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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在西大
——节选（五）

斗争与暂避

日用整版刊登了“师专剧团第二次公演特刊”，演出在当时引 改任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
可见当时王公度集组织、政工、军训、青训大权于一
身，实际地位仅次于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俨然成为广西
陈 望 道 （1890—1977）， 浙 江 义 乌 人 。 早 年 留 学 日 本 ，
第四号人物。
1919 年回国后从事新文化运动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是
王公度由于控制新桂系情报体系，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必
第一个翻译 《共产党宣言》 全本的人。同年参加创立上海共
欲除之而后快，而新桂系内部对他或侧目而视，或怀疑他另
产主义小组，并任 《新青年》 杂志编辑。1936 年任广西大学
有图谋。
教授兼中文科主任。其著作 《修辞学发凡》 为中国第一部有
1937 年 8 月 30 日，王公度被新桂系逮捕，9 月 2 日，李宗
系统的兼及古今语文的修辞学专著。
仁召集“讨论党案”会议，已成立王案审判委员会.以李品仙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任教前后不过两年时间，但这位在历
为审判长，判十三人极刑。9 月 6 日，李宗仁在总部省府联合
史上留下诸多第一的学者，在广西和广西大学也留下了好几
纪念周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争取政权之阴谋。9 月 14 日下
项第一：
令枪决王公度、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保桓、崔真吾。
在广西第一次组建话剧团和第一次公演话剧，为抗战时
其中陶保桓、崔真吾是中共党员，本与王公度无关，但也被
期的桂林文化城和享有盛名的西南剧展等开风气之先，奠定
一并处死。
良好基础；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第一次组建文学系，担
此案内情隐秘，牵涉甚广，新桂系主政者均不加解释，
任文学系主任，后来该校并入广西大学，陈先生继续担任系
甚至不愿提起。程思远先生随李宗仁归国后，对这个扑朔迷
主任。为此，陈先生是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文学系和广西
离的要案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进行深入分析，涉及广西大学和
大学文学系的开创者和首任系主任。当今广西几所知名大学
陈望道先生的有以下叙述：
之中文系、文学院，追溯渊源，皆当奉陈先生为创始人。
1937 年 9 月 2 日，黄旭初在日记中写道：“德邻 （即李宗
陈望道在广西任教的两年大略如下：
仁） 召集余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
1935 年 6 月，应陈此生邀请，到桂林广西省立师范专科
定讨论党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
学校任教。
彻底去之。”
1936 年 6 月，广西省政府改组学校体系，广西大学由省
对王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这就意味要杀人了。广西
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本部设在南宁，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
大学进步教授所以没有如上文所述受到牵连，徐亮之在 《李
学校并入广西大学，成为广西大学增设的文法学院，部分师
宗仁轶事》 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文章说：“抗战初起，桂
生迁往南宁，陈望道留任中文系主任。当年 10 月，校本部又
有王公度案，处死者并公度凡五人，皆党、政高级干部。一
随省政府迁往桂林，校址设在师专的旧址良丰西林公园。
时谣诼蜂起，至谓广西大学教授陈望道、邓初民、施存统、
1937 年 9 月，陈望道离开广西，回上海工作。
马哲民、马宗融等皆公度党，……桂少壮派韦贽唐等至更主
并案办理，一网打尽之。时余方受命助黄旭初主席勘理王
大师莅临，
大师莅临
，广西之幸
案，力辟其妄。而旭初凝重，未能及时建言。余以迟且变为
大师莅临广西，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师专任教，自陈望
笑柄，虽宗仁方愠怒甚，亦辄贸然不顾言曰：望道等思想左
道而言，有时代的特殊原因；但对广西而言，确为一大幸事。
倾，通国皆知；广西既远道延聘于前，岂宜为德不卒于后？
称陈先生为大师，绝非如时下之当道“大师”，陈望道到
夫公度乃由公而贵，亦唯广西子弟重之耳；岂复足为海内名
广西之前，已经名满天下，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
