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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百清贫学子负笈来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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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海大在校学生
数为

%''

余人! 其中仅
#'(

为海
南籍学生! 其余则来自全国

#)

个
省区!尤以广东籍为多!约占

*+(

"

而
#$+'

年初!也就是第三次招生
后!人数降到最低!仅

,$*

人!其中
海南籍学生约占

"'(

左右"

这主要是由于几大原因#首
先! 当时大陆经济交通断绝!而
私立海大每学期学费高达

#,'

银元!许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
辍学$其次!海南本地的中等教
育不发达!考得上海大的本地学
生不多"

对此! 教育部与海南大学有
着不同看法" 督学阮康成认为!

%似应设法多收本岛学生及华侨
子弟!以宏设校初衷&$而创办者
及海南地方人士则抱着扩大文化
交融的态度欢迎外地学子"

副校长梁大鹏曾满怀深情地
回忆道#%在开学的那一天! 我们
看见椰子园里来来往往的! 十分
之九都是来自外地的男女青年!

他'她(们带有许多不同省份的口
音!显示着许多不同的生活习惯!

生活方式" 在地方人士看来!非
常兴奋!因为他们从来就未看见
这许多青年负笈来琼就学!也从
来就为梦想海口这一寞落的小
镇! 居然成为南疆文化的中心"

的确!海口市容因为改变 !全岛
社会也形成另一气氛!值得鼓舞
而自慰" &

%大陆来的学生特别爱吃香
蕉" &现居海口的王春煜曾就读
于私立海大附中部" 他回忆道!

虽然当时海南社会经济并不发
达!但丰饶甜美的热带物产还是
令外省学子倍感新鲜和喜爱"

但作为一所需要交纳学费
的私立大学!生源不足随之带来
的是海南大学无法平衡的财政
收支!而这几乎使海大陷入经济
困境中不可自拔" %当时通货膨
胀!货币大幅贬值!学生生活万
分拮据困难!常以电报告急" &当
时就读于海大政治系的浙江籍
学生钟永强曾回忆道"

#$%)

年!私立海大中文系学
生郑白心就因为交不起学费而
心急如焚!于是毅然上书教育部
要求给自己核发公费"但当时冗
政之风盛行!教育部以%该生申
请公费! 应呈由学校转呈始办&

的理由敷衍了事!并未立即发出
公费"最终郑白心有没有因此辍
学!我们不得而知"

为了补贴学生!海大首先推
行了自助教育计划!也就是工读
制度" 按照学生们的要求!分别
派往学校附设的农场)医院等单
位工作$校中员工!凡可由学生
代替者!都尽量遣用学生"其次!

海大校长范会国请副校长梁大
鹏亲赴台北申请经费!要求

"+'

名学生全部公费! 每月补助银
+'''

元!拨图书仪器给海南大学
等" 但当时的教育部因经济困
难!明显缺乏诚意!态度敷衍"最
终!还没有领到补助金!私立海
大便已结束"

简朴而快乐的校园生活

在私立海大的学生中! 有一
些来自地主) 富商或军政要员家
庭!比如陈济棠的女儿!据说她每
天乘坐汽车上学"但一般而言!海
大学生大多出自中等以下家庭!

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

孙有瑄老人于
#$%&

年考入

私立海南大学中文系!成为当时
%''

余名莘莘学子中的一员" 他
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到!校址
就在得胜沙路末转向西南!通过
一条小桥!是一处四面环海的小
岛" %虽然名为椰子园!但椰树并
不多! 日式木屋附近种着桉树)

木麻黄)台湾相思等" 因为四面
环海!所以空气很凉爽!我当时
便觉得海南真可爱* &

椰子园内本有日军遗留的
房舍及水电设施! 但损坏不少!

