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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政治大课与１９５０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徐　畅　刘雪松

摘要:为了贯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的文教政策,使山东大学顺利实现向新民主主义和

社会主义大学的转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东大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校长华岗亲自为全校师生讲授

政治大课.华岗校长讲授政治大课,理论联系实际,全面系统又通俗易懂,极大地提升了师生的思想觉悟

和理论水平,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研究领域,为１９５０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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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山东大学校长华岗亲自为师生们开设政治大课,系统地讲授党的政策和马列主

义基本原理,从而提升了广大师生的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开阔了眼界,拓宽了研究领域,为１９５０年

代山东大学(以下简称“山大”)的辉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对此,学界多有著述,从不

同侧面进行了深入探讨① .但是仍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如关于华岗讲授政治大课的背景,没有结合

山大教师状态和华岗教育思想进行论述;关于政治大课的概念,既没有界定其外延和内涵,也没有叙

说其发展演化过程;关于政治大课的特点,还没有进一步总结和提升;关于政治大课的作用,没有全面

分析它与山大１９５０年代“二次辉煌”的关系等.事实上,华岗的政治大课既是山东大学的宝贵财富,
也是中国高校政治思想教育的珍贵遗产,对当下中国高校政治思想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有

鉴于此,本文拟从背景、过程、特点与影响四个方面,深度解读华岗讲授的政治大课,分析其与１９５０年

代山大辉煌的关系,阐明政治大课的当下意义和价值.

一、华岗政治大课的开设缘起

华岗在山大开设政治大课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的迫切需要,一方面是

改变山大教师思想和心态的现实需求.当然,华岗的教育思想是重要的主观驱动因素.

１．贯彻新中国教育方针的迫切需要

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国家政权更替之后,必然对其进行改造.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９日公布的«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任务、方法等方面作出了如下

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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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华岗的政治大课,相关著述中有亲历者的回忆,如孙思白的«怀念你,华岗校长»(«山东大学报»１９８８年５月３１日,第４
版)、司兆乐的«我在山大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山东大学报»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１６日,第４版)、赵俪生的«我和华岗校长的接触

以及我对他的理解»(«赵俪生文集»第５卷,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有从解放思想角度的分析探讨,如«山东大学

百年史»编委会编写的«山东大学百年史»(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有的则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视角进行了深入

研究,如孙宜山的«华 岗 学 术 思 想 研 究———革 命 语 境 下 的 求 真 探 索»(山 东 大 学 ２０１４ 年 博 士 学 位 论 文,第 １０２
１０７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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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
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

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等①.为了贯彻新中国的教育方针,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到

１９５０年代中期,高教部颁布了若干开设马列主义公共课的文件,要求在全国高校开展政治经济学、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１９５０年６月,毛泽东指出:“对知识分子,要办各种

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
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②.该年七八月份,高教部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政治课教学讨论会,把社会发

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作为教学重点.１９５２年,高教部发布了«关于全国高等学校开设马列主义、毛泽

东思想课程的指示»,把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新民主主义论、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列为主

要课程③.和其他大学一样,新中国成立后的山东大学也面临着从旧教育体系向新教育体系转轨的

问题,即如何全面贯彻落实«共同纲领»中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努力把山东大学建设成为新民

主主义新型大学.“建设新民主主义新山大”的途径是多方面的,但核心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

装广大师生的头脑.为此,山东大学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校师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

２．改变教师思想和心态的现实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山大教师的思想和心态极为复杂.首先,不了解党和政府的政策而心存疑虑.因

为不了解新政权的知识分子政策和接管方针,绝大多数教师对中国共产党抱有怀疑态度,甚至是持有

敌意;对政策揣测纷纭,担心职业,担心待遇,担心山大改为短期干部学校,因而犹豫彷徨、焦虑不安.
其次,很多教师不认同马列主义.当时,山大的文科教师大都在民国时期的国内大学读过书,受传统

文化熏陶很深,但基本上没有接触马列主义;理工科教师虽多在国内大学毕业后留学欧美和日本,深
受西方文化影响,但对马克思主义也很陌生.正因如此,相当多的教师不认同、不接受马列主义.有

人说:“假如山大有买办思想,那么毛主席提倡从国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不就是买办的典型吗?”④

有的教师不讲历史唯物论的“主要内容‘阶级’与‘国家革命’”,却将“空洞的‘绪论’与‘唯心唯物斗争

史’”讲了一学期三分之二时间;有的教师不把社会发展史“当作政治思想课来教,只是当作‘知识传

授’”;有的教师讲授世界现代史时将“空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历史讲的很多,而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

