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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机工组歌 王永鸿

GROUP SONG OF OVERSEA CHINESE MACHANICS/

DRIVERS FROM NANYANG

历史从来没有忘记他们

HISTORY HAS NEVER FORGOTTEN THEM

新加坡开埠已两百余年，谨以此原创作品献给八十多

年前，浴血奋战在滇缅公路上的南洋华侨机工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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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歌：

组歌泛指由多首歌乐曲组成的套曲。由同一主题思想，

有各自独立性的歌曲组成。每首歌曲内容互有联系，

反映作品内容的各个不同侧面，歌曲体裁和演唱形式

丰富多样，如中国的长征组歌就是组歌的典型代表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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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序曲：救亡之路(朗诵：救亡血路）

2）歌曲：路

3）歌曲：艰险之路

2.组歌第二部【从召唤到出发】

1）朗诵：七七事变后陈嘉庚的召唤

2）朗诵：饯别会上

3）朗诵：送别

4）歌曲：承诺

5）歌曲：再见了！朋友，兄弟

6）歌曲：机工出发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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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组歌第三部【从初临滇缅公路到抢运忙】

1）朗诵：滇缅公路上

2）朗诵: 大地虽宽路难行

3）朗诵：为了

4）朗诵：雨和雾

5）歌曲：抢运歌

6）歌曲：有时

7）歌曲：远走

4.组歌第四部【从送远征军、大撤退到炸毁惠

通桥】

1）朗诵：喋血滇缅桥上

2）歌曲：送远征军

3）歌曲：生死之路

4）歌曲：工程抢修队之歌

5）歌曲：怒江愤歌

6）歌曲：炸毁惠通桥

7）朗读：断桥后话

5.组歌第五部【义薄云天】

1）朗诵：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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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朗读：难忘的一天

3）朗读：义薄云天的南侨机工

4）歌曲：苦追忆

5）歌曲：那天

6）歌曲：残碑破坟

6.组歌第六部【丹心照汗青】

1）朗读：丹心照汗青

2）朗诵：无怨无悔

3）歌曲：路上的歌

4）歌曲：你们是谁我钦佩

5）歌曲：心曲

6）歌曲：我们一定要唱响南侨机工

7.组歌后话

【注】：

此作品将来如有机会作为观摩会或公演，建议将

每部的朗诵、朗读以及合唱相互穿插；歌曲处理

方面更可以多样化，如分配好男女独唱、领唱、

混声合唱、轮唱等方式，相信效果会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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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歌第一部【滇缅公路】

朋友，你到过滇缅公路吗？

这条长达 1146 公里的中国抗战唯一国际通道，从 1937 年 8

月动工，依靠二十万各族男女老少手上的简陋工具，仅用 10

个月就完全建成，1938 年 8月测试后通车。

滇缅公路也是我们 3192名南洋华侨机工当年抢运战略物资，

浴血奋战的战场，虽然已经过去了近八十多年，但是历史从

来没有忘记他们。今天，我们要为历史补遗，要为南侨机工

歌唱，歌唱他们的质朴正直，大公无私，歌唱他们的团结奋

斗，歌唱他们的英勇无畏！

朋友，你体验过战争时行路难吗？如果没有，请听听组歌第

一部【滇缅公路】的歌曲：【救亡之路】、【路】和【艰险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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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亡血路 }

为筑路救国 山路筑不停

老乡二十万 血路一段段

奋战三百天 前行复前行

舍命拼搏 推进再推进

不停不歇 犯病伤残流血

深山古林中 你有他有家家有

开山又炸石 谁顾孩童病痛

天天灰头土脸 苦得声嘶力竭

人人紧咬牙根 抗日的日子

艰苦中坚持 就像一把刀

坚持中坚忍 督促着人们

呕心沥血 日夜把路造

筑路千余里 人人心往一处使

翻山又越河 个个劲往一处发

终身伤残 伤残生死谁计数

不胜计数 出生入死众老乡

命丧黄泉者 若数救国功劳

看啊 你们

土埋三千穴 与天一般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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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歌第二部【从召唤到出发】

