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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钦 赵雪

“打断骨头连着筋，

扒了皮肉还有心，只要还

有一口气，爬也爬到延安

城。”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陕西延安，这个远在西北

一隅的小镇，物资匮乏，

条件艰苦，但并不妨碍它

成为温暖、明朗和蓬勃向

上的圣地，成为万千爱国

青年梦寐以求的理想所

在。

这其中，河南大学数

百位校友、知名教授、热

血师生伴着连天烽火，冲

破重重险阻，千里迢迢奔

赴延安，戎马沙场。他们

如同黑夜中的星光，连成

无边的星空散发着广袤

而深远的光芒，留下了温

暖而又坚定的爱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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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的成长都是印记 所有的成绩都值得
被铭记……”

今年清明节前夕，美丽的河大园内，红紫芳
菲、草木葱茏。在河南大学与河南电视台联合
策划的“河南清明奇妙游之河南大学”活动中，
河南大学离退休合唱团，一个均龄近 70岁的老
年合唱团，在学校庄重典雅的“国保建筑”——
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校门前，跳起时尚动感的舞
蹈，唱响“少年感”十足的《少年》，燃翻全场，网
友们纷纷表示“美好到想哭”。

拨开历史的烟云，109年前，也就是在这个
旧址处，河南大学创办，见证了千年科举制度的
终结，开启了新式高等教育。建校百余年来，河
南大学源源不断地往延安输送革命人才，与延
安建立了割舍不断的深情厚谊。新中国成立
后，从延安走出来的老革命，来到河南大学后，
殚精竭虑地反哺着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李林，
曾担任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赵文山，曾
担任河南大学党委副书记等职务……他们前
半生投身抗战事业，后半生则把延安精神践行
于教育事业，成为延安精神的见证者、传承者和
实践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抗战时期的那一
代人，赶上了一个糟糕的年代。但正因为无法
选择,在民族大义之前,更能作出更无畏更勇敢
的以身许国之抉择，如同缪弘《血的灌溉》之结
尾:“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
都不曾忘记。”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党的十八
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高等教育事业
发展，多次强调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指出只
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
流大学。

这不禁让我们思绪万千，记忆飘回到八十
多年前的今天。彼时为赓续中原文化教育血脉
的河南大学，正开始她的敌前办学八年历程，师
生跋涉上千公里，辗转七地办学，颠沛流离，历
尽艰辛，但始终以顽强精神办学不辍。1940
年,医学院还得到表彰，被评为全国医学院第三
名。此外，河南大学虽在困境之中，办学规模仍
有发展，如增设园艺系和高级护士学校以及扩
大农艺系为农学系(内设农艺及植物病虫害两
组)等，难能可贵的是，在任何情况下，每年都坚
持招生，谱写了一部感天动地的烽火育才记。

风雨如晦。在时空的纪年中，8年实在太短
太微不足道，但对于有 109年办学历史的河南
大学来说，足以凝结最久远的风神。

时光流逝，情怀未泯。抗日战争胜利 73周
年之际，河南大学百余人怀着深切的感恩和对
历史的缅怀，重走抗战办学路，前往各办学旧

址，举行河南大学抗战办学遗址纪念碑揭碑
仪式。

“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
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
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
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
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激励
着我们不断前行。

2019年 7月，河南大学 30余名师生前往延
安等地，走访了毛主席亲自命名的延安大学等，
参观了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历 7年知青岁月的梁
家河、延安的多处革命旧址等。

将校史融入党史，深挖百年河大红色校史
教育，讲述学校里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嵇文甫、
马可、邓拓、李大钊等的故事，强化家国情怀和
责任担当意识；全校 50个二级党组织建好健全

“我为群众办实事”台账，共涉及 580余项具体
事项，并逐项解决落实，广受群众赞誉……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大学创新载体方式，从
身边的变化、鲜活的事例讲起，用故事感染人、
用细节打动人，让信仰信念根植于魂、“四个自
信”内化于心，推动一流学科建设开新局。

“在日寇铁蹄的进犯之下，命运多舛的河南
大学，在 3000个日日夜夜烽火连天里、2000里
风风雨雨战争硝烟中，秉承‘百折不挠，自强不
息’之精神，始终与国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
以弦歌不辍、依仁蹈义的方式担起了民族大任，
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抗争史诗。站在新的
历史起点，河大将承继延安精神、抗战办学精
神，以史为鉴，以史励志，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奋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润心新征
程。”河南大学校长宋纯鹏说。

