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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所承载了诸多
海南乡亲教育梦想的最高学
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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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时许多海南人的骄
傲! 时任广东省主席"私立海
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的宋子文
即是其中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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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 或许就在一个
绿意盎然" 阳光明媚的春日#宋
子文陪同一位美国贵宾访琼#当
飞机飞临海口上空时#他指着美
丽的椰子园自豪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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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美国贵宾#就是大名鼎
鼎的时任美国驻华大使"燕京大
学校长司徒雷登!

而司徒雷登与私立海大曾
有过的这段历史缘分# 很多年
后由台湾学者苏云峰在其所著
的 (私立海南大学) 一书中披
露# 书中收录的两张司徒雷登
与宋子文等在海口机场的合
影# 为这段几乎被人淡忘的历
史留下了珍贵的影像!

#燕园之父$司徒雷登

今年是司徒雷登先生逝世
"8

周年! 中国民众对司徒雷登
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但相信许
多中国人第一次听到这个名
字# 是因为毛泽东主席的那篇
雄文(别了#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
#(&9

年
9

月出
生于中国杭州# 父母是来华传
教士!

#((&

年#父母在中国工
作满

#:

年获得
#

年的假期#便
带他一起回美国休假! 父母返
华后# 他继续留在美国求学!

其时美国基督教正兴盛%跃进
运动'#鼓励和呼吁本国基督徒
到海外传教! 司徒雷登父母虽
是传教士# 但自小便看到父母
在华传教环境的艰难与恶劣#

因而并不对当传教士尤其是来
华传教具有热望与信心! 但最
后# 他决定通过一种 %终极测
试' 来考察自己的宗教理念!

%我决心让自己成为一名传教
士#并努力让自己通过对事业
和生活的满足来证明基督教信
仰就是我的最高价值! 如果上
帝为我在自己的祖国安排了工
作# 或者他明白我无法适应在
中国的生活#我自然也会追随
他的指引! '在搞了两年%跃进
运动' 及于协和神学院毕业获
得牧师从业资格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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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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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他终于再次回到中国!

他回到中国最先是担任传
教士# 传教的范围包括杭州和
湖州之间的广大乡村区域! 当
传教士期间# 参与建立了作为
之江大学前身的杭州育英书
院! 此项工作想应为他日后创
办燕京大学或多或少积累了一
些经验! 南京金陵神学院成立

后#被长老会从教堂借调#受邀
到该院任教#讲授(新约圣经)#

时为
#$8(

年!

#$#(

年末#司徒
离开南京金陵神学院# 前往北
京创办燕京大学# 并担任燕大
校长"校务长!

燕京大学是在联合隶属卫
理公会的汇文大学堂" 隶属长
老会和公理会的华北协和大学
的基础上创办的一所教会大
学! 学校还没开始创办#司徒
雷登为调和两间学校在联合
后创办的新学校的取名上#便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创校的艰
难可见#更不用说之后的筹款
问题了! 司徒雷登接手创办的
这间大学一贫如洗#只好回去
美国四处筹款! 他戏称自己这
段经历为 %乞讨 '之旅 #并说 $

%每次看到个乞丐# 我就不禁
觉得自己和他都是丐帮的兄
弟! '燕大是一间教会大学#基
督教精神自然是其立校精神#

但这并不意味着强求所有学
生都必须信仰基督教或参加
教会活动! 它所崇奉的是信仰
自由原则#且其不少毕业生后
来成为共产主义者! 燕大的发
展目标是希望中国人在学校
各方面起到越来越多的领导
作用#最终成为一间真正的中
国大学!

司徒雷登与私立
海大擦肩而过

在苏书 %私立海南大学相
片集锦增页' 中的两张司徒雷
登与韩汉英" 宋子文等人在海
口机场的合照#一张题为%欢迎
宋子文省主席同美国驻华司徒
雷登大使三十七年来琼# 在海
口机场留影'#一张题为%韩汉
英将军陪同宋子文主席" 司徒
雷登大使登车离琼# 在海口机
场留影'! 司徒雷登成年后返
华#在中国所从事过的职业中#

传教士仅
:

年半# 任教于南京
金陵神学院

#8

年# 其后截至
#$%9

年出任美国驻华大使前
主持燕大达

;(

年#即便是担任
大使后他也并没有真正的离开
燕大# 头衔的英文名称仍是燕
大校长# 他出任大使校方作休
假计!他曾说$%我的一生#深受
三大因素影响#那就是宗教"教
育和中国!更准确地说#是中国
这个国家孕育了我的宗教精神
和教育理念# 使我在这两个领
域内大展拳脚! '可见#他对中
国的教育事业的看重! 因此有
理由推断# 他在曾经的来琼考
察的路途中# 按一般情理会到
访当时正办得如火如荼的私立
海南大学!

