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私立海南大学副校长
梁大鹏为学校争取美国资助而专程飞赴
台湾" 两个多月后! 隆隆的炮声响彻海
南上空!海南全境很快在一片硝烟里宣
告解放"留美政治学博士出身的梁大鹏!

自此就再没回到他热爱的故乡海南和倾
注了他心血和热诚的椰子园"

!"#$!%&'(

在梁大鹏的记忆中! 万泉河水是如
此清冽纯净!两岸的植被繁茂!长年微风
吹送!令人神清气爽!心境宽阔" !"!!年
&月 '(日)即宣统三年七月初八日!在乐
会#今琼海市$一个叫做排塘镇书田村的
小村庄里! 梁大鹏出生% 梁家算是耕读
之家!梁父将独子取名&大鹏'!其中的寓
意不言自明%幼时的大鹏确实聪慧过人!

且已经显现出胸怀大志% !"%*年夏!刚
从岭南中学毕业的梁大鹏奉父命! 与博
鳌乡排园村的盐商卢修銮的五女卢卓群
订婚!次年完婚% 于是!万泉河畔便出现
了海南现代史上的一桩值得玩味的婚
配( 年长梁大鹏四岁的卢卓群是琼东县
)今属琼海市$嘉积镇东路中学)广东省
立第十三中学$的毕业生!她的大弟就是
后来名满天下的美术家卢鸿基先生%

+"%"年秋! 正在上海复旦大学就读的梁
大鹏携新婚妻子返校时! 顺便也把大妻
弟卢鸿基带到上海求学%!"'$年夏!梁大
鹏大学毕业! 旋即在外家的资助下去美
国留学!主修政治学!!"''年获密执根大
学硕士学位% !"',年又获纽约大学博士
学位%

现居北京的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者卢
家荪曾对其从未谋面的姑公梁大鹏进行
过深入的研究! 他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
为揭示梁大鹏的精神世界提供了可靠的
凭据% 他向记者介绍说!值得注意的是!

民国年间!科学救国*实业报国成为时代
潮流!出洋留学的人大多学些理工*商经
及医科之类既致用又易谋生的专业!即
便是文科也以文*史*法*哲居多% 至于
政治学!不仅在国内鲜为人知!就是在二
战前的欧美诸大学! 亦属新兴之学科%

因此!对梁大鹏的选择!梁*卢两家都觉
得有些意外% 据考!在当时的国内诸大
学!除在法学院*系开有政治学专业或课
程外! 鲜见专门的政治学系% 而梁大鹏
所读的复旦大学是在 +"%"年才增设法
学院的!由此推测!梁大鹏选择政治学完
全是个人的意愿% 不过! 就梁大鹏去国
前的社会形势及其接受教育的状况而
论! 他在选择专业时应当是深思熟虑过
的%

处于 %$ 世纪初叶的知识青年!内
忧外患的国势对个人的生活与理想的
选择非常直接% 随着国内政治力量间的
生死搏杀和社会现实的日益严酷!他们
之间的大多数人逐渐分离为几大类(一
部分追求彻底的社会变革的激进者投身
到了武装斗争的洪流中+ 一部分寄希望

于广泛的社会改革的温和者走到了实际
生活的天地+ 一部分厌倦了政治纷争的
观望者进入了青灯黄卷的书斋+ 一部分
有志于社会进化的执着者则将目光投向
了域外的文明% 梁大鹏大概是属于最后
一部分人%

卢家荪说!对于一个初出校门!涉世
不深的青年来说! 学校的教育无疑有着
非常大的作用% 梁大鹏出国前就读的学
校,,,岭南中学和复旦大学早期都是教
会学校% 岭南中学是岭南大学的附属中
学!+"%,年中国人收归前! 它的管理*教
学*研究等等都是由美国人或是美国教会
认可的中国人)一般是留学生$负责的%据
+""%年出版的-中国高等学校变迁.一书
介绍(/该校师资阵容颇强! 学风严谨!基
础理论扎实!学生外语水平高!学校富有
凝聚力%在华南地区和海外享有盛誉%'外
语水平高!是因为当时在华的教会学校普
遍采用英语讲授!这种教学上的特点对少
年的梁大鹏无疑影响至深% 同岭南一样!

复旦大学最早也是以教会人员出任师资!

/在教学上既重视国学! 又十分注意外语
与西方学说% '这种教育思想和教学侧重
更给青年的梁大鹏烙下了鲜明的印记%

这两个学校的教学特点在梁大鹏后来的
教育生涯里都有很突出的表现% 台湾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琼籍学者苏
云峰先生对此印象颇深!说梁大鹏/不论
在海大还是政大! 上课时则用英语直接
讲授% '因之!他曾被人批评是/殖民主
义教育者'% 姑不论这种批评是否妥当!

