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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平及济南王氏家族的故事
———《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王长平》补记

【名人印记】

□李耀曦

王氏家族之济南故事

王长平留美之前，王家已
由泰安举家迁至省城济南。

王长平兄弟三人，他在家
中行二，其弟名王长泰。王长泰
亦曾留学美国，读何大学、修何
专业不详。但知其为中国早期
电影事业的开拓者，1920年王长
泰曾与留美同学、广东人关文
清，在江苏南通创办过电影公
司，在南京师范学堂拍摄中国
第一部纪录片《全国师范校长
培训班》。拍成后在全国各地放
映，旨在宣传和促进国内师范
教育，可谓与二哥王长平所讲
授的教育学一唱一和。后来王
长泰进入齐大神学院做了讲习
牧师，后即在山东各地传教。

1931年，山东基督教不同
教派的牧师和教徒，联合组成

“山东中华基督教灵恩会”，总
会设于省城济南，王长泰被公
推为灵恩会总会长。当年，济
南灵恩会在王会长主持下先
后修建了多处教堂并设立了
七处分会传教布道。灵恩总会
教堂建成于1934年，教堂至今
犹存门牌为三里庄13号。在当
年灵恩会所建济南多处教堂
之中，王长泰在官扎营教堂主
持工作的时间最长。

官扎营教堂位于原官扎
营后街82号，始建于1933年，
由牧师王长泰与长老管晓峰
创立。三大捐资人为苗海南、
管晓峰和王益臣，共同出资
两千多块大洋。苗、管、王均
为基督教徒，苗海南为济南
成通纱厂与成丰面粉厂大股
东，管晓峰为济南惠东大药
房老板，王益臣则为济南一
家土洋百货店老板。王长泰
夫妇两人都是牧师。王长泰
之妻名张贵贞，祖籍河北榛
子镇，早期北平师范大学毕
业，其诗文才艺俱佳，还擅长
钢琴、管风琴和唱诗歌。王长
泰死于 1 9 4 5年，王牧师西归
之后，其妻张贵贞继续在官
扎营教会牧会，直到 1 9 5 8年
去世。

王长泰夫妇膝下二子一

女。长女王玉洁，长子王青山，
次子王青原。当年管晓峰之
子管大同在齐鲁大学医学院
药学系读书，而王长泰长子
王青山亦就读于齐大医学院
药学系。两人既为同窗而且
同庚，均出生于1913年，不过
其后所走道路颇为不同。管
大同毕业后因偷偷运输药物
而投身革命，解放之初做了
济南市政府的秘书长，后又
做到中央工商局副局长。王
青山毕业后则创办了济南永
宁药厂，“文革”中被作为反
动资本家撵回泰安肥城安驾
庄老家挑大粪。

长女王美林被胡遵

理女教士收为养女

正如留美博士胡适有位小
脚夫人江冬秀，王长平在出国
前也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了
婚，不久即为他生了一个女儿
王美林。但这位原配夫人远没
有江冬秀福气大，王长平回国
没两年博士夫人便病故了。由
于王家祖辈与美教会的特殊关
系，一天有一位名胡遵理的美
籍女传教士前来家中拜望，看
到了其女王美林。小姑娘长得
既聪明又美丽十分可爱，女教
士情不自禁母性大发，表示愿
意抚养其长大成人，会像亲生
女儿一样对待。王长平考虑再
三最后就同意了。于是13岁的王
美林便成为胡遵理女教士的养
女，其后即改名胡美林。

胡美林中学毕业后，养母
胡遵理便把她送到美国留学深
造。胡美林于美国阿斯布理学
院毕业后回到上海即主编中文
版《圣洁指南》。抗战中胡美林
与另一养女蓝如溪一起负责香
港特利神学院孤儿院等事宜。
抗战胜利后胡美林随养母胡遵
理移居美国。胡美林到美国后
仍保持了与父亲王长平、后母
及王家兄弟姊妹的联系。上世
纪 60 年代初中国大陆三年“自
然灾害”人人瓜菜代饿肚子，胡
美林即从美国购买营养品给父
亲邮寄来。不过王长平还是在
1962 年不幸去世。

