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所共知，北大是荟萃全国优秀学子的名
校，不仅今天是，远在近百年前的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就以人才出众而闻名遐迩，从昔到今，校内
就不乏来自乡下的睿智青年。本文所述北大英
烈中的烟台学子，就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到
三十年代初期就读于北大的烟台市栖霞籍学子
董文田。同时期在北大就读的栖霞学子还有后
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牟宗三，只不过牟宗三比
董文田晚毕业一年（1933年）而已。

北大英烈碑上镌其名

北京大学燕园中心的静园草坪北侧，有一
座由几块红色大理石组成、由陈云题名的“北
京大学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碑于1993年5
月4日（北京大学校庆97周年纪念日）揭幕，呈

“心”字形的碑体上，镌刻着从1919年“五四”
运动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期间，北
大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83
位英烈的名字，栖霞籍的烟台学子董文田名列
其中。

董文田是栖霞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两人
之一，也是栖霞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位烈士。因
为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远离故土，当时党组织
又处于秘密状态，所以在《北大英烈》一书（第三
集）面世之前，当地有关董文田烈士的事迹介绍
都语焉不详。为此，一向敬慕董文田革命精神
与磊落为人的史志爱好者多有关注和寻访，其
中离休老干部姜作忠生前就曾采访过20多名
知情人，充实烈士身世和革命事迹，以期弥补地
方史志资料不足之遗憾。

家世与求学之路

董文田的祖父董柏年原籍栖霞城区阳疃
村，后来娶了城北30里外朱元沟村（今属松山
街道）王文行之女为妻，早年跟官（在官员身边
服役），常将妻子儿女寄养在岳父母家中，此后
便落籍朱元沟村。父亲董春阳，从小在朱元沟
村长大，曾做小本生意维持家计，后与人（王华
亭、王鸣九、王启典等）合资在烟台经营花边、发
网出口生意，利润丰厚，家道遂兴。他们是栖霞
首批基督教信徒，曾对教会兴办的烟台青年会
中学和栖霞朱元沟村培英小学，资助经费多
年。据《烟台市志》记载：“1866至1867年，美
国北方长老会派狄考文、郭显德、梅理士到烟
台、登州。他们先后在登州、烟台、栖霞、海阳
等地建福音堂和教堂，创办学校，开设医院
……”烟台青年会中学和栖霞朱元沟村培英小
学就包括在这些教会学校之内。

董文田，又名王纲、王世风，出生于1903年
7月14日，而此前的1901年，培英小学已经创
办。在此之前农村只有私塾教育，培英小学开
了栖霞办新式学堂的先河。幼年的董文田就是
在培英小学受完高小教育，10多岁后，又随做花
边生意的父亲来到烟台山下，在教会创办的益
文中学读完了初中。这个来自山沟的孩子，在
开埠半个世纪、中西文化合璧后日益兴旺发达
的烟台，开阔了视野，有了远大的人生目标。董
文田秉性好学上进，关心国家命运，1919年5月
4日，北平发生青年爱国运动，年仅16岁的他返
回故乡，进行爱国主义宣传，鼓动反帝、反封建，
在闭塞的山区掀起一股爱国的热潮。不久，他
又考入北平教会汇文中学读高中。为了铭记自
己是来自农村的孩子，他为自己取字“烟农”。
1928年9月，董文田考入河南开封中山大学，
1929年9月转入北平燕京大学（今北京大学）社
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就读，主修社会学，兼修经
济学。当时的燕大，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积极
宣传与鼓动下，反帝反封建的进步风气很浓，董
文田深受其影响，时刻关注社会的动向，积极参

与各项爱国的正义活动。1930年初，董文田被
选为学生会执行委员兼出版部部长，负责进步
读物《燕大周报》的编辑工作。《燕大周报》的很
多文章中渗透着共产党的主张与革命精神，在
各大学、中学的学生中有广泛的影响，董文田在
编辑刊物的过程中做了很多具体细微的工作，
也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教育，世界观也在潜滋
暗长中发生了变化。1930年4月20日，北平地
下党组织党员和群众在米市大街基督教堂开
会，会后进行“五一“游行预演，遭到反动军警的
镇压，几十名学生被捕入狱，燕大党支部在校内
组织了“四·二O”被捕同学后援会，积极营救狱
中同学，董文田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从中经受
了锻炼。

