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漫话“五大”时期华西坝上的学生社团

金开泰

华西坝为青年开辟了求学上进之路。“五大学”时期的华西坝，专家云集，

学子咸至，虽国难深重而弦歌不绝，在抗战建国中展现了蓬蓬勃勃的生机和大

无畏的英雄气概，造就了大量的优秀人才，是华西坝历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也

是迁来各校最值得书写的光辉一页。这自然源于学者们爱国、追求独立、民主

进步的时代精神及各方前所未有的协合包容、精诚合作，同时也得益于多种多

样的学生组织，凝聚共识，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增长学识与才干，自我革新，

增进友谊、团结进步，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气象。

1942 年燕京大学在成都复校与华西坝上的四校联合办学，取代了已迁出的

中大医学院。五大学都有基督教办学的背景，早期宗教列入必修，课堂可以传

播宗教，但信教与否是个人的自由。在向中国政府立案后，宗教改为选修，宗

教的传播主要靠课外的组织进行，学生自愿参加宗教团体，随着社会文明的进

步，演化为自由结社的格局。正如燕京新闻的一位记者写道 ：“燕大的团体活

动，向来是有名的，他们自己常拿来夸耀。当一个新同学进了学校，便会受到

各色各样团体的欢迎。老同学和颜悦色地告诉你：到燕京来念书，不参加团体

活动，是放弃了一种享受的权利。”团体有吸收成员的需要，个人也有进入团体

的愿望，团体便成了校园内的砖石花草。1942 年《燕京新闻》对华大学生团体

的调查称：据华大学生生活指导室的统计，该校学生团体共有 80 余个，而最近

新成立，正在发起中的团体，尚不在内。金大 1940 年学生团体一览：“本校同

学因学术志趣相合，或联络乡籍友谊，而互相结为团体者，历来甚多。二十六

年（1937）春在京时团体总数已达 59 个，由此可见同学对于课外活动的一般。

迁川后，虽未达往日之众，然在实质上，充分表现蓬蓬勃勃的朝气，殊为良好

现象。”列出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等 19 个。可见各校的学生团体都很兴盛、

翻检这段历史，由于时政的变化，学生来去的流动，组织的聚散，史料的不

全等等因素，要完全说清有多少学生组织，它的发展演变及活动，是极其困难

的，但从仅有信息选取一些似乎也可以为关心的朋友们提供一个梗概。

多种多样的学生组织，按组成结构分，主要是两大类，一是与学校组织相适



应的，如校学生自治会、院会、系会、级会等，一是按学生志趣相投的结合，

如音乐社，戏剧社；按性质可以分为政治性、宗教性、学术性、文艺性、联谊

性等。各校大体相同，下面试分类，举例简要介绍：

一、 政治性团体：

华大三青团中央直属团部。三青团是 1938 年由国民党主导成立的青年组织。

随后也就进入了大学。在华大称中央直属分团部，下设区分队。通常要拉拢一

些知名教授帮助撑持门面，方叔轩曾作过主任，周少梧长期任书记。同时与学

校的训导、学生生活指导结合，发展团员和开展活动。在早期配合政府的抗战

要求组织参加夏令营，开展新生服务，平民医疗服务，发动抗敌救援等。如 1940

年 11 月组织华大征衣冬赈音乐会于 15、16 日两次在事务所大礼堂演出，26 日

再加一场。音乐会在校长、唐波徵、方叔轩、周少梧等的指导下，动员了 12 位

教授 130 余位同学，努力准备。出席演出的有张岳军、贺耀祖、航空委的俄高

级顾问等。还积极与坝上其他学校的团部密切联系，如 10 月 23 日与金大团部

联合招待中央大学青年团西北考察团，交流经验。1943 年 10 月“青年馆”落成，

有了固定的活动场所。但随着抗战后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三青团积极维护国民

党统治，与进步学生对抗，破坏进步学生的活动，许多人也为自己留下了厄运。

 成都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协）。1944 年 10 月 15 日由“青年民主宪政促进