而没过几年那场文革就到
了。此时王长平之侄王青山一
家仍在济南。王青山妻子名吴
文谨，老夫妇俩育有一子二女，
长女王爱义、二女王爱光，幼子
王和平。王爱光1943年生人，即
出生于杆石桥小白楼教堂，其
弟王和平1945年生人，大概当时
三人已高中毕业。1966年夏天抄
家破四旧，王家前后被抄了N

次。随后王青山被作为历史反
革命兼现行反革命，被押解回
泰安肥城安驾庄原籍监督劳动
改造，53岁的王青山即在生产队
里挑大粪。

1982年王青山一家移居美

国纽约。其姐弟王玉洁、王青原
一家也先后移居美国加州。至
此王氏家族五代人之济南故事
即消逝得无踪无迹了。

转交给毛主席的

一封信改变了其后半

生命运

王长平离开齐鲁大学北
上之后，1934年被北平国民大
学(以后并为北京大学)聘为教
育系教授。1937年七七事变后
王长平返回山东，隐居泰安县
安驾庄老家。在此期间王长平
为山东地区抗日游击队筹集
钱款及购买药品，直到抗日战
争结束。抗战胜利后曾在天津
短暂任教，直至北平解放。北
平解放之初，王长平赋闲在
家，因体弱多病，不能再从事
教育工作，便办了个养殖场，
依靠养羊、养鸡、养蜜蜂，出售
羊奶、鸡蛋、蜜蜂维持生计。

此时的王长平子女们年
幼，家庭人口众多，家中还有一
个双目失明的长子，一大家子
人即靠他办的这个养殖场活
命。但屋漏偏遭连阴雨，1952年
王长平在一次外出送奶途中，
意外被汽车撞伤。倒地不起的
王长平，忽然想到现在的人民
领袖毛主席是他当年在湖南长
沙师范教书时的学生毛润之，
遂提出请汽车乘坐者转交一封
信给毛泽东同志。

信件转交到时任北京市长
彭真手中并上报主席毛泽东。
不久中南海即派专人王季范前
来探望王长平。其后即由市长
彭真签发聘书，聘任王长平为
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被认
定为无党派和平民主人士。聘
为文史馆员后，有了不菲的固
定收入，王家生活明显改善。
1962年王长平在家中因病去世，
享年85岁。

王长平一生有三次婚姻。
与第三位夫人蔡淑英1925年结
婚，生育五子二女。其中五位大
学毕业，四子女参加了中国人
民解放军，多为部队文艺工作
者。

王长平，名长平，
字鸿猷，山东济南人，
祖籍泰安县肥城乡安
驾庄。北京汇文大学堂
毕业，1909年考取清末
首批庚款留美生，入美
国密歇根大学教育系，
1914年获哲学博士学
位，为中国留美博士第
一人。1915年归国后历
任多所大学教授，曾为
毛泽东湖南长沙师范
老师，1930年与老舍等
人受聘山东齐鲁大学，
上世纪50年代初定居
北京。市长彭真签发聘
书，聘为北京文史馆馆
员。

本报“人文齐鲁”曾刊发《中国第一位留美博士王长平》一文，文章被国内各大网站转载后
反响甚大，王长平海内外后人获知后致电作者表示感谢。近日，生活在北京的王长平长孙王启
运先生又向作者提供了一些老照片和新资料，特请作者再写一篇补记以飨读者。

齐鲁大学聘书 王长平与夫人蔡淑英及其子孙在北京之合影

【忆海拾珠】

我的语文老师
——— 献给96岁高龄的谢芬桂老师

□韩庆祥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考上了山东省劳
动厅机器制造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学校。
当时中专的课程设置，语文相比专业课从
简，但是谢芬桂老师教的语文课却成为同
学们最喜欢的课程之一。谢老师身材高挑
挺拔，面目清瘦，目光炯炯，一张口还是湖
南 口 音 的 普 通 话 ，把 读书念 成“ 兜收
doushou”。在他的课堂上，常常听到他亲切
的问候。他会对我们这些十八九岁的学生
说：“小弟弟小妹妹们，天冷了，不少同学远
离父母来济求学，要注意保暖，避免伤风感
冒。”这和许多看似威严的老师迥然不同。
他讲起课来声情并茂，特别是朗读课文的
时候，他那音韵铿锵的湖南普通话把大家
引入到文章意境之中，他强调记好课堂笔
记和写好作文会受益终生。我的作文常常
被谢老师拿到作文评讲课上宣读，到今天
我的书架上还保存着谢老师给我批改过的
笔记和作文，虽然当年那些劣质的纸张泛
着绿色还带着粗纤维，但上面他用红墨水
写下的批语，却伴随我近50年。

