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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
灰泪始干。”在海南近现代教育
史上，曾有许许多多人为这方
热土的文明和教化付出心血，
尤其是抗战胜利后的海南文化
教育，曾经出现过历史上少见
的人才济济、各路精英荟萃一
岛的人文景象。

王国宪、颜任光、谢良裘、
詹行烍……在长长一串海南名
师名字中，海南文化教育事业
发展史的脉络也渐渐清晰，不
禁令人追问他们从何处而来？
又为什么投身到琼岛教育事
业？虽然年代久远、资料匮
乏、线索难寻，昔日的那些人、
事、物已经被历史的烟云所遮
蔽，但能从故纸堆中打捞近现
代海南师资的故事，无疑让我
们更加了解海南教育的“前世
今生”。

解放前，海南中小学教员
一律实行聘任制，学校人事权
基本上由校长掌管，并由校长
通过发聘书的方式任用教职员
工，琼台名师谢良裘就是通过
这种方式开启他的教书匠生
涯。据《谢良裘先生传略》，谢
良裘1910年出生于儋州市中
和镇，1932年考取广东省立第
六师范学校（今琼台师范学
院），他知识渊博，古典文学功
底扎实，能讲一口标准的普通
话，1935年毕业后，被六师校
长发聘书留校任教。

虽然理想的路上充满荆
棘，谢良裘并没有因为教师职
业的清贫与艰辛放弃他的治
业，他一生潜心教育，先后任教
于海口女中、国立高级农业学
校、琼台师范学校、海南师专，
并工诗善书，能写隶、楷、行、
草、魏碑等体书法，是海南一位
多才多艺的名师、学者、诗人、
书法家，即使已经去世50年，
但至今仍被人怀念。

名家荟萃，师资强大

抗战胜利后的海南文化教
育，曾经出现过历史上少见的
人才济济，各路精英荟萃一岛
的人文景象。重建家园、恢复
国民尊严、恢复被战争耽误了
的教育成了那个时代非常紧迫
的任务。

抗战时期被迫背井离乡、
逃难外地的海南人士又携儿带
女回到海南来了，大批高级知
识分子的涌入，琼籍留学学
者、教授、名流云集海岛，让人
对抗战胜利后的日子充满着美

好憧憬。
那期间私立海南大学的成

立，长白师范学院从东北迁来
海南，国立华侨中学的人气旺
盛，私立海强医专发展为海南
医专，更有留法美术家符拔雄
单枪匹马创办的海南艺专，一
时间，海南的教育呈现出从未
有过的兴旺之势。

海南第一所高等学府私立
海南大学创立于1947年。据
台湾学者苏云峰记述，当时海
大教师来源甚广，外籍教师最
多时有9人，分别来自美、法、
德、日、意等国家。中国教师亦
分别来自9个省份，海南籍则
占人数的三分之一。在私立海
南大学办学之初的90余名教
师中，留学美国和法国的各有7
人，留学德国和日本的各有1
人，出自国内名校的有11人，
这其中又有9人是博士、3人是
硕士，聚集了一批颇有建树的
各科杰出人才。

校董事会15人，除了张发
奎为广东人外，其余皆为海南
籍：宋子文、陈策、王俊、韩汉
英、黄珍吾、郑介民、颜任光、陈
序经、梁大鹏、云竹亭等，都是
当时颇有影响的政界、学界和
商界人物。而在海大的9名博
士中，便有8位海南人，3位正
副校长颜任光、范会国和梁大
鹏，均为留洋博士，范会国是有
影响的数学家，梁大鹏为年轻
有为的政治学博士，而第一任
校长颜任光的学术地位最高、
资历也最深，且那一年颜任光
已年届六十。

颜任光是乐东乐罗人，出
生于1888 年，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教育界就有“南胡
北颜”之称。“南胡”指的是主
持东南大学的著名物理学家胡
刚复，“北颜”指的是北京大学
物理系主任、著名现代试验物
理学家颜任光，系中国现代试
验物理的奠基人之一，对发展
我国的仪器仪表事业作出重大
贡献。

1945 年 8 月，抗战胜利。
一群海南精英首先在重庆酝
酿筹创私立海南大学。此时
的颜任光，在上海已经拥有丰
厚的家产和富有影响力的学
术地位。但家乡还是在他心
目中占有重要地位。1948年
春，经私立海南大学董事会的
恳请，颜任光放弃了在上海的
优裕条件和蒸蒸日上的“大
华”品牌，回到家乡出任私立
海南大学校长一职。

