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沈氏家谱中沈家村村境
图，右上角为飞机坠落地和湘
主殿，左上为飞行员降落点。

2.沈有元老人指示飞机
坠落点。

3.树后中间位置就是飞
机坠落处。

4.沈礼全指着大雷山方
向说：飞机是从那个方向飞过
来的，大雷山的背面是永昌。

今年 ! 月 "# 日，区史志办专门到飞机
坠毁点新登镇潘堰村沈家村自然村走访了
当地几位知情的老人。在沈家村，笔者还翻
看了民国时期编修的《沈氏家谱》，家谱里有
详细的新登县境图和沈家村村境图，在几位
知情老人的帮助下，在图上标注了飞机坠毁
地和飞行员牺牲、降落点。

下面是沈家村几位老人的说法。
沈全荣（男，1933年 10月出生）、沈树荣

（男，1937年 11月出生）口述：小时候，听父
母亲讲，他们看见飞机在永昌上空的时候已
经冒烟了，冒烟的飞机盘旋着坠落在下水碓
的稻田里。飞机坠地时，声音很响，整个村子
像地震一样，屋子里的碗都被震得哗哗响。
正在山上砍柴的沈惠福看见一顶降落伞飘
下来，以为是日本人投放的细菌弹，吓得赶
紧往一块布上撒上尿，然后用布捂住嘴巴。
飞行员落地过后，被许多村民围在中间，这
个飞行员长了一个方脸盘，个子不高，看上
去非常敦实。后来有些人还把散落在田里的
飞机碎片捡回家，有用的拿来做门挡，没用
的就当废铁卖。

沈潮荣（男，1931年出生）口述：$%&"
年，乡里组织我们到下水碓飞机坠落点挖废
铁。因为废铁较多，当时的收购价是每斤 $

万元（旧币，1万元等于 1元），后来更是提高
到每斤 $ 万 ' 千元，周边的百姓都来挖飞机
废铁，秩序较乱。后来，乡政府规定不准私自

挖，只有贫下中农身份的农户才能挖废铁，
挖到以后缴公，乡政府付给挖铁农户每工一
块二毛的工钱。我那年挖到 ( 个龙头（注：指
飞机发动机），都有 $ 米左右见方，三四百斤
重，有油管连着油箱，子弹盘有好几个，里面
的子弹都还闪闪发光，在水里浸了那么长时
间，子弹里面的火药一点都没受潮，一点就
着。

沈有元（男，1922年 5月出生）口述：那
天正好是农历三月半，一群老太太在下水碓
庙（即湘主殿）里念经，突然一架飞机坠落在
离庙约 $&) 米远的一块稻田里，那群老太太
吓得魂都没有了。飞机的碎片铺满了 " 亩半
田，那块田的户主是仙坎人，姓俞。开始老百
姓以为是日本的飞机，都跑过去打“日本
人”，捡东西。后来才知道是国军的飞行员，
乡公所给保长下令催缴丢失物件。这个飞行
员反复说：别的东西算了，那个银戒指是蒋
委员长发的纪念戒指，务必要还给他。大概
过了 " 年后，我们去田里挖废铁，在里面挖
到了一根人的腿骨，估计是牺牲飞行员的腿
骨。

沈礼全（男，1942年 8月出生）口述：飞
机坠落后，从田里挖出来的飞机轮胎、螺旋
桨、机翼等零件堆放在乡公所门口。我小时
候还经常去田里挖废铁卖，在挖的时候，有
的人把脚戳破了。听人讲，有人挖废铁时还
碰到过骨头，吓都吓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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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击长空，热血洒苍穹
## 年前一架国军飞机遭日军弹击坠毁新登史实还原

蒋虹瑶 汪校良/文

富阳区史志办在征集抗战史料时，住台北的新登籍热心人士曹乃人先生提供了抗战
期间曾有一架抗战飞机坠落于新登炉头一带的线索。根据这一线索，笔者在区档案馆查
到了一卷记载空战详情、新登民众救护幸存飞行员、新登县县长为 " 位牺牲烈士盛殡举
哀的相关档案文献，并专门到飞机坠毁点新登镇沈家村走访当地几位知情的老人。

