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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训令将每年6月3日定为禁烟纪念日，用以纪念林则徐1839年6月3日焚毁

鸦片的历史功绩和坚强不屈的精神，同时禁烟纪念日是南京国民政府继承孙中山拒毒遗训、动员民众

和推行禁烟政策的重要时间符号。本文力图对禁烟纪念日的确立、发展演变过程，禁烟纪念活动的主

要内容和目的，禁烟纪念的宣传与社会动员做一梳理，进而考察南京国民政府禁烟政策及成效。

一、禁烟纪念日的确立及演变

“在时间的社会建构中，纪念日和节日是一项重要内容，它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逐步形成的一种

对事件或人物进行记忆的时间符号。……时间符号在国家社会文化建构中具有重要功能，甚至成为

国家传输意识形态的重要媒介。”[1]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伐后开始整理纪念日，选定纪念日和规定纪念仪

式。禁烟纪念日即是其中之一。

1929年6月3日为林则徐焚毁鸦片90周年纪念日，禁烟委员会主席张之江向行政院代呈驻比公

使王景岐提案“颁发林纪念章并举行全国大规模之禁烟运动以示宣传”，“并请明令指定每年6月3日

为禁烟纪念日”。1929年5月27日，国民政府通过张之江的提案，训令指定每年6月3日为禁烟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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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蕴茜：《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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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并规定具体纪念办法[1]。

国民政府明令规定禁烟纪念日的细则：一、每年禁烟纪念日应依本办法规定办理之；二、全国各军

政机关各团体学校工厂商店应于是日一律悬挂国旗党旗以志纪念；三、首都由禁烟委员会召集各机关

团体学校代表举行纪念典礼；四、各省市县由当地政府或省市禁烟机关召集各机关团体学校代表举行

纪念典礼；五、纪念典礼如下：（1）开会（2）奏乐（3）唱党歌（4）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5）主席

恭读总理遗嘱、总理拒毒遗训（6）默念三分钟（7）主席致开会词（8）报告禁烟状况（9）演说（10）奏乐

（11）散会；六、全国各学校应于是日举行讲演会演讲鸦片祸国之情形与国民对于禁烟应有之努力；七、

全国军政机关各团体学校应于是日举行扩大禁烟宣传俾使民众警惕；八、负责召集举行纪念典礼之机

关得于事前酌量情形邀请各机关公团代表筹备进行；九、是日并得举行禁烟讲演会、禁烟展览会、禁烟

游艺会及公开焚毁烟土烟具以资观感；十、本办法如有未尽事宜得随时修正之[2]。

1929年6月3日，国民政府禁烟委员会在南京于上午九时举行林则徐焚毁鸦片90周年纪念大会[3]。

此后每年全国各地均举行禁烟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如1930年《中央日报》6月30日和7月2日连续报

道南京、上海、芜湖、南通、扬州、镇江、青岛、广州、济南、湖州、江阴、昆山、嘉定等地禁烟纪念活动[4]。

1935年以前，首都的禁烟纪念大会及各项活动由禁烟委员会主持，各机关团体协调合作。禁烟

委员会委员从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禁烟团体代表中遴选。1935年以前，国民政府对禁烟

纪念日并未十分重视，作为禁烟委员会委员的蒋介石等人并不参加禁烟纪念日的纪念活动。禁烟委

员会还于1930年2月7日呈请中央党部“通令各级党部转饬各所在地区分部除原有七项运动外加入

禁烟运动一项改为八项运动，并将每年六月三日列入正式纪念日程以昭重要”[5]。中央党部经常会讨

论，于2月19日函禁烟委员会：“原定的七项运动均系积极的基本建设工作，与禁烟一项运动之意义有

别，无庸并列。至于六月三日禁烟纪念日既经政府命令规定，更不必列入正式革命纪念日程，反失其

特殊之意义也。”[6]

1934年2月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以政府之力主导改良民众的日常生活，禁烟自是其中应有之

义。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新生活运动大会中言：“鸦片之为害，较之一切帝国主义、土匪犹有过之，我们

如果要振兴中国民族，非从禁烟运动着手不可。”[7]1935年5月19日又称：“我们要实行新生活，一定要

首先禁绝鸦片。”[8]1935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禁毒实施办法》和《禁烟实施办法》，实行“二

