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1937年)9月25日 ,敌机九时许来袭 ,

激战甚烈。当见有三架中炮坠落。十二时又
来 ,二时许又来 ,共五次九十六架投弹二百余
枚……’山东省档案馆保存着一套时间跨度
长达70年的私人日记 ,其作者是曾担任过20

世纪30年代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秘书的孙积
诚。”这部号称是中国版《拉贝日记》的《金陵
日记》（详情见9月7日《齐鲁晚报》）记录了侵
华日军在南京的累累暴行 ,有力地佐证了日
军的大屠杀行径。

无巧不成书，今天“人文齐鲁”的老作者
李耀曦先生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位拉贝式的人
物。在身为“老三届”的作者眼中，英国人希荣
德更像是老三篇中的白求恩——— 他用精湛的
医术挽救了无数抗日部队与游击队伤病员的
生命，抗战胜利后希荣德又重返中国山东，曾
出任齐鲁大学附属医院代理院长。从文章记
述中可看到，仅在1938年1月至2月，希荣德和
复育医院同仁就做了80多台手术，1939年后
周村复育医院曾两度被日军勒令关闭。日本
人指责希荣德协助中国抗日力量，后来希荣
德还被关进了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希荣德
在夜晚偷偷地写日记，他把这一切都记在了
他的日记中。这与济难扶危、佛心侠骨的德国
人拉贝极有相通之处：面对无情绝杀，拉贝不
顾个人安危建起安全区，为大约二十五万中
国平民提供了栖身之所。

水流云在，读过这段沉重的历史，得到的
是发人深省、启迪心灵的滋养，感受到的是这
些国际友人的人性与大爱。

《萨镇冰与日岛保卫战》给我们讲述的，
是北洋海军将领萨镇冰在日岛守战的过往。
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了120年，由于种种原因，
日岛始终未能得到修缮，甚至没有可供轮船
停靠的码头，除了个别摇舢板的渔民之外，几
乎无人能够光顾，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令人
欣慰的是，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院在国家文物
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今年开始实施日岛修复
计划，恢复其历史原貌，并开通刘公岛至日岛
的航线。届时，游人在登临日岛，凭吊英烈、勿
忘国殇的同时，萨镇冰与日岛保卫战这段悲
壮的历史将会被更多的人所知晓，也算是对
为捍卫国家而浴血奋战、视死如归的甲午英
烈们最好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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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云在

齐大康穆堂旧影传奇
——— 齐鲁医院抗战院长希荣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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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人白求恩支援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故事因《纪念白求恩》一文而广为人知。殊不知，在山东军
民抗战中，英国人希荣德也是位白求恩式的人物，他用他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抗日部队与游击队伤病
员的生命，抗战胜利后希荣德又重返中国山东，曾出任齐鲁大学附属医院代理院长。

英伦奇遇：爱丁堡济南

女生洋插队
上世纪8 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

放，英国爱丁堡大学迎来第一批中
国留学生。

爱丁堡是苏格兰首府，在首府北
郊有座圣安德鲁斯古镇。小镇上住着
一位50多岁的女教师和她70多岁的老
父亲。父女二人都曾在中国山东长期
生活过，父亲汉名“希荣德”，女儿汉名

“希如兰”。暑假期间希如兰雇了一名
爱丁堡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做助手，帮
她打字整理老父早年书信。闲谈时这
名打字助手告诉她，爱丁堡有位山东
来的女留学生。父女二人立即决定请
这位女学生来家吃饭。

“啊，我的上帝，你就是张振湘
博士的女儿！”原来，这位山东女生
名张彦慧，来自泉城济南，实验中学

“老三届”高中生，其父为“省立二
院”副院长、著名心外科专家张振
湘。张振湘1946年毕业于成都华西协
和大学，与高学良为医科同班同学，
当年两人同为齐鲁医院住院医生。
正应了中国那句古话，千里有缘来
相会。希荣德在英国家中巧遇中国
故人之女，激动得手舞足蹈、热泪盈
眶。随后他又赶忙询问高学良博士
的情况。无巧不成书，在山东医学院
校园，张振湘与高学良恰住前后楼，
两家儿女为发小。张回答说高叔叔
仍健在，现为省立二院妇产科主任。

于是中外老友在阔别30多年后
又开始了互通音信。希荣德的风雨
家书和抗战故事也逐渐浮出水面。

齐鲁往事：从传教医士

到抗战志士
希荣德（1908—1985），英名罗纳

德·詹姆斯·斯蒂尔，出生于苏格兰一
个基督教新教家庭，父亲为浸礼会受
命教长。1935年8月受英国浸礼会派遣，
医学博士罗纳德携新婚不久的妻子来
到中国。妻子是他剑桥大学的同学，英
名格温妮丝·玛丽·约翰逊。到中国后，
罗纳德取汉名“希荣德”，格温妮丝取
汉名“张荣真”。他们的三个女儿都出
生在山东周村，分别名为“希如梅”、

“希如兰”、“希如莉”，寓意是像这三种
花一样高洁美丽。

山东周村有座英浸会开办的复育
医院。希荣德在这里任外科主治医师，
并负责医院所有医疗工作。妻子张荣
真先是在家料理家务，后到护士学校
教授英语。周村是英浸会在青州与济
南之间的传教中心。所以希荣德也经
常奔走于青州和济南之间，与青州广
德医院和济南齐鲁医院都多有业务往
来。大女儿希如梅（罗丝玛丽）即于1936

