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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论

一所大学的红色印记

■

伍轩

“珞珈之山，东湖之水，山高水长，流

风甚美”，这是董必武

1963

年给武汉大学校

庆的题词， 镌刻在樱园顶端的石碑上。武

汉大学是一所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

亲历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创建、 发展、壮

大并走向一个又一个胜利，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国人民为寻求富国强民而苦苦探

索的艰难历程，反映了数代学人及学子为

民族振兴、国家富强所作出的艰辛努力。

参与中国共产党创建

打开历史的篇章， 拂去岁月的烟尘，

把历史镜头聚焦到一所大学在近代中国

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与一个政党的交集。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出席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

13

位代表中，陈潭

秋、董必武、李汉俊、李达和周佛海等

5

人

在武汉大学学习、工作过。

“东西南朔，多士跄跄，教学益相彰。

朴诚有勇，陶铸一堂，学盛国斯强。”武汉

大学的前身之一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校歌中这样唱道。武汉大学的前身可溯源

至

1893

年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 此后历

次更名为方言学堂、国立武昌高师、国立

武昌师范大学、国立武昌大学、国立武昌

中山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

1949

年以后定

名为武汉大学。

作为辛亥首义之地，武汉革命氛围浓

烈，开风气之先。甲午惨败后，为了培养洋

务人才， 清政府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留

学。由于张之洞的提倡，自强学堂和方言

学堂成为派出学生去日本、欧美留学的重

要学堂之一。学堂毕业生中有

30

多人成为

“武昌起义有功人员”。

1919

年， 李达在从日本寄给国内发表

的文章中就表达了建党理想。作为中国共

产党上海发起组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

与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

还在理论上系统地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

义建党理论，主编过党的第一个半公开性

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这些都为中共一

大的召开做了充分的筹备和组织工作。

1921

年

7

月

23

日，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

界望志路

106

号“李公馆”（李汉俊哥哥李书

城的寓所）召开。

7

月

30

日晚，第六次会议刚

开始，突然闯进一个不速之客，代表们迅

速离开会场，李汉俊留下掩护，很快法国

巡捕、警探蜂拥而至，李汉俊以房主的身

份，用流利的法语沉着应对，巡捕们一无

所获。

1922

年，李汉俊接受时任武昌高师校

长张煦聘请，讲授唯物史观、社会学史等

科目，是我国高等院校中首位系统讲授唯

物史观的人。

早在

1920

年， 就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

汉大学活动， 最早在此活动的是陈潭秋。

陈潭秋是武昌高师孕育出的第一位革命

家。在学生时代，他已是武汉地区“五四”

