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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潭头、

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和宝鸡，八年五
次搬迁，少则数月，多则五年，一路硝烟
不断，一路弦歌不辍。

1939 年，河大搬迁至嵩县潭头
镇。烽火连天的时代，这片苍莽山林张
开怀抱，接纳了一众恓惶的师生。在当
时文史系学生宋景昌笔下，万山盘亘、
淡烟疏林、沙平岸阔的潭头，宛若“一幅
宁静的山村画”。

后来成为河大化学系教授的李丙
寅，当时也随着在河大教书的父亲来到
了潭头。经历了两年三次搬迁之后，李
丙寅眼中的河南大学，重新有了开阔的
气象。

《战时全国各大学鸟瞰》所收魏凡
的《抗战中的河南大学》，让我们听到了
当年大山深处的朗朗书声：

即使在最平常的日子，图书馆也是

坐满了人。实验室中的活动是没有停

止过的。夜里，过了十二点，宿舍里还

常常透露出灯光，早晨天一黎明，你可

以看到隔山坡上，河滩里，都有读书的

同学。有时雨过天晴的清晨，你可以听

到各处外国语的读音在和蛙鸣争噪。

尽管深居山林，尽管炮火迫近，五
年羁留，潭头山水仍然玉成了河大八年
流亡办学史上最辉煌的岁月。五年中，
学校每年照常招收新生、欢送毕业生、
送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培养出 1000多
名毕业生。

1942年 3月 10日，省立河南大学
改为国立河南大学，实现了从“省立”到

“国立”的蝶变。这一年教育部的考绩
中，河南大学名列第二，上课总时数全
国第一。

在颠沛流离的年代，河南大学为中
国抗战时期高等教育史书写了悲壮而
自豪的一页。

一直研究抗战时期中国高等教育
史的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感叹，炮火连
天中，中国大学依旧弦歌不辍，这本身
就意味着力量与勇气，是风雨飘摇之时
稳定人心的精神力量，是生死存亡之际
高贵的精神气质。书声在，便精神不
死、信念犹存，说明这个国家没有屈服，
还在顽强战斗，且对未来充满信心。

这种撼人心魄的青春气概，至今依
然是中华民族生气勃发、高歌猛进的力
量之源。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肆虐。
大年初二，来自河南大学淮河医

院、河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52名医务
人员赴鄂驰援，其中便有护士王月华。

在她身后，“王月华，我爱你！我爱
你啊！”丈夫的一声哭喊，让无数网民泪
湿眼眶。

他们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抗击疫情。
与疫魔的较量，看不见硝烟，但危

险无处不在，就像当年的河大学子，书
声里交织着连天的枪炮声。

但他们依然舍生忘死奋战在抗疫
一线。从走进隔离病房的那一刻起，他
们就是战士。就像当年的青年学子，把
炮声中的课堂当作战场。

抗疫一线有一组数字：在 4.2万多
名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中，有 1.2万多
名是“90 后”，其中相当一部分是“95
后”甚至“00后”。

不仅是医护人员，广大党员干部、公
安民警、社区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志
愿者以及方方面面的抗疫一线奋斗者，
也有很多是“90后”，他们成为这个战场
上披坚执锐、一往无前的青春力量。

热血青年，从来都是民族的脊梁。

济济多士 风雨一堂

“连天烽火”与“遍地弦歌”，本

是两种截然对立的情景，在流亡办

学路上，两者竟如此悲壮而动人地

相互交融，奏鸣出震撼人心的乐

章。在一路烽烟中感受当年泛黄

的光影，我们也许永远无法触摸那

个时代的艰辛，但那种精神，却让

今天的我们由衷地心怀敬意。

——记者手记

1940 年秋天，梁建堂考上河南大
学，来到潭头。

这并不是他想象中的大学，因为课
堂就在老百姓的家里，或者山中的破
庙；也不是他想象中的学生宿舍，因为
一个炕上挤满了人；这更不是他想象中
的生活，窝头咸菜是他们的主要伙食，
一人两个比拳头还小的馒头、就着一口
就能吃完的青菜、喝着可以照见人影却
看不见小米的粥饭。