会”的秘密小组发起在文殊院成立，是中共领导的进步青年的统一组织。后改名

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协会”。华大的贾唯英、刘盛舆、彭塞参加了会议。协会的任

务是团结青年学生，开展民主运动，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

后胜利。贾唯英回来后建立了学校的民协组织，发展了第一批会员。

民协之前有“时事研究会”，是 1944 年由哲学系的彭塞、刘盛舆共同发起，

由彭塞出面登记，以剪报加按语揭露国民党，宣传共产党，放在办公楼前面的十

字路口。还有 1944 年 9 月贾唯英与燕大刘克林发起，在新都桂湖成立的“未名团

契”，（纪念鲁迅的“未名社”和不忘燕大未名湖），（1946 年更名蓓蕾团契）。请燕

大进步教授、教务长沈体兰作顾问，是华西第一个进步团契，受到南方局组织部

长于江震的赞扬。这些进步的学生团体引导了许多青年走上了革命、成才之路，

为中国的进步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二、 全校性综合团体



学校以养成学生自治精神，及办事能力，并增进同学友谊，作学术之研究，

有学生自治会之设立，每学年之初改选职员一次，负责推行会务。其机构是主

席之下设有四部：学术部、事务部、合作社、平教会。有一个巨大的组织系统。

下面是 1936 年的华大学生自治会的机构与职员

学术部下设有体育股、游艺股、研究股、出版股；事务部下设有文书、会计、

庶务、卫生、交际股；其他下直接设职员。女子学院亦有女子学生自治会。 各

校同样，搬迁中暂时未能继续，来成都后又即时恢复。如燕大 1942 年 9 月初再

度改选，由吴华英、高长山分任主席，钱宇年、赵倩、王维明任委员，并组成

了执委会。     

三、院、系的学术性学生团体



各校学生组织的学术团体除全校学生自治会外，尚有各院系科学会的设置，

如文学院有文科学会，理学院有理科学会，医牙学院亦有医牙科学会，其机构

和职员名称不尽相同，但功能基本一致。如理学院是总务主任、学术主任、体

育主任、文书、交际、会计庶务、出版、演讲、速记、游艺等；医牙学院则是

会长、中文书记、英文书记、会计、学术演讲委员、交际 、会刊编辑、俱乐委

员、庶务等。职员定期改选。

各学会都有其章程，如华大理学院生物学会简章有七章、十四条。包括总则：

名称“华西大学生物学会”；宗旨研究学术敦笃友谊；图记正方长条各一颗；会

址生物系教室。会员：正式会员本系同学；赞助会员，本系毕业同学；名誉会

员，本系教员及有关职员。组织机构：主席一人，书记一人，会计一人，采集

一人，俱乐兼体育一人。职员选举及任期：学年终期由全体会员以双记票选举，

任期一学年。会期：年初年终各一次常会，每三、四周一次学术研究会一次。

会金：常金，正式会员必纳之，每期大洋五角；特捐，由名誉会员、赞助会员

自由捐。附则：通过生效；未尽由三人以上提议，全体通过修改。（校刊 1934

年 12 月六期华西大学生物学会简章）

其他各校亦有这类团体。如金大 1940 年学生团体一览：列出中国文学研究

会、政治学会、南   社 、课余联欢社等 19 个团体。

此外也有跨校的专业性学术团体，如金大沈祖棻、程千帆等指导的正声诗词

社，社员有金

大、华大、川大

等校爱好诗词的

学生，先后有社

员 14 人 ，学习、

讨论、创作、发

表传统诗词。 右

为正声诗词社成

员，后排右 1 为

刘国武先生。

       



四、联谊性团体。

按学生年级、来源地区或在校学生、毕业生校友等组成的团体。其主要的增

加彼此联系，增进友谊。如华大 30 级级会于 1941 年 3 月 16 日在女大院礼堂举

行成立大会，到会有张校长等 20

余人，各级会代表 10 人及该级男

女同学 120 余人，会场书有级训、

级呼名词外，印刷了级歌，来宾及

会员签名入场后，首由颜瑞生主席

如仪，报告成立经过、意义和未来

前途之希望，及由张校长等嘉宾训

词。级会主席、文书、会计、事

务、干事等职员介绍、宣誓后，举

行游艺表演。该级级歌由姜蕴刚作

词、刘才斌谱曲。该级会后来组成 

了“而立剧社”选出了社长韩子斌

等负责人七人，聘请张凌高等顾问

八人。建立了足球队，篮球队、排

球队、女子排球队。（级旗、级歌）

全校还设立了毕业同学会，其下有医科学会，牙科毕业同学会，华大药学社，

华大教育座谈会，华西社会科学学会，华西通讯社等，都有自己的会刊；各地

校友亦同时设立地区性校友会。1944 年在学校发起的募集基金中，毕业同学会

募得了

2734357.

