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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

一篇《烟台“徐明娥事件”始末》，却
引出历史上好几位烟台响当当的人物。

1935年4月，山东烟台发生警察枪
杀女学生的“徐明娥事件”，继而掀起
了席卷全市的学生运动，那是烟台历史
上声势最大 、人数最多的一次学生运
动，在烟台学界 、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
震动。当时上海《申报》曾公开称赞学
生此次行动：“学生总还是学生 ，有义
气，有热情，有是非之心……若没有这
批学生，这事早就和雨点一样无影无踪
地飘过了！”

看到这，不由地想，是金子总会发
光，这样有激情富正义的学生，日后必
成大器 ！一翻资料果不其然，“徐明娥”

事件的学生运动骨干之一李丙令日后
就成为了共和国的将军。在这次学生运
动中正气凛然 、慷慨陈词 、舌战群凶的
他在运动结束后参加天福山起义，后来
转战南北 ，屡立战功 ，戎马一生 ，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胶东地区
走出的一位卓越的共和国将军。而当时
声援学生运动的烟台商人李东山带头
罢工罢市 ，使所在的商业街成为“死
街”，这位挥斥方遒的商人也颇具传奇
色彩 ，有着“中国制钟行业第一人”名
号 ，他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机械制钟工
厂——— 宝时造钟厂 (后称德顺兴造钟
厂 )，从而改写了中国被洋钟霸占市场
的历史。

同样是有激情有担当的青年，换了
一个时空，演绎出的就是另一番人生轨
迹。在“万名山东女新疆农垦戍边60周
年”到来之际，读者贺宝璇格外怀念她
的姑姑：1954年4月，姑姑同山东12000
名女兵一起到了新疆，义无反顾地投入
到了巩固边疆 、建设边疆的洪流之中。

我在《读库》中读到的《支边去》讲的是
同一段岁月，只不过主角是上海人。今
天的年轻人对“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行”推崇备至 ，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
代，也曾有一辈人历经了这样的迁徙，
这次旅程是对故土生活的告别，落根到
遥远荒僻的新疆，生活对他们展开了另
一种的续写，虽无比艰辛艰难，却更有
意外的精彩。季羡林老先生曾说 ，“在
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
客 。与其舒舒服服 、懵懵懂懂活一辈
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
苦而实甜。”《60年前姑姑进疆戍边》一
文寥寥千余字，却用一串串回忆见证了
生命的坚强，让我们感受到上一辈人的
温暖和追求。

枣刊前絮语

似苦而实甜

1935年———

烟台“徐明娥事件”始末

血染梨花16岁女生丧命

1935年阳春时节，适逢烟台南
山梨花开放之时，当地举行“梨花
节”，花香四溢，游人如织，市内各
学校都要组织学生远足赏花。

4月18日，烟台真光女中、益文
商专两所学校联合到烟台南山梨
园赏花。国民党公安局照例派些警
察和便衣，名曰维持秩序，实则监
视学生活动。当时真光女中的徐明
娥等学生散游到地处偏僻的山涧
东坡处，在南山值勤的国民党烟台
特区警察孔繁树借机意图对徐明
娥污辱调戏，并以手枪相威胁，不
料子弹出膛射中徐明娥的头部。幸
有同游的益文教员三人闻声赶去，
见徐明娥伤势很重，遂鸣笛召集益
文童子军及真光女中同学将徐送
至毓璜顶医院。但终因伤重，徐明
娥不治身亡，年仅16岁。孔繁树见
大事不好，打算趁乱逃窜，却被益
文商专的童子军抓住，但又被其他
警察带走，使其逃脱。

此案发生后，烟台社会各界无
比愤慨，纷纷向国民党烟台当局提
出抗议，要求惩办凶手。真光女中
学生自治会特于19日发表宣言，报
告事实真相，要求严惩凶犯。4月21

日，真光女中学生自治会与益文、
志孚、烟台八中等校学生自治会正
式成立烟台特区学生自治联合会，
商定借此事件召开追悼会，还成立
了游行示威筹备会。

恰在这时，天津《大公报》记者
范长江路经烟台，他对此事颇为关
注，向学联负责人提出了许多积极
而慎重的建议。他主动找学生代表
谈话，建议他们将非法斗争和合法
斗争相结合，要注意队伍纯洁，防
止坏人乘机捣乱。学联采纳了范长
江的建议，一方面派人慰问受害家
属，鼓励支持他们为死者诉冤；另
一方面选派代表向烟台当局提出
质询，要求严惩杀人凶手。

而烟台特区专员兼公安局局长
张奎文因与凶手孔繁树为亲戚关
系，极力庇护孔繁树。他托请地方名
流、烟台商会副会长、志孚中学董事
林秋圃出面调停，慰问死者家属，交
给死者父亲“慰问金”400元，并要求
家属勿被学生煽动，避免扩大事态。
徐明娥的父亲在官方的压力下，忍
气吞声，只得声言自家有钱，不需赔
偿。烟台当局就以“家属不作追究”
为由，迫使学生放弃斗争，而且放风
威胁说：“安分守己地念书吧，管那
么多闲事没好处，再搞什么学生运
动，为首的就当赤共分子抓起来！”
但是吕其恩、李丙令等学生代表依
然去面见地方军政当局官员，据理

力争，坚持组织学生举行追悼会和
游行示威活动。

游行示威要求严惩凶手

4月22日上午，烟台学生自治
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怒斥地方
当局，誓为死者伸冤，要求当局严
惩凶手。当时烟台公安局迫于压
力，给徐父送去一千块大洋作为丧
葬费，且商定23日殡葬，由公安局
主持，并派军乐队送殡。但商会的
林秋圃与公安局得知学生要借机
举行游行示威，临时决定殡葬改
期，通知各校不准学生集合。