吴复夏

$%(* 年 ( 月 $' 日，国军南昌空军总站第
二队第 "+' 号轰炸机轰炸员吴复夏、射击手虞
卫民、驾驶员王景常三人同机轰炸被日军占领
的杭州笕桥机场。这架飞机与 & 架友机一起共
炸毁敌机 $$ 架，仓库 ! 座，炸死日军 ") 余人。
返航时在新登上空遭 " 架敌机截击，空战中敌
机一架被我空军痛击后，我方坐机却不幸右边
油箱中弹起火，飞机坠毁于新登沈家村、炉头
村一带的田畈中，王景常跳伞脱险，吴和虞壮
烈牺牲，时年吴复夏 "' 岁，虞卫民 "* 岁。

吴复夏，又名金馥（富）桂，$%$( 年出生在
东阳南溪西坞村的一个富裕家庭。$%($ 年“九
一八”事变后投笔从戎，以优良成绩考入杭州
笕桥中央航空学校，成了一名优秀的飞行员。
吴复夏毕业后，先任侦察机少尉驾驶员，后任
轰炸手。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复夏多次奉
命飞入敌阵侦察，先后在晋南、台北、芜湖、上
海、杭州等地执行任务，轰炸日军仓库和阵地，
立下了赫赫战功。

虞卫民，东阳上卢渔晚村人，出生于 $%$$

年 ' 月。毕业于杭州笕桥中央航空学校，射击
手，编入空军一大队。

吴复夏和虞卫民的牺牲地是当时的新登
县湘源乡沈家畈一带，现属于新登镇湘主潘堰
村（沈家村和炉头村都是其中的自然村），抗战
期间属湘源乡第二、第三保。飞行员王景常跳

伞后，降落在当时湘源乡湘主殿边，附近百姓
将他抬到驻扎于永昌镇黄泥桥头的 #% 师工兵
营部队医院诊治，新登县县长柳一弥得到报告
后即派员赶往永昌慰问。王景常跳伞后所遗散
的手枪、地图、官佐身份证、通行证等物件大多
由当地民众拾取后交回，但有一金一银 " 枚戒
指一直无法找到。为此，县长柳一弥一再下令
警方和湘源乡乡长追查戒指下落。不久，王伤
愈，柳一弥派一名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人员和 "

名警员护送他回部队。
吴复夏和虞卫民牺牲后，县长柳一弥为烈

士收殓的同时，即成立“空战殉国金虞二烈士新
登县治丧办事处”，为二烈士盛殡举哀。(月 $%

日下午一时，新登县在塔山许公祠举行追悼会，
新登县党政军警机关、团体、学校和各乡公所职
员参加。追悼会由县长主祭，脱险飞行员王景常
介绍空战详情和吴、虞牺牲经过。(月 "$日，衢
州空军总站派出的机械师周以撤，将部分飞机零
件、机枪和牺牲飞行员的 " 具灵柩，由新登起程
押运回江西。数月后吴复夏的灵柩由其二哥吴复
虞迎归故里东阳，东阳县政府组织万人含悲迎
祭。毛泽东从延安给吴氏家属寄来慰问信：“具有
民族气节，对敌英勇作战，为国家作出贡献。”周
恩来则题词：“凌空伐鞑，吾军所赖，成功成仁，精
神永在。”蒋介石写挽联：“热血洒碧空，万古云霄
怀壮烈；精忠贯白日，千秋兰菊荐英魂。”

抗战飞机坠毁和空战英雄牺牲经过

在富阳区档案馆保存的新登县民国档案
里，笔者发现了一卷记载空战详情、新登民众
救护王景常、新登县县长柳一弥为烈士盛殡举
哀的档案文献。

其中最早的文字资料是空战当天即 ( 月
$' 日新登县常备队官佐朱晨光给县长柳一弥
的一份报告，报告如下：

本月十六日午后一时十五分钟，敌我飞机
在本县永昌镇上空盘旋互击。我南昌空军总站
第二队第 2-6号轰炸机一架遭敌机二架被击
起火，全机粉碎一案，谨将当时经过暨办理情
形分条报告于左：

一、当敌我飞机在永昌镇上空互击时，职
因公在元村常备队与洪队长商洽常备队经费
问题。闻警即就近指挥常备队官兵携带武器向
出事地点出发，并指示无论敌我飞机之驾驶人
员，以生擒为原则，严禁人民拾取机件及零星
物件。