士齿数？而谓望道等乃肯为之党？……愚谓此事切须慎重。
丰硕的学术成果
他是著名社会活动家——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到 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宣传部长、副主席等职，也是一位进步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刘大白、夏丏尊、
人士。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的两年间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表现 混为一谈必贻笑柄，或且为广西无人，愿公三思……”后来
李宗仁也认为“彻底去之”的办法不妥当，首先对陈望道等
李次九同为语文教师，思想进步，号称第一师范的“四
他聘请了陈望道、邓初民 （后为山西大学校长）、马哲民 出卓越学者的学养与勤奋。据统计有以下成果面世：
大金刚”。1919 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年，当局要开 （后为中南财经学院院长）、施复亮 （后为劳动部副部长）、熊
1935 年，在 《太白》 发表 《虚字的研究》《关于刘半农先 温言慰问，然后优礼厚币而遣之。望道等皆大欢喜而去。
但广西省政府终于 9 月 4 日作出决议将广西大学文法学院
除发表 《非孝》 的学生施存统，并以“非孝、废孔、公妻、 德山、马宗融、沈西苓等一批著名的进步教授任教。同时设 生的所谓“混蛋字”》《接近口头语的方法》《论游记要分版
共产”的罪名，对陈望道等四位国文教员加以撤职査办。第 立专业及相应课程，师五班改为社会学系，由邓初民任系主 发行》《语文之间通同之共轨》《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关于 文学系、社会学系停办，黄旭初说：“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属左
倾，停此两系则教授可辞也”。（程思远：《王公度案内幕》，
一师范师生因而罢课护校，是为著名的“一师风潮”。陈望道 任；师六班改为中国文学系，陈望道任系主任。
“缩脚语”的论争》 等。
在风潮中坚定斗争，自此为世所知。此后陈望道先生在当时
在 《中学生》 发表 《关于修辞》，后收入 《望道文辑》 的 载 《文史春秋》 1995 年第 4 期）
丰富的社会活动与教学活动
从以上记载可知，当时陈望道先生等已处在极度危险之
的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语言文字改革等诸多社会活动中，
1935 年 9 月，陈望道先生应邀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批评的关系》《说到测字摊》《关于
中，如按韦贽唐等人意见，陈望道、邓初民、施存统、马哲
或亲身深入劳苦大众组织宣讲，或积极撰写文章，为推动社 任教，与其弟陈致道、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等人艰难 理论家的任务速写》《读文法书》《恋爱的新生》《对于读经的
民、马宗融一众“左倾”教授都将被一网打尽，实在是危殆
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跋涉到桂林。对他在桂林的活动，师六班 （也就是设立为文 意见》 等文章。
陈望道先生还参加和参与组建了许多社会团体和学术团 学系的班级） 学生林志仪撰写为 《陈望道先生在桂林》 等回
1936 年，《望道文辑》（祝秀侠、夏征农编） 由读者书房 至甚。所幸李宗仁没有采用这一方案，而是听取徐亮之的谏
言，以优礼厚币而遣之的方式礼送这些教授出境，陈望道等
体。广泛的社会活动，使他与思想界、文化界的接触与联系 忆文章，成为陈望道先生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广西大 出版。译著 《伦理学底根本问题》 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得以躲过这一劫。而广西大学刚建立的文学系、社会学系和
非常广泛，彼此互通声气，互相支持。
礼送出境，
礼送出境
，离开广西
学这一段经历的较为丰富的记录。林志仪之子在他的新浪博
学生们却没能如此幸运。
他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参与者之一——“一师风 客“桂林千舸”中，将其父的完整年谱及相关文章予以详细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学与社会活
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的 《桂政纪实》 第四
潮”之后，陈望道辞职返乡。因风潮而声名远播的他，受上 记录，同时还转载了蒙谷等林志仪同班同学的回忆文章，以 动，是他到广西之后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年，1936 年便发生
篇第五章第三节第一目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 载：“二十
