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之光照亮华西坝

                       金开泰

现代体育是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为了强健国民体质，应对环

境和疾病的各种压力，更展现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促进人类文明的伟大进步。

抗战前华大的体育活动

华西大学建校之初，四川竞技性的体育活动尚未开展，人们对体育竞技知之

甚少，缺乏相应的观念，着装依然长衫马褂。客士伦夫人在日记中写道 “在早

年，华大的教学要求学生们进行体育锻炼时，衣着长衫的大学生们是排成一个

圆圈由一位向另一位踢或扔篮球。喜爱体育运动的传教士进一步开始在中学和

大学教授学生时，情况也是如此。”（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按现代大学的规则，

大学开初就把体育排入必修科目，立案后一、二年级仍是必修，不及格者不能

毕业。为提起学生运动的兴趣，形成运动风尚，实行以宿舍为单位核算体育成

绩。规定每一宿舍之体育成绩，与他一宿舍比赛。例如某舍有 30 人，其跳高成

绩即以 30 人跳高之平均成绩为该宿舍的成绩，其他各项，以此类推，然后将各

项的平均成绩加上，则为该宿舍的总成绩，使学生互相督促，人人参加运动。

每年开春秋运动会，以宿舍为单位比赛，兴趣亦甚浓厚。更特殊的是当时的运

动会中，上至教职员，下至工友也都参加。与此同时，在建校中也建立体育设

施，既有体育场，大中小学都有各自的足球场，大学的足球场是当时成都最好

的 足 球 场 之 一 ， 其 他 设 施 在 当 时 也 是 堪 称 完 备 的 。 在 丁 克 生

（Dr.Frank.Dickinson）、詹尚华(A,E.Johnes)、白道明(P,M.Bayne)、布礼士

(A,J.Brace)等的带动下，引进了许多西方的运动项目，篮球、网球、排球也得

到了开展，并组成了各种运动队。副教务长罗成锦热衷足球，手中握有一本那

时候成都稀见的《足球比赛规则》。学生们在比赛中每每遇到争执，都要去请“罗

洋人”裁断。1925 年在杨森的支持下，四川召开了体育运动会，华大学生的成

绩非常突出，一开始就几乎全部项目上羸得冠军，遭到了其他学校的抗议，为

了平息，运动委员会只好设置两套项目，一套给以公立学校的学生，一套给华

西协合大学的学生。

生物学教授丁克生发表：“运动在中国民生教育中的价值”，由毛燮均译成

中文，一再阐述现代体育对个人、国家、民族的意义。他写道：良好的运动家，



必自健壮的体魄，运动益增进其健体之发育。强体可以增进其能力。良好品性

之养成亦运动产物之一。竞赛或有组织的游戏，最能吸引数万之观众，益人神

志，竞赛的成功，在于精明的决断，良好的记性，敏捷的思想及规则的熟悉，

尤其能洞察对方的心理……。今日之教会，不惜巨资，特置场地，提倡种种的

运动。运动又不只造成强壮的体魄，勇健的精神，敏捷的心思及高尚的理想，

更且培植养成领袖之人才，必也创作、有为、坚忍、诚实、果敢，而运动既可

以发展此种种德性也。在有组织的游戏中，无贪无富冶于一炉。遇有大规模的

竞赛，则奋力为其团队及学校之光荣而竞争，甚至牺牲肢体生命而弗顾也。例

如划船划手直到精疲力竭；骨折体伤而勇往直前；跑步鞋脱亦赤脚而获第三