他的校友宋景昌在《回忆在潭头的日
子》中写道:“一间斗室，至少要摆放三张
床；一个小窗户，无法使三人都能取
光。于是我们在土墙上凿个圆洞，在里
边糊上一层薄纸，使之透明，美其名曰‘太
阳灯’。晚上，在油烟袅绕的桐油灯下，在
歪斜的破桌上，俯首阅读，直至深夜。”

贫乏的物质生活，并没有使梁建堂
感到沮丧。在特殊年代能有一张安静
的书桌，一直是他的梦想。直到耄耋之
年回忆潭头求学的经历，他仍然觉得那

是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时光。
在学校，他最喜欢听文学院教授嵇

文甫的课。他眼中的嵇文甫长衫布履，
手持纸片一张、粉笔两支，从容步入课
堂，话题永远不离民族、救国、气节，他
讲苏武、讲岳飞、讲杜甫，讲到激动之处
就放声朗读，甚至泣不成声。那种浓烈
的家国情怀，常常让梁建堂激情澎湃、
热血沸腾。

与他一起来到河大求学的，还有从
全国各地赶来的200名青年。事实上，
除了这200名青年外，还有数千名没被
录取的学生也来到了潭头。

王学春说，这些青年学子不远数千
里，穿越封锁线，甘冒沿途征烟兵燹，以
求精神之安慰与学问之上进，本身就是
一种选择——胸怀报国志，不当亡国奴。

而此时的李丙寅就读于河大在当
地创办的七七中学。学校的名字由七
七事变而来，开学日期定在 9月 18日，
意在激励后人勿忘国耻。

王学春说，在战争中上学，在炮声
中听课，除了专业传授，精神气度的熏
陶影响更为深远。

在采访途中，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河
大师生深植家国意识的润物无声。

潭头两眼昏花的老人，虽已口齿不
清，却还能准确地唱完儿时学会的抗战
儿歌；在荆紫关，现在还有人从长辈处
时时听闻当年河大师生上街游行宣传
抗日，声援抗战志士的回忆……

1940年春节过后，已是河大校长的
王广庆出行忽然频繁了起来。熟悉他
的人看他的表情就能知道学校的状
态。那一年，农作物严重歉收；受战争
影响，学校办学经费由以前的年额40万
元减为20万元，补助也被减至七成。

河南大学遇到了抗战流亡办学最
艰苦的时期。寒冷的冬天里，漫漫长夜
消磨着师生们的热情，悲观的情绪在部
分师生中蔓延。

为凝聚信念、鼓舞斗志，王广庆决
定创作一首歌曲。嵇文甫、陈梓北两位
教授临危受命，担此重任。

歌曲很快谱成，成为传唱至今的河
大校歌。

嵩岳苍苍 河水泱泱

中原文化悠且长

济济多士 风雨一堂

继往开来扬辉光

四郊多垒 国仇难忘

民主是式 科学允张

猗欤吾校永无疆

猗欤吾校永无疆

嘹亮的歌声响彻伏牛山麓、伊水河
畔，河南大学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迎
来了柳暗花明的时刻：不仅由省立上升
为国立，一大批学术科研成果也在此期
间陆续诞生。

“太阳灯”下，宋景昌写出《全国皆
兵论》，荣获1942年全国大学生论文比
赛第一名；油灯如豆，张长弓教授写出
《鼓子曲言》，搜集整理出珍贵的《鼓子
曲存》一辑；陈梓北发明了当时全国首
创的“陈氏乐尺”；樊映川撰写的《高等
数学讲义》，先后出版发行近千万册；刘
葆庆培育的小麦良种，使当地小麦增产
15%……

战争没有阻断学术，反而激起河大
学者的强大创造力。生死存亡之际，河
南大学顽强抗争、艰难成长，不仅没有在
战火中倒下，反而在忧患中浴火重生。

但在潭头安放了五年的平静书桌，
因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再次动荡。

1944 年春，火红的杜鹃开遍潭头
的山野。日军攻陷嵩县，河大师生仓促
逃亡。敌寇丧心病狂屠戮滞留师生，制
造了潭头“5·15惨案”，河大师生 9人
遇害，25人失踪。逃难途中，医学院院
长张静吾夫妇被日军所俘，张静吾跳入

