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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随着军事航空的迅速发展，世界各国逐渐意识到飞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近
代中国政府也选派了大量留学生赴国外学习。从１９０８年清政府派遣厉汝燕赴英学习飞行技术，

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我国先后共有３０００人次以上的人员被派往国外学习先进的航空工程

和飞行技术。作为近代中国军事航空事业先驱，留学生在中国军事航空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

不仅是我国近代航空事业的核心力量，开创了近代中国航空事业的新局面，促进了中国军事航空

思想的产生与发展，而且还为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演进与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特别是为新中

国的军事航空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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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军事航空的迅速发展，各国逐渐意识到飞

机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我国各级政府选派了

大量留学生赴国外学习。从１９０８年清政府派遣厉

汝燕赴英学习飞行技术，到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之

前，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我国至少有３０００人次以上

的人员被派往国外学习先进的航空工程和飞行技

术。由于许多留学生拥有先进的飞机设计制造技

术或高超的飞行技术，回国之后积极参与我国军事

航空事业的创立与发展，为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演

进与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短短的４１年

间，作为近代中国军事航空事业先驱的留学生，他

们在中国军事航空史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不仅

是我国近代航空事业的核心力量，而且还为新中国

军事航空事业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开创了近代中国航空事业的新局面

民国时期，大批的留学生，特别是学习航空专

业的留学生回国之后，进入我国军事航空领域，许

多人担任航空署（航空委员会）的重要职务和空军

部队的高级将领，成为我国近代航空事业的核心力

量，主导了近代中国军事航空体制与制度的建立与

发展。１９１８年１月，由巴玉藻、王助、王孝丰和曾诒

经等留美归国人员主导建立海军飞机制造处，标志

着我国近代航空工业的正式产生。从１９１８至１９３０
年的１２年间，海军飞机制造处前后陆续设计制造

了各种类型的飞机１５架，且这些飞机的整体性能

并不低于欧美同时代制造的飞机。［１］１５３作为北洋政

府时期的首任航空署署长，留日生丁锦在担任航空

处（署）长期间，在创立航空法规、制度方面做出了

重要贡献。１９４０年，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编写的

《空军沿革史初稿》一书，对其评价甚高，认为丁锦

“学识颇优，航空署之规模及一切章制，多由丁草

创”［２］。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许多毕业于国外的军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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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回国后担任航空署重要领导职务和空军部队

的高级将领，如张静愚、张惠长、毛邦初、黄秉衡、葛

敬恩、徐培根、陈庆云等都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时

期的航空署（或航空委员会）主要领导者。

表１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航空署（或航空委员会）主要领导者的教育背景情况表

任职时间 姓名 担任的职务 教育背景

１９２８－１１—１９２９－０４ 熊斌 署长 广西陆军干部学校步兵科

１９２９－０５—１９２９－０８ 张静愚 代理署长 英国利物浦工业专门学校

１９２８－０８—１９３１－１０ 张惠长 署长 美国纽约市立寇蒂斯航校

１９２９－０６—１９２７－０７ 姚锡九 代理署长 法国航空学校

１９３１－０７—１９３２－０７ 黄秉衡 署长 美国航空学校

１９３２－０７—１９３２－１０ 曹宝清 代理署长 南苑航校三期

１９３２－１０—１９３３－０７ 葛敬恩 署长 日本陆军大学

１９３３－０７—１９３４－０５ 徐培根 署长 德国参谋大学

１９３４－０５—１９３４－０６ 陈庆云 航委会主任 美国航空学校

１９３６－０１—１９３８－０２ 周至柔 航委会主任 保定陆军学校，后赴欧美各国考察空军教育

１９３８－０２—１９３９－０２ 钱大钧 航委会主任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１２期炮科