课外活动时间，我常常扎进阅览室，
借阅各种报刊书籍，谢老师夫人林老师主
管图书，也非常喜欢我这个读书迷。那年
中秋节前后，谢老师让我随他到家中，拿
出几页油印的诗词抄本送给我。他郑重地
嘱咐我，这些从唐诗宋词中精选的名篇，
中专的语文课本里没有，像苏轼的《念奴
娇·赤壁怀古》和《水调歌头·兼怀子由》等
千古绝唱，一定要烂熟于心，对于提高文
学素养大有帮助。他还特别叮嘱：悄悄默
记，不必宣扬。后来随着阅历增加，我意识
到谢老师悄悄地给我吃小灶，是冒着一定
风险的，那时，这些被称作“封资修”的文
字，正在一天天走背运。如果不是偏爱，恩
师哪会额外对我下功夫“浇水施肥”？今天
的读者不会想到，那时的普通百姓家里，
是难得看到书报的，更不要说《唐诗宋词》
选本了。

记得1964年1月的那堂语文课。谢老师
走上讲台，深情地给我们说：大家都学过
都德的《最后一课》，今天我们也上《最后
一课》，这节课不用课本也不留作业，只讲
我的亲身经历。这下子课堂立即肃静了，
同学们都瞪大了眼睛静听。他从少年求学
讲起，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到过抗美援朝
前线。受组织选派，去做劳动部李立三部
长的秘书，有机会经常陪同领导参加国务
会议……“我多次见过毛主席，当面聆听
过毛主席的指示”，这下子同学们都激动
地“啊”了起来。我们这才意识到，他来我
们学校教语文，原来是受到李立三的牵
连。我那天的日记写道：“学生时代的最后
一堂语文课，才知道了谢老师丰富的阅
历，他蒙受打击，仕途受创，从不消沉，仍
然关心下一代教育事业，他对学生们倾注
了那么深厚的感情，寄予了那么殷切的期
望。看着老师慈祥的面容，想着以往的教
导，想着再也没有机会听他上课了，泪水
就把我眼睛模糊了。下课铃响了，同学们
都站起来目送老师走出教室。”

学生时代壮志满怀，踏入社会多年，
忙工作，忙生活，忙子女，愧无成就可言，
无颜面见恩师。退休后，我每次去看谢老
师，他总是说对同学们关心太少了；问起
他离休后的生活，他说用了很多工夫研读
孔子的教育理论，结合多年教学实践，正
在撰写《孔子的教育智慧》。后来去看他，
他高兴地拿出刚刚出版的这本专著，在飘
着墨香的扉页上题写赠语，还谦虚地请我

“多多指正”。
有一次，在谢老师的书房里，我看到

1957年《北京劳动干部学校毕业纪念》大照
片，在前排中间，有毛泽东、刘少奇、陈云、
邓小平及当年的劳动部长马文瑞等中央
领导，前排右四则是谢芬桂老师，他高高
瘦瘦的身架，比“左邻右舍”高出多半头。
他爱人解释说，受到批判“立三路线”的影
响，他被调离劳动部，先是安排到北京这
所学校，1961年又下放到山东劳动厅，到省
厅组建的山东省机器制造学校任语文老
师。他一直干到离休，职称是高级教授。因
为他1947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校长蒋
中正)，加之“立三”问题牵涉，每次运动都
首当其冲，特别是文革，身心备受摧残。

对这个解释，谢老师只是和蔼慈祥地
呵呵笑着，不做辩解。我想，这棵教育界的
不老松，屡经打击而百折不挠，是什么力
量充盈着他近百年的气血？应该是其“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气质吧。前几年，他
的儿子谢伯阳当选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老两口与爱子的合影悬挂在客厅正中，这
应该是老人晚年最大的慰藉。

本版投稿邮箱：qlwbxujing@hotmail.com


	C1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