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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校济南一中，创建于清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是由早期
的同盟会会员刘冠三等人所创办，
当时称为山东公立中学堂，后改名
山左公学，校址在趵突泉附近。后因
宣传革命思想，被清政府查封。曾经
陆续迁校至城北杨家庄、南新街、寿
康楼街、贡院墙根街、杆石桥等处，
历经了数次初、中、高级的改制。辛
亥革命后，1913年改称山东省立第
一中学，2006年搬迁至二环东路。

1974年我在校学习时，校址已
在历下区运署街，学校1939年迁
此。学校东傍护城河，西邻按察司
街。当时的学校大门，两边门柱是蘑
菇状水泥砌砖垒就，上方是人字形
铁架，书写着“山东省济南第一中
学”，这是1950年定的名字。弓顶正
上方顶着一个圆框的五角星，铁栅
栏大门，两边平房。学校大门正冲着
唯一的教学楼，我们班部分同学还
在校门口留过影。

我当时是29级1班，班上有三
十五六个学生。教室在教学楼的西
边，坐北朝南，东西各有一门。上课
铃响起，老师从东门踏进室内，从来
不走西门。西门被我们称之为后门，
这个门多是学生走的，尤其是晚进
教室的学生。教室里黑板对面的墙
上一般不再设黑板，三面墙壁多是
宣传画或标语，也很少有墙报。南面
窗户约六七面，玻璃窗分上下三节，
中间和最上层是活动开扇的，下面
一层是固定的。有的玻璃坏了，没新
的可换，同学们就用块白塑料布钉
上，防风寒，夏天再拽下来。

教学楼的北面便是运动场了，
也很简单，只有几个篮球场，一个足
球场，其它体育设施没有。校内的绿
化也一般，没有什么灌木、草地。不
像后来校园面积扩大后，才有了诸
多教学楼和绿地。总之，一切简单而
又朴素，一如那个年代。

那时很少有同学课间还用功看
书的。尽管是高三了，但又没有升学
考试，谁还去费那个劲？1975年高
中毕业只有两条路，要么下乡，要么
招工。这要看家中兄弟姊妹的情况
而定。所以，当年的高中生活，既没
有现在高三应考的紧张压抑，也没
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高中生的踏
实。一切云淡风轻，思想单纯、幼稚。

男女生互不说话，惟恐被别人背后
指指点点。

当时学生的衣着穿戴，以暗色
调为主，谁要是能淘换到部队退下
来的黄军装、军帽，那可是当时最时
尚的衣着。当时街上一些小混混、不
学好的孩子，为了能得到一顶黄军
帽，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去抢。趁戴
军帽者不注意，从背后一把抓下就
跑得无影无踪了。

高中时，学校还组织学工学农
学军，去农村参加麦收劳动，到军营
体验军人生活，倒也使得高中生活
充盈着另外的色彩，饶有趣味。

1975年毕业后，班里的同学也
有了不同的走向：有下乡的 、当兵
的、进工厂的、待业的，就是没有上
大学的。几年之后，才有了考大学
的。渐渐地有了经商的、出国的、从
政的、下岗的、失业的。

□冯强

季羡林与冯毅之在省立高中的交集

“百年中学寻访”系列之六

2013年4月14日，是潍坊一
中的百年校庆。这所百年老校
的前身，就是在民国二年(1913)

创建的潍县县立中学。
同盟会潍县分会会长兼潍

县劝学所(当时的教育行政机
构)所长张树棻于1913年发起
创建潍县县立中学，校址选定
在城里大十字口迤西路北原潍

阳书院旧址。公推郭恩敷任校
长，开始只有一个班，学生40

名，教师十几名，在当年四月十
四日开学。学校实行春季始业，
学制四年，每年招收新生一班。
民国十二年(1923)八月，潍县中
学改称为潍县县立初级中学。
潍县中学的开办经费，据《潍县
志稿》记载：系来自原筹建县立
师范底款京钱三万六千千(一
千文俗称一吊钱)作为基金，年
得利息京钱三千六百千、房捐
一千千、商捐银二千两。民国十
九年后，改归本县教育经费统
收统支，按月具领。

