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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广西融安县东北部莽莽苍苍的群山中，有一条清清亮亮的浪溪江，浪溪江畔有

一个翡翠明珠般的小镇——板榄镇。70 多年前从这里走出两位英雄的飞行员——韦

鼎烈、韦鼎峙，他们是我八桂健儿的佼佼者，参加过南宁空战、鲁南会战（台儿庄保

卫战），大武汉保卫战、粤汉铁路保卫战、西南保卫战，在我广袤的空域与敌人展开

激烈的博击，并击落击伤日机数架，为护卫我中国领空作出过杰出贡献。

　　航空学校练本领

　　韦鼎烈，1914 年出生于融县永安圩

（今融安县板榄镇）。鼎烈聪明好学，

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于 1932 年考入

广西大学，后因受航空救国理念的鼓舞，

恰逢广西航空管理处筹备成立空军向社

会招考飞行学员，鼎烈改读航校。由于

广西航校尚未正式成立，首次招收的 30

名学员附设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

校内，由航空局聘请中外航空专家负责

教习。1934 年 4 月，广西航空学校于柳

州成立，毕业后的鼎烈在学校校务处任

飞行教官。

　　韦鼎峙，1916出生于融县板榄圩（今

百战荣归“飞将军”

□吴爱玲

——融安板榄籍飞行员韦鼎烈、韦鼎峙抗日空战事略

←空军三大队 32
中队分队长韦鼎
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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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安县板榄镇），兄弟姐妹 7 人，早年丧

父，家境贫寒，苦读力学，自小学、县高小、

县初中而南宁军校童训队。1934 年 3 月，

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南宁第一分校甄试转

入广西航空学校第二期飞行班。1936 年 5

月毕业，留在校本部教务处充当飞行班第

三期飞行助教兼学生队队副之职。

　　韦鼎烈家在马步，韦鼎峙家在泗意，

两家相距七八里，本是同宗兄弟，而今能

在同一所航空学校学习供职，自是互相提

携帮助。他们心里都渴望能早日飞上蓝天

与日寇一决雌雄。不久两人得遂心愿，鼎

烈任飞机教导队第二队分队长，鼎峙分到

飞机教导队第一队，任少尉飞行员。

　　“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后，广西空军归中央政府统一指挥，广西航空学校并

入中央笕桥航校。鼎峙所在第一飞行教导队改编为中国空军第三大队第七、八中队奉

命北上，先到兰州接受新式飞机，然后飞到襄樊集训。而鼎烈所在飞机教导第二队改

编为空军 32、34 两中队，鼎烈留在 32 中队并由柳州迁往南宁。

　　南宁保卫战：鼎烈击落一架日机

　　空军 32 中队中队长为张柏寿，副队长韦一青，分队长马毓鑫、韦鼎烈，飞行员

杨永章、吕明、庞健、蒋盛祜、唐信光、李之干、莫梗，机械长赵廷桂。整个中队有

日本造、英国造和广西飞机修理厂自行设计制造单座驱逐机共十余架。这些飞机大都

已残旧，性能落后，又缺乏器材零件供修理补充，只有 5 驾飞机勉强能够使用。

　　为截断我西南国际补给线，日本海军航空队对南宁地区实施轰炸。1938 年 1 月 8

日上午 9 时，敌机两批各 7 架自钦州湾起飞进犯我南宁领空。32 中队全队人员立即

各就各位，准备战斗。副队长韦一青率领马毓鑫、韦鼎烈、吕明、蒋盛祜各自驾驶一

架“91”型驱逐机紧急迎敌。各机接敌占位，利用高度优势突然俯冲攻击。韦鼎烈分

队长首战告捷击落敌机一架，韦一青、杨永章联合击伤一架（后坠毁）。就在此时，

第二批７架敌机赶到，并从高位加入战斗，我方机群顿时陷入被动，5 架战机分别被

2 架以上的敌机咬着攻击。蒋盛祜座机不幸中弹着火，跳伞降落时又被敌机野蛮扫射，

光荣殉国。韦鼎烈被 2 架敌机缠斗，危急时刻他仍然保持沉着冷静，驾机向青秀山我

→韦鼎峙戎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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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陆军阵地低飞。紧紧追来的敌机被我地面炮火攻击，掉头离去。下午 2 时，敌机再