斯的历史则一字不提”,还对学生说“他们的历史你们比我懂的更多,我就不讲他了”;等等.⑤ 从历史

系“三反”学习代表团对本系教师的批评可以看出,他们的思想与马列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第三,很多

教师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思想.同其他高校一样,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山大教师尤其是知名教授,大多

留学欧美,为欧美文明和科学技术所吸引、所慑服,同时也为欧美意识形态所俘虏,存在崇美亲美、理
论脱离实际、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和追逐个人名利的资产阶级思想.例如时任化学系主任刘椽说:
“我的书架上,不管新版旧版,中文书一本都没有,全是美国书.我手里拿着英文课本,口里讲着

英文,黑板上写着英文,别人说‘中国文字不适用于科学’很投我的意”;农艺系副教授丁巨波说:自己

“存在旧的正统和保守思想,因此研究如何进行课改的过程中,就用尽了理由替过去的课程制度辩

护”;地质系副主任胡伦积说:自己“主导思想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教学设备“一味向美国资产阶级大

学的物资设备看齐,把美国的规格标准拿了出来.更严重的是对祖国的工业产品不相信,对外国货盲

目崇拜竟到了迷信的程度”;化学系副主任阎长泰说:“在教书方面,总是主观地认为我讲的材料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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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人民日报»１９４９年９月３０日,第１版.
«毛泽东选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第２２２３页.
教育部社科司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０页.
«关于两年来政治思想教学工作报告»,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WSDB１９５１Ｇ１Ｇ００３.
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三反”学习代表团整理稿:«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树立起来»,«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７期.



不能与英美的课本看齐,则不够标准,同时,也显不出我的学问来”;病虫害系主任王清和认为,大学生

努力的动机是“个人名利”思想而非其他;动物系副主任曲漱蕙说:自己“买办思想也是很严重的,盲目

地崇信外国货,喜用原文书,看见能说洋文的人就认为是能干,我自己也拿它吓唬学生”;医学院解剖

科主任沈福彭说:“自己的课程是内容丰富,完整一套,毫无可改.解剖学教的是人体结构,难道新的

解剖另有一套构造不成? 欧美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在我的脑子里根深蒂固,统治了一切”①.又如

历史系张维华说:自己“只满足于自己所搞的那点小天地,欣赏那些点点滴滴的成就,不乐意接触新事

物”,从生活习惯上看,“似乎接近于封建时代士大夫的形式”②等.第四,很多教师存留了旧的教育作

风.在教学中,部分教师除了有意回避马列主义外,还存留了浓厚的旧的教育作风,如:随意请假,自
由散漫;因人设课,教学没有计划;不认真对待考试;不尊重学生;教授内容不符合现实需要;等等.总

之,当时山大教师的思想和心态,明显与«共同纲领»所要贯彻的教育方针不相符合,必须通过政治教

育学习加以改造.

３．华岗的教育思想是重要的主观驱动因素

华岗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教育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教育“属于上层建筑的一种,是
国家构成的一部分”;教育“由社会基础决定”,同时“又跟着基础的变动而变动”;教育虽然不像政府、
军队、法律等上层建筑可以迅速建立或废除,在“变动上是较慢的”③,改革应当循序渐进,但最重要的

是指导思想的变更,只有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才有可能走上正确的道路.他认为,教育应

当为经济建设服务.华岗指出,不是“教育决定经济,而是教育受经济基础所决定”;教育“不是装饰

品,它因社会基础的需要而产生”,因此就“必须为经济服务”,为“社会生产而服务”④.华岗认为,只
有认真深入贯彻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方针,才能实现教育为现实服务的目标.所

以他多次强调:“大学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培养目标问题”⑤;而要培养出适合形势需要的建设性人才,
就必须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以代替旧的大学教育体系.在新的教育体系中,指导思想最为重要,那就

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华岗“站在全党工作任务的高度来看待教育问题”,以“革命家的眼光来认识教育问题”,从“中国

共产党在领导全国人民完成推翻旧制度、建设新中国后工作重心转变”的角度来思考教育问题⑥,所
以他反复强调说:“思想未改造好的先生,要教好书是很困难的”⑦;“人民教师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

者”⑧.作为一个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教育必须为现实服务,而山大教师的思想状况又决定

了其研究和教学很难达到又快又好地建设新中国的目的,因此在他看来,通过政治学习改变教师的思

想、树立马列主义观点,也就势在必行了.

