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静

上周，在建于世贸遗址地下的911纪念博物
馆举行的911事件纪念仪式上，近3000位遇难者
的名字被第13次重复，年复一年，逐一念出。那一
刻，在喧嚣中会感到一种令人敬畏的气息：“没有
多难兴邦式的誓言，没有国家和民族虚幻的概
念，所谓的历史，最后不过是无数个普通人被改
变的命运，每一个名字都曾经是一个鲜花的生
命，如你我，呼吸过，笑过。”

荣成的李继发是人文齐鲁一位老作者，他的
文章感动我的，是每篇文章写作前大量细致的采
访，他的行文可能不够简洁，主题可能不够突出，
但他会实地采访尽可能多地与历史相关的当事
人。如本期这篇《谷牧与荣成县立一小》，作者在
荣成一小故地成山镇采访了数十位谷牧当年的
同学及其老师的后人，如他采访到的现年98岁的
于世显，是比谷牧低一级的同学，“在一小读书
时，曾和谷牧一起去姑姑家喝喜酒，那是第一次
见到谷牧，很谈得来，谷牧温文尔雅，谈吐自若，
真像一个读书人。”还有94岁的唐喜麟、李际良、
玉洁……这些荣成县立高等小学的同学尽管在
历史地位、革命贡献上无法与谷牧相提并论，但
透过他们依稀的记忆，我们会看到上世纪三十年
代，青春年少的他们在校园里的青葱年华。历史，
不一定都是辉煌，但历史总是由那一个一个的名
字来书写的。

同样，《张知寒与“岗上文化”》讲述的，更像
是一段与辉煌擦肩而过的冷清岁月。岗上文化从
六千年前开始，大约经历了两千余年。岗上先民
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他们的石斧、石铲等工
具由厚而薄越做越精，大大加快了耕种收割的进
度。手工业有石器、骨器制作、制陶、纺织、木作、
编织等。晚期出现的薄胎彩陶罐片、白陶片代表
着制陶工艺和材料方面的重大成就。特别是在岗
上遗址发现的象牙筒残片，表明我国商代象牙雕
刻工艺渊源于这类文化。

这些，够辉煌吧，足以写进历史，但当这一遗
迹的发现者张知寒和他的师友们潜心研究、准备
发表“岗上文化”研究成果时，张知寒被打为右
派，而他发现的“岗上遗址”也因右派身份而失去
了在考古学上的应有地位，这个能称得上东夷民
族的原始图腾遗址，却与张知寒、陈岗、滕州无
缘，被永远地定格在稍晚几年的发现地——— 山东
泰安大汶口，岗上遗址变成了大汶口文化遗址中
的一个。一个无法弥补的历史遗憾就这样形成
了。如今，不能与大汶口文化遗址比肩的岗上遗
址冷清地固守着那片土地，但相信在研究者的心
中，它的历史地位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

刊前絮语

被错过的“岗上文化”

1930—1932年，在这里入团、入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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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继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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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9月23日是谷牧（原名刘家语，荣成宁津东墩村人，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全国政协副主席）诞辰
100周年纪念日，笔者在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故地成山镇采访了数十位谷牧当年的同学及其老师
的后人，从谷牧当年在县立一小读书学习、生活、战斗的方方面面，感受到这里不仅是谷牧入团、入党，
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起点，更是曹漫之、李耀文、马学良、王一平等诸多荣成革命人才成长的摇篮。

民主萌芽：成山书

院诞生小学堂
上世纪初的荣成县，土地瘠薄，

县弱民苦。在维新图强反帝反封建
大潮的推动下，1901年8月29日，光绪
帝“诏命各省书院 ,省城均改设大学
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
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1904年1月13日,清廷颁布《钦定学堂
章程》，史称“癸卯学制”。当时 ,荣成
邑侯(县长)刘应中遵诏改成山书院
为荣成县官立高等小学堂。

当时的一小,是反帝反封建斗争
的前哨站，也是新旧势力斗争交锋
的前沿。据曾在一小读书的老人回
忆，当时一小的学生都备有两套教
材 ,一是维护清廷统治的子曰诗云、
四书五经；另是宣传民主、共和反帝
反封建的三民主义主张。