年禁毒，六年禁烟”政策。同年，在全国范围内扩大禁烟纪念日禁烟纪念宣传活动，发行禁烟纪念特

刊。4月“禁烟会决本年‘六三’纪念举行扩大禁烟运动，并呈请政府采取积极办法”[9]。“六三禁烟纪念

请查照成案饬属切实举行，际兹禁政紧张切盼联合党政机关扩大宣传。”[10]各省市县及各机关团体学

校都扩大举行禁烟纪念宣传运动。1935年6月国民政府设立禁烟总监，负责全国禁烟事务，军事委员

[1]《国民政府训令第四〇二号》，《国民政府公报》1929年第177号。

[2]《六三禁烟纪念日纪念办法》，《中央周刊》1930年第102期。

[3]《国府举行禁烟纪念日》，《兴华》1929年第22期。

[4]《中央日报》1930年6月30日，第7版；1930年7月2日，第7版。

[5]《禁烟公报民国十九年汇编》1931年1月，第46页。

[6]《中央党务月刊》1930年第19期。

[7]《厉行禁烟与实施新生活运动》，《警察月刊》1935年第1期。

[8]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18《社会·社会问题》，〔郑州〕大象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9]《举行扩大禁烟运动》，《申报》1935年4月12日，第8 版。

[10]《察哈尔省政府公报》1935年第7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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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委员长蒋介石兼任禁烟总监，禁烟总监之下设禁烟总会和禁烟督察处，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禁烟纪

念日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

1936年禁烟总会重新拟定颁行纪念办法，禁烟纪念大会改由军事委员会禁烟总会负责。6月 3
日首都举行禁烟纪念日，蒋介石作题为《动员社会力量一致肃清烟毒》的禁烟训词，由甘乃光宣读[1]。

同日，北平、上海、湖南、湖北、广西、广东、山西、山东、河南、安徽、福建、四川、江苏等省均举行禁烟

纪念[2]。此后，在蒋介石兼任禁烟总监的数年内，蒋介石每年禁烟纪念日均发表禁烟训词。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政府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抗战，对禁烟机构做了适当调整，次

年撤销禁烟总监，禁烟总会改属内政部，禁烟督察处改属财政部。国民政府仍坚持“二年禁毒，六年禁

烟”政策不变，除沦陷区外，各地禁烟纪念日纪念活动照旧举行[3]。

1940年是实现“二年禁毒，六年禁烟”目标的最后一年，国民政府控制的区域扩大举行禁烟纪念

运动。重庆“各界于三日晨九时扩大举行六三禁烟纪念大会，到各机关团体区镇保甲代表五百余人，

由中央社会部长谷正纲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即席报告称：吾国励行禁烟始于一八三九年六月三日，林

则徐氏禁烟于虎门迄今已一零一周年，今值抗战建国时期，又为六年禁烟计划最后一年，纪念六三意

义重大。”[4]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一直在其控制区域内举行每年一度的六三禁烟纪念活动，抗战

时期禁烟纪念日的纪念活动也更加突出抗战救国的意义和禁烟对抗战胜利的重要作用。

抗战胜利后，1946年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后第一个禁烟纪念日，南京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

动。6月3日，“六三禁烟纪念，主席特颁训词，接收区应于半年内禁绝，京举行大会并公开举行禁毒”[5]。

蒋介石指出：“本届禁烟纪念大会，举行于抗战胜利，政府还都以后，此其意义重大，实超越于寻常。”[6]

1947年全国各地继续举行六三禁烟纪念活动，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在大陆的最后一个禁烟纪念

日，各国民政府控制地区仍照旧举行。

总体而言，禁烟纪念日与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及时局是密不可分的。禁烟纪念日成为国民政府

禁烟政策的宣传场，同时国民政府依托禁烟纪念日整合社会资源，控制各地禁烟运动，并依托禁烟纪

念日众多的宣传方式形成民众的共同记忆，进行社会动员，树立政府威信。

二、致词、演说与感言

致词、演说与感言是南京国民政府各种纪念日和节日典礼中不可或缺的一项，禁烟纪念日纪念典

礼亦不例外。各政府机关团体学校代表在禁烟纪念活动中发表致词、演说，纪念活动又有诸多的纪念

感言发表，从这些致词、演说和感言中可窥探禁烟纪念日的主要内容及目的。

1. 缅怀先烈

禁烟机关及各代表在纪念大会上致词、演说均首先介绍林则徐的禁烟事迹及精神。1929年6月3
日国民政府在首都举行第一次禁烟纪念日，禁烟委员会主席致词：“大意谓林则徐先生在九十年前焚