深沟，侥幸得脱，妻子被连刺数刀身亡。
5月，逃离潭头的师生陆续到达淅

川荆紫关，在豫陕鄂三省交界之地短暂
滞留。1945年春再度西迁，文、理、农三
院安顿于陕西宝鸡，医学院盘桓汉中。

这是最艰难的一次迁徙。西行道
上，山路崎岖，学生、教授、家眷、难民、
军人，人如潮涌，途为之塞。

在宝鸡办学之初的河南大学，个别
学院的院长才能借住附近农家的厨房、
牛屋为临时住处，其他教授多居无遮天
顶盖之所。但一个月后学校仍然正常
开课，教室为庙前、屋后、空地和廊檐之
下，学生听课时仅有小木板一方、小木
凳一只。一年之间，席不暇暖，食不得
饱，生活备极艰苦，但师生依然苦读不
辍，吟诵不绝。

在河南大学校史馆里，我们曾仔细
端详过一张河南大学师生在宝鸡时的
合影。他们目光坚定，器宇轩昂，自信、
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散发出一种
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河大师生在艰难困苦中孕育出的

从容气度与精神气质，“流风余韵，宛在
丹山碧水之间，以兴后人”。

如果了解了那段历史，我们就会
对郑邦山在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重提
河大流亡办学的那段话，有更深刻的
理解——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
紧要关头；新冠疫情，是二战以来最严
重的突发性全球危机。

炮火连天，当年的学子失去了安放
书桌的净土；疫情肆虐，如今的学生暂
时远离了课堂。

相似的处境，需要共同的精神、共
同的担当共克时艰；今天的学子，需要
传承前辈师长经过血与火淬炼的文化
基因和精神气度。两代青年以穿越时
空的责任担当和热血逆行，共同谱写出
一脉相传的青春之歌。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远
的未来。

嵩岳苍苍 河水泱泱

与那段历史同行，我们发现，

当你经历了生存之绝望，体会过山

河之破碎，见证过人性之光辉，那

些理想和信念不仅具体可感，更会

融入血液和灵魂。无论是流亡办

学还是全民抗疫，都是一本生动的

教材，让我们读懂信仰与勇气，读

懂感恩与珍惜，读懂责任与担当，

读懂青春与梦想。

——记者手记

八月，我们走进潭头。
河大潭头办学距今已过去了80多

年，但我们在这里仍然看到了令人感慨
万千的一幕：“国立河南大学抗战办学
遗址”大王庙村，家家户户整饬一新的
墙上，都在醒目位置挂着当时教授的照
片，王广庆、嵇文甫、郝象吾、王鸣歧、李
俊甫、王直青、徐墨耕、黄以仁、张静吾、
王毅斋、陈梓北……

潭头人至今仍用诚挚质朴的方式，
向河大的大师群体致敬。

潭头镇万花岭上，山花烂漫，松柏
长青。石坷村村民李红太站在河南大
学惨案纪念碑前，深情讲述李家三代人
为河大死难师生守墓的感人故事。

1944年 5月 18日，万花岭上多了
一座新坟。坟是李红太的爷爷李永信
修的，埋葬着潭头惨案中牺牲的部分河
大师生。

李红太说：“朱绍先被日寇重伤后，

死前告诉村民他叫什么名字，以及另外
几个人的姓名。安葬的时候，村民将名
字刻在砖上，放在每个人脚前，方便日
后他们的家人寻亲。”

从此之后，李永信一直等着有人来
寻亲认坟。他去世后，又把这份责任交
给了儿子李忠贵，直到2005年 8月 5日
最后一名死难者亲属在李红太的带领下
前来认坟，才了却李家人的心愿。

在荆紫关，我们从一位老人和一位
去世的青年身上，再次感受到了河大与
当地群众的血脉相连。

8月5日，淅川县城一个浓荫匝地的
小院里，吴云贵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把白
色的茶壶。茶壶被一层层报纸包裹着，
白中泛黄，壶身上面有一道明显的茶垢。