首任校长郭恩敷 ( 1 8 6 4-
1928)，潍县城里人，清末潍县
著名学者、经学家宋书升的得
意门生。1906年，郭恩敷参加了
同盟会后，在西关设立初级师
范学校，他任监督(校长)。1907

年，潍阳书院改为官立小学堂，
郭恩敷任堂长。1913年4月，担
任县立中学第一任校长后，他

实心任事，治校有方，延聘知名
学者任教并亲授代数、几何课。

民国五年 ( 1916 )，孙中山
命居正率领中华革命军东北
军进驻潍县城，当时地方上
因筹饷困难，绅商界人士主
张将学款挪作军饷，遭到郭
恩敷的坚决反对。他甚至说：

“宁杀我头，也不能从命！”
1 9 1 9年，“五四”运动的浪潮
波及潍县，县立中学的学生
首先群起响应，全县中小学
校纷纷成立学生会，组织学
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宣传
鼓动，大力抵制日货。县中学
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郭恩
敷的鼎力支持。其后，因受到
奸商反对，郭恩敷在1921年2

月辞去校长职务，1923年又受
邀回校再任校长。1928年，郭
恩敷因病逝世。他前后两任县
中校长职务，共计十二三年。
其间，还曾与人合作，创办了
潍县中区第一女子学校和潍

县女子师范讲习所。最多时，
他曾身兼七所学校校长，可谓

“桃李满天下”。
从1913年到1937年，潍县中

学共毕业21个班，毕业生近700

人，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国家栋
梁、社会名流。其中有在解放战
争中起义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裴昌会、郎咸德，留学美国后任
山东省水利厅厅长的宋文田、获
美国铁路专业硕士学位的铁道
部司长谭沛霖，在抗日战争中为
国捐躯的团长考斌之，著名书画
家郭味蕖、于希宁、高小岩，著名
中医师陈倦民、王彝民，象棋国
手陈天才等等。

“七七事变”后的1938年1

月，日寇占领潍县城，县立中学
被迫停办。1939年8月，县中在
乡村复办，1948年4月潍县城解
放，当年5月复课后，学校先后
改称潍坊特别市立联合中学、
省立潍坊第一中学。1952年起
改称潍坊一中至今。

胡也频是季羡林、

冯毅之的语文老师

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创建
于1903年，解放前历经山左公
学时期(1903-1914年)、山东
省 立 一 中 和 省 立 高 中 时 期
(1914-1937年)、国立六中和
济南沦陷后的济南中学时期
(1937-1948年)。1950年更名
为山东省济南第一中学。

1929年成立的山东省立
高级中学是当时山东省唯一的
高中学校，当年冯毅之是学校
的学生会主席。1930年，左翼
作家胡也频应聘担任语文老
师，胡也频在学校积极宣传共
产主义思想，宣传普罗文学。在
胡老师带动影响下，冯毅之发
挥学生会的作用，以进步的学
生和教师为骨干，组成一个四
五百人参加的现代文学研究
会，出版文学月刊。季羡林当时
就曾积极参加现代文学研究会
的活动，并写过一篇题为《现代
文艺的使命》的文章。

胡也频的夫人丁玲对胡也
频在山东省立高中时的教学情
景做过如下的回忆：我简直不
了解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学生
拥戴着。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
有人等着他起床，到深夜还有

人不让他睡觉。他是高中最激
烈的人物，他整天宣传马克思
主义，宣传唯物史观，宣传鲁迅
与冯雪峰翻译的那些文艺理
论，宣传普罗文学。就这样，在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胡也频
便在校内掀起了一股学习无产
阶级革命文艺的热潮。