１９３９－０２—１９４９－０２ 周至柔 航委会主任 保定陆军学校，后赴欧美各国考察空军教育

　　从表１中可知，由于许多留学生在国外受到严

格正规的航空训练，有着较好的军事航空素质，所

以回国后很快能从空军队伍中脱颖而出，先后在政

府的航空领导机构或空军部队中担任重要的职务，

又有能力主导近代中国军事航空体制与制度的建

立与发展。

如黄秉衡在担任航空署署长期间，亲自领导航

空署同仁编拟１９３２年至１９３７年的军事航空五年发

展计划，并提出：“拟先创航空学校，造就驾驶及制

造飞机人才，然后次第举办（飞机）造机厂等项”［３］

等急速发展航空事业的有效措施。张惠长担任航

空署署长期间，组织成立了飞行人员考试委员会，

由航空工厂沈德燮（曾在英国皇家空军学校深造，

后又赴美学习飞行技术）担任考试委员会委员长，

以曹宝清、李靖源（留法）、王息为考试委员会委员。

他们制定了现役飞行人员暂行考试规则及飞行人

员体格检查表，以为考试的标准。［４］１９３２广东航空司

令黄光锐鉴于“吾国航空无法规之规定，于九月廿

九日，派定该军参谋找林福元、（广东）航空学校校

长胡汉贤，以及共同参谋处长陈卓林，航务处长陈

友胜，经理处长关荣，秘书长关柳亭等，共同组织起

草航空法规委员会”［５］。

在中国空军部队中，许多高级将领也都具有在

国外留学的教育背景。１９２９年５月，国民政府在南

京成立航空司令部，由留学生张静愚和蒋逵分任司

令和参谋长。各航空队都统一编入航空司令部，由

其统辖。６月，航空司令部缩编为航空大队，大队司

令改由黄秉衡担任。１９４６年６月，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被裁撤，在行政院下设置国防部，辖陆海空三

军，空军为配合军事机构调整，同日将航空委员会

改组为空军总司令部，以周至柔中将为首任总司

令，毛邦初（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又赴意

大利学习）、王叔铭（兼参谋长，曾在苏联空军第二

军事航空学校、空军高级战斗轰炸学校留学）为副

总司令。其下属的五个署中，有三个署长是留学

生。他们分别是第一署署长魏崇良（英国皇家空军

学校肄业）、第三署署署长徐焕昇（曾赴德国、意大

利航空学校深造）、第四署署署长曾桐（毕业于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

这些留学生着眼于世界军事变革的大局，借鉴

西方先进的军事航空理论，紧紧围绕适应现代化空

军建设的新形势的需要，积极学以致用致力于建立

航空机构，创建军事航空队，建立航空科研机构和

飞机制造厂。他们不仅对新形势下中国国防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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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事航空的机构与制度进行了深刻的理论阐述，

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军事航空改革理论。同时，

他们又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积极参与军事航空的全

面建设与发展，促进了中国军事航空机构与制度的

建立与发展，开创了近代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新

局面。

　　二、促进了中国军事航空思想的产生与

发展

　　以蒋介石（留日）、蒋百里（留日）、郭力三（留

日）、林馥生（留德）、饶国璋（留日）等代表的一批航

空领域的留学生，通过其在国外的学习与考察，学

习了许多先进的军事航空技术和军事航空思想，回

国后又借鉴西方的军事理论，创造性把它运用到近

代中国军事航空领域，促进了近代中国军事航空思

想的产生与飞速发展。

（一）介绍和引进了独立空军理论

随着飞机在军事上的广泛运用，许多国家都认

识到了夺取制空权在战争中的重要性，创建独立空

军思想已被军事航空大国所接受。２０世纪二三十

年代，英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德国、西班牙等

国先后建立了独立的空军。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

留学生积极向国人宣传和介绍空军在现代战争中

的重要作用，介绍和引进了空军从陆军和海军中独

立出来，成为独立军种的理论，为近代我国陆海空

三军体制的形成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蒋介石很早就认识到空军是保家卫国的利器，

建立独立的空军是抵御外敌入侵、发展军事航空事

业的一条捷径。他认为，空军是救国唯一的力量，

救国是空军唯一的事业，这种救国的事业，就是至

高无上，至大无限的事业，空军实负有至高无上，至

大无 限 的 救 国 的 责 任……才 不 愧 为 革 命 的 空

军。［６］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在《黄埔》杂志的“防空号”