毁烟土，抱大无畏精神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吾人当继续努力肃清烟祸。”[7]1930年“上海六三纪念各界

[1]《本总会主持本年六三纪念大会纪事》，《禁烟半月刊》1936年第2期。

[2]《各地纪念情况》，《中央周刊》1936年第470期。

[3]《禁烟纪念演讲》，《四川省政府公报》1938年第119期。

[4]《行都举行六三纪念》，《申报》1940年6月4日，第4版。

[5]《中央日报》1946年6月3日，第2 版。

[6]《首都纪念禁烟节》，《申报》1946年6月4日，第1版。

[7]《国府举行禁烟纪念日》，《兴华》1929年第22期。

228



晚清及近现代历史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6/5· ·

代表大会，为纪念拒毒先哲，鼓励吾人奋斗，议决于中外瞻视所击之上海筹建林则徐纪念堂，以为全

国倡”[1]。蒋介石在 1936年禁烟纪念训词言：“我们追想林公当日大无畏的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毅力，

真觉得无限的敬佩，同时又不禁感到无限的惭愧。”总之，“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我们的禁烟先哲，最

重大的意义是要检查我们过去的错误，要效法林公实干硬干的情神和不屈不挠的努力，并望全国民

众一致努力，与此恶势力作殊死战。”[2]之后蒋介石的历次禁烟纪念训词开宗明义均先缅怀林则徐的

禁烟精神。

禁烟纪念日的一个重要功能是纪念孙中山，将对孙中山的纪念细化到纪念日的典礼仪式、各种宣

传活动中。禁烟纪念日典礼仪式中包括：向国旗党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恭读总理

拒毒遗训、默念三分钟等内容，以示对孙中山的纪念。同时，在禁烟纪念活动中的致词、演说和感言中

也时常表达对总理拒毒遗训的遵从。如193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六三纪念宣言称：“本会秉总理遗训，

受民业付托，当坚持原来主张，努力到底，谨此宣言。”[3]1937年《禁烟汇刊》发文称“我们展读总理遗

教，知道总理倡导国民革命，复兴民族，首注重于鸦片之禁绝”[4]。

2. 宣传国民政府禁烟政策

禁烟纪念主要目的是禁烟，禁烟之原因首在烟毒祸国殃民，禁烟纪念活动所发布的致词、演说和

感言也多有批判烟毒危害和强调禁烟重要性之言。“六三纪念各要人之演词，莫不以禁绝毒品，为救国

之唯一先决问题。”[5]1934年中华国民拒毒会六三纪念宣言称：“鸦片为强邻侵略之先锋，为政治罪恶

之渊薮，为饥馑兵匪之来源，为民生疲敝之主因，不知者以为故作危言，希耸众听，今皆不幸而验矣。

值此国难严重之日，非上下一起，廓淸病源不可。”[6]1936年蒋介石指出：“鸦片足以戕贼个人的健康，

影响社会的生计，动摇国家的根本，阻滞民族的文化，为祸之烈，令人寒心……我国民族能否复兴，要

看我们能否下大决心振作精神、修明内政、增强国力，最重要者就是看我们能否铲除烟毒的祸害。”[7]

1935年前政府虽颁行各种禁烟法令、条例，但国民政府对禁烟重视程度不够，禁烟政策废弛，禁

烟纪念日受民间禁烟团体影响较大，各演说中可以看见一些对政府禁烟政策的批评。1932年禁烟纪

念日禁烟委员会主席刘瑞恒发表演说批评政府禁烟政策：“数十年来，几申禁令成效终渺，最近各省禁

烟情况尤多懈弛。”[8]

1935年后禁烟纪念日日益受到国民政府重视，禁烟纪念日逐渐成为禁烟政策的宣传场。蒋介石

兼任禁烟总监，颁行“二年禁毒，六年禁烟”政策，在致词、演说和感言中多见对此的宣传。“今以全国最

高军事领袖为禁烟拒毒之中坚，以全国最高军事机关为禁烟拒毒之大本营，则其必有成效可睹。”[9]

