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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粪校长”陶行知
张壮年

绰 里号 的廉政
故事

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社
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后受明代王阳明
“知行合一”学说影响，改名陶知行。后在
教学实践中，认识到知和行的关系不是“知
是行之始”而是“行是知之始”，于是又将名
字陶知行改为陶行知。

1927年春，陶行知在南京郊外的劳山
创办了著名的晓庄师范，晓庄师范实行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学生一边劳动，一边学
习。作为校长的陶行知也脱下了长衫，穿上
了蓝布学生服和学生一起劳动，一起挑粪种
地。当时有人叫他“挑粪校长”，他听了，很
高兴，并说“一闻牛粪计百篇”，陶行知还为
晓庄师范礼堂拟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
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陶行知这位“挑粪校长”把自己的毕生
精力献给了教育事业，而且将自己几乎所
有的收入都花在了教育事业上。他曾说：

“为老百姓服务，我们吃草也干”“为了苦
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

陶行知生活简朴，不吸烟，不喝酒，穿
着简单，夏天白布衬衣配一条青卡其裤，冬
天一套青布棉衣外罩一件旧大衣。平时最
喜欢吃白菜，有时在外面工作，饿了就吃两
个烧饼或喝一碗面条，他从不乱花一分钱，
节省下来的钱都用来办教育。

有一次，他得到1万元的稿酬，他的妹
妹因家庭急事想和陶行知商量留下四分之
一贴补家用。陶行知没同意，还写了一首
打油诗劝她：“妹妹，妹妹，你脑筋就缺少这
四分之一啊！如果加上这四分之一不是更

加美好吗?”说得妹妹也笑了。最后，他把这
笔稿费全部用来办了教育。

他母亲在世时，曾保了20年寿险，母亲
去世时，陶行知将这笔保险费取出来，除了用
于母亲一切从简的丧事支出外，节余下来的
钱，按照母亲的遗愿，替晓庄师范学校建立了
千亩苗圃。

陶行知对公款的使用十分严格，认为一
分钱都不能乱花。有一次，他有事要去重庆，
在这之前有流氓扬言到学校闹事。陶行知临
行前对副校长说：“万一发生不测，你马上发
个电报给我，为了保密和节约起见，你只需发
一个‘强’字，我就明白了。”

陶行知不仅是一位勇于探索、勇于实践、
甘于奉献的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同时也是一
位坚持真理、勇于献身的爱国者。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勇敢地参加了反独
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革命斗争。
1946年，他在上海不到3个月时间里，不顾国
民党特务的捣乱、恐吓，发表演讲100多次，
国民党特务在昆明暗杀了李公朴、闻一多之
后，陶行知也成了他们暗杀的目标。当有朋
友提醒他要提防无声手枪时，他坚定地说：

“我等着第三枪。”为了真理，陶行知临危不
惧，视死如归。

1946年 7月 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
突发脑溢血逝世，终年55岁。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在这百年伟

大征程中，南开大学党组织作出了积极的努力，现仅

就新中国成立前南开大学党组织的奋斗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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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共南开大学党组织的

建立与壮大

南开大学诞生于五四运动的时代大潮之
中，有着与生俱来的爱国主义传统和红色基
因。在新中国成立前，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北
方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并在革命运动
史上谱写了光辉篇章。

南开大学党组织是在北方及天津党组织
的领导下建立的，经历了由弱小到壮大的曲
折发展历程。

在党的创建时期，南开大学首批学生周
恩来于1919年9月发起成立觉悟社，传播马
克思主义。1921年春，周恩来在法国加入巴
黎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批党
员，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旅法支部）也成为中
国共产党的八个发起组之一。中国共产党成
立后，在北方建立了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李
大钊任书记，领导天津党的工作。1923年，
南开大学学生于方舟、陈镜湖经李大钊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 3月，中国社会
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于方
舟当选为委员长，南开大学学生王乃宽当选
委员，同时青年团南开大学支部开始筹建。
是年9月，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举行成
立大会，选举于方舟为委员长，天津地方党
组织正式建立。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后，党在南开的影响
日益扩大。1926年，南开大学教师范文澜加
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地委领导人傅茂公（彭
真）的直接指挥下，开展学校党的工作。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奉
系军阀在天津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
士，南开大学一名学生被捕，党组织遭到严重
破坏，范文澜经张伯苓校长协助离开天津，但
党的活动基本上没有中断。