海星期
下将根据其博客记录以及相关文献，对陈先生这两年的活动 了极大的变化。
五年八月，省立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成立，设文学、社会学两
评论约请，全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经典著作 做出梳理。
但无论是回忆文章还是陈先生的传记，都对师专的生活
系，乃将该校第三、四两届学生拨入肄业，又将该校附设之
《共产党宣言》。他在家乡简陋的条件下，凭借陈独秀从北京
望道先生到校不久，出现在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上，大 记载较为详尽，对并入广西大学后的事项语焉不详。陈振新
乡村师范部学生，一并拨归西大乡村师范班续读。
”
大学借出的英文版、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用了几个月时 约是 1935
《我的父亲陈望道》 一文，甚至对广西这两年根本不提，只是
《桂政纪实》 第四篇第五章第二节 《广西大学》 载：“九
间，于 1920 年 4 月翻译完成。同年 5 月，星期评论社邀请他
年 10 月间。他身着酱色长衫，仪态端庄，以清亮的浙江 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辞去了广西大
到上海任编辑。但他一到上海，刊物就被勒令停刊，译好的 口音作了一个题为 《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 的演讲 （记 学中文系主任职务，回到上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 月，省政府令将文法学院之文学、社会学两系改为专修科，
并提早结业。计社会学专修科，毕业者二十九人；文学专修
《共产党宣言》 也无法刊载。陈独秀于是邀请他参与 《新青 录稿发表在校刊 《月牙》 第 2 期上）。他首先从一些语言现象 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科，毕业者六十人。”又载：“文法学院设文学、社会学 ［上
年》 的编辑工作，《共产党宣言》 于当年 8 月以单行本形式印 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说明反封建思想的必要性。继而对现
其中似有隐情，需仔细爬梳史料，以窥究竟。
列两系，民国二十六年 （1937 年） 九月，奉省政府令改为专
刷发行，大受欢迎。陈望道进入 《新青年》 杂志后，参与组 实生活中存在着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也进行了揭露和抨
1936 年 6 月 1 日，发生了著名的“六一事变”，两广联
修科，并提早于是年结业］、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五
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击。（林志仪：《陈望道先生在桂林》）
合，以逼迫蒋介石抗日为由通电全国，形势紧张。但蒋介石
系。”
他是核心成员之一。陈独秀当年 12 月去广州后，《新青年》
在出场演讲之后，陈望道先生指导学生开始在桂林的第 迅速分化广东实力，陈济棠很快下野逃港。新桂系李宗仁、
为此，1937 年 9 月，陈望道先生离开广西，返回上海，
编务工作即由陈望道担当，并把编辑导向朝共产党刊物转 一战役，也就是针对当时 《桂林日报》 转载的桂林中学校刊 白崇禧、黄旭初则积极备战，抗拒不从，最终经谈判及各方
投入新的斗争。
变，当时还引起胡适的不满。陈望道早期参与的这些活动， 《南熏》 的文言序言，开展了“文白之争”。《〈南熏〉 序》 是 斡旋，9 月蒋介石与李宗仁广州会面，两广事件妥协解决。
余论
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尽管后来因 当时桂林中学国文教师石孟涵用骈体文写作。据初步检索文
在此过程中，新桂系为稳定后方，既不遭舆论猛烈抨
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没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因此脱 献，石孟涵为宣统三年拔贡生，民国四年 （1915 年） 1 月至 击，又能暗中把握辖区局势，1936 年 6 月到 1937 年 8 月，在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工作时间仅仅两年，实际能施展的仅
党，但陈先生始终以革命斗士精神继续工作，多次被列入国 10 月任广西天保县 （今德保县） 知事，民国五年 （1916 年） 高等教育领域和高层内部进行了两个大动作：
有一年时间，但成果丰硕，展现了真正的学者识见、斗士风
民党的黑名单。对陈望道先生脱党的经过，他的哲嗣陈振新 11 月 25 日起任广东和平县知事。曾于 1921 年以国民教师身份
在高等教育领域，于 1936 年 6 月实施高等教育整理方 采。
做了这样的说明：
从上文列举的陈先生在广西的两项第一，以及卓有成效
陪同孙中山先生游览桂林七星岩，也是桂林的名士。从前文 案，对广西大学和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分别做