度来袭，韦一青率领韦鼎烈、杨永章三架飞机再次升空迎击，在扰乱敌机队形之后，

飞往武鸣降落。

　　当第七、八中队从兰州接回 12 架苏式新飞机返回襄樊机场时，鼎峙和队友们纷

纷接到由南宁发来的捷报，无不为鼎烈及同伴们感到高兴！没想到如此残劣装备能打

退日军的空中进攻，也给大家增长了信心。

　　归德空战：鼎峙击落一架日机

　　1938 年 3 月，鼎峙随第七中队进驻孝感护卫武汉领空。3 月 18 日，七中队与驻

信阳的八中队在归德机场汇合联手前往鲁南前线执行轰炸任务，返回途中在韩庄上空

遇敌两架轰炸机机，大家合围将其击落。队友欧阳森独自追踪1架侦查机并将其击落。

25 日，七、八中队 14 架 [E-15] 式驱逐机再次从归德机场前往台儿庄、枣庄、峄县、

滕县执行轰炸和配合地面陆军作战的任务，返航时遇 30 多架敌机，双方在空中展开

激烈斯杀。鼎峙与大队长吴汝鎏、分队长莫休同在一组。缠斗中，鼎峙拉起机头来了

个上升急转弯，发现一架“九五”型驱逐机正追蹑一架友机，他果断开火，那架日机

应声中弹坠毁。随即，鼎峙被两架日机夹击，无法脱身的鼎峙欲驾机撞向敌机，而敌

机有所防备，一直与他保持一定距离。他在回避上方飞机攻击时，却不幸被下方敌机

击中飞机起火，身负重伤的鼎峙跳伞着陆，获得河南省马牧集群众的救护，将他抬送

至归德圣保罗医院。同样击落一架日机负伤的第八中队长陆光球，迫降时受伤的大队

长吴汝鎏和其他几位伤员已先期到达在这家医院就医。是役，我方共击落日机7架（黄

莺击落 2 架、陆光球、曾达池、黄名翔、周善、韦鼎峙各击落一架），7 名日方飞行

员全部死在机

舱里。此次来

犯之敌为日本

陆军航空兵的

王牌部队加滕

驱逐联队。享

有“加滕之宝”

之称的川原幸

助，在此次空

战中被击落。

战斗中，我方
←韦鼎烈与他的
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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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损失 7 架飞机，李膺勋、莫休、何信 3 名飞行员阵亡。