南洋华侨机工支援滇缅公路抢运战略物资已过去八十多个

年头了！

朋友，让我们回顾当年南洋侨领陈嘉庚先生招募机工抗战和

他们出发的情景吧。1937 年 7 月 7 日，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

后，日本全面入侵中国，同时全面封锁了中国沿岸所有进出

口通道。

在这抗日战争的最艰难、最危急时刻，陈嘉庚先生应国民政

府请求，在 1939 年 2 月 7 日，以南侨总会名义发出《征募

汽车修机人员回国服务》通告，南侨总会领导人候西反、黄

奕欣、刘牡丹、王铁汉等人，也经常穿街过巷走乡村，发表

演说动员鼓励华侨应募，结果得到热烈的响应。

很快就招募到来自南洋等九个国家地区的 3192位热血青年，

于是南侨总会把他们训练成为机工，在星加坡分九批出发，

另在槟城也分六批出发，赶赴滇缅公路，加入抗战的行列。

朋友们，请听听组歌第二部【从召唤到出发】的朗诵【七七

事变后陈嘉庚的召唤】【饯别会上】【送别】以及歌曲【承渃】

【再见了！朋友兄弟】【机工出发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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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后陈嘉庚的召唤】

南洋侨领一声唤 ：祖国有难 !

人人满腔热血，回乡救国共赴国难

山芭城乡，工人农民小贩

高举正义大旗，相互奔走呼唤

大家四海同心，慷慨解囊

出钱出力不怕难

相互团结，节衣缩食，前仆后继，全为抗战

三千南洋机工，报名抢运物资，救亡热情高涨

个个的决心，都是金不换

都是金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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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饯别会上】

回国抗战一声雷

报名处人来人往

声如惊雷

个个兴奋

人人不觉累

怡和轩、双林寺、同济医院

地板快踏碎

亲友闻讯

又惊又喜又流泪

轮番宴请表心意

父送药来母给镭

妹送钢笔哥送表

浓情厚意磊磊

火热的亲情

让人垂泪

抗日的激情

天天在积累

这出发前夕个个兴奋

怎么能睡

这夜人人激动

话声如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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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别】

大敌当前 敌方传来 我们坚信

日寇在嚎叫 阵阵的狂笑 任重重障碍

南洋的人们 危机和耻辱 只要山不倒

亡国亡家亡族 让南洋机工们 只要水不断

通通吓不倒 愤概加咆哮 人民不会败

听 看 让

送别人群的欢呼声 今天大家集合一道 我们走在一道

个个响彻云霄 我不知你是谁 人人有情有义

此起彼落的壮语 你也不知我是谁 懂得什么是爱

带给人人欢笑 只知报国尽孝 对故乡土地

夫妻珍重道别 个个无怨无悔 对父老乡亲

父母叮咛嘱托 为了抗日救国 充满着爱

不躁不骄 不分老小 深深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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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歌第三部【从初临滇缅公路到抢运忙】

朋友们，援华物资是保障抗战胜利的血液，从 1939 年初到

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止这三年间，滇缅公路共投入一万三

千多辆汽车；虽然环境一天比一天恶劣，生活艰苦，但机工

们不怕流血牺牲，川流不息，昼夜不停的抢运着各种物资。

抗战让他们深刻认识到生命的不易，出于对家乡故土深深的

爱，他们认为就算人死了，这条路也不能死。从那时起，百

个、千个机工们，彼此相依，团结苦干，没人想让战友独自

面对风雨。这是人的力量，友爱团结的力量！

他们这种不离不弃，一个都不落下，那怕黄泉路上我们一起

走，生死与共、义薄云天的气概和想法，都在南侨机工们的

工作和生活行动中体现出来，他们情深义重，是救亡运动中

的义勇军！

请听组歌第三部，描写机工们心声的朗诵：【滇缅公路上】【大

地虽宽路难行】【为了】【雨和雾】以及歌曲【抢运歌】【有

时】【远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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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缅公路上】