全面抗战爆发，国民政府工作重心转移，对禁烟机构做出相应调整，蒋介石在1939年禁烟纪念日

致词言：“上年因抗战紧张，军事繁重，关于禁烟机构虽然连同中央其他机关同时有所调整。”但“既定

禁烟政策，不惟绝不变更，而且随时随刻，我的精神都在继续的贯注着，尤其对于廿九年份禁绝的限

期，决心要如限贯澈，决不能再有通融”[10]。1940年为“六年禁烟”政策最后一年，因日本侵华及其他原

因，并未按期完成，针对新形势，国民政府对禁烟政策作出相应调整，宣布禁烟进入断禁之时，相关政

[1]《林则徐纪念堂筹备讯》，《申报》1930年6月20日，第16 版。

[2][7][10]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18《社会·社会问题》，第175-179页，第175页，第184-185页。

[3][6]《拒毒会六三纪念宣言》，《申报》1934年6月3日，第12版。

[4]《六三纪念与广东的禁烟》，《禁烟汇刊》1937年第1期。

[5]《“六三”禁烟纪念感言》，《中央时事周报》1934年第3卷第22期。

[8]《昨禁烟纪念刘瑞恒痛述烟禁废弛》，《中央日报》1932年6月4，第3版。

[9]《“六三”纪念感言》，《申报》1935年6月3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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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禁烟纪念日通过致词、演说等进行宣传[1]。1944年蒋介石“决定于本年三月间重申前令，继续施

行禁政，自本年三月三十日起至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九日止为完全禁绝期间”[2]。抗战胜利后“敌人还给

我们一大片被污辱的土地，一大批被毒化的同胞，政府痛定思痛，又订了二年之内肃清全国烟毒的计

划”[3]。1935年之后的禁烟纪念活动的致词、演说和感言中对国民政府的禁烟政策持肯定态度，对禁

烟政策的弊端也多从人事、外国势力等因素分析[4]。

3. 注重时局变化

1930年禁烟纪念日正逢中原大战，南京发布禁烟纪念告民众书：“纪念禁烟须努力铲除烟毒，更

需铲除比烟毒更毒的阎冯。”[5]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加紧侵华，抗日救国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追求，

各地举行禁烟纪念活动逐渐将禁烟与抗日相结合。1934年拒毒会六三禁烟纪念宣言称：“今日我国

大势，非抗日不能救亡，非禁烟不能图存，而禁烟尤为抗日之先决条件。”[6]1937年时人发表禁烟纪念

感言：“我国于今日之境地，国难频仍，外辱日亟，谁都知道要大家急起救国……我们要积极根绝烟毒，

救我国家，复兴我民族。”[7]1938年，“正当抗战严急之时，意义之重大，较之往年尤为迫切，倭寇狂暴，

侵我国土，不顾公理，肆其蹂躏，使我中华同胞，陷于水深火热，非全体奋起抗战，不能复我河山。”[8]

1939年蒋介石发布题为《以抗战杀敌精神根绝烟毒》的禁烟纪念训词。1940年蒋介石的禁烟纪念训

词进一步指出：“抗战与禁烟两事同具重要，不容轩轾，且不容分割……吾人兹后之禁烟工作，亦正犹

抗战工作，必须继续奋斗，以争取最后胜利者，毫无二致。”[9]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英美等国对日宣战，日本失败渐成定局，战后复兴、宪政、建国等成为中

国面临的新问题。1943年，“我国从前对外订立种种不平等条约一律取消，而抗战亦奠定胜利的基

础，复兴国家的要道在于修明内政……禁烟如果不能收效，其他政治建设的工作无论如何努力概不能

收效。”[10]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之际，《中央党务公报》刊登一篇禁烟纪念日演说，详细论述了禁烟与抗

战、宪政、建国三者的关系，认为抗战将胜之时更应注重社会风气的建设，而宪政是一种生活方式，为

完善地方自治，早日实施宪政，必须彻底肃清烟毒，另外战后的建国应从民族改造入手，民族身体与精

神的改造首重禁烟[11]。1946年蒋介石在禁烟纪念训词中亦提到：“今抗战之任虽终，建国之业方始，吾

民族行将踔厉奋发，以负荷更为艰巨之任务，对于国民体质之加强，与民族健康之增进，实为此时最迫

切之要求。”[12]

1946年内战爆发，“共匪”成为南京政府最大威胁。蒋介石在1947年禁烟纪念训词中指出：“战事

结束之后，敌人之毒化尚待清除，而共军又复变本加厉，破坏禁政。”[13]1948年国民政府控制区域照旧

举行禁烟纪念活动，各种致词、演说和感言大多围绕“戡乱”主题展开，“烟毒对于国计民生，实为百害

[1]参阅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18《社会·社会问题》，第197-198页；《禁烟不难》，《闽政月刊》1940年第