专栏中，特意指出：“现在都觉得巩固国防差不多完

全要靠空军，甚至于有人说：没有空防，就没有国

防，所以各国都在努力建设庞大的空军。”［７］蒋百里

是我国倡导空军独立成军的重要代表人物。１９３５
年，他在赴欧洲考察意大利、德国、法国、英国等国

军事时，看到各国大力扩充军备尤其是扩充空军的

情况，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他敏锐地意识到空军

将有可能主宰未来战争命运。回国后，他又结合中

国自身的经济条件，撰文重点论述了空军作战对战

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并根据我国经济与地理条件，

力主集中全国财力发展空军，并使空军成为一个独

立的军种。之后，蒋百里再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建

议：“中国建设国防，无论从政治、外交、经济、工业、

军事哪一个角度来看，都已万万赶不及了，此时唯

一快而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发展空军，加速训练

航空人才。”［８］１１８

除蒋介石、蒋百里外，还有许多留学生从各种

角度介绍和宣传西方发达国家空军独立成军的情

况。１９２９年，国民政府航空署机械科科长李靖源赴

法学习军事航空，回国后他指出：“我国发展航空根

本办法：第一，宜请政府予空军独立之地位，而不限

制其经费，尽量扩充”［９］。１９３０年，中央航空学校学

科教官、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机械系的郭力三在

《航空杂志》上撰文指出，英国正“努力扩充空中国

防，首先树立航空专部，使空军独立，以之充任第一

战线。将 百 年 传 下 之 海 军 政 策，退 之 于 第 二 战

线”［１０］。１９３４年４月，他在《空军》杂志上再次提出：

“附属于陆海军航空队，决不能与敌国独立之空军

对抗……创设强盛的独立之空军，使之与海陆军联

合作战，方可增加合作之精神，实为最优良之方法

也。”［１１］著名的飞机制造专家留日生饶国璋，从航空

独立与自主的角度出发，提出空军只有与陆军、海

军一样独立发展，才能实现航空独立，也才能实现

真正的航空自主。他认为：“各国因时势所趋，对空

军在行政下，均能与陆海军平衡，在制造上亦复均

能自立，行政得独立，则统筹规划，不受任何牵制

……既得独立者，必完备自立之规模，而后无绝缘

之虞。”［１２］

由于许多留学生的大力宣传和介绍，国民政府

也日益认识到空军作为一支新型的部队在现代战

争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加强空军队伍的建设。１９３６
年６月１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裁撤，在行政院