因此校园基本条件比大陆的一
般大学要差得多"

今天的我们可以从老照片中
看到! 当时的学生宿舍是日式的
高架木屋!基本都是平房!木格窗
上糊着白纸或装着玻璃" 室内除
卧床外!还有单人或双人书桌)圆
形凳子)靠背椅等家具"校内有自

来水和电灯! 这使海大成为当时
全海南岛最先进的地方之一!因
为当时岛内很多地方还过着点油
灯的日子"

学生食堂内有电风扇和灯
泡! 学生们在条凳和木桌上就
餐!大概两到四人一桌!二菜一
汤"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有一家
制冰机!所以学生们应该可以吃
到一些冷饮"

从另一张老照片中!我们可
以看到蓝天树影下一汪粼粼碧
水!那是海大的游泳池" 从海大
当时的一份财产清单看来!校内
的运动器材虽然不多!但种类还
算齐全 !包括篮球 )排球 )乒乓
球)羽毛球)网球)垒球)足球)棒
球)铅球)标枪)铁饼)单双杆等"

老照片里! 男生都留着整洁
的短发!穿着浅色衬衫长裤!看上
去朴素沉稳" 女生的服饰打扮则
丰富得多! 从一张合照中可以看
到!有俏皮的碎花或深色的旗袍!

文雅的白衬衫配黑长裤! 又或是
可爱感十足的工装背带裤! 颇有
时代潮流之感"

由于校园在海口市区最繁
华的得胜沙一带!因此学生们还
可以很方便地出行游玩"

王春煜告诉记者!他还记得
学生们爱去附近的%五层楼&)胜
利剧院)中华戏院看电影" 播映
的都是当时的流行电影!有国产
影片 +一江春水向东流,)+火烧
红莲寺,!也有美国动画片+人猿
泰山,等"

孙有瑄曾感慨道!%我们海
南大学的学生都有着非凡的自
豪感!对自己的仪表行为都要求
严格"当时海口市民都对我们刮
目相看" &

书生自古不清贫

在高等教育中!教师的品质
对大学成败有着极其重要的作
用! 私立海大也没有忽视这一
点" 但由于时局动乱!地处南隅

的海大很难延请到太多的国内
外著名教授" 而颜任光)梁大鹏
等几位海南籍校长便诉诸乡情!

鼓励海南籍学人回乡任教!这也
成为海大的一大特色"

当时海南大学教师来源很
广! 外籍教师最多时有

$

人!分
别来自美)法)德)意)日等国$中
国教师最多时有四五十人!约三
分之一为海南籍" 学历方面!留
学欧美)日本的有

#*

人!获博士
学位者

$

人 !其中海南籍者
!

人"!硕士
"

人!学士
#+

人!未详
者

#%

人"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海大
的教师素质并不低!甚至具有相
当的学术水准" 比如校长颜任光
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第二任
校长范会国是著名数学家!副校
长梁大鹏是纽约大学政治学博
士! 教务长麦逢秋是法学博士!

医学院院长朱润深是医学博士"

当时海大设文理学院)理工
学院)医学院及农专班 !还有一
个颇具规模的附中部 " 按照规
定!任何院系都要修读一年的政
治和英语"

以几位校长为代表!海南大
学教授们热诚恳切的育人之心
也长久地留在后人记忆中"

在孙有瑄的记忆中!颜任光
校长个子不高!很结实" %我常偷
偷去听他上物理课!只见他拿着
粉笔在黑板上写写讲讲!每个人
都潜心静听!只有学生做笔记的
唰唰声" &有一次!孙有瑄因家中
寄钱迟了! 没有及时缴费注册!

颜校长得知后立即写条让他先
注册上课"

%椰子园的景致固然不错!生
活却是艰苦的" &曾就读于海大)

后在琼海任中学校长的王先柏曾
回忆#%由于校长治校有方! 校园
里的读书气氛却很浓" &

他印象中的梁大鹏副校长
是个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 %有
一天我在上课! 他轻轻推门而
入!站着听我授课!十多分钟后
离去" 我至今记忆犹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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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海大解散后!

教师学生四散各地!有成就者不
在少数!如著名美籍女科学家蒙
如玲等" 清人黄景仁有句云#未
曾清贫难成人

-

不经打击老天真"

书生自古不清贫
-

一笔文才天下
匀" 对当时的海南大学师生而
言! 此诗也许正好可以作为写
照"

私立海南大学成

立期间# 正逢社会动

乱$经济萧条#椰子园

里的校园生活也因此

简朴得甚至有些清

贫%两年半的时间里#

学生人数多时不过三

四百# 少时仅二百余

人% 但这数百学子却

以一股年轻人特有的

热情$浪漫$勤奋给当

时的海南教育界留下

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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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海大附中学

生校园活动剪影 !摄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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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 由时

为附中高一乙班林廷

渊提供#

大学部学生饭堂一角$

私立海大游泳池$

从私立海大校园眺望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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