滇西横断山 滇缅路上 滇缅路上

缅北高黎贡山 孤独寂寞 各小分队

一山比一山高 一片苍凉 天天天天

怒江、澜沧江 处处有瘴疠 到头又折返

条条 山山有石流 都是时间逼

激流深谷 雨天有泥泞 同一条路

处处 白天有敌机 偶尔相遇

悬崖峭壁 夜里有蛇虫 一声招呼

筑路架桥 抢运弹药棉纱 互道惊喜

万苦千辛 换人不换车 偶尔吃饭

车行其上 换车不换人 围在一起

踉踉跄跄 上货下货再上货 相互鼓励

路路惊心 川流不息 好好保养物资

坡坡失魂 昼夜不停 力求安全送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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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虽宽路难行】

荒郊野岭 左边悬崖 夜雨阵阵

无比寂静 右边深谷 浓雾疏散

不灭的星空 已成为我们 四周一片苦寒

弯弯的月儿 天然路伴 上山最怕

正为我引路 以路为乡 车死火

夜风 以车为家 下山最怕

却送来了乌云 习以为常 车失控

掩住了残月 咱们货车司机 上山容易

豆大的雨点 一不怕 下山难

开始向 蚊虫叮咬毒 不怕

山间田野 二不怕 翻车落崖

悬崖峭壁 炮火凶猛狠 魂归天

洒落 就怕 就怕

大地一片乌朦 吸了毒气弹 没轰轰烈烈

远近都觉幽深 瘫在车上 为国战死

无心夜景壮美 动弹不得 能为国捐躯

咱们始终专注 半死不活 纵使永合上眼

抖擞精神 死不瞑目 也没一声埋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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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为了 为了 为了

收复失地 完成任务 反法西斯

为了 为了 为了

赶走强盗 安全稳妥 全国胜利

为了 为了 为了

战胜敌人 支援前方 鼓舞全民

不管 为了 为了

处处封锁 全国战场 世界和平

不管 为了 为了

天天轰炸 争取胜利 人民幸福

不怕 不怕 那怕

山有多高 路有多险 山更高

不怕 不怕 那怕

路有多遥 活有多难 路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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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和雾】

风 雾

吹雨 宿雾

雨带风 盘山峦

密密的落下 层层的缠绕

像支支利箭 敌人看不到

下着 下着 我们 我们

泥泞沾满车道 也看不到敌人

大卡车一辆 寂夜人孤独

紧跟着一辆 低开的车灯

慢慢在地上 在半山腰里

爬动 爬动 游动 游动

泥泞沾满了 如此的寂夜

车身 浓雾

那是最好的 是我们最好的

保护色 夜行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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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歌第四部【从送远征军、大撤退到炸毁惠通桥】

1941 年 12 月 8 日（美时间 12 月 7 日），日本发动太

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成功，同一时间日本也向中印

半岛和马来半岛发动疯狂的进攻。当时英国虽在西欧

与德军、意军恶斗，在缅甸和马来半岛上，仍然各驻

有超过十万的兵力，他们在人数和装备上都远超日军。

当 1941 年 12 月 10 日，英国战舰威尔斯亲王号和反

击号被日本的轰炸机击沉后，英军和他们的雇佣军就

士气消沉，在中印半岛和马来半岛两地，只顾执行退

而不守的撤退战略，完全没有与日军决战的意愿，英

军为了自身的安全，打算把缅甸让给日本，所以他们

除了懂得撤退还是撤退。

1942 年 2 月 15 日新加坡沦陷时，正是中国远征军第

6 军的 49 师和 93 师入缅要协同英军作战的时刻。这

时部分南侨机工还担任运送远征军和小装备入缅的

任务，后来战情急转直下，南侨机工才不得不撤离。

因负责运输重型机车的英军不配合，远征军的重型装

备迟迟不能到位，导致战局吃紧。早已已无心恋战的

英军，面对如狼似虎的日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接

连的败退，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他们一心要撤到印度，

所谓中英协同作战，形同废纸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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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两军在缅甸的不连不合，根本无法扭转局面，英