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 可见，陈望道来桂林之前，正发动一场反对“文言复兴”的 出大调整。对广西大学施加多种手法，迫令德高望重的马君 的斗争与启蒙可见，其大师风范与斗士风采名不虚传。尤为
六次会议，
大众语运动，对文白之争可谓轻车熟路。到桂林伊始，正好 武校长辞职，由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以控制大 可敬的是教书育人的巨大成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师六
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代 遇上这一靶子，即发动师生展开斗争，并迅速取得了胜利。 学，防止“左倾”。对已经“左倾”明显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 班，从入学伊始编为文学系，仅两年时间，陈先生率领教师
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 林志仪说：“当时师生们管这次斗争叫打‘封建鬼’。这个 学校则采取撤销学校，并入广西大学的措施，并入后组建为 团队教育出一批极为优秀的学生。他们中间产生了非常优秀
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当时，党组织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 ‘封建鬼’，是指潜藏在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意 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并从桂林迁往省会南宁，进入广西大学 的学者，如陈迩冬，在师专文学系读书期间即在陈望道先生
劝说。沈雁冰回忆说：“党组织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 识，并不限于石孟涵一人，不过石孟涵是具有代表性的”
。
校本部。但广西大学校本部又于当年 10 月随省政府迁往桂 指导下主编 《桂林日报》 的文艺周刊，在广西大学毕业后加
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
另是推动话剧演出，为此后桂林文化城及西南剧展等话 林，文法学院随迁，与校本部仍入驻雁山原师专校舍。其间 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主编多种杂志、副刊等，其
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要退 剧活动奠定良好基础。
变故，可谓流离颠沛。并校过程中，许多进步教师离职。陈 创作成果丰硕，有短篇小说集 《九纹龙》、新诗集 《最初的失
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
据当年师专学生周伟、林志仪、陈迩冬等回忆：在进步 此生到广西大学担任教务长，但环境逼人，他在广西大学任 败》、历史剧 《战台湾》、叙事诗 《黑旗》、传记 《李秀成传》
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 教授陈望道、祝秀侠等人的推动下，文学系的学生积极参 职极为短暂，于当年 11 月即离任。陈望道在新建立的文法学 等。闻一多先生将其诗作 《空街》《猫》 编入 《现代诗选》。
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从这以后， 加，1935 年冬成立广西师专剧团，由文学系主任陈望道任团 院仍担任文学系主任，施复亮任社会学系主任。陈望道先生 1949 年即受聘为山西大学教授，1954 年调入人民出版社担任
父亲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交予的各项任务， 长，并组成了陈望道、夏征农、杨潮三人领导小组。（魏华 在广西大学文学系任职期间的工作状况，史料极少。一方 二编室诗词组组长。所选注的 《苏轼诗选》《苏轼词选》 都获
却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建国以后，终于又重 龄：《话剧运动在桂林》，载 《新文化史料》 1995 年第 5 期）
面，可能因为两度迁移，教学难以正常开展；另一方面，一 得学术界推崇，词选更是获得钱锺书先生赞誉。陈迩冬的诗
新回到了党内。（陈振新：《我的父亲陈望道》，载 《陈望道先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话剧团成立后，1936 年 1 月第一 直背负 《共产党宣言》 译者声名的他，已成为新桂系重点关 词创作也有较大成就，编辑能力得到学术界公认，是当时全
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国“春夏秋冬”四大名编辑之一。此外，如林志仪也在广西
次演出日本菊池宽的 《父归》 和欧阳予倩 《屏风后》 两个独 注人物，在黄旭初兼任校长的学校环境中，他已难有作为。
陈望道 1957 年重新入党，但未公开党员身份，直至中国 幕剧。祝秀侠先生担任导演，并饰演 《父归》 中的父亲，周