5期。

[2]《六三紀念感言》，《申報》1944年6月3日，第4版。

[3]《市长在首都各界扩大禁烟纪念大会训词》，《南京市政府公报》1947年第2卷第12期。

[4]《禁烟节感言》，《中央周刊》1946年第9卷第24期。

[5]《六三禁烟纪念告民众书》，《中央日报》1930年6月3日，第8版。

[6]《拒毒会六三纪念宣言》，《申报》1934年6月3日，第12 版。

[7]《六三纪念的感言》，《进化》1937年第8期。

[8]《抗战期中举行六三禁烟纪念感言》，《四川省政府公报》1938年第119期。

[9][12][13]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18《社会·社会问题》，第199页，第204页，第206页。

[10]《六三禁烟纪念应有的认识》，《广东省政府公报》1943年第947期。

[11]《纪念六三应有的认识与努力》，《中央党务公报》1945年 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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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无一利的麻弊品。……比之共产思想的赤流，同样可恶，因为二者的毒化人类，其祸其非，并无二致

的”[1]。同年，天津市举行禁烟纪念大会，内政部特派员演说认为：“现在政府戡乱时期，共匪大量输入

烟毒，套购物资，破坏经济，腐化民众体格，亟应严加查禁。”[2]

三、禁烟纪念宣传与社会动员

“纪念日等象征符号一般通过仪式过程才能得到生动呈现与充分展示，经过仪式及其他附属形式

的宣传，并通过社会成员的记忆而得到传播。”[3]烟毒为祸深入全国各地及各阶层，全国范围内社会各

阶层参与是禁烟成功的一个重要保障。国民政府通过禁烟纪念日各种形式的宣传手段希望形成广泛

的社会和政治动员，有效促进禁烟运动的推进。蒋介石认为：“禁烟一事决不是局部的片面的努力可

以成功的，必须社会全体动员，彼此通力合作，向一个目标坚决的共同努力，才可以收效。而且如果我

们社会上不论教育政治卫生慈善各界，共同一致来努力，我们不但可以限期禁绝，而且必能提早禁绝，

我以为惟有社会的总力量，才是决定一切成败的关键。”[4]

禁烟纪念日为实现广泛社会动员采取多种多样禁烟宣传方式，1936年6月3日上海的禁烟纪念

大会具有代表性，以其为例可看出禁烟纪念日宣传与社会动员的大略概况：是日市党部联合各界于上

午十时假市商会大礼堂举行纪念大会，出席大会的成员有市党部、禁烟会、地方法院、市公安局、保卫

委员会、国民拒毒会、市教育局、公共租界纳税会、法租界纳税会、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总工会、市农

会、市商会、市教育会、合作事业促进会、市妇女会、中国劳动协会、国货维持会、暨南大学及各大中小

学校、各同业公会、各工会等各界代表一千余人。除主席致词及各机关代表演说外，纪念大会还包括

以下内容：

焚毁毒品：纪念会散后，参加人员参加焚毁烟土、毒品和烟具活动。自上午十时半开始焚烧，当时

烈熖飞胜，观者非常兴奋，至下午二时始完全毁尽。名流播音：市党部为扩大宣传起见，特聘各界名人

播音演讲禁烟拒毒，题目均为禁烟拒毒意义及禁烟状况。游艺宣传：市党部为引起娱乐观众明了烟毒

祸害起见，特编印宣传大纲分发本市，献艺者在献艺时或在舞台或在电台，随时穿插宣传，故昨日各游

艺场所及无线电播音时，均有关于禁烟拒毒宣传之言词，热心者已将此种材料，编制开篇词曲，颇为听

众注意。各报特刊：市党部为使各地阅报人士注意禁烟拒毒之必要与政府之决心禁绝计划起见，除其

他各项纪念外，并请本市各大日报于昨日出版特刊一大张，内容作者均为本市名流对禁烟拒毒有非常

贡献与发挥。各界悬旗：各机关、各团体、各大中小学、各级党部、各工厂、公司、商号，除派员参加禁烟

纪念大会外，悉遵国府规定于昨日一律悬旗纪念云。大会标语：如“纪念六三要遵奉总理拒毒遗训”、

“纪念六三要拥护政府厉行禁烟拒毒政策”、“拥护蒋禁烟总监”、“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禁绝烟毒复兴民族的先决条件”[5]。