1927年8月，中共顺直省委成立，天津
地委改为天津市委，为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
组织做了大量工作。1929年8月，中共顺直
省委在工作大纲中，明确提出要加紧建立南
开大学等校的党支部。1932年，中共天津市
委与南开等校建立了联系。此时，南开大学
有陈宝诚、苏征祥、阎沛霖等四五名党员和数
名共青团员。同时，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

“反帝大同盟”。据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等编
写的《中国共产党天津市组织史资料》记载，
1933年 5月，中共天津市委领导有 8个支
部，南开大学党支部就是其中之一。不久，
天津的党组织又遭到破坏。学校中的共产
党员在白色恐怖中坚持斗争。1935年秋，
沙兆豫（吴寄寒）、李明义（李哲人）等共产党
员入学，在学生中组织“铁流社”，秘密学习
马克思主义。在同年爆发的“一二·九运动”
中，党组织带领南开师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
抗日爱国游行。1936年，党组织带领南开
师生在“铁流社”的基础上组建了南开大学
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同年，朱家瑜
（朱丹）、程人士（程宏毅）、贾明庸（秦雨
屏）、刘毓璠等先后入党。7月，中共南开大
学党支部成立，程人士（程宏毅）任书记，隶
属该支部的党员有5人。李明义（李哲人）、
沙兆豫（吴寄寒）、王绶昌、朱家瑜（朱丹）等
参加市“民先”党组或市学联党组。至1937
年暑假，共发展党员13人。

1937年7月，南开大学被日寇野蛮炸毁
后南迁，与北大、清华合组办学。同年9月，
中共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成立。到昆明后，
成立了中共西南联大党支部，1939年改为党
总支。西南联大累计有中共党员200余人，

是当时云南省党员人数最多、最集中、力量最强
的基层党组织。此外，还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

“民主青年同盟”。在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云
南省工委的领导下，西南联大党组织团结带领
师生开展活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
发展和爱国民主力量的壮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大学于1946年北归
复校。师生中既有在各地参加学运斗争的积极
分子，也有被派来津的中共地下党员。按照党
中央“转地不转党”的要求，当时南开大学有3
个分属不同系统的地下党组织，分别是：中共中
央华北局北平学委领导的“北系”党组织；中共
中央南方局平津工委领导的“南系”党组织；中
共中央冀察热辽分局领导的党组织。各系统党
组织互不联系，单独开展工作。1948年11月，
为加强统一领导，按照上级指示，校内各系统党
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南开大学总支委员会，刘焱
任总支书记，下设4个支部。学校党员队伍不
断壮大。与此同时，“民主青年同盟”“民主青年
联盟”等党的外围组织也在进步学生中得到发
展。从复校到天津解放，南开大学累计有中共
党员110余人，外围组织成员210余人，是天津
进步力量最强的高校之一。

1949年1月15日，天津获得解放。3月22
日，“民青”等党的外围组织成员集体转为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员，成立团总支委员会。5月，因
大批党员离校参加革命，中共南开大学总支部
委员会改为支部委员会，李万华任书记。新中
国成立后，党支部按照上级要求举行组织公开
大会，结束了秘密状态，肩负起团结全校师生改
造旧教育，建设新南开的新使命。

二
为革命而生 在斗争中发展

伴随着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大潮，中
共南开大学党组织为革命而生，在斗争中发展，
在白色恐怖下紧紧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坚决贯
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组织领导开展一系列革
命活动，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要贡献。

传播马克思主义。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
1919年9月周恩来发起成立“觉悟社”，20名成
员中有4名南开大学学生。在中国最早的马克
思主义者李大钊的亲自指导下，传播新思想新
文化，1920年8月，周恩来响应李大钊“到民间
去”的号召，改造觉悟社，推动革命青年与天津
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相结合，为中共天津党组
织的建立做了重要的舆论准备。南开大学党组
织成立后，充分运用课堂授课、社团组织、创办
刊物、社会演说等各种途径，进一步推动马克思
主义在广大师生及社会民众中传播。