运动的学生领袖。毕业后与董必武、刘伯

垂等

7

人创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 在他的

影响下， 武昌高师的一些校友如张朗轩、

钱亦石、江子麟等纷纷加入党组织，成为

武汉地区的革命骨干。

董必武于

1919

年在上海认识同乡李汉

俊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二人由同乡

变为同志。翌年夏，鉴于上海已经成立了

共产主义小组，李汉俊就建议董必武在武

汉成立类似组织。“深以为然”的董必武与

陈潭秋二人遂负责组织工作。他们用马克

思主义观点对当时的中国国情进行分析，

一致认为中国“要革命，要打倒列强，要除

军阀，要建立民主制度”，首先“要唤醒民

众”。于是，他们开始设立马克思学说研究

会，创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深入工人调查

宣传，做群众工作，寻求马克思主义与工

人运动结合的道路。

周佛海在日本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

的社会主义学说， 开始信仰共产主义，并

在

1920

年前后发表了一组宣扬马克思主义

的文章， 参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工作，作

为旅日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后来，投机

思想很重的周佛海革命立场不再坚定，与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上的分歧越来越

大，与党离心日益加重，最终走上了另一

条路。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

天辟地的大事，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

国革命的面貌开始焕然一新。在中国共产

党史上，武大具有浓墨重彩的一笔。

投身马克思主义传播

1921

年

7

月的一天，上海法租界博文女

校的一间普通宿舍里，两位湖南籍年轻人

终于谋面了。他们兴奋地谈论着马克思主

义、即将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时局

与未来。他们是毛泽东和李达。从那时起，

两人开始了长达

40

多年的交往。

1936

年

8

月

14

日， 毛泽东早年的好友、

闻名一时的“文化书社”经理易礼容突然

收到毛泽东的来信：“我读了李之译著，甚

表同情，有便乞为致意。”信中的“李之译

著”，就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

物论教程》。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实

践论》和《矛盾论》，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国

革命的实践经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

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李达的哲学著作为

毛泽东的理论创造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

料，其中《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和《社会学

大纲》影响最大。

《辩证法唯物论教程》 是毛泽东批注

文字最多的哲学著作。毛泽东在要求党的

高级干部学习理论著作时，把“李译《辩证

法唯物论教程》第六章‘唯物辩证法与形

式论理学’”指定为

6

种必读材料之一。《社

会学大纲》毛泽东读了多遍，并作了很多

批注，合计约

3500

字。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

中称赞他是“真正的人”。

1948

年，毛泽东指

示中原新华书店再版《社会学大纲》，作为

全党干部的学习教材。

另一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巨

大贡献的武大人是李汉俊。

日本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

主渠道之一，李汉俊留学日本期间，结识

了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河上肇，深受

其影响。 李汉俊勤奋学习马克思原著，并

用其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撰写了数

十篇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共产

国际驻华代表马林曾赞其为“最有理论修

养的同志”。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后

请他校对把关。“五四”运动前后，李汉俊

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成为我国

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者之一。董必武曾在回

忆录中写道：“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

老师。”

时任武昌高师教务长、主讲公民学的

耿丹也是思想进步的新聘教师。耿丹参加

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经常学习有关十月革命的小册子

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听取李汉俊讲

解唯物史观，针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

展开激烈辩论。

武汉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可谓

源远流长。

陶德麟是李达亲手选定的学术助手

和秘书，李达开创了武大的马克思主义哲

学专业，陶德麟将这一学科优势传承下来

并推动发展， 使这一学科在

1987

年成了全

国首批国家重点学科，培养了大批优秀人

才。在李达去世

26

年后，陶德麟担任了武大

校长。陶德麟被学界誉为“我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领域最前沿、最有影响力的前辈学