二、政治大课的开设过程

１９５０年代,华岗的政治大课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以某一固定课程为题目的大课,如«共同纲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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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稼、丁巨波等:«山东大学教师对于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自我检讨(摘要)»,«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７期.
张维华:«清除我的封建买办思想»,«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７期.
华岗:«学习‹实践论›和改进教学工作———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在山东大学政治讲座上的报告»,«文史哲»１９５１年第２期.
华岗:«学习‹实践论›和改进教学工作———一九五一年六月二日在山东大学政治讲座上的报告»,«文史哲»１９５１年第２期.
台旭:«多么好的教学环境———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山东大学»,刘培平主编:«战士学者校长»,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４６页.
李玉非:«华岗与建国初期的山东大学»,«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编:«纪念‹教育史研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２００９年９月

１日.
山东大学历史系学生“三反”学习代表团整理稿:«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树立起来»,«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７期.
华岗:«清算教育工作者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６期.



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二是以某一问题为专题的全校报告,如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２日的“全校师生员工

三反运动总结与思想改造动员大会报告”、１９５１年６月２日的“学习«实践论»和改进教学工作报告”、

１９５３年１１月７日的“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报告”、１９５４年３月５日的“«斯大林建设社会

主义学说»报告”等.因专题报告比较零散,下面主要阐述以固定课程为题、笔者称之为“制度化”的政

治大课.

１．１９５０年１ ９月讲授«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课

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青岛解放后,青岛市军管会随即成立了由王哲、罗竹风、高剑秋组成的军管小组.
军管小组进校接管,６ ８月组织初步的政治学习.为使全校师生认清形势、了解党的方针政策,军管

小组安排各方面人士为全校师生作时事政策报告.如６月２日,王哲作了接管后的首场报告,内容包

括接管山大的方针、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国内外形势;６月８日,罗竹风作了“时事报告”;７月,学校组

织“夏令学园”,青岛解放军司令员贾若瑜、市长马保三、团市委书记鲁钊、军代表罗竹风、教授赵纪彬

等,分别为全校教职员工及部分留校学生作报告,讲授时事政策、历史唯物论等.

１９４９年９月开学后,刘导生、孙思白、黄绍湘、郭宣霖等分别为各学院讲授新民主主义论.１０月

初,青岛市公安局局长葛申讲授人民民主专政.１０月中旬,罗竹风作学习«共同纲领»的动员报告.１１
月,学校决定实行上政治大课的学习制度,由罗竹风主讲新民主主义论,并聘请华岗讲授«共同纲领»
和社会发展史.１２月２９日,校委会发布«关于政治大课的决定»,把政治大课列为全校必修课并计算

成绩.

１９５０年１月,在校委会的领导下,山大成立了政治大课学习委员会,由接管干部、教师、学生组成.
学委会设主席、副主席,下设教务、秘书两科,科下设股,负责研究、计划、布置、检查、总结全校的大课

学习.全校学员划分为５院,每院设院委会主席１人,从教师中聘请;院下分班,每班１００人,人数过

少者则２系为１班;每班由学委会从教师中聘请辅导员１人,由学生选举干事２人,辅导员及学习干事

组织各班进行学习;学习基本单位是小组,由７人至１５人组成,每组选正副小组长各１人,具体掌握

本组的学习情况.学习时间的支配、讨论提纲的发布、学习制度的拟定及检查由学委会负责,日常行

政事务工作由学生会学习部负责.教职员工亦依照行政系统划分小组.在政治大课学习委员会的组

织下,华岗和罗竹风先后为全校师生开设了«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课程,其中华岗

关于«共同纲领»的报告,一方面是对全校此前学习情况的总结,另一方面又是全校政治大课的开端,
影响深远.

１９５０年１月７日,华岗在大众礼堂以«怎样用理论与实际结合的方法来学习‹共同纲领›»为题,给
全校师生讲授了第一堂政治大课.在报告中,华岗提出了以«共同纲领»为指导的五项办学方针:一是

把旧山大改造成为新民主主义的新山大,实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二是贯彻理论与实际

相统一的教学方法,采取师生互助与教学相长的态度,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运动,树立为人民服务

的新人生观;三是发扬民主与巩固团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适当进行思想斗争,坚决肃清封建的、
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意识,以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四是提倡爱祖国、
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的新公德;五是鼓励全校师生努力研究与创作奖励科学的

发现和发明,奖励优秀的科学著作及文学艺术作品,以服务于新青岛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①.报告虽

然是以阐发«共同纲领»的精神为主,但是由于充分结合全校师生的思想情况,所以“讲得充实生动,而
不流于泛泛,对某些错误思想有分析与批评,甚至有很严峻[厉]的批评,以致有的人感到震动”.一位

老教授听后感慨道:“如沐春风,如饮甘霖.”②第一次大课后至１月底,华岗又以«共同纲领»为题讲了

两次,同样在全校引起很大的震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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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０年４月到７月,华岗先后７次为全校师生讲授社会发展史,内容分为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

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几个专题,介绍每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特

征,阐述社会发展规律.大课的目的在于使全校师生尤其是教师明了并认同当时的新民主主义社会

和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弄清“历史发展

的方向”,找到“做人做事的正确方向”,懂得“从发展中去看问题和解决问题”①,从而达到让全校师生

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目的.