4 元，献

给了学校。

（华大校

刊 1945

年 12 月复

刊第三卷



四期：自己的结合——介绍在蓉毕业同学会的团体用其刊物）。在校内还有来自某中

学或某地区同学组成的校友会。上二图为华大毕业同学会为校募集的基金。

其他几个学校亦有同样性质的团体。

联谊性团体中也有因共同兴趣、跨学校组成的团体，如野猿队(Champanzee)，

是由崇尚一种古老淳朴生活情趣,以助人为乐，坦诚待人，服务人群为宗旨的学

生团体。召集人为金大的万庆恩、魏国声，华大的胡乐义、王传恩。聘请了顾

颉刚、蒋翼振为会长，华琴声为顾问。

野猿队在跳

锅庄，左 2

王翰章，选

自《翰墨荃

馨》

五、宗教性团体

华大基督教促进社：五大学都源于基督教会建立，宗教性团体是由参加基督

教的学生或同情者所组成的团体。远在 1929 年即已开始组建，在张志新先生和

启真道院长的热心指导下，参会者日众，于 1934 年正式成立“华大促进社”，

专司校中基督教团契组织，经常办理春令会、夏令会、退修会，难童、伤兵、

工友等服务工作。据王堤生先生说，它的发起人是吴耀宗，虽挂基督教之名，

但不属于那一个教会，而是一个独立的学生组织，主席也不一定是基督徒，许

多成员后来都成了民协成员。促进社的组织要素是小团契。团契是基督教会中

的社团。通常以青年为对象。它译自英文的 Fellowship，意为基督教教徒之间

的团结与契合，故成为教会教徒组织的名称；华大促进社下，第一批有九个，

（之介、玉士、谦和、圣光、协辉、伊甸、星星、太阳神、佳音）各有 20 余位



契友，顾问中有刘之介、刘桂芳、张绍英、文幼章、吴耀宗、苏维廉、胡秀英、

邱渊、李安宅、杨介眉、罗忠恕等数位先生。每周举行一次常会，大多在顾问

家中。内容有灵修、讨论、专题演讲、读书报告、游艺、音乐、野餐、联欢等

节目。虽各有其特点，但家庭化精神是彼此相同的。另有 100 多人参加一些活

动。（华大校刊 1945 年复三卷 4 期 8 华大促进社概况）

李安宅与 1945 年 3 月成立的协辉

团契的契友们，选自《华西坝风

云》

１９４５年４月成立的伊甸团契在青城山

聚会，后排右２为彭塞，选自《华西坝风

云》

国民党在私立大学虽在教师中发展了党员，但多数是名义性，态度是疏远的，

团契却处于比较宽松的环境，抗战后期为中共地下党、民协提供了活动空间，

组织相关团契，开展进步活动。由民协老同志编辑出版的《华西坝风云录》中

还列出了许多由民协或外围组织建立的进步团契，如牛津团契及相继建立的有



1946 年的杜迦团契（女生），1947 年的长明灯、北极星团契，1948 年的农家乐

团契，1949 年的哈佛、新绿团契等。

促进社职员由公推，1945 年主席有蔡怀诚、苏振源，设有文书（王友竹）、

总务（王法生、范鉴）、会计（郭荣良）、灵修（姜媛长）、出版（向光钦、齐光

惠、史春芳），游艺（陈明道、胡嘉倩）、服务（丘明、陈子杰）、联络（朱爱源、

罗奇芳），各小团契派一人参加。当年各部的计划是：联络部：组织小团契并联

络之，每月举行社员大会，联络校外团契。灵修部：举办钟楼灵修礼拜，每星

期日午前 7.20-8.20 ，风雨无阻；于钟楼礼拜时举行系统演讲，促进个人灵修。

出版部：每月出版促进社壁报一次，披露动态于校刊或日报，需要时出版刊物，

送各大学团契。游艺部：组织促进社歌咏队，定期举行音乐会，举办圣诞同乐

会，小团契间的运动竞赛。服务部：组织工友团契，办理工友夜校，平民识字

班、妇女手工班，医药服务及农村拜访，举办寄卖筹集服务基金（此项已于 9

月 29 日举行 成绩尚佳 ）。（华大校刊 1945 年 11 月复刊第三卷三期 华大促进社

概况）