下设置国防部，辖陆海空三军，空军为配合国民政

府军事机构调整，将航空委员会改组为空军总司令

部。至此，中国空军已经正式与陆军、海军并列成

为一个独立的军种。

（二）介绍和引进了现代制空权理论

１９２１年，意大利著名军事理论家杜黑的空军

战略研究著作《制空权》问世。该书以“制空权”为

中心，从战略高度论述了有关空军建设和作战使用

的许多问题，对近代空军军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

·０４·



第５期 王建明　留学生在近代中国军事航空建设上的地位与作用

响。留学生开始认识到杜黑的制空权理论在现代

战争中的重要作用，积极向国人介绍和翻译杜黑的

制空权理论，宣传无空防就无国防的理论，强调取

得制空权对于在现代战争中取得胜利有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

１９３４年４月，郭力三在《空军》杂志上发表了

《空军应为国防军之主力的讨论》一文，重点介绍了

杜黑的制空权理论。他指出杜黑制空权的重要思

想是：“地上易守难攻，空中易攻难守，故宜由空中

进攻在地面防守。须由空中进攻，故宜集合财力，

以建设强盛之空军。”［１１］１９３５年，留日生刘开谱以

《制空与将来战》为题，在《航空杂志》连续详细介绍

杜黑的制空权理论。他在翻译和引进杜黑的制空

权理论时指出：“空中战之第一要诀为不论在任何

时机，均须获得制空权。”同时，他还一再强调“制空

即战胜之意，受制空则负”，“制空之意义，在于维持

自己之航空能力，而防止敌人航空”。［１３］１９３４年，蒋

介石在杜黑的影响下提出：“但到现在都觉得巩固

的国防差不多完全要靠空军……总而言之，现在是

到了‘无空防即无国防’的时期了，无论何国，欲立

国于世界上，非努力建设空军不可。”［１４］３８－７３１９３６年，

蒋百里从欧美考察回国之后，应邀为《军事杂志》撰

写《世界军事之新趋势》一文介绍世界军事的新趋

势。在文 章 中，他 称 赞 杜 黑 为“最 近 兵 学 界 的 彗

星”，认为：“最近意大利杜黑将军之《制空权》一书，

刺激了许多青年军官的脑筋，往新方向走，杜将军

反对经验论，以为经验是庸人之谈，以创成其空主

陆（海）从之原则……杜黑可名为最近兵学界的彗

星！能运用杜黑思想于陆军，恐怕是将来战场上的

胜者”［１５］３８－３９。

（三）引进和提出了许多现代化空军作战理论

留学生，特别是一些具有军事航空背景的留学

生，对中国当时空军作战的战略、战术问题提出了

一些自己的构想，这些构想丰富了中国空军作战的

战略战术思想，对促进近代空军战略战术思想的进

步与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如华侨留学生林

钧能曾多次向国人介绍西方发达国家空军独立的

情况。１９３７年，他在《空军》杂志上发文指出：“世界

各国之空军有分隶于陆海军之下，只为供其补助兵

器之用者，有特为专设航空本部以统辖全国所有之

空军，与陆海两军鼎立而三，其负国防任务者，欲期

空军发展，组织健全，力量集中，管理便利，当以后

者为善。现在英法意三国之空军，亦采用后述之制

度，其空军实与陆海军鼎立不相隶属。”［１６］同时，他

还参照世界各国空军的编制，提出了中国航空最高

机构组织图。另外，侯竞寰、郭力三、林馥生、王祖

文等留学生在西方的学习过程以及后来在空军的

实际教育与训练之中，提出了许多先进的空军作战

战术的构想，如轰炸机、侦察机、驱逐机等战斗飞机

的协同作战问题、协同作战的地面高射炮等防空武

器与驱逐机之协同作战问题。

留学生在系统引进介绍西方军事航空思想以

及对中国传统军事理论改造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将

西方先进的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军事航空与国防

建设实际工作中，并与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紧密结

合起来，以战争的演变来丰富战争的理论，促进了

中国军事航空思想的发展。同时，这也是中国近代

军事思想发展中的“留学影响”因素，促进了我国近

代军事航空思想产生和向前发展，这些军事航空思

想又对今天我们人民空军的发展与壮大有着十分

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成为了中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和技术

骨干

　　 中 国 是 世 界 上 最 早 制 造 飞 机 的 国 家 之 一。

１９０９年９月，旅美华侨冯如自行设计制造了中国第

一架飞机。我国第一批飞机制造专家，像冯如、潘

世忠、巴玉藻、王助、杨仙逸等都是从美、英、法等国

留学归来的世界一流航空人才。他们大多都有留

学国外著名高校的教育背景，且掌握了先进的航空

技术，使中国制造飞机能越过最初的探索阶段，有

较高的起点，并成为近代我国航空工业的奠基人。

１９１８年，巴玉藻、王助、王孝丰和曾诒经等人创

建了我国近代第一个正规的飞机制造厂，标志着我

国近代航空工业的正式诞生。特别是１９１８至１９３０
年的１２年间，海军飞机工程处陆续设计制造教练

机、海岸巡逻机、鱼雷轰炸机等飞机１５架。虽然这

些飞机的发动机均是从国外进口，但其整体性能一

点也不低于欧美同时代制造的飞机。特别是１９３１
年制成的“江鸿”号双翼双桴水上教练机，在马尾至

汉口的长途飞行中经受住考验，显示了中国当时较

高的飞机制造技术。１９２２年８月，巴玉藻与王助合

作，在上海江南造船所设计成功制造了世界上第一

个水上飞机浮动机库———浮坞，成功地解决了水上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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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停置和维修的难题。［１７］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国民政府分别与美、意、德合

作兴建了我国近代三大飞机制造厂。中央（杭州）

飞机制造厂是中美合资的飞机制造厂，作为当时中

国著名的飞机制造厂，王助被任命为监理，作为中

方的最高负责人。［１８］其后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航空工程专业的邢契莘、钱昌祚等留学生也先后担

任工厂监理一职。同时，该厂汇聚了曾桐、华凤翔、

马德树等一些航空留学生精英。１９３５年，在南昌合

办了中央南昌飞机制造厂（后改名为空军第二飞机

制造厂），在当时汇聚了中国一大批留学欧美的优

秀的飞机设计制造专家。他们大都在国外留学多

年，有着丰富的飞机制造经验。如担任该厂厂长的

朱霖、钱昌祚、顾光复３人，先后获得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另外，出任该厂工务处处