军为了保存实力，把远征军当挡箭牌的行为令人怒发

冲冠！

这时从马来亚和星加坡腾出手来的日军，赶赴缅甸加

入战局，他们迅速对远征军形成了分割与合围，使原

定的平满纳会战，变成远征军各自死守的孤军死战。

前线奋力拼搏无援的南桥机工工作得艰苦、奋战得顽

强！请听朗诵【喋血滇缅桥上】【断桥后话】歌曲【送

远征军】【生死之路】【工程抢修队之歌】【怒江愤歌】

和【炸毁惠通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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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喋血滇缅桥上】

呜。。。。。。 咱们修路修桥

轰。。。。。。 人人奋勇个个争先

滇缅桥上 日以继夜夜以继日

百架敌机 人民抢修队

一批又一批 任你滥轰滥炸

呼啸轰鸣 就是不害怕

一次又一次 抢修重修

偷袭滥炸 不计日夜

排排射来的子弹 不惜代价

颗颗要你见阎王

他们炸人炸车

炸路又炸桥

什么都想炸

什么都想射

腥风血雨中

你炸我修

修好又来炸

炸坏再重修

炸炸修修

修修炸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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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 炸了飞走又再炸

轰。。。。。。 断断连连连连断断

滇缅桥上 无休无止无止无休

日轰夜炸 我们抢修队

狂轰又滥炸 不辱使命

来来去去 由始至终

没日又没夜 给连上接好

条条退路 再次连上

已经封闭又堵死 再次接好

唯有咬牙拼死

我们时刻准备

把握住修复

那分分秒秒

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已经忘记

什么叫疲惫

滇缅公路

昌淦桥头

功果桥边

惠通桥上

多少次无数回

断了连了又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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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桥后话】

人道惠通桥

一桥接两岸

天堑变通途 日寇强攻不胜防

利民又兴邦 惠通紧胁大后方

国军自保炸桥樑 棋高一着

改写抗日史一章 胜过万语千言

桥毁天堑乍现

日寇被阻水一方

怒江活像一堵墙

阻日军困西岸

国军东岸屯重兵

铁桶重重固如山

飞虎队高空盘旋

就像天鹰一般

牢牢稳住了

西南大后方

任你日寇野心狼

张牙舞爪乱嚣张

会师昆明美梦断

此恨绵绵空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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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野心幻灭难渡江

望水兴叹没指望

愁困西南两年余

战机全失犹顽抗

撑到滇西大反攻

我军桥路两修通

日寇困守松山中

战情惨烈死伤众

山路水路全被封

强敌终究挡不住

人民敲响的丧钟

山野横尸白旗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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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歌第五部【义薄云天】

朋友，在滇缅路上，人们经常听到南洋机工的死讯。

他们有的染了疟疾因无药医治而活活耗死、有的被日

本飞机炸死、有的不慎摔下悬崖、有的被泥石流冲走，

连尸体都找不着。

尽管如此，他们在抗战面前，人人宁可浴血天涯路，

却没有一个人提出要回南洋。如此情怀，让人感动，

他们的这一点光，点亮了千万颗抗战的心！

朋友，现在还有些曾经参加抗战的老战士和他们的下

一代，在清明节时，站在滇缅公路的边上，面对错错

落落的残碑破坟祭奠，或在家乡的祭坛上对空遥祭。

他们希望把时空唤回当年，为千百位南侨机工呼喊：

你们踏着南海怒潮来，化作边关报捷鸿雁，你们乘着

长风归去，千山垂目，万水追念。

请听组歌第六部【义薄云天】的朗诵【祭】【难忘的

一天】【义薄云天的南侨机工】 以及歌曲：【苦追

忆】【那天】和【残碑破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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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