1936年上海禁烟纪念大会并非个案，是年全国各地大多举行禁烟纪念活动，宣传动员方式大体

相同，但也因地区、经济等差别也略有差异，如广州举行分区化妆游行；南昌组织化妆宣传队、学生演

讲队；成都参会全体成员列队游行全市；济南各通衢遍贴标语，公布烟案数量，广播电台请齐鲁医院大

[1]《六三禁烟节》，《申报》1948年6月3日，第2 版。

[2]《为举行禁烟纪念大会致是政府的呈》，天津市档案馆，档号：J0002-3-009533-001。
[3]陈蕴茜：《植树节与孙中山崇拜》，《南京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4]张研、孙燕京主编：《民国史料丛刊》718《社会·社会问题》，第178页。

[5]参阅《昨日六三纪念大会》，《申报》1936年6月4日，第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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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演讲毒品之害；福州利用《福建民报》发行特刊及漫画专刊，小学举行拒毒演讲比赛，另外还有汽车

评话、水上宣传、放映禁烟宣传影片、化妆游行[1]。

学生是禁烟宣传的主力，学校组织学生前往各街市进行讲演、游行、分发宣传单等。“六三禁烟纪

念日，应令各校学生特别宣传。”[2]政府还组织举行学生禁烟征文比赛[3]。为扩大禁烟纪念宣传，动员学

生，一些地方政府还组织编印禁烟教材供学生学习[4]。江苏吴县1935年举行禁烟纪念活动，“是日苏

地各中小学校、均上禁烟课一小时”[5]。同时，“禁烟纪念”作为问题研究进入一些地区普通教材中，如

1936年教育类期刊《教师之友》刊登《小学高级中心教材（六月份）》即有“禁烟纪念”问题研究[6]。

近代传媒技术的利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举行的禁烟纪念活动，都得到各式各样报刊杂志

的报到，一些报刊在禁烟活动期间还刊发“禁烟纪念特刊”，以扩大宣传。广播电台、电影、近代戏剧、

歌舞等也被应用到禁烟宣传中。现代传媒的应用使禁烟纪念宣传更加生动、直接，有效地增加了禁烟

纪念宣传的受众人数，同时对国民政府宣传其统治策略、树立良好政府形象、激起民族主义精神有积

极作用。

禁烟纪念活动宣传方式的一大特色是当众焚毁鸦片。禁烟纪念大会结束后，政府往往联合各机

关团体代表选择一空旷、方便场所，将缴获而来的鸦片、毒品和烟具付之一炬，直接的视觉体验更易使

观者动容。国民政府主导的禁烟纪念宣传活动，一定程度上达到社会动员的效果。全国各地的禁烟

纪念大会参与者少则数百，多则数千。禁烟大会结束后，各宣传队、讲演队等到各街道进行讲演、游

行，张贴标语，散发宣传单、宣传画等，还有戏剧、电影、广播等方式，更是成倍增加直接和间接参与人

数。1930年南京举行禁烟纪念大会，“晚七时，开游艺大会，有名剧家陈大悲导演之禁烟戏剧及歌舞

等，到者数百人，颇极一时之盛云”[7]。1935年广东省举行禁烟纪念大会“省立民众教育馆组织宣传队

六队，分赴市内各繁盛地点，作禁烟演讲，唤起民众自动戒烟，认识不平等条约之苛酷，演讲队每队五

人，巿民听者甚众”[8]。

四、 结 语

禁烟纪念日自其设立就存在歧见，一些偏激的人认为禁烟纪念日“不啻是有意暴露党治时代反不

及满清时代拒毒运动的热烈，堂皇的国民政府，反不及区区的一员清吏之拒毒手段与功力来的强大，

这是如何欠考虑的举行呀！”[9]“禁烟禁烟，名禁实开。一年一度之悬旗纪念，徒令人五官麻木，尚不如

清明寒食，端阳角黍，可令人感念低徊，发生情绪也。”[10]1934年禁烟委员会主席刘瑞恒也哀叹“年年纪

念，而国内烟毒，仍未肃清，真可愧痛。”[11]同年，中国第一份企业刊物《海王》刊文称：“现在有许多地方

[1]《各地纪念情况》，《中央周刊》1936年第470期，第3-5页。

[2]《江西省政府公报》1937年第818期，第7页。

[3]如《湖南省禁烟委员会为六三禁烟纪念举行省会中学生禁烟征文比赛办法》，《湖南省政府公报》1937年第 724
期；《六三禁烟论文比赛特刊》，《陕西教育月刊》1937年第3卷第3期，第180-194页。