１９５０年９月开学后,政治大课正式开课.全校一年级新生约８００人,半年学习社会发展史,半年

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由孙思白副教授讲授;二、三、四年级学生及全体教职员工学习新民主主义论,由
罗竹风讲授,该课包括学习的目的与意义、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新民主主义历程等内容,目的在

于使师生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提高师生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总政策的认识,认识到毛

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指导思想,也是建设新中国的强大理论保障②.

１９５１年３月,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合校;４月至７月,学校开展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
学习思想教育共分４个单元,分别是: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及坚决镇压反革命;学习世界和平理事

会重要宣言和决议,订立爱国公约及准备五一劳动节大游行;学习«实践论»及开展对电影«武训传»批
判的讨论;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及参加军事干校活动.在第一单元的学习中,副教务长余修作了«反对

美国重新武装日本»的报告.在第二单元的学习中,华岗作了«关于政治学习中的几个疑问和解答»的
报告,内容主要是对学习政治的认识、抗美援朝和反对美国武装日本、镇压反革命、响应和平理事会号

召及订立爱国公约等问题.１９５１年７月至９月,山大在全校教职员工中开展了暑期党史学习活动.

１９５１年底至１９５２年秋天,“三反”“五反”运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院系调整、学习苏联进行教学

改革等运动持续不断,学校不时穿插时事政策学习,但为教职员工和学生开设的“制度化”的政治大课

仍然没有恢复.

２．１９５３年４月至１９５４年９月讲授辩证唯物论大课

１９５３年４月,学校恢复了因院系调整而暂停的“制度化”的政治大课,重新组织学习委员会,华岗

校长、童第周和陆侃如副校长分任正副主任,各系系主任为委员.由于“提高教学质量、开展科学研究

和改善学校行政工作的迫切需要”,校学委会决定,在全校教师和干部中(实际学生也参加)进行为期

一年的辩证唯物论学习,华岗担任主讲,２至３周作一场报告,全校师生分组讨论一次.其间,因华岗

生病和时事政策学习,大课曾经短时期中断,但是一直持续到１９５４年９月才宣告结束③.
华岗的辩证唯物论大课,共分为１１个专题,分别是:“辩证唯物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宇宙观、

哲学上的两大阵营———唯物论和唯心论”,“宇宙的物质性及其发展的规律性”,“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

二性”,“宇宙可知性及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唯物辩证法的历史根源和科学意义”,“宇宙间诸

现象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
“辩证法的核心———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辩证法和形式逻辑”④.围绕这些专题,自１９５３年４月至

１９５４年９月,华岗共作了３５场报告.其间,除辩证唯物论大课外,华岗还作了«学习斯大林论语言学

著作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特征和意义»等多场时事政策报告.
演讲是一门艺术,渊博的知识、良好的口才、随机应变的能力等都是演讲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但

华岗并没有因为自己具备这些要素就放弃准备.每次报告前,他都要搜集全校师生的思想状况或者

１８１

华岗政治大课与１９５０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①
②
③
④

«关于两年来政治思想教学工作报告»,山东大学档案馆馆藏档案,卷宗号:WSDB１９５１１００３.
«山东大学两年来思想政治教学工作总结(１９４９年７月１９５１年９月)»,«文史哲»１９５２年第５期.
华岗:«辩证唯物论大纲»,上海:华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５年,“序言”,第１页.
华岗:«辩证唯物论大纲»,“目录”第１６页.



建议要求,征求师生们的意见.报告作完后,他再搜集听众的反映,为下次报告做准备①.因为准备

充分,华岗讲课只带一纸提纲,他出口成章,有条有理,深入浅出,而且理论联系实际,常常一讲就是３
个小时.报告记录几乎不需要加工,就可以复原成为论证严密、材料准确、语言精练甚至连引文都一