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经过五四运动的锻
炼，南开大学一批先进分子迅速成长，坚定地走
上了革命道路，成为党的早期党员和地方党组
织创始人。这在中国现代私立大学中是不多的
范例。如前所述，周恩来参与创建了中共巴黎
小组（旅法支部）。1920年，于方舟等人创办的
《新生》首次提出在天津建立共产党组织，在当
时被誉为“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革命刊物。马
骏、于方舟、陈镜湖分别在北京、吉林、天津、热
河、内蒙古等地领导革命运动，建立党的地方组
织，成为党的早期地方领导人。

献身革命事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南开大学的共产党人前仆后继，用青春、热血和
生命铸就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丰碑。于方
舟、马骏、陈镜湖在土地革命的艰苦斗争中，先
后英勇牺牲。在抗战的烽火岁月，一批又一批
南开地下党员、“民先”队员投笔从戎，奔赴沙
场，其中何懋勋、刘毓璠、袁永懿等为国捐躯。
在新中国将要诞生之即，500余名南开学子参
军参干，其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和“民青”“民
盟”成员，倪民有等壮烈献身。1947年秋，中共

党员、数学系教师胡国定领导建立南开大学地
下交通站。至天津解放，先后输送楚图南、王冶
秋、李何林夫妇、闻一多夫人等400余名革命师
生和爱国民主人士到解放区。他们为民族解放
和人民幸福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领导南开爱国运动。在波澜壮阔的新民主

主义革命过程中，中共南开大学党组织积极开
展群众工作，带领师生投身革命洪流。在国民
会议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中，一
次次将天津革命、救亡运动推向高潮。在迎接
新中国的诞生中，党组织带领广大师生开展了
抗议美军暴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等一系列
爱国民主运动，筑成与人民解放战争相配合的
第二条战线。平津战役打响后，南开大学党组
织积极宣传党的城市政策，发动师生护校，搜
集敌人《咸水沽兵力驻扎表》《塘沽城防图》等
重要情报，开展对华北“剿总”傅作义、天津警
察局原局长曾延毅等人的统战工作，为天津解
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鲜明的历史特点

南开大学是秉承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
使命而创办，南开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深厚的爱
国主义传统，成就了新中国成立前中共党组织
在南开的坚强存在，呈现出鲜明的历史特点。
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发展作出独特贡

献。南开大学是天津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策源
地。从南开大学走出一批中共早期党员，为中
国共产党的筹建、创立和地方党组织发展作出
了重大贡献。
是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队伍。中共南开大

学党组织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在加强组织
建设的同时，不放松思想建设，对党员进行革命
理想教育、组织纪律教育、形势政策教育、革命
气节教育，造就了敢于战斗、善于战斗、作风优
良、信仰坚定的党员队伍。
是天津党员人数最多的基层党组织之一。

据不完全统计，自有中共党组织起到天津解放
前夕，南开大学有党员300多名。中共天津市
委1949年2月编印的《天津解放半个月学生工
作总结》统计：天津解放时，南开大学在校党员
和“民青”共179人，占天津72所大中学校党
员、“民青”的30%。
始终把青年工作作为党建工作的中心。学

生是民族解放的先锋，也是党密切联系群众的
纽带。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高校党组织在革
命运动中发挥的特殊作用。南开大学党组织始
终代表青年、依靠青年、放手发动青年，重视对
他们的思想引领，培养学生运动骨干，吸收先进
学生加入党组织，并通过学生社团、学生自治会
等群众组织，开辟与学生的联合战线，充分发挥
其生力军的作用。
始终把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作为重要任

务。南开大学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
策，不断提高党在知识分子中的凝聚力和影响
力。一方面加强在教师中的党员发展工作，发
挥革命教师对学生的引领作用；一方面通过教
授会、讲师助教联谊会等群众组织，密切联系广
大教师，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
党组织还派专人做学校中影响大、声望高的教
授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广大教师支持
爱国学生运动，并在反对学校南迁和护校斗争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建党百年，伟大辉煌；红色基因，赓续弘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芳华的历史时刻，回想过
去那段峥嵘岁月的中共南开大学党组织，我们要
向革命先烈和先贤致以崇高的敬意，我们要永远
怀念他们、牢记他们、传承他们的红色基因，在伟
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创建南开品
格、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而努力奋斗。

范武子，本名士会，春秋时期晋国重臣，曾
任中军元帅兼太傅，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尽
管位高权重，但范武子为人十分低调，对子女
要求同样严格。