苏云峰在书中说道$%在十
五位董事中# 以宋子文的政治

地位为最高#唯他的影响力#仅
限于初期筹设的阶段# 诸如打
通政府及军事单位的关节#以
便利大学之早日立案等# 此外
他有没有捐献金钱#无人知道!

不过他有一次返校视察# 在飞
机飞临海口上空时# 指着海南
大学校园对一位美国贵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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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
他也以创设海南大学为荣!'美
国贵宾即是司徒雷登! 王国璋
先生是梁大鹏在台湾政治大学
政治研究所时的高足# 与恩师
梁大鹏感情甚笃 # 他在苏书
!

!""#

年台版"出版后#应邀为
苏书所写的书评 (唯一与私立
海南共始终的学者) 中为这段
历史作了说明$

%海大创办后请宋子文先
生任校董会董事长# 因为他是
文昌人#又有地位及财势#原以
为他会对学校财务有帮助#据
梁师告我# 结果是失望的! 宋
任广东省主席时# 做了一批生
意#赚了三十多万美金#梁师特
函请他为海大捐款# 他居然信
也未回复! 又当时美国驻华大
使司徒雷登至广东访问# 因飞
机误点# 宋在白云机场恭候司
徒大使三个小时而不倦, 司徒
到达后# 宋及梁师陪他搭飞机
飞海南岛访问# 在机上宋指着
下面的海南岛及海大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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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机降落海口后#梁
师面报宋董事长称$*海大师生
已集合好了# 恭请董事长前往
训话! 宋答曰$*大鹏兄# 我一
分钟的时间也没有&+所以海大
师生空等了一场集会! 自此以
后# 梁师始真正认识宋乃一买
办政客#令乡人失望! '

虽然苏云峰先生认为$%王
教授的文章难免有令人感觉过
度凸显梁大鹏的角色之处#但
我个人相信梁氏仅在知己面前
才愿意畅述肺腑之言# 这是档
案史料中所无法寻觅者! 而王
教授记忆力甚强#能把人物"时
地及各种情节翔实地牢记心
头# 所以他在本文中所补记的
各项讯息#应是可靠的! '

笔者曾就此一问题与司徒
是否曾到访过私立海大# 致电
请教过苏书!海南出版社

$#!!

版" 的编者海南大学王春煜教
授# 王教授亦甚为希望有更多
的资料出现来澄清此事# 但以
目前的情况# 此事暂时只能定
为一桩悬案了!不过#当司徒雷
登"宋子文"梁大鹏三人同坐一
机飞往海口#司徒知梁为新创私
立海大副校长时# 以司徒对中
国教育事业的关心# 料应有问
及梁私立海大办学的情形吧-

而司徒的反应又是怎样- 这实
在引起笔者无限的悬想!

今年是司徒雷

登先生逝世
%#

周

年# 这位对中国教

育事业贡献颇大的

美国传教士的后

代$ 亲自筹款办起

了中国赫赫有名的

教会大学%%%燕京

大学# 鲜为人知的

是$ 他与私立海南

大学也曾有过一段

历史的因缘际会 #

在台湾学者苏云峰

先生所著 &私立海

南大学'增订版!海

南 出 版 社
$#!!

版"一书中$选登了

两张司徒雷登与韩

汉英( 宋子文等人

在海口机场的合

照# 时过境迁
&

由于

当年司徒雷登访琼

的历史资料匮乏 $

那段历史虽只留下

一个历史影像的模

糊背影$ 却引起了

人们无尽的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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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汉英%车上半立者&陪同宋

子文%前排左一&'司徒雷登大使

登车离琼!在海口机场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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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海大创立后! 宋子文曾

莅校检阅中学童子军)

本专题图片除署名外均

选自苏云峰*私立海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