[4]《六三纪念扩大宣传》，《江苏月报》1935年第4卷第1期，第85页。

[5]《禁烟纪念节扩大宣传》，《申报》1935年6月4日，第7 版。

[6]《小学高级中心教材（六月份）》，《教师之友（上海）》1936年第2卷第6期，第993-996页。

[7]《禁烟纪念》，《中央周刊》1930年第105期，第 11页。

[8]《粤省举行禁烟纪念大会》，《申报》1935年6月8日，第8 版。

[9]《什么“六三”纪念!?》，《前锋（镇江）》1929年第3期。

[10]《禁烟纪念！！》，《政治评论》1932年第2期。

[11]《禁烟会之纪念会》，《中央日报》1934年6月4日，第10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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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普遍黑化，有许多地方又在举行禁烟纪念，这不是明显的矛盾么！林先生有灵，看到这种滑稽把

戏，是哭？还是笑？”[1]

1937年上海发行的《人间十日》期刊登载一篇短评，对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持批评态度。此一短

评作者以亲历者的身份对南通的禁烟纪念宣传进行评价。“总集会的举行六三纪念式也来过一次，所

谓总集会也不过是各小中大学校几个代表学生，据说讲演的都是当地的长官们，但我无福能亲听到。

有一只小学校里趁着这个机会，在这一周里，以禁烟做教学的中心，这真苦坏了一批教书们。”是日夜

里举行提灯会，“其实对于这次提灯会的重大意思，我根本不知道，但潮水似的人群却给我想起了以外

的人，然而这些人的前面我看见一根牵连着他们的绳”[2]。不论期刊、作者立场如何，从此短评中也可

看出禁烟纪念宣传与社会动员的缺陷，使一些人苦恼，一些人随波逐流，众多的宣传方式也未能使民

众知晓宣传主旨，只是如过节般跟着热闹。除此，讲演、游行、广播、电影等众多的宣传和社会动员方

式也大多在城市里进行，鲜有深入农村宣传和动员的。以农业为主的近代中国社会，广大的边缘农村

是鸦片主要种植地，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农民也有大量的鸦片吸食者，出生于陕西长安魏家寨的著名

学者魏宏运先生曾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魏家寨附近村庄，种植罂粟者甚普遍。富户子弟有因嗜吸

鸦片而倾家荡产。”[3]农村禁烟更是全国禁烟的重要组成部分，禁烟纪念宣传不深入农村，是其宣传和

社会动员的一大弊端。

随之时间推移，社会各界对禁烟纪念日越来越失望。1946年四川省一个一等县举行禁烟纪念大

会，照例当地首长和地方名流轮流演讲，以中小学生为主体的参与者在太阳暴晒下时常有晕厥者，最

后一位演讲者是“平素受人爱戴的”老者，因推脱不掉进行演讲，讲道：“今天是禁烟节，这是大家都知

道的，我在这里，有三点意见，贡献给各位！第一点，我不说你们也知道。第二点，说了等于不说。第

三点，等我明年再说，完了。”[4]老者以诙谐幽默的讽刺口吻道出社会对禁烟纪念日的认识和无奈。

禁烟纪念日以推动禁烟运动开始，希望经过努力“使将来之六三，成为拒毒成功之纪念日”[5]。但

直到南京国民政府在大陆统治的结束，禁烟纪念成为拒毒成功纪念日的目标也未实现。

南京国民政府自1929年设立禁烟纪念日，直到1948年每年6月3日都如期举行禁烟纪念活动，与

其他纪念日一样，作为时间符号的禁烟纪念日有其特殊意义。禁烟纪念日以缅怀禁烟先哲林则徐、继

承孙中山拒毒遗训为依托，进行禁烟运动的宣传和社会动员，希望推动全国禁烟运动的开展。毋庸置

疑，禁烟纪念日的纪念活动在宣传禁烟和社会动员、激发民族主义精神等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南京

国民政府厉行禁烟，根据时局变化不断调整禁烟政策，禁烟也取得一些成效，但在其统治的二十余年

中烟毒始终没能肃清，禁烟政策在一些边远地区形同虚文，烟毒仍是为祸中国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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