为救中国走上革命路

1931年日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企图策
划华北独立，觊觎全中国。其罪恶用心，激怒了
全国爱国之士及广大爱国青年，在全国范围内
掀起反帝爱国热潮。燕京大学党支部为了有
效、有计划地开展爱国救亡运动，采取搞串联、
贴标语、办报刊、发传单等各种形式，宣传共产
党的抗日政策，很快在党的周围形成一股凝聚
力很强的进步力量。董文田在进步思潮的影响
下，濳滋救国之志，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活动。燕
大地下党支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考验，发
展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栖霞籍的党员，据
史料记载包括他在内只有二人），让他担任北平
大中院校南下请愿团负责人之一。董文田入党
后，处处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
己，发挥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带头作用，在《燕
大周报》等进步刊物上，经常能读到他撰写的文
笔犀利、观点鲜明的战斗檄文。

1932年8月，燕大党支部兼西郊区委书记
李蔚昌调任北平市委宣传部长，董文田接任了
他的职务。任职后，董文田积极开展工作，曾组
织“反对教会迫害燕大女生陈懋恒运动”。陈懋
恒是燕大学生会调查部部长，思想进步，一向反
对宗教的教育思想，引发个别人的不满。校方
利用1932年暑假离校之际，借故令陈懋恒退
学，引起进步学生的愤慨。党支部认为这是把
矛头指向进步势力的卑劣行为，因此积极支持

学生会组织的“驱逐费宾”运动，这次运动虽然
也有损失，但校方允许陈懋恒返校学习，这就是
胜利。期间，燕大进步学生与燕北驻军密切联
系，组织学生骑兵团、自行车“轻骑兵”，广造抗
日舆论，燕大地下党支部起着后盾及中流砥柱
的作用。

董文田还利用暑假回本村和探望母校之
机，把《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等进步书
刊及李大钊等人发表的进步文章带给培英小学
的师生阅读，还深入浅出地向社会进步人士及
广大农民宣讲马列主义，传播中国共产党的革
命主张和土地革命政策，点燃了栖霞反帝反封
建之火。他还秘密发展了小学教师张士良和本
村农民王洪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3年董文田大学毕业。这年4月，北平
西郊区委出现叛徒。为保护干部，避免国民党
的抓捕，党组织派董文田到河北省反帝大同盟
主持工作，由于工作需要和任务的紧迫，他不顾
个人安危，先后化名王纲、王世风、李凤鸣等，到
全国各地开会联络，散发传单。1933年底，他从
北平到上海开会，在火车到达保定时被国民党
军警逮捕，先押到南京感化院，后押到汉口军人
监狱。在狱中，反动当局软硬兼施，用尽欺骗利
诱及酷刑折磨等各种手段，逼董文田说出共产
党员的名单及革命秘密，董文田坚贞不屈，视死
如归，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伟大气节。期
间，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未获成功。在狱中，由
于生活条件恶劣，原本就患有肺病的董文田，病
情急剧恶化，未获准治疗，于1935年1月3日病
故于汉口监狱（一说被反动派秘密杀害，首级悬
挂在汉口城墙上），年仅32岁。