新桂系在 1937 年实施的另一大措施，直接导致陈望道先 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长期任教，成绩卓著。更多的学生走上
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陈先生当选大会代表，其中共党员 伟扮演母亲阿高，陈迩冬扮演长子黑田贡一郎，蒋宗鲁扮演 生离开广西大学，这就是著名的王公度案件。以下根据史 了革命道路，在国难时期用鲜血与生命保卫祖国，为建立和
身份才公之于世。
建设新中国立下功勋。
二弟，岑立翔扮演三妹。演出获得了成功，开辟了桂林话剧 料，撮述此案始末。
陈望道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陈望道学术造诣广博 演出的新天地。
前事悠悠，前修绸缪。在广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之际，
王公度是广西永福县人。1920 年在广西法专毕业后，在
精深，著作等身，在很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人们所了解的陈
随后，陈望道先生又邀请著名导演沈西苓到校任教， 上海与李宗仁三弟李宗义结识，来往密切。1926 年王公度、 撰作此文以爬梳考辨前辈之功、德、言，正为后学继承与发
望道著述可能首先是前文提及的第一部全文汉译 《共产党宣 1936 年 5 月 4 日，借桂林中学礼堂，演出了脱烈泰耶夫的 《怒 李宗义、韦永成等三人得到李宗仁资助，到莫斯科入中山大 扬传统，力图更大发展。
言》，这本译作影响极大，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卓越的 吼吧，中国！
撰写过程中一直挥之不去的思绪有：其一，广西大学的
》 和果戈
学留学。他回国后
共产党人都曾深受影响。
首任校长马君武先生与中文系首任系主任陈望道先生，在合
理的 《钦差大臣》 两
受李、白重用，先
《美学概论》 是他早期的美学著述，也是中国最早探究形 个多幕剧。
后任第四集团军总 并院校时恰好擦肩而过。而令人遐想的是：这两位都曾留学
黄南/摄
式美的美学论著之一，在当时有广泛影响，现在也是研究我
《钦差大臣》 中假
政训处处长、南宁 日本，在把 《共产党宣言》 引进中国的过程中都做过贡献，
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论著。
钦差伊凡由杨潮教授
军 校 政 训 处 处 长 、 都全心全意为国家民族重振复兴奉献才智的先生，如果能同
《因明学》 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著作 （因 扮演，邓初民教授演
国民党广西省党部 时在西大任职任教，那么，西大又将是怎样的西大，中文系
明是古代印度佛家五明之一，是起源、发展于印度正理派的 市长，夏征农教授演
常务委员、广西省 又将是怎样的中文系啊！但历史不容假设，这只能是永远的
思维和推理方法，在唐代由玄奘法师引入中国，理论古奥精 地主道勃钦斯基，彭
政府委员、广西党 遗憾。
微，研习不易），是陈望道先生 1928 年在复旦大学的讲稿， 仲文教授演地主鲍勃
其二，前辈筚路蓝缕，不辞艰辛开创院系，教书育人，
政研究所训育主
也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通论。
救国图强。在艰难时世有如此骄人成就，可谓典型在前。后
钦斯基，胡伊默教授
任、童军训练所教
而陈望道先生在学术上的声望，以语言文字学尤为卓 演校长，盛此君老师
育 长 等 多 个 职 务 。 辈如不思奋发，又如何能觍颜面对前辈，面对将来？开拓进
著，在这方面，《修辞学发凡》 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 演校长妻，祝秀侠教
1930 年 夏 ， 李 宗 取者当仿之效之，尸位素餐者当警之戒之！
作，已成为永远的经典。
授演假钦差仆人，学
仁、白崇禧组织
陈望道还是著名的教育家——到广西之前，他曾在浙江 生周伟、唐俊洁、陈
“中国国民党革命
第一师范学校、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名校任教，曾受党的 迩冬、温致义、何励
青 年 团 ”， 王 公 度
委派到上海大学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等职，还曾 锋等十余人也在剧中
任书记。此秘密组
责任编辑：廖文丹 黄南 刘娜利 陶湘露 廖善维
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所任教职都以渊博学问和高尚人格 担 任 角 色 。 师 生 同
织 1934 年 10 月改称
美术编辑：刘娜利 廖善维
教书育人，获得学生的高度评价，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
台，阵容强大，《桂林
“中国国民党革命
校对：陶芸芝
1935 年 6 月，陈望道先生应陈此生先生邀请，到广西省 日报》 于 1936 年 4 月 5
同 志 会 ”， 王 公 度
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大师莅临，广西之幸！

陈望道：学者丰姿，斗士风采

陈望道先生到广西之前，个 起了轰动。这些演出活动作为桂林话剧演出的先声，为此后