但梁大鹏受殖民教育的灌输很深却是不
争的事实! 后来的私立海南大学采用英
语授课也显然是梁大鹏的主张%

)*+,!-./0

/在美国的七年里!梁大鹏先后翻译
和编写了 -日本政府.*-日本的发展.及
其博士论文-菲律滨政党发展史.等著
作% 回国后!又陆续发表了-菲律滨民主
政治的观察.*-宪政是否随时随地可以
开始-.*-评所谓民族政党.*-菲律滨独
立运动之过去与未来.等!遗憾的是!多
年来!我查寻了许多公私藏籍!都没有找
到这些著作! 故无从了解其中的立论和
见识% 但是!通过这些标题!我们还是不
难体会梁大鹏的用心和志趣的% ' 卢家
荪十分感慨地对记者说%

+"',年!梁大鹏学成归国时!适逢
/七0七事变'% 为爱国热情驱使!他在海
南老家只住了十天就动身北返,,,他回
国时是在上海上岸的! 当时正在国立杭
州艺专学习的卢鸿基专门抵沪迎接% 那
时日本军队正打上海! 梁大鹏想从广州
转道香港去上海参加抗战% 但当他赶到
广州时!因为战事吃紧!去往上海的水陆
交通都已中断!从戎杀敌不成!他便留在
广州!以文报国% "月初!梁大鹏创办了
一份名曰-贯彻评论.的杂志!自任主编!

鼓吹抗日%

+"'&年秋!武汉沦陷!广州亦告危
急% 迫于形势! 梁大鹏奉命撤离广
州,,,此时他经同乡韩汉英)时任中央
军校四分校主任$ 的介绍参加了国民政
府军委会政治部的工作% 离穗后!梁大
鹏先到了广州湾)今湛江霞山$!与刚从
海南老家逃难到此的妻子和小妻弟卢鸿
谋等亲属汇合! 尔后一起取道广西桂林
到达战时的陪都,,,四川重庆%

不久! 卢鸿基也随郭沫若等一大批
在政治部第三厅工作的文化人由武汉辗
转撤到了重庆% 时关国破家亡!兵荒马乱
之际!一家人幸得在大后方聚首!其喜悦
之情是非言语所能形容的%

/据家人回忆!刚到重庆的那些天!

大家经常见面! 其中多数时候都在梁大
鹏的住处% 一来因为他的住房较宽敞+二
来因为其有家室! 吃用方便% 但好景不
长!由于梁大鹏与两位妻弟卢鸿谋*卢鸿
基政见不合!时有龃龉!最后干脆绝了往
来% '卢家荪追忆说%

需要说明的是!政治部在当时是一
个很特殊的政府机构!它是国共合作的
产物!曾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意味深长
的一页% 其任务主要负责和指导战时的
政训和宣传工作% 部长由国民党方面的
人担任!初为陈诚!后为张治中% 副部长
二人!一位是周恩来!代表共产党% 另一
位是黄琪翔! 代表国共之间的第三党
)农工民主党$% 政治部下辖四个厅!除
郭沫若及其属下第三厅)宣传厅$的主
要人员是共产党人外!其余以国民党人
居多% 由于政治部的工作性质的需要!

在当时!先后有一大批国内思想*文化*

学术界的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出于/精
诚团结!共御外侮'的共识而效力其中!

如杜国庠*胡愈之*阳翰笙*张志让*冯
乃超*钱远铎*胡风*沈雁冰*田汉等以
及金山*白杨*秦怡等一些影剧明星!因
为他们大部分集中在第三厅!故时誉第
三厅为/名流内阁'% 也正因为有这么多
文化精英!使国统区的抗战文艺在中国
现代文化史上抹下了浓厚的色彩%

梁大鹏当时在政治部直属的设计委
员会任少将设计委员+学美术出身的卢鸿
基则在第三厅第六处)艺术宣传处$第三
科)美术科$任少校科员+小妻弟卢鸿谋则
在郭沫若身边任少尉副官% 因为这种关
系!一些在重庆的海南青年也通过他们谋
到了一份职业!一时成为流亡中的海南青
年心中可依靠的对象%

卢家荪说!因为工作比较松散!和政
治部的许多文化人一样! 梁大鹏在担任
设计委员的同时!还应聘兼任母校复旦
大学的教授% 在这所流亡大学里!他前
后讲了五年的政治学% /或许正是这段
经历!使梁大鹏逐步坚定了1教育兴邦2

的志向% 海南学者周润章先生说的1抗
日战争一结束!海南菁英聚集于当时陪
都重庆!议论振兴海南教育问题2的情况
便是史证% '卢家荪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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