年11月30日出生于济南齐鲁医院。
希荣德在复育医院工作十分忙

碌，每天都要收治各种外伤病人。当
时没有抗生素，病人手术后，需在医
院住上几周，伤口才能愈合。希荣德
不仅挽救了许多病人的生命，并向
医院申请减免了许多贫苦乡民的医
疗费。复育医院有他两名中国同仁，
齐鲁大学毕业生张曦华和张敬仁医

师。希荣德夫妇在家中还雇了三名
周村人，杂役老朱、厨子老高与保姆
王大嫂。希荣德与他们亲如家人。夫
妇两人经常请医院同事来家中吃
饭，也常去看望周村其他乡民。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不久平津
沦陷。宋哲元二十九军及东北军一
部节节撤退至山东境内。当时“黄河
保卫战”打了一个半月，山东部队损
失惨重，曹福林、李汉章、展书堂的
三个师牺牲过半。三路军总医院人
满为患，许多伤员被转移至周村教
会医院救治。希荣德即投入救治
中国军队伤病员工作之中。12月
25日日军兵临周村城下。希荣德
置生死于度外仍坚持在手术台
上。其日记中写道：“在手术室工
作的中国护士，虽然就在窗口，仍然
勇敢地站在她的岗位上，向医生递
出每个必需的手术器具，不顾外面
敌机在疯狂地轰炸，机关枪在扫射，
护士们把楼上的病人转移到楼下躲
避敌机轰炸。”

1937年战事爆发后，入院患者多
是枪伤或刺刀伤，大多数人无法支
付治疗费用。希荣德申请给伤病员
提供了约300天的免费治疗。1938年1

月至2月，希荣德和复育医院同仁共
做了80多台手术，其中60多名患者都
是枪伤或炸伤。

1939年后周村复育医院曾两度
被日军勒令关闭。日本人指责希荣
德协助中国抗日力量，但一时还拿
他没有什么办法。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英美对日宣战，日本人终于可以
下手了，他们抢走了医院全部医疗
器械。希荣德夫妇先是被关在家中，
随后即被送进集中营。

不过希荣德夫妇并没有被关进
山东潍县乐道院集中营，而是被关

进上海盟国侨民集中营。随着日军
战事的吃紧，越来越严酷，苦役、饥
饿、瘟疫、殴打、恐怖，伴随他们度过
了九百多个日日夜夜。

希荣德在夜晚偷偷地写日记，
他把这一切都记在了他的日记中。

齐大情怀：出任齐鲁大

学医院代理院长
与中国朋友同生死共患难结下

深情厚谊，希荣德从走出集中营的
第一天起就想重返山东。但由于集
中营的铁窗岁月严重损害了他的身
体健康，加之已经离开英国故乡十
多年，于是全家乘船离开上海，先回
到英国与父母团聚。

1946年6月，希荣德留下妻女独自
重返中国山东。12月回到山东后首先
去了周村。但在那里他看到复育医院
千疮百孔已近一片废墟，短时间难以
恢复。1947年5月他接受济南齐鲁大学
附属医院的邀请，去医院妇产科做主
任医师。不久齐鲁医院院长赵常林博
士去美国学术休假，齐大校长吴克明
遂聘请希荣德为代理院长。1948年8月
赵常林从美国回到济南，希荣德又被

吴克明聘为医院妇产科长期主
任，英国浸礼会同意了这一聘
任，但建议他先回英国与家人待
一段时间，于是1948年9月1日希
荣德离开济南返回英国休假。而

这一去也就回不来了。
1982年英国圣安德鲁斯小镇，希

荣德希如兰父女家中，又迎来第二
位来自山东济南的女留学生，她就
是高学良之女高艳。希荣德为践行
30年前对助手高学良的千金一诺，
安排高艳留学期间就住在二女儿希
如兰家中，在英一切费用由他全部
承担。1984年高艳学成回国，希荣德
也忙于打点行装，准备故地重游。然
而正当高艳奔走于山东外事部门之
时，却从英国传来噩耗，或许是兴奋
过度，希荣德突发心脏病去世，享年
77岁。

希荣德在抗战前后有上千封写
给父母的书信。退休后的希如兰整
理父亲的这些遗书加上自己的童年
回忆准备结集出版。后来此书在英
出版，中文名《风雨家书》。近年来希
如兰姊妹继承父亲遗志多次重返中
国，到生养过自己的山东老家看看。
2013年希如兰再访齐鲁医院，并将父
亲当年亲笔所写医案赠送给医院。

□杨建东

1974年8月28日，微山县
组织第一批知识青年上山下
乡，到农村去，到广阔天地
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当时
我正是其中的一员。

当时我们刚出校门，30

名十七八岁的青年来到欢城
公社蔡楼村，与农民一起战
天斗地，春天挖沟浇麦，夏天
锄地追肥，秋天耕地耩麦，冬
天冒雪挖河，学习干各种农
活。几年的艰苦磨炼，我们学
会了生存、劳作，经历了风
雨、坎坷，磨炼了肩膀、性格，

留下了许多青春回忆。30名
男女知青轮流做饭，饭烧煳
了，炒菜忘放盐了，蒸米饭忘
了添水，打架鼻子出血，都是
常事。后来知青们陆续离开
农村回城参加工作，东奔西
走，劳燕分飞。

今年 8月 2 8日，蔡楼知
青小组的二十多名六旬老
人相聚于微山县，纪念上山
下乡40周年，大伙围观当年
的老照片、医药箱、知青证、
旗帜等百余件知青旧物，感
慨万千，泪流满面。知青生
活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人
生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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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月
28日，当年的
知青们重新相
聚。

1974年8

月28日上山下
乡场面。

希荣德夫妇在周村之全家福。

1947年齐鲁医院中外同仁之合影(前排左三为希荣德）。


	B0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