人之一”。

在武汉大学，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传统已然形成。它追求“爱智求真与忧国

忧民的统一”。

地下党组织筑牢革命堡垒

1925

年， 武大校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

基层组织———中国共产党武昌大学支部

正式成立（“五卅运动”后，学校已有党员

10

多名，团员

50

多名），这也是我国高校成立

最早的中共党支部之一。

1937

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

发。

9

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湖北省工

作委员会相继成立， 在两者筹建过程中，

陶铸、何伟、杨学诚等人到武汉大学着手

党组织的重建工作， 以武大的青年救国

团、抗日救国会等群众组织的领导骨干为

主，发展了刘西尧、朱九思、肖松年、潘乃

斌等一批党员，之后正式重建了中共武汉

大学支部。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武大的第一

个党支部， 首任支部书记是李汉俊之子、

武大学生李声簧。随后，武大进步学生又

组织了一个党的基层外围组织———抗日

问题研究会。此时，党在武汉大学的影响

逐渐扩大。

1938

年

4

月，武汉大学西迁乐山。随校

入川的师生中有

3

名共产党员， 他们很快

与中共四川省工委派来乐山重新组建党

支部的侯方岳建立联系。此后，借读生、转

学生纷纷进入武大，不少党员随之来到武

大就读。同年

8

月中旬，侯方岳帮助建立了

武大乐山时期第一个党支部。 一年后，武

大学生党员已发展到

30

余人，上级决定将

其扩大为中共武大总支部， 下设理工、文

法、女生

3

个党支部。乐山时期的武大地下

党支部带头参加多种抗日救亡活动，深入

城镇、乡村宣传抗日活动，不断扩大党组

织的影响力。

1940

年

7

月

6

日，国民党纠集宪

兵 、警察 、特务窜进武大 ，按 “黑名单 ”抓

人，逮捕了进步社团负责人端木正、顾谦

祥和共产党员李昌瀛、张是戎及进步学生

卢祥麟等共

20

多人，武大校史上称“七六大

逮捕”。 中共武汉大学总支部遭到严重破

坏而停止活动，未暴露身份的党员，转入

地下坚持斗争，组成了男生、女生两个党

支部。

1946

年，武汉大学复校珞珈山后，进步

学生社团在党的领导之下，经历了“核心

领导小组”、 武大党支部和武大党总支领

导下不断发展壮大的过程。 解放前夕，武

汉大学已有

6

个中共地下党支部， 党员人

数多达

90

多人，俨然成为武汉地区党员最多、

革命民主势力最强的革命堡垒， 被人们誉为

武汉的“小解放区”。

1947

年， 抗战胜利后武大第一个党支部

成立。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武大党

组织按照上级指示，从

1948

年起，陆续选派优

秀进步青年学生

40

余人支援中原、右江、晋察

冀等解放区。他们奔赴前线，浴血奋战，为中

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热血。

1949

年春，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前，阴

谋策划搬迁工厂、学校和报复性屠杀。在紧急

关头， 武大地下党组织做出了联防应变的决

定，迎接武汉解放。校长周鲠生在进步师生的

感召下，抵制桂系军阀迁校桂林，成立多种组

织，保护学校安全。在他的带动下，许多教授

稳定下来，积极投入迎接解放的活动。

1949

年

5

月

17

日， 武昌解放。

6

月

10

日，人

民解放军武汉军管会文化部潘梓年与派驻武

汉大学的军代表朱凡等

6

人正式接管武汉大

学。从此，武汉大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千里奔赴革命圣地

“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

/

成天有从各个

方向走来的青年，

/

背着行李，

/

燃烧着希望，

/

走进这城门。

/

学习、 歌唱，

/

过着紧张的快活

的日子。” 这是诗人何其芳笔下的延安。“一

二·九”运动之后，成千上万对国民党消极抗

日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 青年学生千里迢迢

奔赴延安。据美国学者约翰·伊斯雷尔和唐纳

德·

Ｗ

·克莱因统计，

1938

年末，等待批准进入

陕甘宁边区的青年学生有

2

万人。从

1935

年到

1947

年， 在通往延安的公开或隐秘的大路小

径上，怀揣革命理想的青年学生或扮成商贾、

“银行小姐”，或以“延安参观团”的名义穿越

关卡，投入革命圣地的怀抱。

22

岁的李锐就是其中一员， 早在他就读

武汉大学机械系时， 便是一个爱国的热血青

年。

1937

年，他甫到即受重用，被留在相当于

现在的“团中央”的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任

宣传科科长。一年多后，李锐和中央青委的其

他同志创办了轰动一时的墙报 《轻骑队》，其

犀利的文风被毛泽东誉为 “生动活泼新鲜有

力的马克思主义的文风”。

1941

年， 李锐被调

入《解放日报》社，开始了他的编辑记者生涯。

1943

年，由于抗日战争的形势需要，他在《解

放日报》开创了军事评论，他论述山东战场形

势的社论 《山东的捷报》， 毛泽东作了批示：

“此文写得生动又有内容。”

1944

年

4

月，武大校友陈家康奉调又一次

回延安。

1937

年

5

月， 他曾作为上海党组织代

表， 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

表会议和中共中央白区代表会议。这一次，他

回延安是参加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的工作。

同年

7

月，美国官方代表包瑞德上校率美军观

察组到延安考察， 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建

立官方关系的开始， 也是首次与西方国家的

官方往来。为此，中共中央专门设立了军委外

事组，陈家康为其成员之一。在陈家康等人的

努力下， 这两次参观考察打破了国民党的严

密封锁，取得了国际上的理解和支持。

校友朱九思于

1937

年底赴延安， 先入抗

日军政大学第三期学习。翌年

6

月，他结束在

抗大的学习，留校工作，任政治主任教员。随

后，他作为抗大第二分校工作人员，到敌后晋

察冀边区做军队政治工作和宣传工作。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60

多年前， 武大人千里奔赴延安。

60

多年后，

我们在延安邂逅武大。

跨进延安城北杨家岭沟口的石门，一座庄

严肃穆、糅合中西风格的建筑依山而立，这就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旧址———

中央大礼堂，礼堂设计者是

1936

年毕业于武大

法律系的杨作材，著名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和

延安文艺座谈会都在此召开。

1961

年， 它被国

务院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具有浓郁江南风格的王家坪中央军委礼

堂，也出自杨作材之手。

1945

年

8

月，庆祝抗日

战争胜利的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的洪流中， 留下了

武大人的光辉足迹。 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

月，书写了武大校史上的红色篇章。

追寻爱国志士的武大足迹

“十八栋” 是珞珈山南面的一个老楼群，

一区

27

号是一栋幽静清寂的英式二层小楼，

73

年前，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肩负发展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之重任的周恩来， 正是在这里