河大师生迁徙到荆紫关的时候，王
毅斋教授住在当地药商吴圣明家中。
荆紫关老街深处一座古老的四合院里，
至今还保留着王毅斋教授住过的厢
房。王毅斋夜中读书备课，常常被桐油
灯的烟雾熏得咳嗽不止，脸上都是黑
烟。吴圣明看在眼里，就偷偷把桐油换
成了没有烟渍的芝麻油。

王毅斋住在荆紫关时，吴云贵还没
有出生，他是吴圣明最小的儿子，从记
事起就知道父亲和王毅斋的故事。他
说：“当时的芝麻油很昂贵，父亲不计成
本换油，说明他对知识分子有发自肺腑
的敬重。这也让王毅斋深受感动。”

河大从荆紫关迁往陕西时，清贫的
王毅斋身无长物，为表感激，便将随身
携带多年的陶瓷茶壶赠予吴圣明。几
十年来，吴家都将之奉为珍宝。数次搬
家，多少瓷器打碎遗失，唯独这个茶壶
完好如初，甚至连上面的茶垢都不舍得
清洗。

为给河大师生一处安静的栖身之
所，荆紫关居民付出的不仅是昂贵的香
油，甚至有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944 年夏初，河南大学的部分学
生乘船去校本部集会。由于丹江河水

上涨，许多人掉落河中。在河边磨面的
王宏彦急忙营救，在连续救上来六名学
生后，一个浪头把王宏彦拍了下去，半
个月后因浑水入肺而亡。

王学春说，河大八年流亡办学，师生
每到一处，都会受到乡亲们满腔热情的
接待，倾尽所有守护了中国教育和文化
的命脉。河大西迁之路虽屡遭困蹇，但
最终能在战火中成长，很大程度上依赖
于各界民众对知识和文化的尊重，对读
书种子的保护，对青年学子的无限期许。

所以经历了整个河大西迁历程的
李丙寅才会把爱国当成一生的信仰。
1989年，在环境化学领域贡献卓著的
李丙寅成为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终身会
员，盛名之下的老人最感自豪的是为祖
国争得了荣誉。他说：“我的成绩是新
中国赐予的，我的人生也与新中国一脉
相连。我想把我的全部热能献给祖国，
回报给党和人民。”

八年流亡办学，有太多的事让他潸
然泪下，有太多的人让他终生难忘。

潭头惨案中，石门村的张元，为保
护师生换上学生衣服引开日寇，惨遭戕
害；阎虎娃将病重的黄以仁教授及妻
儿藏于家中一月之久，精心照料；叶三
堂和王有成护送黄以仁和张长弓两位
教授至荆紫关，返回途中，王有成却迷
失在大山中再无音讯；李秉德教授夫
人在重渡沟一草庵内产子后急需营
养，三户百姓凑出半斤红糖、四个鸡
蛋、二斤面粉，让母子平安渡过劫难。
李秉德后来将孩子取名“李重庵”，取

“重渡草庵”出生之意，也感念潭头百姓
的高天厚义……

河 南 大 学 党 委 书 记 卢 克 平 说 ，
3000个日日夜夜烽火连天里的无畏坚
守，2000里风风雨雨战争硝烟中的不
屈抗争，在流亡办学的八年中，河大师
生愈发增强了对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热
爱。与祖国生死与共、与人民血肉相连
的情结，深藏在骨子和血液里。

今年已百岁高龄的张效房曾荣获
“2015全国十大最美医生”。在他的自
传中,曾用了诸多篇幅描述“嵩县求
学”。1939年夏天,开封学子张效房先
去镇平后又追到嵩县潭头赶考,一路搭
货车、骑毛驴、过河、爬山,最终以第一
名的成绩被医学院录取。

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可敬的百岁
老人还在医院坐诊。他说，当时条件非
常差，宿舍教室都是民房，教室一开始
还是在破庙里面，宿舍冬天透风，夏天
闷气，但大家学习都很用功。