谷牧，原名刘家语，1914年9月23

日生于荣成宁津东墩村，1921年，在
荣成宁津镆铘岛王家庄外祖父王东
堂办的私塾读书，“每天上学先向孔
子牌位作揖,再向教师——— 我的外祖
父行礼，然后坐下来读书。我从《三
字经》、《百家姓》读起 ,依次读《论
语》、《大学》、《中庸》、《孟子》、《诗
经》。《书经》是选读的 ,还学了《古文
观止》和《古文辞类纂》上的许多篇
古文,也念了一些唐诗。”在这里谷牧
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1930年春刘
家语考入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堂
读书；1931年夏，在一小加入共青团；
1932年晚春，由荣成第一个共产党
员、红色革命火种孙继周介绍加入
中国共产党。

革命起点：四才子

一同成长
当时，荣成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的校长是周璋，字孟祥。据周璋的长
子周汝勤告诉笔者，谷牧在一小读
书时，开始校长是周璋，后周璋升荣
成县教育局长，唐述尧接任一小校
长。

唐述尧 ,山东济南师范学
校毕业 ,一小教师,后提为教导
主任（即谷牧回忆录中提到的
教务长），曾任谷牧、曹漫之、李耀文
的国文课老师，经常向学生进行反
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教育，介绍鲁
迅、郭沫若、蒋光慈等革命作家的进
步书籍。唐老师很欣赏谷牧，经常在
班上把谷牧的作文当范文读给全班
同学听，经修改后张贴在学校的学
生佳作栏里。

在县立高等小学读书时,谷牧的
文章被老师作为范文贴在墙上，曹
漫之的漫画在大街上随处可见，李
耀文清秀小楷刻印的《每日快报》和
王一平字正腔圆的京剧清唱，在荣
成一小出了名的。他们被誉为一小
四才子。同样这四个人 ,经过几十年
的革命洗礼 ,谷牧、曹漫之、李耀文

(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王
一平(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被称为

“胶东四大才子”。
1930年至1931年,谷牧、曹漫之、

李耀文等同学在当时就读的学校掀
起了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一起抵制
日货 ,“同学们先是烧毁自己的日本
钢笔、铅笔等学习用品 ,然后走上街
头,向群众宣传不买不用日货,还到商
店里搬出日货,当众烧毁。”当时一小
抵制日货的活动，在全县乃至周边
县市引起轰动。谷牧还与同学曹元
鹏、张锡绅联络更多的同学成立了

“鲁迅读书会”，专门宣传鲁迅的思
想。

当时荣成县县长张裕良是国
民党左派,赞成国共合作,提出“打倒
贪官污吏”,组织县政府科员阅读进
步书籍 ,国民党政府将其撤职 ,派反
动的李学仁来当县长。谷牧、曹漫
之、李耀文和王一平积极参加了

“挽张驱李”的活动 ,掀起了大规模
的学潮。

1932年春，荣成籍第一个共产党
员孙继周经常到荣成县立第一小学

看曹漫之的漫画和谷牧的文
章,并主动和他们接近，作为入
党介绍人介绍发展了谷牧、曹
漫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

谷牧又在县立第一小学发展毕庶
梓、楚金盛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成
为中共在荣成乃至胶东地区的骨干
力量。1932年“五一”前夕 ,孙继周等
人组织大家，把“打倒刮民党(当地民
众对国民党的蔑称)”、“打倒贪官污
吏”、“打倒土豪劣绅”、“中国共产党
万岁”的标语贴到国民党县党部、县
政府和公安局门前。谷牧在后来的

《谷牧回忆录》中写道，“那年放寒假,

也是我高小毕业之际。在回家的路
上,我把自己事先写好的反对国民党
的标语、传单,分别塞在集上的柴挑、
路边的大车、草垛里 ,还张贴在一座
庙里。现在想起来这种行动很幼稚 ,

当时却感到是很神圣的。”