卓有成效地开展了一系列统战工作。

保卫大武汉时期，珞珈山上风云际会，国

共两党要员和社会各界名流云集于此。 在这

栋小楼里， 周恩来经常晤见各界爱国民主人

士、武大进步教授和国民党抗日将领，与他们

促膝谈心，宣传党的统一战线主张，商议抗日

救国之策。著名的“三

S

”（斯诺、斯特朗、史沫

特莱）等国际友人，也曾多次造访珞珈山，受

到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的热情接待。 这栋小

楼有“国共合作抗日小客厅”之誉，

1983

年被

武汉市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珞珈山居住期间， 周恩来先后三次给

武汉大学学生作演讲，每次都座无虚席，大大

激发了武大师生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决心 。

1938

年初夏， 周恩来连续两个晚上在大操场

上作演讲，宣传毛主席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

略问题》，号召知识分子行动起来，投身到全

民抗战中去，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在武汉大学期间， 周恩来还同郭沫若一

起组织并直接领导了“抗日活动宣传周”、“七

七抗战一周年纪念”、“七七献金”等抗日宣传

活动。

武昌中山大学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颇受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1927

年

4

月， 罗荣桓进入

武昌中山大学学习，并担任党支部组织干事。

他们组织宣传队到群众中做革命宣传工作，

到校外发行当时的进步报刊《向导》、《中国青

年》、《曙光日报》等。在蒋介石、夏斗寅等相继

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发出了“武装保卫革

命”、“到军队中去”、“到农村中去”等号召。罗

荣桓积极响应中共湖北省委的派遣， 前往崇

阳、通城一带开展农运工作。

1927

年，轰轰烈

烈的大革命失败后， 革命形势由高潮转入低

潮， 一度是革命据点的武昌中山大学也处于

白色恐怖之中。

8

月中下旬， 罗荣桓等青年学

生率领崇阳、 通城两县农民武装百余人到达

江西修水与原武汉政府警卫团合编， 罗荣桓

任连党代表，在参加秋收起义之后，跟随毛泽

东上了井冈山。

1928

年， 年仅

30

岁的闻一多担任武汉大

学文学院首任院长。 闻一多参与了国立武汉

大学的筹建、规划以及珞珈山新校址的选定，

他提出将新校址的罗家山（又名落驾山）改名

为珞珈山。闻一多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积

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面对帝国主义的在华

恶行他拍案而起，奔走呼号，成为著名的民主

斗士。

1946

年

7

月

15

日， 闻一多被特务枪杀于

昆明。 武汉大学在樱顶原文学院旁树立了闻

一多先生的半身铜像，纪念这位诗人、学者、

战士和中国共产党的挚友。

就是在这个校园里，李汉俊、陈潭秋、詹

大悲、危浩生、汪传豫、徐全直、吴永莹、韩炳

炀、胡其明等众多共产党人，怀着炽烈的爱国

之心、报国之情和革命之志，奋勇参加民族救

亡和人民解放斗争， 为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

自己的生命。

★

红色校园

★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

民族之青春

■

俞可

大学， 在中华文明史上区区百余年。 少

年大学与少年中国并肩成长， 行至

1919

， 青

春骚动， 不， 青春勃发。 德先生和塞先生，

浸润着青春的童话。 两年之后， 以李大钊、

陈独秀等青年学人为代表的 “五四” 精神领

袖， 以毛泽东、 周恩来等青年学子为代表的

“五四” 左翼骨干， 两股力量携手走出象牙

塔， 共同缔造中国共产党。

听， 李大钊大声疾呼

:

“冲决历史之桎

梏， 荡涤历史之积秽， 挽回民族之青春！”