延安是党的革命征程的“落脚点”，也是党
前赴后继的“出发点”。2021年，中国共产党迎
来百年华诞。“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卢克平
说，“河南大学将以庆祝建党 100周年为契机，
把弘扬延安精神有效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以实
际行动传承延安精神，以信仰之光照亮前行之
路，用如磐初心凝聚奋斗伟力，奋力谱写新时代
红色育人新篇章。”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 初心从未有改变
百 年 只 不 过 是 考 验 美 好 生 活 目 标 不 断 实
现……”合唱团激情走心的歌声久久萦绕在耳
旁，回荡在河大师生们的灵魂深处。

百年恰是风华正茂。目前，河南大学这位
“世纪少年”正处在“双一流”建设的关键阶段。
在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
一根本问题上，学校党委将全面持续加强对教
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

“延安，延安啊，什么时候我能够看见那庄
严雄伟的古城！”这是马可在日记中多次记述的
梦想。

近代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人民音乐
家……马可有多个头衔，但他有着一个最为固
定而温暖的身份——河南大学校友。

1935年，百折不挠的河南大学迎来了怀揣
救国梦想的八方学子。其中，有一个面目清癯
的青年，来自江苏徐州，他有个洋气的名字——
马可。

这一年，马可17岁。
17岁的马可，从镌刻着“明德新民 止于至

善”的门楣下走过，大礼堂映入他的眼帘，他就
这样融进了刚过弱冠之年的河南大学。

当时马可的青春规划是做“大众化学家”，他
想通过自己的发明和创造，实现“科学救国”的梦
想。

四郊多垒，国仇难忘。1936 年秋，在钻研
化学的同时，马可惊觉，民族危难之时，音乐的
救亡效果也许更加直接。在日记中，马可毅然
决然地作出割舍，“此时，大众的精神需要艺术
来武装。”

他参加开封万名学生“卧轨请愿”活动，以歌
唱、演剧等方式为武器，积极投身革命歌曲的创
作，号召大众从沉睡中觉醒，投入抗战。

他开始埋头自学写作，并将习作辑录成集，
名《牙牙集》，自喻“婴儿牙牙学语”之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正在老家度暑假的
马可马上赶回学校，组织发起了“怒吼歌咏队”，
追随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参加了各种救亡歌咏集

会，创作出《保卫洛阳》《守黄河》《吕梁山大合
唱》《游击战歌》等 200多首极富战斗性的救亡
作品，在群众中影响很大，被冼星海称赞为“极
力趋向大众化、民族化的新形式”。

就这样，马可和同学、战友一起，以青春为
背景，以音乐做武器，一路抗战、一路高歌，以坚
实的脚步丈量着祖国的万水千山。

1939年 12月，冼星海给马可写信，希望他
能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充实
理论修养。当年年底，梦想变成了现实，马可义
无反顾地踏上了去延安的路。

1940 年 1 月，马可携夫人杨蔚从山西辗
转延安，进入鲁艺音工团工作，继续向冼星海
学习作曲。7月，他被派往由著名诗人柯仲平
领导的边区“民众剧团”任音乐教员，在那里
向民间艺人学习民间音乐。他亲自印刻《民
间音乐研究》创刊号，在创刊号上发表文章
《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师生率先
掀起新秧歌运动，马可是其中的积极推动者之
一。随后，马可创作了歌曲《南泥湾》、秧歌剧
《夫妻识字》、大型民族歌剧《白毛女》等。

“创作《白毛女》时，我的眼泪流了一脸盆。”
《白毛女》创作过程中，马可想到自己，想到祖国
的命运，他一边写一边流着眼泪。“我对你们的希
望已通过我一生的道路而表达。”这是马可写给
子女的遗言。这不是一种理论性的教育，马可

“为人民而歌”的一生是自己走出来的，是从无数
的实验中走出来的，是从几百首作品创作中走出
来的。

1931年 9月 18日夜，沈阳民众被爆炸声惊
醒，炮火纷飞，硝烟弥漫，空前的民族灾难降临到
了中国人民头上。

被炮声震醒的广大市民彻夜未眠，纷纷询问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赵毅敏感觉到了自己所承担的艰巨使
命。怎样才能第一时间向全社会发出声音，告诉民
众到底发生了什么？民众们应该怎么干……