字不差的论文.
辩证唯物论大课一般是周六下午在“六二广场”(山大校内广场,因１９４９年６月２日青岛解放而

得名)举行.每逢大课,人们纷纷来到广场,找寻最靠前的位置,以便听得更清楚一点.台阶上、树荫

下、草坪中,处处坐满了拿着笔记本边听边记的人,从而形成了山大校园一道独特的风景.政治大课

的听众除了山大师生外,还有青岛市的机关干部、北海舰队官兵、中学教师以及工商业者.因为听众

太多、场地有限,有些单位便自行发放听讲券限制听课的人数.大课开讲前和休息间隙,革命歌声此

伏彼起,洋溢着一派激情焕发、催人奋进的热烈气氛.
华岗每次作报告,都有韩长经、王启新、徐经泽等人负责记录,结束后交华岗本人审定,刊登在«新

山大»和«文史哲»上.其中有些专题还被«青岛日报»和«文汇报»转载,最后结集由华东人民出版社以

«辩证唯物论大纲»为名出版,向全国发行.听过报告后,广大师生联系思想改造、教学改革、科学研

究、如何办好学校等问题分组讨论,全校掀起了政治学习的热潮.如果说华岗关于«共同纲领»和社会

发展史大课的影响主要还在山大和青岛的话,那么辩证唯物论大课则已经走向全国,社会反响十分

强烈.

三、华岗政治大课的优长

华岗政治大课之所以受到山大师生欢迎并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讲授大

课的过程中,华岗理论联系实际,以理服人,基本上达到了对全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

１．理论联系实际

理论联系实际,不为学习而学习,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基

于中国共产党进行政治教育的宝贵历史经验和个人认知,华岗校长在山大的马列主义教育实践中倡

导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取得了良好效果.
首先,华岗校长倡导要清除脑海中理论脱离实际的思想.新中国成立初期,山大教师大多拥有根

深蒂固守旧习气,不同程度地抱有不问政治的纯技术观点、超阶级观点、自由主义观点和知识分子的

优越感,抱有追逐个人名利思想、重视脑力劳动而轻视体力劳动的思想等.只有清除这些不良因素,
教师的言行才有可能改变.在多场报告中,华岗指出了山大教师理论脱离实际的种种表现.１９５０年

１月７日,在«共同纲领»第一次大课上,华岗就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即必须贯彻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的精神,理论学习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联系山大的实际;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决
不能让新旧思想“和平共居”②.１９５１年５月１２日,在“三反”运动总结大会上,华岗详细说明了“三
反”运动的具体成绩,而且着重从理论上进行了总结、概括.华岗告诫全校师生说:“小利益应该服从

大利益,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战术应该服从战略,战略应该服从政略任何时候与对待任何工

作,都应该实事求是.”③１９５２年初,华岗严肃批评了教学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种种现象.他说:“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常常孤立地和片面地看问题,把自己所学得的那一点东西,当作无上宝

物,有一点成就即自高自大,而且十分自负,不愿接受别人的意见,结果陷于故步自封.把个人利益和

小集团利益摆在第一位,不肯从全局和整体出发考虑问题有许多教师的讲义,还是从欧美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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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故纸堆中抽象地搬来的,和今天中国的现实根本脱节.例如有些医学院里教病理学的教授,可以把

非洲、澳洲等处特有的病症说得很详细,而对于中国社会所常见的病症,反而说得很简单;又如讲授植

物病虫害的先生,可以把美国各地植物病虫害说得头头是道,而对于中国农村里面所普遍存在的病虫

害情况,则非常隔膜;再如教文艺学的先生,对于哈姆雷特和奥勃洛莫夫等,可以如数家珍,而对于中

国现代人民文艺,反而异常生疏.有不少教育工作者,都认为学校规模越大越好,院系分得越多越好,
修业年限越长越好,每班学生则越少越好,把资产阶级学校那一套旧型正规当作神圣不可侵犯.如一

个学院一定要分若干系,本科一定要四年毕业,医学院必须六年七年毕业,专修科一定要三年毕业,以
为不这样就不像个大学.在办学方针上,很多都不是从当前国家建设需要出发,而是凭少数人的空想

来定方针,甚至完全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旧规程出发.这种脱离实际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如果不

加以清算和改革,我们的大学教育就不能担负起培养大量高级和中级建设人才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根

本任务.”①１９５２年３月１５日合校一周年时,华岗总结说:“在实际教学工作中,资产阶级思想在我们

这里还占着很大的比重,在大部分课程讲授中,资产阶级思想显然还占着统治地位”②,必须改变这种

局面.
其次,华岗要求广大教职员工将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落实到工作之中.政治大课并不是仅仅要求

大家在规定的时间里去听课,也不是仅仅要求大家在思想上接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更重要的是

要大家听完课后必须将学到的理论贯彻落实到自己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在

«共同纲领»的学习中,华岗强调教职员工必须“检查和肃清自己所有的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