范武子退休以后，晋国国君感念他的功劳，
让他的儿子范文子（本名士燮）接替他做官，为
六卿之一，级别很高。有一天，天色已经很晚
了，范文子还没下朝回家，范武子有些奇怪，心
想朝中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又过了一会儿，
只见范文子兴冲冲地回来了。

范武子问他：“朝中有什么事吗？为什么这
么晚回来？”范文子不无得意地说：“今天从秦国
来了一位客人，在朝中讲隐语，大夫中没有一个
能够回答出来，我一口气解答了三个问题，秦国
的客人听了十分满意，称赞我有见地！”

范武子一听就火了，发怒说：“大夫们不是
不能回答，而是出于谦让不说罢了。你只是个
小孩子，却在朝中三次抢先，掩盖他人的风头，
如果不是我在晋国，你早就完蛋了！”说完，他挥
起手中的拐杖劈头盖脸地朝范文子打去，连他
玄冠上的簪子都给打断了。

范武子的棍棒教育放在今天可能并不值得
提倡，但它的作用还是毋庸置疑的。

前589年9月，范文子统领上军随同晋军出
征，大胜而归，他约束自己的部队，最后一个才入
城。范武子对儿子翘首以盼，却等了半天才见
到，问他说：“儿啊，你不知道我盼着你回来吗？”
范文子回答说：“这支军队是中军将郤克统帅的
军队，打了胜仗，国人高兴地迎接他们。如果我
先回来，那国人将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我身上，这
是代替统帅接受荣誉，所以我不敢这样做。”

范武子点了点头，高兴地说：“你这样做，我
知道你可以免于祸难了。”

如果说范武子的教子之道，只在于如何在
凶险的官场明哲保身，那是有失公允的，因为他
本身就是一个敢进能退的人，进退之间，并没有
个人的算计在里面。

在晋国的历史上，晋灵公是个最为荒淫无
道的国君，前607年，仅仅因为厨子没把熊掌烧
熟，晋灵公就将他杀死，把尸体装进畚箕里，让
宫女用头顶着走过朝廷。一个国君如此草菅人
命，让大臣们无不毛骨悚然，执政大臣赵盾准备
进谏，范武子拦住他说：“让我先来吧。”

范武子进到宫中，求见晋灵公，禀报了两次，
晋灵公都假装没听到，第三次，范武子直接来到
了大殿的屋檐下，晋灵公见躲不过去了，这才转
身面向他。晋灵公显然知道范武子的来意，没等

他开口，就说道：“我知道错了，会改的。”
范武子叩头劝他说：“一个人谁没有错，有了

过错能够改正，就没有比这再好的事情了。国君
能够有好结果，那就是国家的保障了，岂止是臣下
们所依赖的？”可惜，范武子的冒死劝谏只起了一
时的作用，不久便又故态复萌，最终被臣下杀死。

晋景公很器重范武子，任命他为中军元帅，并
加太傅之号，执掌朝政。前592年春季，范武子的
重要助手中军佐郤克出使齐国，结果因为跛脚被
齐顷公嘲笑，郤克大怒，发誓雪耻，他请求晋景公
发兵攻齐，景公没同意，他又请求率领自己的家族
武装攻齐，景公也没答应。郤克的愤怒无处发泄，
整个朝堂的气氛都紧张起来。

有一天，范武子下朝归来，把儿子范文子叫过
来说：“我听说，人在大喜大怒的时候，行为合乎礼
法的少，离经叛道的多。郤克十分愤怒，他如果不
能在齐国得逞，那么一定会在晋国发泄出来。我
准备告老辞职，以便郤克掌握权力完成他的愿望，
这样他就不会在晋国制造矛盾了。我希望你努力
随从众卿，以完成国君的命令，一切都恭敬从事。”

第二天，范武子便告老请辞，将权力交给了郤
克。郤克后来击败了齐国，不仅雪了被辱之耻，还
带领晋国重回霸主的巅峰。

在历史上，范武子是中国范姓的开创者，他的家
庭教育堪称典范，后世人才辈出，著名的范蠡是他的
六世孙。在他的教育中，他的手杖虽然刚硬，但更靠
谱的还是他的品行。正如大夫羊舌职评价他：言依于
信，行依于义，和而不谄，廉而不矫，直而不亢，威而不
猛。这才是后世子孙敬服和学习他的根本吧。

张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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