名……盖彼等深信一校、一乡、一国之光荣，全系彼等一往直前坚忍不挠的精

神。有组织之游戏打破一切种族及宗教轸域之见。余敢断言，使中国不珍视运

动之调练，而引为国民生活之要素，决不能促进一国之荣昌，及国际间的友谊。

一国之运动场之地位，乃其民生状况及其在国际上地位之最好指数。（华西大学教

育丛刊 1928 年）

1931 年副校长宋道明总结华大体育的成绩时提到了他出席 1930 年在上海

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所受的教益，所有的参与者都意识到了“发展体育运动的

可能性”。随后他叙述了华大学生在教育部赞助的省运动会上取得的成绩，华大

包括华西协中参加了运动会，华大没有参加足球和篮球的比赛，只参加了田径、

排球和网球的比赛。会上还有田颂尧部队的 50 名运动员，还有来自重庆的强大

代表团。华大的田径以 70 分名列第一，成都国立大学 30 分名列第二，成都市

代表团以 20 分名列第三。网球、排球华大均得冠军。（黄思礼：华西协合大学）1932

年医科毕业生吴和光参加成都市民运动会，以六十秒又五分之一的成绩夺得四



百米栏冠军。牙科学生夏良才以十二秒又五分之一的成绩夺得一百米赛跑冠军，

以十九英尺六寸又六分的成绩夺得跳远冠军，同时还取得两百米赛跑第四名。

1933 年理科毕业，在外地多年后又回到成都的卢邦本 1946 年写了一篇“华

大体育风尚的今昔”，尽管他在文章中批评了 45 年前后华西坝体育的消沉，但也

充分的描述了 30 年代华大的体育活动蓬蓬勃勃的状况：班际、舍际、院际间的

各种球赛，经常举行。赛毕习惯用地瓜、花生和橘子招待友队。除了代表班、

舍、院的球队外，还有代表校向外比赛的球队，名“大球队”，能被选入充任大

球队的队员是无上光荣，自然英雄自居，同学们都引领颠望，求之不得的。每

年春秋两季，学校都要举办一次运动会，春季举行田径赛，属选手制，偏于个

人的发展。秋季的运动，偏于大众化，是一种团体比赛制。以宿舍为单位，医

科在四圣祠实习的老大哥们也毫不示弱，而自成一个单位。篮、排、足、网、

乒乓，都要揗环比赛，而定冠军亚军。开学后一周，学生会职员选定，体育部

负责人便同校体育主任和一些教授们合作办理各项比赛。因比赛的种类和次数

之多，除非下雨，几乎每天都有，大约延续两月，球类比赛才告结束。然后再

有一天举行跑、跳、及拉杠等运动。除生病请假外，全宿舍同学都要参加，而

以平均成绩定等第。我在华大中念书的几年间，这两种运动会年年举行，从未

间断。（华大校刊复刊第四卷二期 1946.11.30）

抗战时期华西坝的体育活动

抗战开始北方的几个大学迁到华西坝，虽然人员拥挤，生活艰辛，但各校也

是一直重视学生的体育活动，并联合开展了各种现代体育竞赛，积极推动成都

市体育活动的开展。

各校对体育运动的安排皆有章可循。改体育为学分制，每人必修满 8 学分，

始可毕业外，又鼓励学生之课外运动，所以每学期中之舍与舍，系与系，或级

与级，院与院，甚至教职员与学生间之球类比赛，都时常可见。此外学校对于

运动设备，也非常注意。行政机构一再加强，在训导处之下除设体育委员会之

外，又有体育组，体育主任、体育教师专以指导学生体育活动。对新生各项技

能的测定也有具体的标准：单杠引体向上三次；铜球掷远 6 公尺；长跑不限距

离 5 分钟；急行跳远 6 英尺；俯卧撑 15 次。每学期皆有具体的实施规则，并通

过定期聚会，落实到各项运动的组织与管理。华大 1939 年在“体育实施计划”