师恩难忘：千里寄

“浪花”
谷牧在其《谷牧回忆录》中说:“我

一生对曾教导过我的文登师范于云亭
校长、荣成县立第一高小的唐述尧教
务长等老师均怀着深深的敬意。后来
我在北平搞左联工作出的杂志《浪
花》、《泡沫》以及我在《华北日报》、《北
平新报》等报刊发表的《海上的斗争》
(连载)等以家乡为题材的作品,我都给
两个母校寄。”李耀文则回忆说:“1935

年,谷牧同志在北京主编《泡沫》杂志,

并经常寄给漫之同志,漫之同志读完
后就介绍给我读。”润物细无声,革命的
精神和思想把师生紧紧连在一起。

荣成十八中退休教师唐志光向
笔者展示了他家珍藏的谷牧与唐述
尧的合影，并讲述了谷牧在荣成广
为流传的尊师佳话。

那是1978年6月20日，时任国务
院副总理的谷牧要到成山检查幼教
工作，上午8点钟，从崖头至成山的
公路尽头驶来了几辆小轿车，开进
了成山四村幼儿园大院。在那里，谷
牧一行观看了幼儿园孩子们的演
出，并与幼儿园师生合影。午间，几
辆小轿车又拐进了成山一村的一个
小巷，在一座破旧的小矮屋前停下。
这时街上的人悄声议论：谷牧副总
理探望老师来了。

当时，唐述尧老先生已年过九
旬，子女都在外工作。谷牧见到老
师，激动地握住唐老的手说：“老校
长，您好！50年前，您是我的校长。”
唐老先生高兴得老泪纵横。是啊，50

年前的学生，时任副总理，还没忘记
自己，他怎能不激动落泪？

谷牧询问了老人的生活情况，
嘘寒问暖，谈了很长时间，最后又和
老校长合影留念。后来洗照片时，谷
牧在上面亲笔书写了“献给尊敬的
唐述尧老师。学生谷牧”，随书信从
北京专门寄给他尊敬的老师。

□马光仁

在长清区归德镇医院82岁
的退休大夫丁兆芳家里，放着一
个大镜框，里面是他与坦桑尼亚
卫生部长姆维尼、坦桑尼亚大使
万布拉一起合影的照片。这张照
片是1973年10月6日拍摄的，戴卫
生帽的是丁兆芳，戴手表的是姆
维尼，黑人是大使万布拉。

丁兆芳回忆说，1973年，41

岁的他在长清县医院从事中医
工作。10月6日下午，坦桑尼亚
卫生部长姆维尼率卫生代表团
一行七人在县领导蒋其宝的陪
同下，来到长清县医院中医针
灸科，姆维尼和万布拉大使与
针灸科的三名大夫一一握手，
然后询问了中医针灸学。通过

翻译，丁兆芳向客人们介绍了
中国的针灸，“早在6世纪，针灸
便传播到了国外。”丁兆芳拿起
一根银针对客人介绍，别看这
小小的银针，在人体特定穴位
上扎下去，可以将许多疑难杂
症根除。姆维尼对银针产生了
兴趣，他接过银针，仔细研究了
一番。随后，姆维尼一行又目睹
了丁兆芳给病人针灸的情景，
丁兆芳还向客人们介绍了中医
中药。姆维尼告诉丁兆芳：“有
些草药，在我们的国家也有，但
是我们没有利用，你们用这些
草药治病，很好，值得我们学
习。”丁兆芳代表医院针灸科向
客人赠送了两套针灸银针。姆
维尼十分高兴，握着丁兆芳的
手说“谢谢！”

丁兆芳说，这张照片说明
了中国的中医针灸在世界上得
到认可。“41年来，外国卫生部
长对我们科的访问，一直鼓舞
着我勤奋地工作着，全心全意
为群众针灸、治病，我虽然已经
退休20多年了，但我一直为群
众义务针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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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齐鲁稿件请发至：qlwbxujing@sina.com

谷牧(右）与当年教务长唐述尧合影。

丁兆芳（左一）与
坦桑尼亚卫生部长姆
维尼（左六）、大使万布
拉（左五）合影。

丁兆芳手捧老照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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