忆往事 兄弟 寥寥几句 好好的走

看今朝 你的墓穴 说尽平生事 总有一天

多少自豪 静静地 天下无不散 你我在天上

多少哀思 孤单的 的宴席 相会

八年抗战 竖立在 那天

人在心里 滇缅路旁 也许你驾得

家在千里 只有 太累 太累

家在千里 古林深山 也许你需要

人在心里 和你作伴 睡上一睡

终于 清风流水 那就合着眼

我们赶走了 经常来访 让黄土把你

无耻的强盗 你的灵魂 轻轻

让山河 似乎还在 盖住 盖住

更挺立 天上 叫大地

让土地 游荡 游荡 别惊醒你

更秀美 你听 叫山风

让人民 蟋蟀唱得 轻声呼啸

和平欢乐 多好 让你安心

可这美景 你看 入睡 入睡

有人 墓草长得 让你在长梦中

看不到 多高 好好的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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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的一天】

那天 我心虽急 黄昏 今夜

令人难忘 却回不去 月升日落 来到坟前

更令人伤悲 为了 从日到夜 顶上一轮

我们四车 金鸡纳霜 从夜到日 金黄圆月

载药小分队 为了 眼眶的泪水 引出

离开畹町 保护弹药 早已干涸 无限遐思

驶向芒市 我得 踩油门的脚 含着泪

大雨初歇 奉命忍泪 已经麻木 默默请罪

夕阳在西 没命的飞 我眼里 长声悲叹

我在东 悲愤感慨 只看到 仰头望天

红日将尽 已被时间 无尽的山 无尽处

我拐过山头 咽下去 无尽的路 看得真切

云层冲出 三位兄弟 嘴里重复 薄云里

两架敌机 壮烈牺牲 叨念着 还闪烁着

朝我山后 让我 三位兄弟 三颗星

展开无情 痛苦得 唯一一次生命 在云里探头

射击 尽情流泪 就这么走了 像是和我

射击 流泪 走了 话别

。。。。。。 。。。。。。 。。。。。。 。。。。。。



52

【义薄云天的南侨机工】：

从 1939 到 1942 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为止这三年间，滇缅公

路先后共投入一万三千多辆汽车，靠机工们不怕流血，不怕

牺牲，川流不息，昼夜不停的抢运着各种物资。从那时起，

百个、千个机工，彼此相依，团结苦干，没有人想让人独自

面对风雨。这种不离不弃，一个都不落下，生死与共，义薄

云天的气概和想法，在南侨机工具体的生活中经常体现出来。

艰难的岁月，光荣的洗礼！南侨机工无论前程多么坎坷，总

是乐观的面对，无怨无悔，面对任何危急的情况，抢运工作

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然而，排在他们面前的抢运工作还是一

个接着一个，危险总是一拨接一拨。但人人不会停歇，因为

他们脑海里始终叨念着：千万不能破坏后勤补给！

因种种原因，比起飞虎队、远征军，南洋机工的知名度并不

高。但是他们当年义无反 顾地投身到国内波澜壮阔却又残

酷的反侵略战争，用青春、鲜血和生命，一遍又一 遍地，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救国之歌。

虽然他们身上没有穿着军装，但驾驶的公路是他们的战场。

今天，我们只想通过组歌的形式，让世人进一步了解滇缅公

路和南洋华侨机工们回国抗战的历史，同时弘扬南侨机工们

凭着一颗颗赤子之心，不断去战胜困难，为的是要收获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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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歌第六部【丹心照汗青】

朋友们，万众筑血路，机工谱丹心；远征壮歌行，铸

就抗日功。

因种种原因，比起飞虎队、远征军，南侨机工的知名

度并不高。但是，这 3192 名南洋归国华侨们，当年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国内波澜壮阔却又残酷的反侵略

战争，他们用青春、鲜血和生命，一遍又一遍地，谱

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救国之歌。

“海外归来志未酬，风尘仆仆群山头。轮盘日夜无停

息，不复山河誓不休！”这是南侨机工第十一大队倪

鸿声 1940 年 5 月留下丹心一片的诗句。

虽然他们身上没有穿着军装，但驾驶的公路是他们的

战场。今天，我们只想通过组歌的形式，让世人进一

步了解滇缅公路和南洋华侨机工们回国抗战的历史，

弘扬南侨机工精神。

希望他们这股热爱乡土、敢于拼搏和牺牲的精神能够

在舞台上绽放！南洋的同胞将为他们的肝胆荣光骄傲！

请观赏组歌最后一部第六部的朗诵：【丹心照汗青】

【无怨无悔】以及歌曲【路上的歌】【你们为谁，我

敬佩】【心曲】【我们一定要唱响南侨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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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心照汗青