燕大团契来成都后于 1942 年 9 月 18 日筹组恢复，10 月 3 日选出主席涂莹

光等职员，成立了甘霖、启明、斌晟几个小团契开展活动。

六、文艺团体。

学生文艺团体五花八门，在五大时期盛况空前，既有各校自己组织的，还有

自由结合组织的，也有联合组织的，最负盛名的是五大学歌咏团。

音乐是自古以来人类情感的自然表达，基督教借音乐表达对主的热爱以及

心灵深处的祈求。在基督教的各种活动中，“唱诗班”总是重要表达的一环，给

人以无限的感情遐想。华大一建校就十分重视音乐。1914 年‘在没有正式组织

音乐班级时，华大的学生和中学的男孩子们已经自发组织起一个音乐协会，并

且相当热衷于这项事业。’‘一些男孩子在上罗成锦夫人的课，另一些人在上戴

维斯夫人和约斯特的风琴课，还有一些人组成了横笛、长笛和鼓乐队’。1917 年，

美以美会的戈尔伯特先生为师生们成立一个‘格里俱乐部’，组织演唱三、四声

部合唱。1924 年女子入学后，要求选修音乐的多而强烈。1925 年，华大成立了

一个音乐委员会，由叶慈任主席。30 年代早期，张凌高校长正式任命林则夫人

为艺术部主任。1930 年成立艺术系，分音乐和美术两组。一年两次的音乐会和



美术作品展览常邀请校外来宾。有许多造诣很高的音乐人才，如汪德光小姐

（Minss Wand）、德乐尔小姐(S,B.Downer)、刘延龄(R,G.Agnew)、胡祖遗夫人

(Wrs.Wilford) 卓 伟 夫 人 (Mrs.Olin Stockwell) 、 孟 克 明 夫 人

(Mrs.J.E.Moncrieff)等，他们发挥了引导、组织、训练作用。

歌咏方面：1937 年抗战时期，坝上有“抗敌宣传三团”、“五大学生战时服

务团”。利用歌、剧是最好的形式，于是有歌咏队、话剧队、宣传队，到各地宣

传演出。1939 年师生组成了合唱团，由汪德光指导排练，刘延龄指挥，德乐尔

伴奏。1940 年曾参加成都市的歌咏比赛，派出男女生 40 人的阵容。北方大学迁

到坝上后，师生组成了五大学歌咏团，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苏特莱德小姐的音

乐系做出了杰出贡献。著名歌唱家喻宜萱常登台演出精彩独唱。1940 年到重庆

演出，后又在成都电台播出，轰动一时。1942 年连同新旧队员，达 180 人。下

图为刘延龄（中）和他指挥的歌咏团。

金大迁川后除参加五大歌咏团外，有联合唱诗班、青年学生会歌咏团、弦

乐队、口琴队之小型音乐队多起。1942 年 11 月 17 日金陵大学合唱团正式成立，

名誉团长是陈裕光校长，陈竹君、朱汇源、司乐堪诸先生分任顾问。它是金大

团结的表证，是金大生活中辉煌的一页，是学校灵魂的一部分。12 月 1 日 晚

“我所爱的大中华”的歌声轰动了冷静的坝子。（金大校刊 315 期）

金女大在战时服务团中建立了歌咏队。金女大设有音乐系，音乐舞蹈是她

们的强项，每学期之末向有音乐表演招待会。齐大亦有自己的合唱团。



音乐方面：韵社（四大学管弦乐队），燕大加入后为五大学管弦乐队。1943

年各大学具有这方面才能的同学为求得研究高深乐理的机会，利于普遍观摩，

组织一个范围较广之联合管弦交响乐团，团员 30 余人，请金女大教授沈祖英、

赛德曼女士、燕大的斐雅瑟女士等担任荣誉会员，由范应芬主持团务，

Miss.Graves 充任指挥，拟五月公演。

戏剧方面： 1938 年 4 月由秦志廉、王治瀛发起组成了华西学生救亡剧团，

聘唐波徵、郑德坤指导，通过了章程。由舞台演出到街头演出，加入救亡歌咏，

音乐与戏剧打成一片，深入民间宣传抗战。（华大校刊 1938.4）1939 年 3 月成

立了王治瀛、韩子斌 50 余人组成华大平剧社，周允文等为顾问，确定了平时和