以那代革命人的青春年华为苍老的华夏

注入民族之青春。 《新青年》 吹响战斗的号

角。

青春， 成为维系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纽

带。

年轻的大学在中国往往被赋予一个古老

的命题， 即 《大学》 开篇 “在明明德， 在亲

民， 在止于至善” 道出的大学之道。 然而，

士志于道， 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是虚无

为 “内圣外王” 的君子之道， 就是异化为士

志于仕。 而中国共产党， 承载着明道济世之

使命， 把 “为学” 与 “为治” 合二为一。 这

里的 “治” 并非统治， 而是解放。

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 走在反帝、 反封建、 反官僚资本

主义以及抗日救亡的前列， 总是青年学子，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以身载道， 实现天下大

同。由此，陶行知对大学之道作出崭新诠释：

“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

今天， 如果说， 中国共产党与大学一起

在萌发、 律动、 激扬中由少年而青年并最终

步入壮年， 那么， 沧海桑田赓续不变的则为

民族之青春。

青春原本就是一种时代的存在， 经由莘

莘学子把时代精神带入象牙塔， 并借助大学

之道， 再把青春奉献给社会， “苟日新， 日

日新，又日新”，周而复始。而中国共产党在失

败与过错中自我修复自我造血，如凤凰涅槃，

堪称民族之青春的范例和生命力的张扬。

青春， 在道的层面上， 成全了中国共产

党与大学质的同构。

年少却不稚弱， 朝气却不躁动， 激情却

不狂热， 批判却不决裂， 阳光却不暴烈， 宽

容却不放纵， 忧患却不颓废， 成熟却不朽

迈。 这就是青春的精神气息， 融通了中国共

产党与大学的实质， 历久弥新 ， 共同造就

“无恒产而有恒心” 甚而恒道的时代之士。

（作者系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学术委

员会秘书长）

东方红色大学

■

李霞

“欲建设新民国， 当先建设新教育”。

这是于右任对一个新生的民主政权和一

个稚幼的教育体系之殷殷期盼，

1922

年

8

月，

开诚布公于 《民国日报》。 恰好， 于右任此

间抵沪， 上海大学海选校长， 把他与陈独

秀、 章太炎并列为候选人， 着实给他一个措

手不及。 正因为他的这句震撼般的呼号， 又

由同门兄弟、 《民国日报》 创办人邵力子的

力荐， 于右任欣然赴任， 成为上海大学首任

校长， 随即把 “养成建国人才， 促进文化事

业” 定为办学宗旨。

然而， 于右任万万没有料到的是， 他面

对的竟然是一个烂摊子。

上海大学诞生于闸北青云路 （今西宝兴

路） 青云里 。

1922

年春 ， 有人打着 “新文

化” 的幌子， 成立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

校， 草草招生开课， 牟取暴利。 那些入学的

学生可都是经受过 “五四” 洗礼的青年， 岂

能任人宰割， 一怒之下轰走 “学店” 老板，

干脆自立门户。 于右任在此之际成为这所学

校的校长， 上任后把学校改名为 “上海大

学”。

如何建设？ 于右任惊喜之余便是茫然无

措。

上海大学师生应该 “立足在演化论和进

步论” 上， 并 “像马克思一样”， 去创造一

种 “进步的历史观”， 同时， “用了我们的

全力”， 坚定地 “沿着这种进步的历史观，

快快乐乐地创造未来的黄金时代”， 也 “创

造一种快乐的世界”。

1923

年

4

月

15

日， 李大钊在上海大学发

表 《演化与进步》， 无疑为上海大学的办学

明确了方向。 于右任顿感柳暗花明， 遂面晤

李大钊恳谈办学事宜。李大钊说，上海大学应

当以革命之需为需来培养改造社会之人才，

建议于右任创设社会学系， 并举荐共产党人

邓中夏任总务长，矍秋白任社会学系主任。筑

巢引凤，蔡和森、恽代英、张太雷、萧楚女等中

共早期杰出领导人接踵而至。沪上仅有的

5

个

党小组，上海大学为第一组。

同年

11

月

7

日， 在上海大学召开的十月

革命胜利

6

周年纪念大会暨该校 “社会问题

研究会” 成立仪式上， 李大钊的那篇著名讲

演 《社会主义释疑》 奏响上海大学发展的主

旋律———东方红色大学。

这只革命战士摇篮还为晚两年开办的黄

埔军校源源不断地输送革命新鲜血液， 上海

大学副校长邵力子、 教员恽代英、 学生张治