二、前项飞机有国徽确为我机，该机尚携
带炸弹、油库炸弹连带遭击，致机身全毁，铁片
四飞，毁机地点在塔山乡第十一保（作者注：实
际为清源乡第二、三保，报告人当时未查明准
确地点）林村东坂水磪殿前沈姓田中。

三、该机有驾驶员王景常、汤竹林（实为虞
卫民，在后来的报告中做了纠正）、金富桂三
员。王景常一员跳伞坠地，面部略有微伤，现在
永昌镇七九师医务所诊治。又汤竹林、金富桂
二员被炸成仁壮烈牺牲。

附驾驶员王景常报告南昌总站稿一件，请
为转发。

四、奉谕代表慰问驾驶员王景常等，谕遵即
前往永昌黄泥桥头，代表慰问并转达机身被炸，
汤、金二驾驶员被炸情形及办理善后经过。

五、在驾驶员王景常跳伞降落地点召集该
管塔山乡第二保保长张承献、第三保刘根才

（作者注：张承献和刘根才分别为清源乡第二、
第三保保长）谈话，查询当时实在真相，并将取
回物件：

1.航空委员会官佐身份证明书一本
2.航空军用地图一张
3.军用差假证一张
4.武汉空军部站临时出入证一张
5.皮夹一只，内藏（一）伍元法币二十一张，

（二）一元法币六张，（三）角票 X张计 X元，
（四）现洋弍元

6.手套一只
7.邮票册一本
8.发票红纸各一张

据驾驶员王景常说，有地图一张，证明书
一张，金银戒子二个，手表一只，手枪一支，弹
二十八发，图章一个，皮包一只，内藏法币一百
三十余元，钢笔一枝，风帽一顶，手套一副。

查收集物件，法币与驾驶员王景常所说数
目不符，曾饬知该管保长即晚召集全体住民开
会，将拾得机身零件以及其他一应物件悉数收
回，统限于二七日上午送交于元村指挥部核
收，以备呈徵。

六、驾驶员王景常降落地点，当时先到壮
丁钟生木、钟培金、钟洪元、裘雪周、钟水金、钟
关生，劝阻壮丁不许侮辱并背负招待者钟庆
尧、张锡和应请嘉奖，常备队闻有十余人赶到。

最后，有七九师工兵营到达。
右呈
县长柳

职朱晨光叩
第二天，新登防空监视哨哨长张志衡报

告：该机系我南昌航空总站第二队第 "+' 号重
轰炸机，自南昌出发飞往杭州笕桥轰炸，任务
完毕，返南昌时，在本县永昌上空突遇敌（日）
机截击，右油箱受伤下坠。该机驾驶员人，虞卫
民、金富桂（注：即吴复夏）尸身不全，王景常面
部受伤。该机全部业已爆毁，内部各种机件损
毁情形如何不详，失事地点由我保警队常备队
守卫防护……

新登县政府接到报告后，赶紧组织人员在
飞机坠毁地附近进行搜索，慰问王景常。$%日将
经过情形报告给省政府（当时已迁至永康方岩）
主席黄绍竑和陆军 '$ 师 $*( 旅司令部：……查
三月十六日中午十二时十五分，我空军一队赴
杭州轰炸敌飞机场。任务完毕返防，路经本县
永昌上空时突遭敌机二架分头袭击，乃发生剧
战。敌机一架被我空军迎头痛击，闻亦毁落于
富阳县境尖山地方，情况不明（在敌防线内）。
不幸我第 "—' 号轰炸机油箱亦被击受伤，顿
时起烟下坠，落于本县塔山乡第十一保下水碓
地方水田中，机身毁碎。我轰炸员金富桂、机枪
手虞卫民二员同时殉国，驾驶员王景常跳伞降
落于湘源乡之湘主殿边地方，面部灼伤，胸部
震伤，经救护回县，正在医治中……”

由于一金一银 " 枚戒指一直无法找到，县
长柳一弥在 " 个月内连续下了 ! 道训令，要求
新登警方和湘源乡乡长彻查戒指下落。王景常
归队后不久又写信给县长，要求继续查找戒指
下落，不久柳一弥调走，新任县长曾剑英到任
后，仍继续追查戒指下落，但遗憾的是最终还
是没有找到。

民国档案记载的相关史料

飞机坠毁地的历史记忆

1

2

3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