“为什么学习这么认真？是心里有
一种爱国思想。”张效房说，“抗日战争
开始后，有的同学上前线了，但是大部
分人没有走，怎么办呢？一个是宣传，
发动群众，演唱革命歌曲，演出抗日话
剧；另外一个就是学好医学，为人民治
疗疾病，为伤病员治疗伤患，为国家尽
一份力量。”

在他悬壶济世的生涯中，曾拒绝多
个国外知名大学的高薪聘请。他说：

“我是中国人，我的经验是从一个个中
国病人身上来的，必须把我所有的一切
都贡献给中国人。钱再多，我也不愿离
开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

继往开来扬辉光

一路西行、上下求索，我们的

心灵时时受到震撼：那些苦难，那

些颠沛流离、那些知识与梦想交织

的岁月，写在血与火的年代里。它

们并未随着时代远去，反而沉淀了

更深沉的情感，更坚定的信念，留

给后人。

——记者手记

1945年，20岁的李丙寅考上了河
南大学化学系。这一次他求学的地点，
变成了宝鸡市的石羊庙。

一天深夜，熟睡的李丙寅被一阵阵
欢呼声惊醒，茫然中跑出窑洞，看见满
山篝火映红了天空。

这一天，他记得很清楚：1945年 8
月 15日，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

看着尽情欢呼的人群，敲着脸盆游
行的同学，他跟着振臂高呼，泪流满面。

那天晚上，不大的操场上举行了一
场盛大的篝火晚会。晚会上，师生们含
泪唱起了那首曾经在迷茫消沉中重新
踔厉奋发的校歌，在歌声中为八年凄苦
流亡岁月的坚守和付出流泪，在泪水中
向这八年烽火硝烟中牺牲的师生致敬，
在火光里为中华民族抵御外敌的胜利
欢呼。

这年冬，河大全体师生从陕西宝鸡
返回了阔别八年的省会开封。他们不
知道，几十年后的后生晚辈们，会怀着
怎样虔敬的心情，唱着那首校歌，一次
次重走他们的流亡长路，反复温习这门
未列入课表的课程。

在河南大学校史馆里，有一块复制
的牌匾，土漆上光，匾额正中书写着四
个大字：维护文化。下款署名“国立河
南大学仝敬赠”，还密密麻麻地镌刻着
47个教职员工的名字。

它的原件珍藏在陕西省商南县赵
川镇黑沟村一户农民家里。这块诞生
于 1945年的匾额，2007年才被河大发
现。两块牌匾的空间距离为518公里，
却把一座百年学府与一个陕南小村紧
紧联系在一起。

这是一个关于文化守护的感人故
事。

1945年 3月，豫西鄂北会战打响，
河南大学在荆紫关难以存留，决定西迁
陕西。师生们连续行走两天两夜，到达
陕西境内的赵川镇。在这里，他们受到
了当地乡党的热情接待，度过了一段安
静的时光。

离开赵川镇奔赴宝鸡时，行囊萧瑟
的师生们只能用一块匾表达感激之
情。接任校长不久的张广舆亲笔书写
下那四个闪光的大字。

“维护文化”，是河大师生对接纳他
们的一方土地发出的真挚感谢，更是流
亡中的文化人对自己的深情慰勉。

中原文化悠且长，继往开来扬辉
光。

2018年 10月，河南大学美术学院
副院长梁刚放下写意的画笔，来到开封
通许县竖岗镇前付村做驻村第一书
记。从此胸中丘壑，尽付乡村振兴的丹
青长卷。

初 来 乍 到 ，全 村 贫 困 发 生 率 超
20%。两年后，全村所有贫困户脱贫。
脱贫农民的笑脸，成为他笔墨中最传神
的一笔。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脱贫攻坚成为
又一场必须打赢的战争。河南千千万
万像梁刚一样的驻村干部、第一书记用
青春和生命点燃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时
代的天空。

不同时代的青年，再次完成了跨越
时空的完美接力。

过几天，河大校园又会走进数千名
风华正茂的学子。那首传唱了一代又
一代的校歌，将再次在这里回荡。

这将成为他们的第一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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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冬，河大师生重回开封。 本报资料图片

1944年，河大师生在潭头。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