紧急关头，昏暗的灯光下，赵毅敏连夜写作
宣言。9月 19日上午，枪声未停，中共满洲省委
举行省委常委紧急会议，会后发表了由赵毅敏起
草修改的《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
领满洲宣言》，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第
一篇宣言。

当天，《宣言》分中、韩、日三种文字秘密油
印，由党员和进步学生散发到沈阳的街头巷尾，
张贴在墙上、门上、电线杆上……

赵毅敏，1917年至1922年在河南留学欧美
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学习。“学校的爱国主
义教育使我受惠终生。”五年刻苦勤勉的学习生
活，对赵毅敏革命意志的培养有着决定性意义。

1919年五四运动中，赵毅敏和同学们走上
开封大街，游行示威，张贴标语，呼喊口号：“中
华，中华，发达！发达！超欧美，兴东亚！千秋万
代，大中华！大中华！”赵毅敏等人的爱国壮举，使
奉命前来监视示威的军警也感动得不再干预他们
的行动。

1938年，赵毅敏进入延安，先后任鲁艺副院
长、延安大学副校长、冀察热辽联合大学校长、延
安《解放日报》秘书长等职务。赵毅敏工作耐心
细致，在当时困难的条件下，他热情帮助初到延
安的冼星海解决了生活上的许多困难，又在政治
上对他给予充分信任，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
党。心情舒畅的冼星海，在短时间内就创作出了
优秀民族音乐史诗《黄河大合唱》。

战火蔓延，从北到南，从东到西。1934年秋
至1937年夏，邓拓在河南大学度过了三年时光。
其间，邓拓发表《论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
《再论中国封建制度的“停滞”问题》《论中国经济
发展史中的奴隶制问题》等数十篇文章，就中国社
会性质问题同托派分子等展开论战。1937年，邓
拓用文言文撰写的《中国救荒史》由商务印书馆列
入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出版。这部25万字的
著作，是国内首部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历
代灾荒实况和救治理论政策的专著，在中国学术
史上占有独特地位。这一系列社会科学论文和
著作，均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当时中
国社会各种问题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为宣
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10月，在中共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
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在开封成立。邓拓被推举
为“民先队”开封支队总队长，领导进步学生开展爱
国斗争，使当地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
潮。

其间，邓拓积极参加进步活动，经常深入各
学校，参加青年学生的读书会、座谈会，为大家讲
解时事，分析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启发和鼓舞
同学们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邓拓以其渊博

的知识、强烈的感染力，很快赢得了青年学生的
尊敬，在开封青年学生中享有极高威信。

到延安后，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拓紧握战斗的笔，热情洋溢地宣传马克思主
义，并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立场来观
察和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1944年5月，邓拓具
体负责编辑出版了有五个分册的《毛泽东选集》，
这是我国出版界问世最早的一部《毛泽东选集》。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就这
样，延安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强烈地吸引河南大
学众多热血青年奔涌而来——

尹达（原名刘燿），1925年入中州大学（今河南
大学）预科，1928年升河南中山大学（今河南大学）
本科学习。在兄长赵毅敏（原名刘焜）的影响下，尹
达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到延安后，他先在短训班
学习，不久进入马列学院第一班，与邓拓、李先念等
人同班学习。在延安时，尹达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撰
写《中国原始社会》一书。他尝试把考古学与历史
学的研究结合，服务于理论斗争的道路，被认为是

“结合考古实物资料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
代史的第一人”。

“杰出的外交家”王国权（1930年考入河南
大学预科），1931年与河南大学同学在开封组织
了“西北研究会”，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参加了党
的外围组织“社联”“左联”和“反帝大同盟”。
1936年从日本回国后，转道赴延安，1937年在延
安抗大四大队及军事队学习，后任晋察冀一分区
地委副书记、书记兼军分区政委等职务。

“怀革命赤子之心的现代著名作家”王实味，
1923年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
前身）学习。学校以培养留学生为主，非常重视
英语教学，王实味天资聪颖，刻苦勤奋，英语水平
提高很快，为其日后从事文学翻译和革命工作打
下了良好基础。1935年，王实味回到河南开封，
任教于省立女子中学。他向学生推荐鲁迅作品，
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还创作了题为《要落的
太阳》的独幕剧，在开封各校演出，获得了很好的
反响。1937年，王实味在开封重新加入中国共产
党，同年10月经河南大学教授范文澜介绍，奔赴
延安，任教于鲁艺。在延安期间，王实味向往光
明、追求完美，通过杂文方式鞭挞社会灰暗，力求
变革旧社会。