殉国监狱身后事

董文田殒身汉口的噩耗传来，其母王氏痛
不欲生，决意将遗体运回故里安葬，可在那种白
色恐怖、交通不便的条件下，移棺运柩谈何容
易。在这一过程中，董文田妻子王德蕙的智慧
和勇气充分显示出来。王德蕙是与董文田父亲
一起做生意的王华亭的三女儿，1924年与董文
田结为连理，她是一位贤淑厚道又知书达理的
女性，长期从事幼儿教育工作，婚后对丈夫所从
事的革命工作，既理解又支持，她自己并不丰厚
的工资，除简易的衣食花销外，大多用于资助丈
夫的革命活动。董文田忙于工作，夫妻二人离
多聚少，家中一切人情往费，都是由德蕙一手打
理和应酬。董文田被反动当局缉捕入狱后，她
因拒绝了所在单位领导提出的写诅咒共产党的
文章并与丈夫脱离关系的无理要求而被辞退。
失业后的王德蕙经济拮据，只能靠亲友的资助
艰难度日，但当她接到董文田在狱中化名王刚
写来的书信时，毫不犹豫也不顾及自己是一个
体弱多病的乡下女子，克服重重困难，不远千里
先后两次前往汉口军人监狱探望。当她从丈夫
口中得知有的狱友无人探望、生活艰苦时，离开
汉口之前，特地委托一位朋友每次去探望董文
田时带两份衣物和食品，为难友排忧解难。

获悉丈夫离己而去，德蕙心里的沉痛和所
受的打击并不比婆母小，但为了实现婆母移柩
安葬的愿望，她隐痛吞泪再赴汉口，费尽周折，
求托基督教会办好了手续，棺木前额写上“李凤
鸣灵柩”的字样，经海上托运到烟台港，再由马
车陆运到朱元沟村，在家人亲友的悲哀痛惜中，
将灵柩安葬在村东二里的董氏老茔里。

董文田牺牲前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都是在秘
密中进行，同志之间也多是单线联系，1935年距
新中国建立还有一段漫长的战争岁月，当年和
董文田一起革命的同志大多牺牲，有文字记载
的董文田事迹的资料几乎找不到。幸有1928
年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杨缤（杨刚）与董文田是同
一个地下党支部的同事，曾任党支部书记，新中
国建立后在外交部工作，他写材料证明了董文
田参加革命的经历和英勇献身的事迹。1952年
2月3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追认董文田为革命烈
士。此后，每年清明节，当地学校的师生，都要
到烈士墓前祭扫、敬献花圈。随着《北大英烈》
书刊的面世，地方载录烈士事迹的史料也逐渐
增多，董文田生前好友也是燕京大学幸存的地
下党员蔡树帮，解放后一直到处寻找董文田的
下落，当获悉董文田已经在几十年以前为国捐
躯，悲痛之余，为他撰写一副挽联以示悼念：

热血洒当年，备尝铁窗风味，舍生取义；
一心干革命，坚持抗日救亡，为党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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栖霞多山，所以雅号山城。山城域内西北
角，有一个乡镇叫苏家店，它辖下的村庄几乎全
部都藏在山沟沟里，只有乡镇所在地坐落在曾
经的一条并不是多宽的“大路”旁边。从苏家店
向东循路深入，通向尽头大约二十里路，有三个
村子，几乎呈三角形，叫做前寨、后寨、曹高家。
前寨、后寨之间隔一座山，叫做南崮，和南崮面
对坐落在后寨背后的另一座山叫做北崮，当地
有句“南崮北崮，离天一步”的谚语，可见其高。
其实从海拔高度来说，这里并不是很高，峰尖处
不过540多米，说它们高，主要是由于险峻。尤
其是北崮，峻峰突兀崚嶒，看上去高耸入云。那
里风景很美，十分抢眼，现在已经
被开发成旅游区，称为天崮山。开
发者建造了曲曲折折的阶梯栈道
通向林立群峰中的一个峰顶，每天
有人兴高采烈地爬上爬下，一边大
口呼吸氧气一边拍照留念。前寨、
后寨的“寨”字是传说故事留下来
的，据说当初唐二主征东在这里安
过营寨，至于真假，很难说清。

在这里，我并不是为天崮山景
区作广告，我想说的是前寨、后寨、
曹高家三个村庒的淳朴民风。那
里地处深山，过去只有一条蜿蜒崎
岖的河岸路，勉强可以驾马车吧。
由于封闭，这里很少有外人进入，
进去个山外人便被稀罕得不得了，
即使非亲非故，不管落脚在谁家，
那都是以贵客相待，外出买鱼买肉
不方便，但鸡蛋、蘑菇、黄花之类的
野蔌野味是不缺的。