长林同骅，在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攻读飞机设计制造

时也曾获硕士学位。此外，该厂主要的技术骨干是

由２５名留学意大利学习航空制造技术的归国学生

组成。如担任厂务佐理（即副厂长）的陈再安、季文

美，担任监督处官员、厂务课长的向惟萱、俞乃喜，

以及担任各科工程师的张象贤、陆履坦、唐勋治、丁
士雄、张燕波、许玉赞、王达新等。［１９］空军第三飞机

制造厂的前身是１９１８年的海军飞机工程处，该厂

历任厂长或实际负责人大多为留学生，如杨官宇、

黄光锐、朱霖、向维萱、唐勋治等人。在留学生的率

领之下，从１９４２年到１９４３年，第三飞机制造厂仿制

了１５架美国教练机、１５架“研教－１”号双翼教练机

和３０架“大公报”号滑翔机。１９３９年７月，国民政

府航空委员会决定在成都建立中国航空研究所，由
毕业于美国航空学校的黄光锐兼任所长，王助任副

所长且为该所实际上的负责人。研究院的人员大

多都有在国外留学多年的背景。１９４０至１９４５年，

留美归来的钱学森也曾在担任该所的通信研究员，

参与飞机制造和研制工作。

留学归国人员是近代中国各飞机制造厂的实

际负责人和重要技术骨干。他们在兴办航空工业

的过程，还手把手地培养了我国近代第一批本土航

空工业技术人才，促进了近代西方先进航空工业技

术在中国的传播和推广，为我国近代航空工业的发

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四、成为了军事航空教育与训练的重要

力量

　　 军事航空教育及训练是传播军事航空知识的

主要渠道和培养军事航空事业后备力量的主要手

段。以秦国镛、王鹗、厉汝燕、姚锡九、鲍丙辰、沈觐

宸等为代表的留学生学成回国后，共同参与推动了

南苑航空学校的产生与发展。南苑航空学校的创

立，标志着中国航空教育事业的正式 开始。１９１３
年，南苑航空学校成立之后，航校的飞行教官和战

术教官大多由留学英国、美国、法国和德国等国的

归国学生担任。潘世忠（留法，同时为该校修理工

厂厂长，潘辞职后，由江光瀛继任，江调任清河修理

厂厂长后，由邹文耀接充）、厉汝燕（留英）、鲍丙辰

（留法）、姚锡九（留法）为飞行教官。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黄秉衡、厉汝燕、毛邦初和

钱昌祚等一批归国航空留学生的努力下，近代中国

效仿欧美模式逐步建立起了一套航空教育与训练

体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军事航空人才，取得了一

些重要的科研成果，奠定了中国航空教育及训练的

基础。由于许多留学生或在国外航空院校接受了

良好的军事教育训练，拥有丰富的航空教育的经

验，这些人后来成为了我国近代航空学校重要的创

建者与管理者。如在中央航校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中，留学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是航校的创

办者、管理者和教官，同时也在政府层面同其他留

学归国人员一道为开展航空教育献计献策。如先

后担任该校校长的张静愚（留英）、黄秉衡（留美）、

毛邦初（留苏）、陈庆云（留苏）、黄光锐（留美）、胡伟

克（留英）。这些人既是蒋介石最为信赖的嫡系人

员，又有在国外学习和长期考察航空的经历，还兼

任国民党政府航空系统的高官。

留学生还广泛任职于各军事航空学校，或担任

航空学校“术科”教员，或担任航空学校“学科”教

员，为空军部队的教育和训练做了大量工作，培养

了大量军事航空人才，从而大大提升了空军部队的

战斗力。在航空队和航空班时期，重要的留学生代

表有３名，分别是队长张静愚（留英），不久更换为

黄秉衡（留美），副队长为厉汝燕（留英）后曾代理班

主任。在该校教师队伍中，有许多留学回国人员承

担着繁重的教学任务。教育长兼学课组组长钱昌

祚（留美）教授，教航行学、汽艇学等课程；留美的曾

桐（留美）和江超西（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

工程系）教授飞机构造学；留美的陈世桢、留俄的焦

绩华先后教授兵器学；留美的李疆雄教授飞机实

习；留日的郭力三（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机械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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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发动机械学及实习；留日的胡信教授气象学；留