中， 先后奔赴黄埔军校。 史称 “文有上大，

武有黄埔”。 （作者单位： 上海师范大学）

“一二·九” 南开人勇挑历史重担

南开大学从创立始，每次爱国运动都

站在了最前线，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在

1935

年“一二·九”运动中，南开大学更是勇挑

历史重担，为匡救国家作出了努力。

1935

年，北平“一二·九”运动爆发，南

开大学学生自治会即派冷冰等人赴北平，

一面了解真相，一面慰问受伤者。为推动

这一运动的进行，

12

月

18

日，南开大学、北

洋大学、 南开中学等校联合举行游行示

威，南开大学学子朱丹担任纠察队长和敢

死队队员，他们提出“反对华北自治”、“全

国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决定到南京请愿。

南开学子的信念和表现出的力量极

为坚强和强大。 这可从

300

人组成的南下

请愿团事件中得到充分证明。经过全体同

学一致决议罢课，赴京请愿，

20

日，全体同

学齐集礼堂，分队领票，呼喊口号，分三批

相继绕道登车。这种巧妙的安排和组织打

破了当局“防范”之墙。

因为列车乘客拥挤 ， 请愿团领队又

多次聚集一起开会， 引起段、 站负责人

注意， 路局遂下令， 阻车南下， 停在沧

州。 沧州地区各学界举行游行， 并以各

种形式来声援。 南京当局立即派教育部

高教司司长谢树英、 督学戴应观两人为

专员北上， 设法阻碍这一爱国运动。 在

这种情况下， 南下已不可能。

12

月

23

日，

请愿团返校， 继续罢课。

1936

年

1

月， 平

津学生南下宣传团组成， 到平津和保定地

区宣传抗日， 南开大学和北洋大学的同学

组成第

4

团， 深入到上述地区农村， 展开

救亡活动。 另外， 南开大学举行的讲演会

也有声有色。

1936

年

2

月

1

日， 中华民族解

放先锋队成立， 南开大学学生朱丹名列发

起人之中。 南开教师也发表言论， 希望当

局正确对待学生运动。

在 “一二·九” 运动中， 南开大学师

生的努力唤起了许多民众的觉醒， 筑起了

中华民族新的长城。 （鹿麟）

■

大学诞生

■

大学之道

90

年党史，凝结着多少青春年华，镌刻着多少校园印记。从中国共产党的缔造，到党领导下的历次重

大事件，奔走在最前列、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总少不了来自校园的年轻身影。大学，这个青春风流

尽情挥洒的圣地，师生们在这里追求革命真理，探索富国强民之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

回望大学的红色印记，为我们思考青春的价值、大学的使命，带来了新的启示。 ———编者

周恩来夫妇与埃德加·斯诺在武大校园留影

李达与学生交流

烈士亭 兰州大学的精神丰碑

1947

年，中国共产党派出甘肃工委特派员

来到兰州大学建立中共地下党支部， 一共建立

了

4

个支部，共有党员

20

余名。这是兰州大学历

史上最早创建的一批党组织。

1949

年初，党员李堆山、梁纪德等成立兰

州大学地下党外围组织“翠英读书会”，有

10

多

人参加，学习内容着重于革命理论方面。这个读

书会的学习活动，一直坚持到

1949

年

8

月初。

1947

年，为了响应全国进步学生的“反饥

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兰州大学学生决定

6

月

2

日罢课，上街游行。国民党当局知道消息

后封锁了校门，游行示威活动虽然受阻，但学

生们坚持不复课。 王哲同学根据党员陈先洲

的事先嘱托，向学校提出：“要复课，必须先让

特务退出学校”。开始校方还矢口否认有校外

特务，后经代表们揭露，校方才默然不语，直

到校外特务退出学校，学生们才开始上课。

国民党反动派在即将倒台前夕变本加厉

地迫害革命群众，搜捕、残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

士。就在这个时候，兰州大学的地下党支部不幸

被敌人破坏。程万里、杨怀仁、陈先洲、魏郁、焦

洁如、陈敬宇、李承安先后被捕，先后被国民党

反动派杀害。解放后，为了纪念他们，兰州大学

在花园池塘建立了一个小亭子， 内立烈士纪念

碑。从此这座小亭子成为兰大精神的一部分，成

为每个兰大学子心中的精神圣地。

(

鹿鹿

)

■

校园记忆

陈潭秋

董必武

李汉俊

（本文图片由武汉大学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