中称：本校依照教育部规定组织体育委员会主持全校一切体育事宜，决议事项经

校长核准后，交体育主任负责办理，其设施目的，注重体育之普及化，务使全

体学生均得有锻炼体格之机会。其中规定：甲：训练目的：一、适合本国情况，

体育原理，旅行普及化之体育教育，锻炼学生强健的体魄，为复兴民族之基础；

二、训练务取严格，恪遵规则，使学生明暸体育之真价值，从体育教育中养成

学生高尚的品性。乙、实施办法：一、晨操：每日在升旗后举行；二、体育正

课：为各学院一、二年级学生必修科目，凡成绩不及格者不得升级或毕业；三、

课外运动：本校各宿舍前有各项运动设备，每日课后学生须一律参加运动。丙、

比赛：1、本校每学年按季举行各种校内比赛；2、各种比赛之单位，由学生自

由组织，以谋普及；3、各种运动规则，一律遵照全国运动大会所规定；4、各

种比赛的优胜者，得由本校给予奖励，以资鼓励；5、凡学生对于某种运动有特

殊成绩者，得体育委员会之允许，可用本校代表名义，对外参加比赛。（华大校刊

1939 年 7 月 1 日）学校还发动组织课余技巧队，由陈明道、陈国选召集，其项目

暂定单双杠、木马、跳箱、及垫上运动。

燕京大学 1942 年 10 月 2 日在成都复校，体育设施非常欠缺，但经过几星期

就做出决定：一、体育必修课，凡燕大学生均须选修；二、提倡学生课外活动，

每日课后望每个同学均须参加一次运动；三、对外各种友谊比赛；四、注意教

职员与工友的运动事宜。第一项由弓清源先生和卢惠卿女士上负责外，其它三

项拟请正在途中的吴润芳先生负责。（燕京新闻 1942.10.17）限于比赛场地，每年

多举行体育表演，如 1945 年 6 月 16 日的体育表演，节目达 14 项之多，如采花

舞、踢踏舞，梯上运动等，同学均长期训练，技术纯熟。

金女大建立有体育系，对女生的体育训练非常出色，在女子各项运动竞赛中

总是成绩卓著。每年尚有体育日，进行了体育表演。1944 年 3 月 26 日的体育日，

观者如云。有垫上运动、跑马、木棍操，6、8 人的团体操等，最引人发笑的穿

衣比赛。（燕京新闻 44.4.1）

现代体育最重要的特点是开展竞赛。各校都十分重视组织竞赛，在校内延

续了前期，力求丰富多彩，吸引更多的人参加。华大 1942 年体育半年报中称：

宿舍球类比赛各宿舍均能按时到场，各舍尚有啦啦队到场助兴，获得决赛者，

次日该会必“打牙祭”，以示庆祝。到 11 月底，三球赛已结束，篮、排球冠军



皆为广益宿舍获得，明德宿舍获足球冠军，并有安排表示。（华大校刊 1942 年第一

期(1 月 15 日) 金陵大学 1940 年院际篮球赛于 3 月 24 日开始，报名能加者 10 队，

教职两队。农经队夺冠。院际排球赛，理学院夺冠，文学院亚军。院际垒球赛

开始。（金大校刊第 279 期 1940.10.10）系际小排球赛，每队 6 人，参加队 14 队，

男女混合制。分际字和系字。

在坝上大学间的校际竞赛也极其热烈。

1941 年寒假期间华大体育室联络空军、金大、军校四校进行足球赛，第一

场本校对空军，结果三比二，本校第一次获胜；最后本校与金大进入决赛，上

半场本校攻进一球，下半场金大改守为攻，队员勇猛之下，将本校队员李兴珏

左肩骨踢伤，复将本队守门沈怀信之食指折断，肌肉踢去一块。（华大校刊 1941

年 3 月 15 日) 桂林东方足球队来蓉，虽然业余难比专业队，但各校足球队皆与之

较量。

1941 年 6 月 18、19 两日，举办外南专科以上学校联合运动会，不料开幕之

日本校长跑健将蒋俊怀，抱病出场，短跑圣手朱希涛复感伤寒，对本队之精神

不无影响，但经队员的最后努力，尚能挽回三项第一（田雪畔 400 米中栏、郭

英帜三级跳远，1600 公尺接力）六项第二。（华大校刊 1941 年 7 月 4 日)