据史料记载，私立海南大
学从筹备到开办，只用了短短
一年的时间，学校从无到有，很
快就形成了一定的办学规模。

琼籍教师聚力报效家乡

琼籍学人诉诸乡情，纷纷
返乡执教的情形并不仅仅出现
在私立海南大学成立伊始。
1958年，原海南区党委决定复
办海南师专，在这场空前高涨
的海南师专重办热潮中，琼籍
教育家表现出来的赤子之心亦
值得历史铭记。

退休数学教师吴开录就
是被海南师专用一纸申请，从
清华大学召回工作的。吴开
录是海南海口人，自 1958 年
于中山大学毕业后，便一直
在清华大学教授数学。许多
人羡慕他能在中国的最高学
府工作，可鲜有人知，他始终
将报效家乡当成夙愿。于是，
他欣然坐上返乡的火车，带着
一腔热血投入了海南师专的
怀抱。

在这段充实壮大海南师专
队伍的旅途中，吴开录并不孤
单。据统计，在1958年至1966
年底的第一波复办高潮中，海
南师专全校教职工人数从38
人逐年增加至130多人，不仅
先后有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师
范专科学校、海南体训队、海南
教师进修学校、海南工业专科
学校等教育队伍前来加盟，还
吸引了600余名莘莘学子从海
南、湛江、韶关乃至潮汕地区负
笈来此求学。

海南师专素有“琼岛名校，
教师摇篮”之美誉，因此，海南
师专的毕业生学成后，又继续
投身海南教育事业，形成良性
循环，教育之火，薪火相传。
据了解，当时海南的初中大多
分散在农村，在师资紧张的情
况下，海南师专培养的学生必
须是未来能够同时教几门功课
的老师，还要补充学习农业及
相关的经济地理和乡土地理等
知识，方有能力讲授农村中学
开设的农业知识课和动植物课
等课程。

尽管条件艰苦，海南师专
师生依旧终日热情高涨、满怀
理想。或许正是琼籍学子的这
份热爱，让海南高校在接下来
的半个世纪中，历经岁月磨
砺，擎过历史交予的火炬，仍
然屹立于大海之南，书写着琼
岛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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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宪（1853—1938），
学者、教育家。原名国栋，
字用五，号尧云，晚号更生
老人。海南省琼山谭文镇
青 草 村 人 。 光 绪 二 十 年
（1894）部试第二名，曾任乐
昌县教谕、广东省议会议
员。他是琼岛文化的一位
承先启后者，专攻文史，发
掘整理海南地方文献、志
书，对海南地方志和文史资
料的传世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晚年掌教琼台书
院，1923年，同冯官尧、钟衍
林等创建私立琼海中学（今
海南中学前身），担任校董、
总务主任、国文教师等。

詹行烍（1894—1974），
字行溪。海南省文昌县文
城镇霞洞村人，毕业于广东
高等师范学院（后改名中山
大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回
到海口，出任琼台师范学校
校长 3 年半。解放后又回
文昌中学任教师。此后，先
后在琼台师范学校、海南中
学、文昌华侨中学当领导或
教师，为海南教育事业花费
了毕生精力，尤其是对文昌
中 学 的 建 设 成 绩 更 为 显
著。旅星华侨曾特赠“劳苦
功高”银杯1座，以示奖赏。

梁大鹏（1911—1998），
海南琼海人。留美博士，著
名政治学者，成都中央军校
政治教官，美国旧金山大学
教授。历任复旦大学、中山
大学政治学教授，海南现代
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学府
———私立海南大学主要
主持筹建人，担任副校长。
先后担任国立台湾大学教
授、高等考试典试委员会委
员，菲律宾大学交换教授，
国立政治大学教授兼公共
行政与企业管理中心主任
等职。

范会国（1899—1983），
字秉钧，海南省文昌市文教
镇田墩村人。巴黎大学理
化科硕士及数理科博士。
中国当代著名的数学家、教
育家。1930年返国，历任广
州中山大学、南京中央大
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交
通大学及复旦大学等校教
授。他是我国著名的数学
家之一，曾发起筹组中国数
学学会，并任首届常务理
事，也是我国研究复变函数
理论的先驱者之一。他一
直关心着海南教育事业的
发展，在 1983 年逝世前曾
嘱托子女将其全部私人藏
书捐献给海南大学图书馆。

（徐晗溪 辑）年轻时的谢良裘夫妇。
（资料图片）

私立海南大学大门。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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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任光博士和夫人的
合影。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