“如椽巨笔写历史”的周而复，1932年考入
河南大学中文系，渴望“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为祖
国文艺事业略尽绵薄之力”。抗战时期，周而复
奔赴延安，以更大的热情战斗在抗日斗争第一
线，这为其日后创作大量反映抗日战争的优秀作
品提供了鲜活的实践素材。

此外，还有戴伯行、彭云、张志专、金紫光、曲
乃生、杨英杰、曾克等胸怀理想信念的爱国青年知
识分子，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积极参加抗日救亡。

“我们漫步在滹沱河畔，漫天风沙代替了清风
明月，习惯了的战斗生活，倒增添了几分豪情……”
这是邓拓和妻子丁一岚忠贞不渝的爱情佳话。临
终，在给丁一岚和女儿的遗书中，邓拓满怀深情地
说：“盼望你们永远做党的好女儿，做毛主席的好学
生，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为社会
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到底！”

1937 年年初，民先队以多种形式到街道、
乡村、工厂进行抗日宣传，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
的发展。

抗战全面爆发前后，河大师生组建“开封
市基督教青年会话剧团”、大众剧团和怒吼歌
咏队，在大礼堂演出救亡话剧和抗日歌曲。
1937 年 9 月，由洪深、金山、冼海星等组织的

“上海救亡演剧二队”和马彦祥、贺绿汀等人
组织的“上海救亡演剧一队”及五队的戏剧家
们来到大礼堂，和河大师生一起演出多次，把
开封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与河南大学关系密切的光明话剧团，以文艺
宣传的形式唤醒国人，在豫东豫西先后演出了
《张家店》《九一八以来》等十多个剧目，“与群众
完全连在了一起，欢呼、啼哭的声音不断在台下
发出”，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1937年 11月，中共河南省委以河南大学进
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的名义，开办了河南大学
抗敌工作训练班（以下简称“抗训班”），培训救
亡运动骨干。举办第一期抗训班后，范文澜率
领 70余人沿平汉铁路一路步行南下，将抗日救
亡运动推向全省。1938年 6月，他辞去河南大
学教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被
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939年 9月，范
文澜受命转移到延安。在延安，范文澜有机会
读到更多马列著作，思想发生了一次重要飞
跃。在延安工作期间，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
委托，组织人员编写了中国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中国通史简编》（包含《中国近代史》）。

郭晓棠，1927 年考入省立中山大学（1927
至 1930年，河南大学更名为“省立中山大学”），
1931年 9月担任河南大学师生代表组成的反日

救国委员会主席。1941年 7月，根据中央指示，
河南省委及部分区级以上干部撤退至延安。郭
晓棠向中央汇报了河南工作情况，并呈交了其
代表省委撰写的《河南工作报告》《河南巩固党
工作的经验总结》和自传体材料《自述<我是怎
样走到革命道路上来的和我对革命有些什么贡
献>》等文件，成为当时革命者中的佼佼者。

随着抗日运动的不断深入，各地宣传抗日
救亡的刊物也大量涌现，其中风行一时的《风
雨》周刊，河南大学在其创刊时起了重要作用。
曾参与《风雨》编辑工作的王阑西在回忆录中写
道：“1937年 8月，一群热心抗日的朋友在开封
聚集，他们先后认识了范文澜、嵇文甫、姚雪垠
等河大教师。大家召开了一次河南文化界抗日
救亡座谈会，决定创办名叫《风雨》的周刊。”
1937年 10月 3日，《风雨》周刊刊登了来豫音乐
家冼星海的一封信。在信中，冼星海写道：“当
我在车旁的一角来望着你们张口高歌的时候，我
不能忘记你们每一个人的面孔，每一个人的努
力，为民众解放而歌唱的心声，我感到我两眼有
了热泪，心比平常更跳动。”

河南大学当年的这些师生、剧团不仅用燎
原的星火唤醒了劳苦大众，也深深影响了当地
追求进步的青年学子，跋山涉水奔赴延安。

杨士斌1936年参加民先队，1937年到抗训
班学习，1938年随部队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
学习，毕业后分配到晋察冀军区教导团五连当
政治指导员；“七七事变”后，在国破家亡的生死
关头，穆廉抛弃了学业，在抗训班学习，后又参
加光明话剧团，从此投身革命，走上抗日战场，
后奔赴延安，在延安抗大、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学
习，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