1942 年华大、金大、齐大、金女四大学举行田径赛，男子金大夺冠，女子金女大夺冠。

1943 年在本校发起联合运动会，征集各大学意向的推动下，全市大中学生

秋季运动会于 11 月 12 日举行，49 个学校 1800 多男女健儿角逐沙场。田径项目

76 种之多，团体表演亦种类繁多。但本次不设锦标，参加队给一纸纪念状，优

胜运动员发奖章一枚。15 日结束，坝上各校举行了火炬游行。华大此次运动会

获总分 183 分，居各校之冠。获得第一名的有 15 项，打破市记录的 6 项；（其

中男女接力 5 项；本校短跑名将梁明星 100、200 米短跑，皆破市纪录；制药四

年级学生熊奉云 800、1500、5000 米中长跑；医科学生余永厚跳远，破市记录；

外文系学生林汉水三级跳远；女子牙科三年级学生郭媛珠 50、100 米，跳远，

三项皆破市记录）。二名 14 项；三名 7 项；四名 5 项；五名 6 项。（华大校刊 1943

年 11 月 30 日)齐大虽然人数不多，但此次亦获 97 分，为大学组田径第二。金女大

参赛选手 24 名，在大学女子组夺冠。跳高、铅球、200 米、80 米低栏、200、400

米接力均获第一，200 米接力还打破全国记录。至于篮球比赛男子组齐大夺冠，

女子组金女大夺冠；此后，到 1949 年体育活动依然经常开展，但没有这样大规

模的运动会了。

对这一胜利华大全校欢欣鼓舞，在何文俊、姜蕴刚等一批教授的提议下，20

日华大举行祝捷大会。协中、高琦今春参加外南六中学运动会，成绩皆属冠军。



协中本次运动会在中学组亦属冠军。会场在教育学院门前的广场上，合四校（华

大、协中、高琦、弟维）3000 多人参加。赫斐院前搭了一个台子，正面舞台背

景是一个凯旋门式的立体图案，罩着一层青色帐幔，庄重神圣。四根大柱上有

四盏煤气灯；广场周围每隔一丈挂一红灯。台下安放了各单位聚餐桌，下午四

点开始开会，张校长、刘教导长及姜蕴刚教授等致词，单位代表讲话，报告成

绩。举行联合大聚餐。餐后红灯亮，游艺开始。有化装、表情比赛，邱奇才、

彭荣华，刘之介、蔡德培等都登台表演，朱希涛、陶海鹏的“姬别霸王”，平剧

“捉放曹”，改良“状元谱”，都令人捧腹大笑。游艺毕开始荧火会，数千人围

火欢唱，至深夜 10 点始散。11 月 30 日校刊出了一期冠军专号，开启了“华西

精神”的讨论。（华大校刊 1943 年 11 月 30 日)

从体育竞赛延伸到“华西精神”的大讨论

在祝捷中，大家不约而同的都在思考胜利是怎么得来的？冠军专号上除了

刊载运动员的好评、选手的成绩、各种报导外，由署名“实话”的作者首先提

出了“华西精神是什么？”，作者例举了许多物象，如西式房、理化仪器、图书

馆、博物馆……皆曰不是，最后才给出了“协合”二字答案。（华大校刊 1943 年 11

月 30 日)



