴

吟 施祖炜顾问逝世

老民生公司原船长尧新民生公司原执行董事尧顾问施祖炜因病于 2015 年 4 月 9 日 12 时 45 分

逝世袁享年 103 岁遥 施祖炜于 1937 年 7 月抗战时期进入老民生公司工作袁先后在民生公司任二副尧
大副尧船长和上海分公司船务课主任袁直在民生公司工作到 1952 年 7 月袁为民生事业的发展袁支援

抗日战争袁保护民生公司船舶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1984 年新民生公司重建后袁先后担任民生公司上海

分公司经理尧民生公司执行董事袁顾问袁为新民生公司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遥 从工作岗位退下来

后袁仍然非常关心民生事业袁还经常给职工讲述民生公司的历史和民生精神袁深爱民生公司全体职

工的敬重和爱戴遥
卢国纪董事长和民生公司惊悉施祖炜顾问逝世后袁非常痛惜袁卢国纪董事长和民生实业渊集

团冤有限公司向施祖炜顾问的亲属发了唁电袁谨向施祖炜顾问的逝世致以最深切悼念袁并向施祖炜

顾问的亲属致以最诚挚的慰问遥 渊白云 摘自叶民生人小报曳冤

△ 百年航运的见证人
要要要百岁老人施祖炜采访侧记

南寻北

辛卯兔年袁腊月二十三袁农历小年遥 虽然离除夕还有一个星期袁空气中已经洋溢着年味遥 此时袁
中华民族视为吉祥的龙袁正踏着祥云赶往人间遥 家家户户正忙着准备年货袁迎接祥龙降临遥

天气阴霾袁上海四川路四川里 12 号的老式石库门二楼房间袁一位老人身着大红的中式对襟袁

怀念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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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戴紫色的圆顶艺术帽袁坐在窗前袁正用水笔在誉写古诗词遥 他面色红润袁腰板挺直袁不知情者谁也

看不出他已是跨世纪的百岁老人遥 他就是施祖炜遥
他抄写的是一本为儿童编的古诗袁选中宋朝陆放翁的七言诗要要要叶示儿曳遥 抄到野王师北定中原

日袁家祭无忘告乃翁冶时袁他停下了笔袁眼睛望向窗外远方遥 他在看什么袁是百年的航运发展袁还是社

会的沧桑烟云钥 抑或是在等待造访的客人钥 几天前袁叶中国海员曳杂志社来电袁说要采访遥 这只有施

祖炜自己知道遥
上海市航海学会秘书长桑史良这天也很兴奋遥 他正翻阅自己编撰的历史书籍要要要叶百年风涛曳

要要要吴淞商船学校曳袁看着那批吴淞商船学校旧址寻源觅根的航海精英们的留影照片袁感慨万千遥
他们都是航海界的泰斗级人物袁可是岁月无情袁这些曾为中国航运发展做出杰出贡献袁中国航运百

年坎坷的见证人一个个地离开人世袁如不赶紧留住他们记忆袁后人撰写的航海史无疑会留下空白遥
可不袁曾经与桑史良一起编著这本历史大书的航运耆宿洪振权袁在书籍付梓印刷时离开了人世袁留
下了无尽的遗憾遥 如今面对这些仅存的历史人物袁他如何不激动浴 到了四川里的石库门施祖炜家

中袁他情不自禁地拿起相机袁对着一本本影集尧墙上的照片及施家后辈拿出的物件一阵狂拍遥 他知

道袁上世纪 30 年代吴淞商船学校毕业证书尧新中国第一批船员证书噎噎都是珍贵的实证史料袁一
旦错过将后悔莫及遥

施祖炜红光满面袁身体健朗袁只是耳朵背得厉害遥 这大概是长寿老人的一个普遍现象袁全心关

注自己的内心袁哪怕泰山崩于眼前遥 采访者问了许多话袁不是野啊袁啊冶袁就是答所非问遥
野你是不是 1937 年毕业于吴淞商船学校钥 冶野吴淞商船学校遥 冶如一个霹雳袁施老微微一震袁睛眼

放出亮光遥 时光隧道打通了袁如烟的往事电影面面般地浮现在脑海遥 历史变得清晰起来遥
家庭熏染袁走上航运兴国之路

1912 年 2 月 26 日袁施祖炜出身于江苏海门的一个大家族遥 1933 年袁施祖炜高中毕业后袁考入

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系遥
施祖炜向往航海与他的家庭有着密切关系袁他父亲和大哥都在大达公司船上工作遥 说起与轮

船结缘袁他们家族有一段故事院施祖炜的祖父施名扬在河西开木行的时候袁正值中国末代状元张謇

赴京进士遥 张謇途中路过木材店袁施名扬仰慕张謇才情袁在张謇临行时送了三百银元给他作路费遥
自此与张謇结下友情遥 那时袁积弱积贫的满清袁看到洋人的坚船利炮袁兴起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

务运动袁企图走实业救国的道路袁张謇是其中一个积极实践者遥 他开商行袁办工厂袁创办轮船公司

噎噎此时袁自然忘不了曾经帮助过他的施家袁于是施名扬的两个儿子都上了大达公司的船遥
耳濡目染袁施祖炜从小就对轮船感兴趣袁希望长大后也能像父辈一样能航行江海袁报效祖国遥

进了吴淞商船学校袁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氛围更坚定了他的信念遥
可以说袁商船学校 4 年的时光是施祖炜最为快乐和充实的时光遥 学校在吴淞炮台湾袁吴淞铁路