桂林文化城及西南剧展等话剧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人的主要活动有两项：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学活动也丰富多彩：
一是 1934 年 6 月，为反对“文言复兴”，与陈子展、胡愈
就我所在的师六班说，学的专业为文学，先后开设了陈
之、乐嗣炳、夏丏尊、傅东华、叶绍钧、曹聚仁、黎锦晖、
黎烈文、马宗融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发起大众语运动，提出白 望道的“中国文法”“修辞学”，祝秀侠的“中国诗歌史”“中
话文必须进一步接近群众口语，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 国小说史”，马宗融的“西洋文学史”，陈致道的“现代小说
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这是一场保卫五四运动成果 选”，马哲民的“社会进化史”，廖芯光的“文学概论”，杨潮
的斗争，当时很快引起极大关注，几个月内就有五百多篇文 的“科学概论”等课程；可是同学中却出现着不同的学习趋
向和阅读兴趣：一是兼读社会科学书籍 （此为全校风尚）；二
章参与讨论。
二是 1934 年 9 月，创办以反击“帮闲文学”和文言复古 是兼读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三是以读文学书籍为主。授课
运动为宗旨的 《太白》 杂志，鲁迅等成为杂志的主要撰稿 的老师并不干预，学校也不检查。我与温致义、陈迩冬、李
人。第一卷第一期的打头文章就是鲁迅 （署名公汗） 的 《不 立民等同学属于后两者，并集结起来，在 《桂林日报》 辟一
知肉味和不知水味》。杂志仅存在一年时间，便于 1935 年 9 月 “文艺周刊”（由陈望道指导、陈迩冬主编），发表自己的作
品。由于读书是自觉的，研究是自由的，又通过各种实践活
被迫停刊，但在当时，已发挥了极好的作用。
陈先生到广西任教的起因是 《太白》 停刊后，被 《民国 动，同学们都获益不浅。（林志仪：《略记广西师专的学习和
日报》 主编叶楚伧告知，国民党当局又想加害于他，于是有 生活》）
从林志仪记叙可见，陈望道先生开设了“中国文法”“修
离开上海暂避的想法。
辞学”两门语言学方面的课程，这正是陈先生的专长，有专
恰好此时，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教务长陈此生先生，
著 《修辞学发凡》 和 《中国文法研究》。
通过中山大学地下党何思敬推荐，邀请陈望道到校任教。
因此这两门课程是具有前沿性、研究性的课程。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创建于 1932 年，首任校长是杨东
除了课堂教学，陈望道先生还组织文学研究会和指导学
莼先生。他邀请了朱克靖、金奎光、薛暮桥、汪泽楷、张海
生进行创作实践，让二十岁出头的陈迩冬主编
《桂林日报》
鳌、沈起予等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到校任教，开设许多新兴
的“文艺周刊”
，给学生开辟习作发表园地，这些活动大大锻
社会科学课程，组织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问题的讨
论，在蒋介石和桂系的夹缝中为学生开辟民主进步的学习环 炼了学生的创作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陈迩冬此后成为著名
境，培养进步青年。这些办学方式引起了桂系当局的注意， 的学者和诗人。陈望道还倡导广西师专创办 《月牙》 校刊，
杨东莼于 1934 年被迫离开学校。所以这是一所有进步传统的 为校刊题名并绘制封面图案，此校刊出版了“反文言文专
号”，也是师生发表戏剧、诗歌、小说作品以及理论文章的园
学校。
陈此生在杨东莼校长离开后到师专担任教务长。陈此生 地。他亲自指导创办并命名“普罗米修士壁报”，利用壁报开
曾就读复旦大学，1933 年加入左翼作家联盟，后来参加发起 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活动，与托派展开了
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中央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历 激烈的论战。这些活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并学习相关理论知
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委员，广西文教厅厅长，广西人民政府 识，培养出一批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子。同时也引起了新
副主席、政协副主席，光明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民革中 桂系的注意，成为合并学校的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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