老校友刘腾轩撰文“祝本校市运冠军与校运光昌”，开章明义就说：“华西

协合大学，题名思义，即英、美、加各国基督教会就中华西部协力组合之高等

学府，铸造专门人才，以服务社会，造福人类。”进一步说明 “夷考人类历史，

协合与分离之演变而已，无论古今中外，协合则进步立呈，分离则退化毕露，

依人类之分合，世界之文野系之。”又说运动会中获得光荣，当非得偶然，是校

中各方面协合无间的精神。祝捷大会，协合盛举，表现无遗。

在“本校荣获冠军的因素与今后的希望”（本篇没有署名，但从内容看，显

然是编辑部文章）中，介绍了历史的关系、学校力倡与精诚合作三方面。本大

学自立校以来，其施教方针，就以体育和德育并重，所以向来运动的空气就很

普遍；强调每一位同学都各尽所能的分工合作。学生会各职员在这方面的贡献

特多，他们一方面鼓励运动员练习，一方面又组织服务队、啦啦队，使大家组

织在这次运动会中，他们努力的结果，便造成了这次光荣的收获。

署名“子彦”的作者写的“荣誉是怎样造成的 ”，就组织宣传服务方面展开

探讨。从学生自治会主席徐同善，到服务队长王传恩，宣传大队陈矍仲及无名

英雄汪克永，蒋种元，刘盛舆、彭塞，朱治中、王儒杰、洪士元诸位同学；服

务队的柳树嘉、辜晏如、王文清、钟知强、陈举远、李松郎等同学；啦啦队的

陶軏队长指挥 200 多位啦啦队员及两位队长（张昌祚、孙福麟）的表演的技巧；

参谋部的王学哲、邱明扬、罗永成等四同学是大会中首脑部首脑，分析清楚，

计划周密；护旗贺珠凤，李纯英，张孝莹，严哲馨，严宝珂，商弊仁六位小姐，

神圣和谐的步伐……，一一讲述了大家的热情、长处及踏实的工作，都可以看

出华大的实质，华大是丰满的一座宝藏，要有计划的领导开发起来。我们要肩

负起发扬华大精神的义务，建立一支不可制胜的常备军，专为华大而工作而奋

斗。

专号文章的另一个中心是倡导全方位的“华西精神”，强调这次运动会的精

神只是一个先兆，必须把它发扬到大学的各个方面去。姜蕴刚的祝捷大会讲词，

强调：我们真该欢喜，这是象征中国抗战胜利之前身！不要仅仅满足于这一个

力之胜利之光荣，而应该拥护这个活力到任何一点上去，如治国治民及修身平

天下之学都要获得极伟大的成功。刘腾轩更从自己历历在目的 30 年，强调：不

以胜骄，不以满溢，庶可以言学问，至名教授之优礼增延，图书仪器之搜罗添



购，学科内容之充实晐备，应用科学之开关设置，各项奖学基金之筹募存储，

皆属刻不容缓。而协助教师进修，培植同学深造，与乎团结毕业同学，联络先

后校友，尤为切要之图。凡在校同学之蓬勃生气，乘时兴起，交相努力，并与

客居友校，亲爱互敬，殊途同归，以真实协合之宏愿，为中华民族争造伟大之

建国人才，斯乃吾校最荣誉之胜利，果耳则他日建校成功，本校之祝捷盛会，

当更荣誉热烈，而具有深厚意义也。而编辑部的“因素与希望”的最后则声称：

我们不能以这次的胜利为已足，这正是勉励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最好时机，不但

在体育方面，保持我们一贯的精神，就是在智育德育，及校风方面，我们也要

有优良的表现。这几方面的平均发展，才能造成整个的，完善的，国家所期望

的好公民。运动会有胜利是本校一切的先兆，我们要用运动会的精神赶走我们

当前的敌人，使中华民国能成为自由独立的国家，那里才是我们真正的胜利，

真正的成功，大家努力吧！ （华大校刊 1943 年 11 月 30 日)

这一讨论的种子，在 1949 年 5 月 14 日庆祝建校 39 周年之时又开始发芽。

时任校长方叔轩及前校长张凌高在庆祝大会上都阐述了华西精神。方称：本校

不仅在学术的研究与传授方面，有所建树与贡献，尤其在教师与学生间讲学精

神的融成一片，学术研究与人民生活社会需要之密切联系。毕业同学在社会上

热心服务，奋斗精神之至高发扬。至于学术自由，思想自由，更为华西之传统

精神。张凌高则归纳为“三大要点”，即“基督教徒爱人如已精神之表现；学校

当局与学生尊师重道之风尚；各方通力协作，精诚无间之精神”。李怀义发表了

专门文章“如何发扬华西精神”，将华西精神诠释为：忠厚朴实的性格；坚忍刻

苦的毅力；宽大包容的度量；冒险进取的野心。（华大校刊 1949 年 6 月 30 日)可惜，

不久就换了天地，这一讨论进入了冬眠。

20 世纪在改革开放的 80 年代，学校将“严谨、勤奋、团结、奉献”八个字

竖立在校中图书馆楼顶，作为凝聚全校的共识。21 世纪初，不少华西历史的爱

好者重温历史，又掀起了一翻讨论，有人以“华西一家，铸我国秀，华西之光”

做出了新的诠释。笔者也从 20 多年学习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中，感到“中西融

会，协合包容，修身利他，坚忍不拔”，或许更能反映它所展现的华西精神。

是耶，非耶，目前似无比较公认的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