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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地理

泰安，厚重之地，历史留给她无比丰富的财富。那些事件和人物、那些街道与建筑、那些民俗与风

情、那些遗迹和文物、那些山和水……一切在我们眼皮底下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甚至不起眼、不经

意，看似平常的东西，都在社会人文与自然时空的交会、交错、交叉中，负载着历史文化内涵。

今天起，我们推出“厚重泰安”大型文化历史专题报道。

让我们在奔忙中放缓脚步，穿过浮华的表象进入泰安的每一个角落，去倾听每一处曾经响

动的足音，拂去岁月的尘埃，勾勒那些辉煌、诱惑或沧桑，用当代人的眼光和理念细细品味泰安

的前世今生……

走进泰安一中崭新
的校门，顺着左边的小
路方向，一块写着“中国
共产党萃英中支部委员
会成立(1926 年)旧址”

纪念碑就立在南坡上。

如今，在萃英中学
的旧址上，泰安一中校
长和主要行政工作人员
的办公室仍在其中。走
在办公楼的木台阶上，

那吱吱呀呀的脚步声仿
佛诉说着她的百年历
史。记者走进泰安一中
党委副书记赵广民的办
公室时，他正通过电话
与吕霄生沟通学校历史
陈列馆重新修缮的相关
工作，在他不大的办公
室里，关于泰安一中当
年那段红色历史的各类
书籍被整齐地安放在已

经泛黄的旧书架上。得
知记者的来意后，赵广
民愉快地接受了记者的
采访。

“从 1999 年起，学
校就把校史展览室作为
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并开设了泰山大讲
堂，每一年新生入校第
一课都是听学校领导讲
述泰安一中的校史、校
训，这已经成为泰安一
中的一种传统。”赵广民
说，自从泰安一中建立
校史陈列室以来，在爱
国主义教育的舞台上，

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到校史陈列室参观学
习、聆听校史，已经成为
每年学校高一新生入学
后的必修课。为了更好
地让学生了解历史，无
论是新团员入团还是老
团员重温誓词，校史陈
列室都成为重要的活动
场所。

而如今，了解学校
的建校革命历史也被写
进泰安一中校本课程的
内容，成为学生们的必
修课。对于一届届泰安
一中的学子来说，去校
史陈列室学习早已超越
单纯参观的意义，而是
革命历史薪火相传的一
种仪式。为了迎接泰安
一中建校 115 周年，学校
已经决定专门建立一个
校史参观室，目前选址
工作已经结束，估计不
久就可以开工建设了。

薪火相传

叩访萃英中学原址
本报记者 侯海燕

提起青年路，想必每个泰安人都不陌生，而坐落在这条老街上的百年名校——— 泰安一中，更

是人人皆知。每年中考时节，不知道有多少家长和考生钟情于这所学校。即便如此，关于这所百

年名校的红色历史却鲜为人知：泰安一中，便是百年之前的萃英中学原址所在。1926 年的冬天，

中共泰安最早建立的四个党支部之一——— 萃英中学党支部就在这所学校的地下室里诞生，自此

点燃了泰山脚下的星星之火。

红色泰安系列之一

10 月 9 日下午，在泰安一
中家属院里，记者找到了已经

有百年历史的那座“红顶房
子”，现在的校史办就设在这
里。推开房门，踏着红色的木制

楼梯，记者找到了位于二楼的

校史办公室，墙上挂满了各种

字画，四位老人正在认真地翻
看着一摞摞厚厚的老档案。

四位正在翻看档案的老

人，就是负责编撰泰安一中校
史的老教师们。他们分别是原

泰安一中副校长吕霄生、原泰

安一中总务主任郭承海、原泰

安一中办公室主任李庆林和原

泰安一中图书馆馆长侯衍庆。

在四人当中，72 岁的老校长吕

霄生是年龄最长的一位，四人

当中的“年轻人”李庆林和郭承

海老人今年也已经 62岁了。

“几乎每个泰安人都知道
一中是所百年老校，但是一中

悠久的历史，特别是那段红色

历史却鲜为人知。”吕霄生说，

泰安一中党委十分重视校史

的挖掘、修订、编撰工作。一
次，泰安一中现任校长、党委
书记桑爱民与他谈话说，泰安

一中在百年校庆的时候曾出

过一本校史，但还不够全面，

有些材料还没来得及整理，把

泰安一中的校史完善起来，留

给学生和市民一笔宝贵的历

史财富显得尤为重要。

这次谈话过后，学校决定

成立校史办公室，吕霄生立马

就想到了其他三位好搭档，便

向校长推荐，经过几番商量之

后，由这四位老教师负责校史

的编撰。四位老师告诉记者，

他们准备采访一些老教师、老

学生，还有比较了解泰安一中

历史的相关人士，通过他们掌
握的资料，来还原泰安一中的
历史。

2014 年，泰安一中将举行

115 周年校庆，届时，新校史将

编撰完毕。

原萃英中学任教修

女宿舍楼。

中国共产党史萃

英中学支部委员会成

立旧址纪念碑。

“那段红色历史鲜为人知”