旧栖霞二中就坐落在与苏家
店一条小岭相隔的蓬水公路旁
边，基本上也是四野环山。二中
有几个学生的家就是前寨、后寨
和曹高家的，有学生，家访就是老
师的职责。如果去其中某一个村
子家访，那你就别打算当天可以
返校了；而老师来家访的信儿在
村里传出去，几家学生包括村干
部都抢着要请老师吃饭，不吃个
遍别想回程。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煤炭是
欠缺的，当然也是出于节省经费的
考虑，每年入冬以前学校总要组织
学生到附近的山里去打火头，作教
室生炉子的燃料。经常去的地方
就是前寨，那里的路相对来说还
比较顺，而且出村就是山。前
寨那里平时是封山的，四下
里的村民任何人不得动山
间一草一木，唯独二中学
生入冬前来打火头，可
以摘松果，刨死树根，
砍枯树枝，捡拾柴
火。随学生去的教
师，那是客，吃饭
时被村干部招呼
在某一家炕上，杯
酒相待；而学生，由
学校伙房用自行车骑
一段推一段地去送饭送
菜，再由村子里安排人家
烧水供汤。

山里人好客却也幽默，记
得发生过一次令带队老师颇为
尴尬的事。学生放到山上有时
是难以全面管束到的，那一
次，一个学生违反山规砍倒
了两棵可能因病落光了
针叶而并非完全死去的
松树，被看山的看到
了，人家说这树明年
会返生的，不应当
砍掉。刮开老皮
一看，里边的嫩皮
俨然。本来此事交
给带队的老师处理就
可以了，但看山的人没
找到老师（老师也在山
上），便溜溜达达领着犯错
的学生去村办公室对老书记
说了，老书记笑嘻嘻地对犯错
误的学生说：“这事儿，你看看！
回学校去把你们校长叫来吧！”
还要叫校长来？学生吓得不
轻，慌忙骑着车子跑回了学
校。校长来了，这里却已
经摆下了酒宴。老书记
拉着校长说：校长啊！
你 多 长 时 间 没 来
了？不用这个法儿
大概请你不动！”
然后顺手递给那
学生两个懒好的
柿子，说：“没事的，
不用告诉你们老师。”

到了前寨，不去逛
逛山景是个遗憾。有一
次家访，一个学生家长领我
逛了一次南崮山。

出村东北方向，沿越走越
窄逐渐上坡的山间小路徐行，
忽然看到路边一棵挺高大的软枣树，一个村民
爬在上面边摘边吃，可能是在附近干什么活休
息吧。见到我们，随手折了两个缀满软枣的树
枝扔了下来。我问同行的学生家长：“这不会毁
坏树吧？”那家长说：“没事的，软枣树就得往下
折枝，明年发条会更旺。”于是我们一人扛着一
个大树枝边吃边逛，继续前行。那是一个秋天，

满山遍野的山菊花五颜六色，随风招摇。山路
更窄了，有时几乎是在山菊丛里穿行，让我想起
了“黄花引路访山家”这句不记得是谁写的诗，
果然，就在山脚下小路右边一处较平坦并不宽
敞的地方，看到一座古寺。大殿已经不在了，但
断垣颓壁的痕迹和几根石柱却还顽固地证明着
沧桑。石柱之间的空地被开成几片小菜园，青
菜盈盈地舒展着叶子；大殿废墟后边，三间草屋
里有人家住着，草屋旁边的一个敞棚里圈了一
群羊。那学生家长领我进屋和主人打了个招
呼，主人烧水给我们沏了山茶，喝了几杯，那山
茶竟然有一种记忆里搜不到的山野味道，淡淡
清香，入喉柔柔的。