学苏联的张廷孟教飞行技术；留美的李立德教授航

空机械；飞行组组长则由留学苏联毛邦初担任。这

些人都是自编教材讲义，进行授课讲解。［２０］３５

空军作为技术密集型军种，掌握和使用的是汇

集众多高新技术成果的先进武器装备。因此，加强

空军部队的教育与训练显得尤为重要。近代军事

航空的飞速发展，又需要把空军的教育训练提高到

战略地位，实现人与武器的最佳结合，从而提高空

军战斗力，促进空军战斗水平的提升。由于蒋逵、

丁纪徐、高志航、沈德燮、孙琰等留学生，拥有在国

外航空学校学习飞行技术的教育背景，又通过自己

的勤奋学习，拥有了高超的飞行技术、过硬的心理

素质，很快成为统率一方的空军将领。他们直接参

与空军部队日常教育与训练，成为了民国时期空军

部队教育及训练的重要力量，为空军部队战斗力的

提升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为新中国军事航空的创建与发展做出

了重要贡献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活跃在近代中国航空史上

的一些重要留学生也被彻底地分成三个部分。一

部分航空留学生跟随蒋介石到了台湾，参与了台湾

地区军事航空事业的建设，如朱霖、顾光复、徐焕

昇；另一部分则或赴欧美等国的高校任教或从事非

军事航空事业，如黄光锐、王叔铭、钱昌祚、林同骅

等；当然，大多数航空留学生，如刘善本、王仕倬、徐

舜寿、吴大观、姜长英等人则参与了新中国军事航

空事业的创建与发展，成为了人民空军重要的创建

者，为新中国军事航空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了重

要贡献。

特别是常乾坤、王弼、刘善本等成为人民空军

的创建人之一。常乾坤于１９２６年考入广东航空学

校，同年赴苏进入红军航空学校学习，１９３３年入苏

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１９３８年回

国。解放战争时期，他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校

长、军委航空局局长。王弼于１９２５年受党的派遣

赴苏联学习航空技术，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列

宁格勒地勤航空学校、茹科夫斯基空军学院航空工

程系等地学习。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央军委根据常乾

坤、王弼的建议，成立军委航空局，常乾坤任局长、

王弼任政治委员。他们二人在革命斗争的艰苦条

件下，为建立革命根据地航空学校、搜集航空器材、

吸引航空人才、培养航空干部、筹建人民空军做出

了重要贡献。刘善本于１９４６年９月，赴美受训，

１９４６年驾机起义飞赴延安，后被任命为东北航校副

校长、空军第一航空学校的校长，成为人民空军重

要的奠基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上，他驾机领航，

接受检阅。朝鲜战争爆发后，刘善本率部参战，组

织了人民空军的首例夜袭作战，首次使用了电子对

抗和照明轰炸的作战法。１９６４年，刘善本晋升为空

军少将，成为人民军队的一名高级将领。

在新中国军事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上，王仕

倬、徐舜寿、吴大观、姜长英等留学归国人员做出了

巨大贡献。王仕倬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航

空工程硕士，是我国现代航空事业的先驱。他曾主

持设计、建造中国最早的北平、南昌两座航空风洞，

协助培养了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大批航空科研工作

者，为中国航空工业的创建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

献。徐舜寿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１９４４年被招聘

公费留美实习生，并作为中国空军第４批出国实习

生赴美学习。１９４６年３月他进入圣路易华盛顿大

学专攻力学，同年８月回国。他曾参与“中运二型”

和“中运八型”运输机的研制，担任研究课课长，负

责飞机的研制工作。［２１］２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

飞机设计研制的开拓者和第一个飞机设计研究机

构的创建者之一，为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培养了

大批科技人才。

六、结语

总之，由于这些航空留学生拥有先进的飞机制

造技术和高超的飞行驾驶技术，回国后他们很快成

为我国航空事业的核心力量。一些学习航空工程

的留学生回国后，积极参与了近代航空工业各个重

要阶段的发展，积极创建航空科研机构和飞机制造

厂，担任飞机制造厂的主要领导者和重要的技术人

员，克服各种困难开展新飞机研制工作，为我国近

代航空工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一些赴国

外学习飞行技术的留学生，成为空军部队的重要组

成部分，组建空军新兵种的核心力量以及空军教育

与训练的重要力量，为近代中国军事航空的建立与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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