思想意识,并批判那些违反«共同纲领»的思想和行动,批判山大那些违反或不切合«共同纲领»文教政

策的地方”③.华岗认为,教职员工必须面对宗派主义、闹不团结和无原则等问题,并根据«共同纲领»
的原则加以改正.在社会发展史大课的学习中,要经过个人自学、小组讨论、小组长向辅导员汇报、辅
导员向各院汇报、学院向学委会汇报各阶段逐层逐级展开,另外还要广泛交流经验、相互探讨.例如

研讨“劳动创造人、创造世界”理论时,学校就举行了动物系、植物系、历史系、地理系等的教师联席座

谈会,从自然科学方面说明人的由来,批判唯心论思想.之后,为了在实践中体悟社会发展的理论和

规律,文史系参加了昌潍专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农学院参加了全省的农业调查活动,地矿系参加了全

省的矿产调查研究工作,土木系参加了治淮工程,真正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④.１９５１年７月１８日,华
岗在学习党史动员大会上指出,要纠正单纯研究史料的偏向,要联系自己,检查思想作风,开展“忠诚

坦白、进步团结”运动⑤.通过党史学习,学校教职员工中“有的把过去的历史进行了批判认识,有的

检查了雇佣观点与作[做]客思想,也有的批判了过去友敌不分、是非不明、同仁间互不服气、互相排斥

因而产生不团结的错误,也有的检查了自高自大、个人主义、敷衍疲沓等不良思想作风”⑥.通过“三
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广大教职员工加强了组织性和纪律性,如中文系部分教师上课迟到早退

现象“大为减少,基本上克服了”⑦.对此,冯沅君参观“三反”展览会后说:“中文系教师们因请假和其

他原因而浪费的时间的数字(二万五千多小时)使我触目惊心从此以后,几个月来,对于上课和备

课,我较以前格外的注意、努力”⑧.如果说广大师生学习«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之

后将所学知识和理论贯彻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了的话,那么通过辩证唯物论的学习,广大教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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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马列主义指导自己的工作,则可谓更是上了一层楼①.

２．以理服人

思想政治教育只能通过理论和事实进行说服,而不能倚仗权势强迫学习者接受,因此必须以理服

人.而要以理服人,首先必须“知识自信”,自己真正“懂理”,即真正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次

必须真诚待人,凡事以善意为出发点,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不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
首先,不回避不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华岗有着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有些问题并不容易讲解清楚,容易引起误解.对于敏感、难以解释的问题,他从不回避,而是迎难而

上,运用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知识为师生答疑解惑.如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８日在«关于政治学习中的几

个疑问和解答»的报告中,华岗就正面解答了多个问题.一是毛泽东所说的“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

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否与

“存在决定意识”的相原则冲突的问题;二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一部

分,«共同纲领»既然承认了他们的合法地位,为什么还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的问题;三是«共同纲

领»第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有思想、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为什

么“现在又要实行思想改造,剥夺我们的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问题等,从理论上为山大师生的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廓清障碍②.华岗的解释可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他这种不回避问题的精神和做法难

能可贵.在讲授政治大课时,华岗一再强调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特殊性,必须采取“自觉自愿与互相启

发结合”的方法,“思想问题必须用思想方法解决,如果违背这条原则,就会发生毛病,而所谓思想方法

主要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③.华岗积极提倡以理服人,而且还竭尽全力、及时纠正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中出现的偏差,使其在正确的轨道上开展.
其次,以理服人而不是以权压人.华岗政治大课深受广大师生的欢迎,但仍然受到少数人的诘难

甚至挑战,其中物理系教授束星北最为典型.束星北是全国著名的物理学教授,与华岗第一次见面就

发生了激烈的交锋.束星北说,自己“不否认哲学和科学有一定关系,但是哲学是哲学,科学是科学,
两者完全是两回事,所谓关系也只是方法上的关系”;华岗则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论“不仅是具体的真理,而且是一切科学的科学”④.此

后,两人在政治学习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束星北经常提出不易解释的问题,华岗则不躲不避,几乎

每次小组讨论会都到束星北所在的小组与其进行交流、辩论.尽管１９５０年代的华岗拥有较大的话语

权,但他却没有以行政高压的方式强迫束星北接受辩证唯物论,而是从学术的角度、以学者的身份、用
学术争鸣的方式予以解决.为此,他在繁忙的工作中尽量抽出时间学习物理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并出版«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一书,回应束星北的挑战.在该书的“引言”中,华岗说:“我们在学习辩