出门继续前行，便有奇特的景致逐次出现了：
快游南崮爽秋天，揽胜追奇意兴酣。
野径踏花经古寺，嵬岩攀险饮天泉。
凌空石喙惊心魄，飞驾虹桥渡散仙。
石臼漫说唐主事，妖娆去处遍青岚。

知识分子总脱不了酸气，这是
我从山上下来以后诌的一首诗，里
边概括了此游的主要景点，不妨一
一说来：

天泉，又名唐王泉，那是在接近
峰顶处的一座兀立石岩，南向的半
腰处（大约一人齐肩高）竟然有一
个茶杯口大的水眼，汩汩向外流泉
水；泉水沿前边的一道悬崖下落，
探头看去，开始是一道悬空的细
流，后边就形成一道沿悬崖石壁漫
流的水痕。兀立石岩前有一处一
不到三米宽的平台，长满野草，泉
水就在草丛里流向悬崖。战战兢
兢地到水眼处捧了一捧水喝，其凉
洌齿。据说那水眼是当年唐二主
一枪扎出来给部队供水喝的。导
游家长说，这泉眼常年流淌，冬天
水反而不如这时凉。

虹桥，当地老乡都称他仙人桥，
那是四块巨石架成的，两边是桥
墩，高约两丈吧。虹桥坐地生根，
桥墩上横架两块扁平的巨石，中间
相接处挤在一起形成桥面，估计桥
面并排可坐十余人，桥下地势并不
险峻，布满砾石，可以做遮阴休憩
之地。如此庞然大物，人力是不可
能垒成的。奇特的是周围没有其
他相依傍的岩石，就那么孤零零地
立着，宛如山岩旁边安放了一张硕
大的条凳。

石喙，状如鸟喙，当地人叫它驴
噘嘴石，位于山顶的东侧。是一块
向北悬空伸出去的巨石，长约五六
米，前窄后宽，下临约几百米的深
崖，那崖直上直下，中间向里凹

进。趴在驴嘴的旁边向下看，下
边的田地宛如玩具图画；有山
风自下向上翻卷，掐一松枝
向外扔去，那松枝不是下
落，而是被风向上卷起，
显得轻飘飘地浮着起起
落落。向下看的时
候，只觉得眩晕，双
腿紧张得不自觉地
收缩。

石 臼 ，那 是
在靠近山顶的一

片松林里，大片布满
石花的石硼上，分布

着一个个石窝窝，宛如
有些乡村住户街门旁常

见的舂米用的石臼，直径
约一两米，深约几十公分，内

里很圆。大约有十几个吧？
没去数。据说那是当年唐王
的军队驻扎在这里时舂米
用的。大自然造物，很有
一些奇特的现象，后来
有内行的人说，那是冰
川时代留下来的遗
迹。冰川怎么会形
成那样一些石窝
窝，不得而知。
至于唐二主征东

在那里驻扎，我却
一直把它当成传说

故事听。
过了这片松林向上

西行就是山顶了，山顶岩
石平面，稀稀落落分布着一

片从石缝里长出的矮松，树冠
很低，可御八面风；有一处小
池，是天然水积存的，据说经
常有山鸽在这里喝水。山岩
旁边长满杜鹃花，春天想必
一片绚烂。也有各种药
材，很多，有的很名贵，
譬如黄精和玉竹，遍
地皆是，据说常食可
以延年益寿。

这是我唯一
的一次登南崮，

据说还有其他奇
特的景致不在这一

路，看得到的山后半
坡有个伶仃高耸几十米

的石柱，旁边没有任何依
托，是名副其实的“一柱

香”，我只远远地看了一下，
没靠近。

北崮已经开发成旅游景点
了，前寨也已通了汽车，是否有游客专门去南崮
游览,不得而知，因为调离旧栖霞二中已经好多
年了，业已断了音讯，而且连二中的学校旧址也
已不复存在——据说被重新复垦为农田了。人
间正道是沧桑啊！

想念前寨村和南崮山，梦里好像不止一次
回去过，但影像都模模糊糊……

北大英烈中的烟台学子
□张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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