泰安一中的前身，是美国

牧师郑乐德 1899 年创办的学

堂。曾在泰安一中任教 40 年

的老校长吕霄生回忆，一中始

建于 1899 年，那时的学校还

实行男女分校，男校称学道房
(亦名谈道所)，女校称散书房。

1905 年，男女校增加了中

学课程。取“荟萃英杰”和“崇

尚道德贞操”之意，男校改称

泰安私立萃英中学，女校改称

泰安私立德贞女子中学。早在

萃英学校初期，男校以《三字

经》、《百家姓》、算术等为教

材，女校则以《女儿经》、医护

知识、学习家务等为内容。学

校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入

学要参加严格的考试，修业期

满要通过省级会考才能毕业。

吕霄生说，从 1912 年起，

一位名叫韩丕瑞的美国传教

士，曾三度出任萃英中学校
长，他是泰安一中建校史上不
可磨灭的人物。为搜集泰安一
中百年前的珍贵历史资料，他

们正通过在美国的校友联系

韩丕瑞的后人。“韩丕瑞的后

代都生活在美国的加利福尼

亚州，我们了解到韩丕瑞的儿

子韩森已经过世，现在我们正
通过他的孙子到美国教会搜

集他生前办学的资料。”吕霄

生说，韩森出生在中国，他曾

携家人两次来泰安一中做客，

其中最后一次是在 2000 年，那

时韩森也已经是 85 岁高龄了。

据泰安一中校史记载：

早在清末，萃英学生就带头

剪掉辫子，拥护推翻封建帝

制的斗争。到了上世纪 20 年

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

主主义革命，拉开了泰安的
红色革命序幕。泰安市党史

办工作人员介绍，1926 年，中

共泰安支部建立。当年冬天，

中共泰安支部书记马守愚、

组织委员于赞之到萃英中学

开展党的活动，先后发展了

朱玉干等 20 名进步学生为中

共党员，成立了中共泰安萃

英中学党支部，这就是泰安

最早的中共四个支部之一。

早在清末，萃英学子带头剪掉辫子

“萃英中学党支部成立后，

曾发动教外学生成立学生自治

会，赴新泰、莱芜传达上级党的
指示、转送秘密文件、协助中共

泰安支部筹建中共津浦铁路泰

安工人支部等工作。”目前任泰

安一中党委副书记的赵广民接

受采访时说。

“1939 年冬，日寇一手制造

了‘萃英中学事件’驱散了爱国

师生，霸占了学校，直到日本战

败投降学校才恢复办学。”讲起

这段历史，吕霄生打开了话匣

子。原来，在抗战时期，爱国师生

经常夜间聚集于萃英中学大楼

地下室收听抗日信息，有时他们

还油印成宣传品秘密散发，鼓舞
人们的抗日斗志。一天夜里，日

本宪兵到校搜查，从门户顶上的
瓦片缝里搜出了抗日宣传材料

和抗日师生名单。当晚就从学校
里逮捕了四名学生，随后又从泰

安城区和乡间逮捕了 40多名进

步师生，这其中有两名教员，一

名校工。一名三年级学生周国华

当夜被打死，其余学生被打伤或

致残，并送往济南和北平的日寇

监狱关押，还有一部分被送往东

北或日本做了劳工。

日寇霸占学校的野蛮暴

行被外国报纸随即披露，日本

迫于压力把部分幸存的学生

释放，但仍激起了泰安民众的

强烈抗议，形成了声势浩大的

声援学生浪潮。许多学生弃笔

从戎，冲破重重封锁，走上徂

徕山，参加革命队伍，成长为
抗日骨干和领导干部。

直到 1946 年，泰城第一次

解放，鲁中第一行署在资福寺

街原省立三中校址成立泰安中

学。当年 11 月国民党军队进攻

山东解放区，学校随行署机关

在战略大转移中办学。

1948 年，泰安城最终解

放，泰安中学师生在赵笃生、

孙备五的带领下回到泰城，

在登云街萃英中学原址(今泰

安一中)恢复办学。泰安中学

一经建立，随机就建立了中

共党支部，第一届支部书记

由刘硕仁担任。

许多学生从这里走上徂徕山

︻
开
栏
的
话
︼

1926 年冬，在一所学校的地下室里，泰安最

早的四个中共党支部之一成立了

原萃英中学旧址，泰安一中办公楼。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刘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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