这年的“五七”国耻纪念日
集会，胡也频作了一次愤慨激
烈的演讲。大会激怒了反动统
治当局，韩复榘下令通缉逮捕
胡也频、楚图南(当时是共产党
员，也在山东省立高中任教)和
冯毅之(当天代表学生发表了
反帝的革命演讲)三人。当时的
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得知
此事后，立即将此消息密告学
校。冯毅之回忆说，当天得到消
息后，他和胡也频、丁玲辗转到
达上海，后来三人都成了真正
的共产党人。

两人走上不同的

人生道路

胡也频逃走后，季羡林的普
罗文学梦也随之消去。接替胡也
频的语文老师董秋芳却有不同
的教学理念和方式，季羡林描述
董老师只是老老实实讲课，老老
实实批作业。其出的作文题目很
特别，往往只在黑板上大书“随

便写来”四个字，使学生有绝对
的写作自由。在董秋芳老师的启
迪下，季羡林为其一世文学成就
打下基础。季羡林晚年曾写文章
深深怀念已去世的董秋芳老师，
希冀两人再世相遇的时候，一定
常去拜访他，做一个程门立雪的
好弟子。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
大学。当时，国共两党在学生中
斗争也很激烈，作家杨沫在小说

《青春之歌》里面也有真实的描
述。但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
后，在抗日的旗帜下，两派学生
也时有联合，在清华的季羡林自
称是一个中间偏左的逍遥派，后
为毛泽东大秘的胡乔木作为其
同学，就曾动员季羡林加入组
织，被他婉拒了。此后，季羡林走
向一条纯文人学者的道路。

而逃至上海的冯毅之，却
有幸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左翼
作家联盟并入党，受到鲁迅、茅
盾、潘汉年、冯雪峰、夏衍等人
的教诲和指导，其后又在北平
组织了左联北平支部，为发动
学生、工人参加革命而奔波。

1931年1月，冯毅之与季
羡林共同的老师胡也频在上海
租界东方旅社开会，研究反对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问题，
被国民党警察和租界巡警联合
逮捕，十几天后被枪毙在上海

龙华监狱。

两位上世纪30年代在泉城
同一个学校走出的校友，其人
生轨迹有同有异：他们都师从
同一个老师，文革都受到残酷
迫害和打击，又都成为大学教
育者。差异在：一个走向革命救
国的崎岖道路，一个走向探求
学问知识的浩瀚海洋。在政治
见解上他们也有不同理解。两
位曾经的同学在各自的人生道
路上，书写着不同的轨迹。

直到1982年9月，年过70
的季老重返母校，与当年校友
相会，怀念当年老师对自己的
培养和关爱。在那张珍贵的合
影照片中，居中者为季羡林，其
右为冯毅之，合影者有曾任山
东省副省长的余修、山东省科
协副主席许衍梁、山东省文史
馆的李士钊、山东人民出版社
刘方、济南铁路局总工程师魏
家祯、济南市房管局的黄离、在
山东师范学院任教的李长吉、

宫洁民、李念孔等。

他们相识在动荡乱世时
代，离世在和平盛世时期，让后
人唏嘘不已。但他们都为国家
民族贡献了功勋和荣誉，还为
后世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在此可套用司马迁《史记》中的
一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民国年间的潍县县立中学
□谭先民 陈瑞曾

文 化 名 人 季 羡 林
1930年求学于位于济南
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现
为济南第一中学 )，半个
世纪过后，1982年9月，年
过70的季老重返母校，与
当年校友相会，怀念当年
老师对自己的培养和关
爱。我看到与季老合影的
校友照片中右边那位就
是当时的山东艺术学院
院长冯毅之，两位老人当
年都曾师承同一个老师，
但其后又分别走向不同
的道路。

潍县中学最早的一班学生照片，翻
拍自潍坊档案局《百年潍坊掠影》。

B02

上世纪七十年代

的济南一中
□刘伟

济南一中校门(1974)

1982年合影照

济南一中
前身山左
公学创始
人刘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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