证唯物论的过程中,曾经遇到一些疑难问题,其中特别是讨论到辩证唯物论和物理学关系问题的时

候,竟有个别物理学教授表现出很不虚心的态度,公然认为‘辩证唯物论不是普遍真理,不能应用到物

理学领域,特别是物理学中的微观世界,完全受自由意志所支配,根本没有什么客观规律可说,也不是

辩证唯物论所能解决’的.有人居然公开声言‘自然科学应该和哲学分家’,要求辩证唯物论不要‘过
问’和‘干涉’自然科学,尤其不要‘过问’和‘干涉’物理学.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声言中所包含的根本

意义,这在实质上是唯心论者对于辩证唯物论的一种反攻.全部科学史已经给我们证明:任何一个扬言

拒绝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科学家,都存心把自己的研究领域引进唯心论.事实上凡是责骂进步哲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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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可避免地要成为最丑恶的哲学体系的奴隶或俘虏”①.华岗在１９５０年代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提倡学

术争鸣、以理服人的做法,令人十分钦佩.即便在当下,也仍然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四、政治大课与１９５０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无论是个人行为还是单位决策,都受一定的思想或理论支配;有了正确的理论指导,必然产生积

极的影响、良好的效果.华岗校长通过政治大课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提升了山东大学师生

员工的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统一了认识,既为学校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也营造了和谐、稳
定的校园氛围.在此基础之上,全校师生共同努力,铸就了山大校史上的第二次辉煌.

１．政治大课使全校师生完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变

在最初听讲“制度化”的政治大课时,教职员工往往只注意名词、概念的探讨,不联系自己的思想

与实际工作,甚至对政治学习抱有不正确的看法.例如:把政治学习看成是很容易的事情,并且将其

与业务学习分离乃至对立;自命清高,厌恶政治,不愿学习;如果非学不可,只好“奉命学习”等.与此

相对应,学校里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认为懂得了革命的“名词”和“术语”,就已经变成新民主主义

的拥护者,不必再学习了;有人认为不应当提倡批评,说“批评”会破坏“团结”;有人觉得自己一切很完

美,没有什么需要改造,山大也不必改造;还有人“接受改造的名词,打走改造的实质”等.当时,校内

校外还有“山大在解放前是解放区,解放后成了待解放区”的流言.在第一堂大课之后,全校很快就掀

起了学习«共同纲领»、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论的热潮,师生员工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
对此,亲历者孙思白也说:华岗“所讲的一切,我不敢说无半点失误,但就当时渴望学习的人说,都感到

满足.从而对刚刚迈入新时代的师生们的觉悟提高,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②.由此可见,政治大

课使全校师生员工加深了对党和政府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了解,基本完成了政治思想和政治立场的转

变,从思想到行动实现了对党和政府的认同,消除了疑虑和不安情绪,从而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

工作之中.

２．政治大课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新领域

听华岗讲授社会发展史后,文史系教师所受震动最大,收获也最大.“他们学习后发觉自己过去

研究历史,只是掌握片断的历史资料,没有把握到社会历史的本质和规律,以致支离破碎地陷入了考

据的泥沼而爬不出来.”③据孙思白回忆,在听华岗讲形势、讲政策、讲马克思主义、讲革命史以及其他

学术专题之后,他“曾征询过几位宿学老教授的意见,他们各从自己的专业特长反映他们的感受,虽然

意见不一,但总的说都认为受到了启发、开拓了思路.有位老人对我说,‘过去自认为读书得间,颇有

心得,于今才知所见甚小’.还人有说,‘听一回报告,真是胜读十年书’”④.由于有马列主义、毛泽东

思想的指导和华岗的引领,１９５０年代前期的山大文科学人,或者独立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或者积极参

与学界相关讨论,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土地制

度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民族问题、«红楼梦»研究、鲁迅研究等方面,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

主义为理论工具,摆脱纯粹考据模式,中外比较,古今联系,融会贯通,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取得了骄

人的成绩,从而为山大赢得了“文史见长”的美誉.客观地说,解放初期的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
旦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都聚集了大批学术大家,山东大学之所以能够在那个学

术巨擘云集的时代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中文、历史两系拥有一批学养深厚的教授固然重要,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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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引领下,率先利用马列主义理论分析和解读学术问题,紧紧抓住时代脉搏,构建符合时代的话语

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可能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
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下,中文系和历史系教师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赢得了学界的赞许,自然科学

领域教师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们通过政治大课的学习,尤其是辩证唯物论的学习,自觉地以