长途漫漫，铁血忠诚，留下一片爱。朋友们，从 1939 年投

入支援抢运工作至抗战胜利后这七年里，南侨机工先后牺牲、

病故、失散有 1028 人。返侨居地的有 1126 人，留在中国定

居者有 1072 人。他们忠诚一辈子，服务一辈子，今天还存

活在世上的估计不到 5个人，还活着的也已经是百岁高龄了。

在首三年多的抢运物资过程中，南侨机工们的这种宁死不屈

的民族气节，人人有担当的爱国精神，是何等崇高！当年他

们本在南洋殖民地有安定的工作和生活，为了抗日救国，为

了尽个侨民的义务，为了中华儿女的匹夫之责，义无反顾的

参加到机工的行列，成为一支肩负海内外千万侨胞重托的正

义之师。他们活像一盏灯，在风雨里点燃着。他们质朴正直

的一生，才配以质朴的诗文记录。

天下哭亡，匹夫怎能相忘？无舍不成义，他们此等义举，人

民永远忘也忘不了。南侨机工的事迹与贡献，不仅体现出伟

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展现了伸张正义的伟大国际道义责

任，这也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动力。他们虽然是一群

无名英雄，作为后人的我们，应永远记住他们的历史功绩。

从他们身上散发出暖暖的爱和匡扶正义之情，一定会长长久

久，久久长长。

无论南侨机工去到那里，都是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工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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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爱国精神和献身为国的情操，将仍然为我们这一代及后

代所敬仰，也将会为我们新加坡培养本地的爱国精神提供精

神给养。今天，生活过得相对安逸的我们，对过往真实的历

史一概无知或感到一片模糊，这让人感慨，也让人心痛！特

别是年轻朋友们，我们要擦清历史这面镜子，抹去灰尘，别

让枉为史者的三言两语给绕开了历史事实而毫无感知，真实

的历史是不能遗忘的！生活在现代的老一辈们，相信也未曾

淡忘那段历史，我们必须以史为鉴，走好未来的路。请谨记，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无怨无悔】

从古到今普天之下 为赶走日本侵略者

没见过有一条路上 为反对法西斯战争

有那么多司机拼搏 为争取抗战早胜利

有那么多司机丧命 所做牺牲都是值得

面对种种死亡伤残 人若是有选择机会

大家始终无怨无悔 就应选择该做的事

他们是真正的勇士 可能痛苦离别伤悲

南洋漂洋过海回来 大家始终无怨无悔

大家心里早已明白 不忘初衷始终前进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南洋机工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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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机工组歌后话】

朋友们，这本小小的、简陋的南侨机工组歌总算完稿

了！

南桥机工的历史离开我们已经超过 80 年，但是人民

是否能够认真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永志不忘！我们

每一代人，又能不能够不断避免让自己成为史盲呢？

从现在的实况看来，我们的新一代，离这个要求 是

很有距离的！我个人认为，一个没有对历史有正确认

知、不能够以史为鉴、继往开来的人民，就不能够加

深自己对正义的认识，培养应有的正义感和正确的历

史观，也就对过去搞殖民地和霸权的国家没有正确的

认知。

这个世界，无论大国还是小国，分不清好与坏、善与

恶，就很难长远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南桥机工的事迹告诉我们，他们当时在惊涛骇浪中 ，

舍生忘死，夜以继日，不辞辛劳，并且必须义无反顾

进行一场场旷世搏斗！他们凭着坚定勇敢的斗志、忠

诚、担当和奉献，体现了 为人民服务这最平凡、最

伟大的承诺，他们是来自人民的伟大历史战士，因为

他们有担当，他们知道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

责，更体现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但是几个几十几

百几千几万个人的力量结合起来，就是伟大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