　　4 月 10 日，我 18 架飞机前往枣庄轰炸敌军阵地，归航时再次与加滕驱逐联队的

30余架飞机遭遇，我机打掉5架日机，加滕大尉也在这次空战中殒命，加滕驱逐联队，

从此威风不再！我方损失飞机 3 架，阵亡 2 人。

　　南雄上空：鼎烈再斩敌机

　　1938 年 3 月，原留驻南宁的 32 中队奉令前往湖南衡阳一厂接收修复的英国“格

机”，并改由朱嘉勋任队长。在桂林机场做短期训练后，于 7 月 8 日调往武汉归并于

三大队战斗序列。在武汉保卫战中，鼎烈与 32 中队的队友不分白昼多次升空作战，

在 8 月 3 日的空战中，队长朱嘉勋、何觉民各击落日机一架，大队长吴汝鎏与韦鼎烈、

杨永章在追逐一批驱逐机的过程中，在黄冈附近击伤一架日机。

　　日军为阻止我军用物资运送，屡派飞机轰炸粤汉铁路。32 中队于 8 月 15 日奉命

移防衡阳，执行护卫粤汉铁路任务。

　　8月29日，3大队大队长吴汝鎏带领32中队中队长朱嘉勋，分队长韦鼎烈、杨永章、

马毓鑫，队员韦善谋、唐信光、吕明、梁康荣各驾“格机”一架飞抵南雄机场。30日晨，

敌人即派 20 多架驱逐机分两批次前来挑衅，32 中队 9 健儿升空迎敌，虽然敌众我寡，

队员们充分发挥“格机”灵活的性能与敌机展开殊死博斗，大家以大队长为中心形成

一个大战斗圈，苦战两个多小时，共击落敌机 7 架。韦鼎烈在击落一架敌机后，座机

被击中起火，被迫跳伞，降落在一片松树林里时脚踝受伤，被乡民发现，用树林里的

竹木做了一付临时担架，将他送回南雄机场。

　　此役，我 32 中队损失 4 架飞机，大队长吴汝鎏，队员马毓鑫为国捐躯。

　　返回柳州休养生息

　　三大队自南雄空战后，不久又发生一起严重车祸，空勤人员伤亡惨重。三大队遂

离开衡阳，返回柳州整补。

　　在归德空战中负重伤的鼎峙，右大腿几处伤迟迟未能愈合，当身体大体恢复后，

他即要求出院，并借休养的机会回融县板榄圩老家看望母兄。归队后，鼎峙因伤一直

未能登机飞行。1938 年末，新任队长徐燕谋到任后，鼎烈随剩余的三大队空勤人员

赴川东梁山成立驱逐训练总队。鼎峙一人独留柳州。漫步街头，一切景致是那般的熟

悉，航校火热仿佛就在昨天，只一年多的时间不少师友已血洒长空、为国捐躯，其他

的同仁正在为抗战忙碌，鼎峙再也坐不住了，他向上级打报告，要求尽早恢复工作。

很快他得到新任务，负责在衡阳第一飞机修理厂和柳州第九飞机修理厂接收修理好的



5

雪泥鸿迹

飞机。1939年 5月，鼎峙驾驶一架E—

15 由柳州飞成都，正准备飞往兰州西

古城驱逐训练基地（驱逐训练基地已

由川东迁到兰州），在该基地任教官

的鼎烈前来成都接收他送来的飞机并

通知他不必前往兰州，他已调任空军

第五大队第 17 中队任分队长。

　　于是，鼎峙直接到成都第五大队

第十七中队报到，与新的同仁一道担

负起保卫重庆、成都重任。

　　1939 年 12 月，从兰州驱逐训练

总队返回柳州接飞机的韦一青、陈瑞

细与陈业新临危受命，驾驶三架老旧

飞机飞抵昆仑关参加战斗，击落日机

两架，支援地面部队作战，后被敌机

围攻，韦一青壮烈殉国，陈瑞细、陈业新重伤获救，三架飞机均毁。至此，由广西航

空学校飞机教导第一、第二队改编的空军三大队，在前赴后继数十次战斗中立下赫赫

的战功的三大队元气大伤，再无力以独立建制参加抗战。

　　兄弟联手，开启事业新篇章

　　鼎烈自 38 年冬升任队长后，一直在驱逐训练基地训练新学员，不断为抗战前线

输送新生的力量。1940 年 2 月，中国滑翔班创办人韦超在渝滑翔表演失事殉难，这

消息让鼎烈、鼎峙震惊痛惜。韦超是桂林永福人，与鼎烈、鼎峙同是广西航空学校学友，

曾被派往英国学习航空机械，中途转到德国学习滑翔机。他热情活跃，喜好摄影，与

鼎烈、鼎峙亲如兄弟。为了使新兴的滑翔运动不致中断，航委会乃调鼎烈、鼎峙担任

该班训练工作。1941 年 4 月 4 日，重庆成立了中国滑翔总会，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民

众团体。它的任务是提倡滑翔运动，也提倡航模运动和跳伞运动，开展民间航空教育，

建设空防之志。1941 年 11 月，鼎烈、鼎峙等由成都出发，在西南数省进行滑翔表演，

受到各地热烈欢迎。11 月 17 日巡回到柳州，为柳州的父老乡亲表演。期间，鼎烈、

鼎峙曾飞回板榄老家，他们还从滑翔机上向板榄街头的稻田投掷礼物送给乡邻，这件

事轰动一时，成为美谈。得益于鼎烈、鼎峙的竭力推动，一时间滑翔运动方兴未艾，

各地纷纷建立滑翔站和空军幼年学校，培养了一大批滑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滑翔

←韦鼎峙与 E-16
型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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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班于 1946 年秋解散。

　　隔海寄乡愁

　　1949 年，鼎烈、鼎峙随队飞往台湾。到台湾后，鼎烈、鼎峙继续在空军任职，

两人都是上校军衔退役。

　　鼎烈育有三女一子。1967 年，独子韦启承当时还是台南一中高一学生，在台湾

东港镇海公园旁的海水浴场为救落水同学而牺牲，年仅 17 岁。屏东市特为他立铜像

纪念，并称他为英雄小义人。鼎烈于 1991 年在台湾去世。鼎峙撰联：“忆当年比翼

长空同歼倭寇，慨今朝相期归里独少阿哥。”深悼兄长离去。

　　鼎峙育有4女1子，皆品学谦优。1989年11月，鼎峙由台湾返回阔别40载的故乡。

除了回到板榄探望亲友外，鼎峙还到南宁、柳州拜访冯璜、韦瑞霖、黄孚新、韦善谋、

吕明等当年广西航空学校的师友，忆及在对日空战中牺牲的 20 余同学，几近占航校

三期飞行班学员三分之一，不竟唏嘘。1994 年，鼎峙随女儿赴美定居。2002 年鼎峙

再次返乡，并给亲友们带回他自己印制的诗集《闲散诗歌集》，字里行间多是乡愁。

2005 年，鼎峙将个人参战经历及有关见闻所著文章集结为《抗日空战》付印出版。

2009 年，鼎峙在美国去世，享年 93 岁。

　　

　　图片来自韦鼎峙著《抗日空战》，原载 2015 年 3 月 2 日《南国今报》03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