可以到达遥吴淞口外水天一色袁帆影点点曰环境幽雅袁空气清新袁一进校门就令人有舒畅感觉遥 教室尧
宿舍尧操场在当时都堪称为先进尧学校游泳池是远东最大的遥 更让施祖炜兴奋的是袁学校直属交通

部袁不仅学杂费免收袁而且是半军事化的训练方式袁学生在校一律穿制服袁上课尧下课尧起床尧熄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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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军号指令遥
上世纪 30 年代袁正是风云激荡尧国难当头之际遥 国内军阀混战曰日本人屡屡进犯袁占领了满洲

国后袁又把贪婪的黑手伸向华北尧上海噎噎淞沪战争爆发在即遥 试问袁哪一个中国人不义愤填庸袁不
摩拳擦掌袁准备与日寇拼死一战浴 这军事化训练的吴淞商船学校曾是当时多少热血男儿的向往钥 在

学期间袁施祖炜刻苦学习袁准备学得一身本领为国效劳遥
1937 年袁施祖炜学业毕业袁面临工作的选择遥 此时袁正如如今大连海事大学尧上海海事大学学生

毕业之际袁各大船公司都到学校进行推介一样袁不少轮船公司都来商船学校游说遥 谁都想把好的学

员囊括到自己的麾下袁人才就是生产力袁就是竞争力袁这个道理在上个世纪就流行了遥
民生公司来人了袁太古尧怡和等外轮公司也来人了袁吴淞商船学校的学生抢手得很遥 可是袁施祖

炜却十分青睐民生公司遥
在学校期间袁他就听说过民生公司的卢作孚先生的一些传奇故事院 卢作孚领导的民生公司袁

为整合民族航运业力量袁于 1931 年开展了野化零为整袁统一川江冶的活动袁合并了川江上几乎所有

的民族航运企业袁向列强势力争航权遥 外商航运势力起先并未把民生公司这个弱小的中国民营公

司放在眼里袁当卢作孚以超人的组织能力袁在一年内就完成了川江重庆上游的航业统一袁开始向

列强势呼把持的川江下游进军时袁川江的老资格野霸主冶太古尧怡和与日清等外轮公司袁就无法安

坐了遥
于是三大外轮公司联手打压野民生冶袁针对野民生冶尧太古尧怡和尧日清三个庞然大物开始行动了袁

他们或明或暗袁或联手出击袁或单打独斗袁对野民生冶实施打压遥 他们的招数就是压低运价袁不惜亏本

运营也要把民生拖垮遥 甚至企图收买渔船袁去撞击民生的船只遥
卢作孚对形势进行判断后袁民生公司一方面降低成本袁一方面积极争取客货来源袁顶住了外轮

公司的压力遥 同时袁他加快了轮船改造和更新袁增加了船上的救险设备和生活设施袁安装了无线电

台尧电冰箱尧蒸汽消毒柜尧电风扇尧收音机曰增设了浴室尧卫生间尧阅览室尧娱乐室曰为旅客代办电报和

邮件收寄业务遥 这些袁过去在川江上的中国轮船上是从来没有过的遥
民生公司取得胜利袁更是与民众高涨的爱国热情有关袁千千万万的爱国民众袁就是野民生冶的强

大后盾遥 就在外轮公司联手打压野民生冶之际袁重庆一带的民众自发地提出野要坐民生船袁不坐外国

船冶袁工商业者也不把货物交给外轮公司运输遥 公司员工也爆发出商品的爱国热情袁疾呼野为公司争

口气冶尧野勒紧肚皮袁也不让民生公司被外商挤垮冶遥 员工们向公司提出袁可以缓领或少领薪水遥 一些

职员只顾忘我工作袁根本野不问发薪多和少冶袁誓与公司共度时艰遥
民心可恃袁卢作孚在逆境中得到了最可靠的支撑袁他又着手收购捷江公司袁使野民生冶在与外轮

公司争夺川少航权的较量中袁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遥 川江上的外国旗威风不再袁浩浩江风袁到处吹

拂的是民生公司光彩耀目的旗帜浴 至全面抗战爆发前袁民生公司在川江上的轮船总吨位袁已超过了

外轮公司的吨位总和袁在载重量上也接近了外轮公司的总和遥
如此富有民族气节的实业家袁跟着他是一种骄傲遥 施祖炜与他的同学 20 余人毅然与民生公司

签下合约袁从此施祖炜踏上民生公司旗下的轮船甲板遥
渊未完待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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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接上期冤

有幸参与中国的野敦刻尔克冶

1937 年 8 月 12 日袁施祖炜到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报到袁即被分配在 1936 年在江南造船厂建

造的当时野民生冶最大最新的船野民元冶轮任二副院 该全国纪录是上海直达重庆的定期客货班轮遥 船

长尧大副都是吴淞商船学校的同学遥
野民元冶轮于当日下午开航袁船到南通袁天色已黑遥 日寇已着手进犯江南遥 为了防空袁航标灯全部

熄灭遥 野民元冶轮无法再航行袁择地抛锚过夜遥 第二天清晨继续航行遥 到江阴炮台江面时袁遇见前面

十条海轮袁野一冶字形排开袁在航道中间抛锚遥 船长正在犹豫袁忽见一小汽艇开来袁用话筒传呼袁野民元

轮跟我航行遥 冶野民元冶轮尾随小艇前行袁安全从海轮中间穿过袁快速前进遥 第二天到了南京袁才知道

淞沪战争已经打响袁19 路军战士为了保卫上海正与日寇作殊死战斗遥
野八窑一三冶事变的爆发袁中国进入了全面抗战时期袁不久袁战局恶化袁为了阻止日军沿长江西

进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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