演出时的机构，筹演“骂殿”、“四进士”等。（华大校刊 1939 年）

此外还有而立剧社（华大 30 级同学建立）、壬午剧社、金戈剧社、金陵国

剧社、益友剧社，金大国剧社，金大黎明剧社；燕大的海燕剧团等。各校外文

系还有英文剧团体，组织演出英文剧。

除了上述学生自己组织或参与的团体外，在华西坝上还有一个为学生服务的

团体“学生公社”。“学生公社”（StudentsCentre）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华

基督教女青年会联合设立的全国学生救济委员会，是一个为战乱中流离学生提

供帮助的公益服务机构。在学校比较集中的地区建立了“学生服务处”，由教会

派人主持。几大学南迁华西坝后，中华全国基督教青年会与女青年会及成都市

青年会、女青年会与五大学联合建立了成都市学生救济委员会，作为筹资、管

理、监督机构。主席是孙君健，委员有罗光璧、钟国英等人。在华西坝设立学

生服务处，坐落于事务所北的一座平房里，后来改称学生公社。先后任过总干

事的有施如璋、邱渊、吴德华、凌道新、华长吉、王文兆等。（王曙生供：华西

坝学生公社）。

金陵大学学生公社负责人美籍芮陶痷（Mr.Roy）也继续在学生公社负责。王

翰章回忆中曾找过他安排工作。1942 年 11 月 3 日芮陶庵与中国学生救济会的江

之汉赴西北参加学生宗教年会，历经汉中、城固、宝鸡、西安，在西北联大、

西北师范学院等校作演讲，历时七个星期，推动设立学生公社，举办救济学生

工作。公社还聘用一些学生参加服务工作，如 1944 年暑期五大学有 14 人在此

工作。公社开展服务、救济、文娱、宗教性活动。特别为进步学生提供了有利



的活动条件。1944 年 3月学生公社辅导委员会成立，主任李怀义，组织了 10 多

次中西文比较的系统演讲。（下图为学生公社开幕典礼，选自《翰墨荃馨》）

如此众多的学生团体，在课外为学生提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他们在其中

既可扩展、深化课堂知识，也可以吸收新知识；还可以按照个人的兴趣和喜爱，

找到表达他们能力的新途径；所有学生团体都有师长作顾问，在老师言传身教，

师生、会员和谐共处中培育了相处及交际能力；这既为进入社会作了准备，而

且知识及应用知识的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等综合起来，利于促进人的个

性的全面发展，对个人一生和社会都极有价值。正如燕京新闻采访者所写道的：

“我们进学校为的是念书求学问；可是大学里面，还要学习如何把你学得的拿

来应用。团体生活可以训练你将个人和团体联合起来，给你将来进入社会的准

备。今天我还听到一位同学说：燕京的同学，是最有政治修养的。如果他的活，

不太自负的话，我想燕大的团体活动，在这一点上最有贡献的。”“燕大是块自

由的园地，这些小团体就像一朵朵的花，在里面得到培养、和成长，也因为有

了这许多的花，燕园便现出繁荣的气象。有人曾说：燕大一家的精神和‘因真

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都将在这些花朵上收得成果。”同样记者在调查华大

的学生社团后也说，既使只介绍了一部分也可以看出“华大同学对课外活动的

热心和对课外知识探求的努力。”“华大同学的生活沐浴在团体活动中，他们的

生活是活泼的热烈紧张的，他们过着德智体‘群’四育并进的生活，他们一面

公开的社交，一面严肃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