但在4月23日，各校学生仍冲破
阻挠，联合举行游行示威。烟台八中
校长下令关闭大门，企图阻止学生
上街，但吕其恩等带领学生冲开大
门，与志孚、益文、真光等学校师生
最终汇合在益文商专的操场。集合
的学生先开追悼大会，在真光女中
的代表为徐明娥致悼词、献花圈后，
学联代表发表演说，“要为死者报
仇！将斗争进行到底”！会场上群情
激奋，游行开始后，现场二千多名学
生走向街头，由徐明娥妹妹装扮成
徐明娥尸体，特意打扮得血迹斑斑，
躺在人力车上，行进在队伍的最前
列。沿街布岗的国民党警察，见声势
浩大的队伍涌来，不声不响地躲开。
游行队伍走到烟台特区专员公署门
前，队伍停了一个多小时，只见大门
紧闭，墙上架着十几挺机枪，学生毫
不畏惧，冲上前去，将标语贴在特区
专员公署的大门及附近汽车上，高
呼口号“要为死难者报仇”、“严惩杀
人凶手”、“打倒张奎文”！学生还要
求张奎文出面解释，但张闻讯后，早
已躲避离开。

伸张正义各界大力支持

学生的正义行动赢得了烟台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烟台市民、

东北流亡学生、流离失所的难民早
已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怒
火满腔，怨声载道，当学生队伍游
行时，两旁围观的一些商人、工人、
市民也自发地站在大街两旁呐喊
助威。当时烟台商人李东山为声援
向国民党政府抗议示威的学生，也
带头罢工罢市，让他所在的商业街
一度成为“死街”。当游行队伍路过
邮电局时，学生还强迫邮电局将

《烟台特区学生自治联合会关于徐
明娥事件的宣言》发往南京国民政
府教育部、济南山东省教育厅和北
平全国学联总部。

烟台学生的正义行动也得到了
本地和外埠进步报纸的舆论支持。
烟台《复兴日报》第二天在头版以大
幅版面报道了学生游行示威的情
况。烟台的《东海日报》则连续刊发

《梨花会上之惨剧》、《徐案后之学生
运动》新闻报道及社论，该报副刊还
发表《从徐明娥的惨死说到中国妇
女的出路》文章，倡导妇女追求自由
解放。天津的《大公报》、南京的《中央
日报》、上海的《申报》等报纸则在显
著位置报道事件经过，声援被害者。
范长江经过采访于5月12日刊发了题
为《烟台警察枪杀女生案》文章，向
国内外报道，称此次游行“始为烟台
从来未有之先例”。

在学生的强烈呼声和社会的
压力下，国民党烟台特区公安局不
得不扣押凶犯孔繁树。公安局还于
4月29日为徐明娥举行隆重葬礼。
凶手孔繁树也被转交法院判罪，但
孔在审判时却称是枪支走火造成
误杀，推卸了罪责。

由于吕其恩、李丙令等学生的
革命活动触怒了地方当局，当局没
敢公开处理学联负责人，只是放暑
假时让学校勒令吕其恩、柳运光等
7名学生领袖退学，且不准发给即
将毕业的李丙令毕业证书，这些学
生后来都走上了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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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1967年农历
腊月廿九(小月没有三十)大年
除夕在禹城县莒镇街照相馆
照的，距今已有四十七个年头
了。

当时，我在禹城县革委会
政治部工作。那场“史无前例”
的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在机关“坚持”近两个月后，我
向组织请假，骑自行车去看望
70华里外在莒镇公社当小学
教师的妻子。住了两天，正值
大年除夕，按当时县革委会规
定：过年不放假，要求全体干
部在机关过一个“革命化”的
春节。早饭后，我搬出自行车，
整理行装准备回县革委会机
关上班，望着妻子无奈、复杂

的眼神，我心里明白：春节毕
竟是我国传统的合家团圆的
日子，相隔千里的人们也在这
一 天 尽 量 赶 回 来 过 年 ，我
却……

面对我违心的说教，身为
共产党员的妻子黯然一笑，平
静而坚定地说：“老刘，甭讲大
道理，我心里明白，咱是党的
人，得听党的话，我不拦你。
不过，咱俩结婚时也没照过
正儿八经的结婚照，这几年，
照相也不多。今天是除夕，明
天是大年初一，咱去照张革命
化的春节照，算过个革命年
吧！”

我欣然同意，等赶到街上
照相馆时，人家已关门准备
回家过年了。我仗着脸熟好
说歹说人家才答应给照。我

们夫妻俩站在布景前，照相
师傅很快调好焦距，冲着胸
佩像章、手捧“毛主席语录”
的我俩摁下了快门儿。

当时《中央日报》对“徐明娥”事件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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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山东烟台发生警察枪杀女学生的“徐明娥事件”，继而掀起了席卷全市的学生运动，
那是烟台历史上声势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学生运动，在烟台学界和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沉重
地打击了烟台国民党当局，鼓舞了烟台广大群众，锻炼了青年学生，使烟台的学生斗争开始由分散走
向联合，为日后成立学生进步组织奠定了基础。当时上海《申报》曾公开称赞学生此次行动：“学生总
还是学生，有义气，有热情，有是非之心……若还没有这批学生，这事早就和雨点一样无影无踪地飘
过了。”

●人文齐鲁，寻觅的是过去，观
照的是今日之发展脉络；挖掘的是
人文，滋养的是当代读者的精神家
园。如果你热爱齐鲁文化，如果你
热爱这样的探寻和追溯，那么，请
联系我们吧！

●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
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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