唯物观点和辩证法为理论指导,使自己的研究别开生面.例如:生物系副教授黄浙检讨说,过去认为

“哲学与科学无关,搞自然科学的可以不学哲学,对哲学望而生畏”的观点是错误的,现在已能初步利

用辩证唯物观点和方法来分析、批判有关科学的错误观点;医学院教授金泽忠认识到,“研究科学应该

认识现象,理解本质,掌握本质和形态之间相互关系,理解本质在形态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才能发现问

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并且能够运用辩证唯物观点批判费而修的“细胞病理学”的某些错误观点;
数学系教授莫叶体悟到发展观点的重要,认识到辩证法是科学研究工作的基础,要搞好科研必须首先

学好辩证唯物论,说:“我的教学与师资培养工作,如有成绩的话,应首先归功于辩证唯物法的学习”;
海洋系教授唐世凤认为,“以辩证唯物论来研究海洋学,才能认识海洋的真实性,才能纠正对海洋看法

的片面性与局限性”,“海洋科学只有与辩证唯物论相结合才能使之发展成长”①,认识到海洋具有整

体性、运动性、矛盾性和变异性;童第周通过学习辩证唯物论,提出应以唯物辩证法的范畴与方法,来
武装自己的思想②,并总结说:“懂得了辩证法,才使我在生物研究中有了新的突破”③;物理系郭贻诚

教授认为,只有掌握了辩证唯物论,认识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中才能畅行无阻,事
半功倍④等.

总之,通过政治大课的学习,全校师生从心底真正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仅自觉地将社

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论的思想与方法贯彻到教学和科研之中,而且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指导

下还开辟了更为广阔的学术研究新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３．政治大课助力山东大学向新民主主义大学转轨

由于理论联系实际,学校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如山东大学与华东大学这两所性质不同的学校,合
并后存在种种问题和矛盾.对此,华岗认为应当各取所长,补己之短,互相学习,共求进步,应当秉承

事理兼顾和舍异求同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从而较为圆满地解决了两校合并问题.又如华岗本人虽

然对院系调整有自己的看法,但考虑到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行各业的建设人才,在他大力领导下,
学校迅速完成了国家交给的任务.再如为了提高教学质量,适应经济建设的迫切要求、响应高教部号

召,山大提出了“专业教学,培养师资,整顿纪律,提高质量”的教改工作重点,在专业设置、课程安排、
教研组建立、教材建设、教学大纲制订、教学方法、师资培养、考试制度、论文写作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改革.１９５２年华岗曾提出要把山东大学办成有重点、有个性的学校,此后根据学校师资的实际情况和

国家需要等种种因素,在１９５３年上报教育部«关于我校理、文两科发展重点与方向»文件中明确了“文
史见长,加强理科,发展生物,开拓海洋”的办学方针.凡此种种成就的取得,没有政治大课提倡的理

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指导,都是难以完成和实现的.
由是可见,华岗政治大课由于特别强调政治学习必须联系自己的思想、教学和科研,联系学校的

各项具体工作,联系新中国建设的需要,从而统一了山大师生的思想,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顺利实现了向新民主主义大学的转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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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７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时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
中国风格、中国气派”①,向当代学人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任务.２０２１年５月９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回信中指出,“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

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

国力量”②,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华岗政治大课虽然距今已有７０年的历史,而且也存在某些

不尽完善的地方,但他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立场、理论联系实际的导向、马列主义大众化的做法

等,无论是对当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乃至使世界更好地认识

中国、了解中国,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应当认真总结和倍加珍视.

PoliticalEducationLecturesbyHuaGangandGloryofShandongUniversityinthe１９５０s

XuChang　LiuXuesong
(SchoolofHistoryandCulture,ShandongUniversity,Jinan２５０１００,P．R．China)

Abstract:Inth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duringtheearlyyearsofnewChina,President
HuaGangofShandongUniversitydeliveredpoliticaleducationlecturestothewholefacultyand
studentssoastofollowouttheculturalandeducationalpolicieswrittenintheCommonProgramof
theChinesePeoplesPoliticalConsultativeConference,thusfacilitatingShandong Universityto
transformfromaninstitutionofNewDemocracytothatofSocialism．PresidentHuaslectureswere
elaborativewithsystematicalinterpretationandintuitiveexplanation,whichhavegreatlyimproved
theideologicalawarenessandtheoreticalleveloftheteachersandstudentsofShandongUniversity,

broadenedtheirhorizonsandresearchfields,andlaidideologicalandtheoreticalfoundationsforthe
gloryofShandongUniversityinthe１９５０s．
Keywords:HuaGang;Politicaleducationlectures;Shandong University;１９５０s;Thechangeof
academic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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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岗政治大课与１９５０年代山东大学的辉煌

①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强调: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８日,第１版.
«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１日,第１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