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教授專訪

九寸不芳

人生三樂

院落中也是各色植物，老校長一定很愛好園藝工作。
首先由李訓導長向老校長請妥，當我們一一說:「校
長好」時，老人家頻頻微笑點頭，客廳里頓時充滿孺慕之
情的溫暖氣氛。

從問安起始，話題自然的引到老人家的身體健康方面

國立中興大學建校已經超過七十年了，從台灣光復至

。但是老校長講話仍然很清晰有力，並且言談中時時流露

借助庸我世兄以山東鄉音湊近老人家的耳朵再做「翻譯」

訪芳校長劉道元先生

今，共有十三任院長、校長主持過中興大學的校務。以前

返老還童的幽默，一開場就笑呵呵的說:「我現在是談話

。老校長的聽力有點退化，我們的問話得大聲講，有時須

的十二位與現任的陳清義校長都分別為這所高等學府的成

忘事，提筆忘字。」

止筆耕。最近中央研究院的張玉法先生才編輯完成劉校長

雖說「談話忘事，提筆忘字」事實上老校長並沒有停

長技注過心血，才使得中興大學有今天的格局和規模。在
已卸任而尚健在的歷任校長中，劉道元先生無疑的是年齡
最長的、老校長

一部三十萬字著作《九十白述》，將列入近代名人自傳叢

m( 劉校長今年高壽九十三歲)。最近中

興大學的訓導長李朝賢教授特地率同蕭景楷教授、林炯鈺

書出版。九十高壽尚能完成回憶錄巨著，看來「忘事」、
「忘字」都是自謙之詞。

先生和保真前去劉校長的府上請安問候。
劉校長退休後一直與家人定居在台中市一。我們約定造

談到寫作，老校長的興緻來了，說:「已有第二個寫
作計畫，叫《九十隨筆》，都是小品文，五百字到兩千字

訪的時間是上午十點半，起先還有點志忘不安，因為不知
道老人家的作息時間。與劉校長同住的劉家二尖子庸我世

著幾分自

，已經寫了

「我爸爸不浪費任何時間，每天寫日記

，數十年從未

我們說都是老校長年輕時在北京大學唸書寫的文章出的書

間斷。」說到這里，他上樓拿下幾本硬皮裝訂的小書，對

充

然自在地說:「寫得快慢都無所謂」這時庸我世兄插話補

得的神情。那麼，每天可以寫多少字呢?老校長笑了，坦

一篇。」我們嘆了一驚，老人家卻帶

兄電話中告知李訓導長老人家起得很平，上午是很適當的
拜訪時間。
赴劉校長 (1
館A
的路上，我們談起劉道元校長與中興大

學。李訓導長說劉校長曾教過他大學一年級時的經濟學。
蕭教授進入中興大學唸書時，劉校長仍在學校;等到我唸
大學，老校長已經退休離校。
客廳。老校長正站在客廳等候，身材不高，滿臉笑容，身

就寫文章出書?」從唸大學起一直寫到九十多歲，真是筆

來拜草劉校長時，看到這幾本書也是突驚地說:「上大學

。又說已過世的農委會前主任委員余玉賢先生，生前一次

體瘦削但不失硬朗。坐定後，庸我世兄為我們分別端土茶

耕一生。

依約準時到達劉去館，庸我世兄親切的迎接我們進入

••

來。客廳中擺滿了盆景與盆花。方才進門時匆匆一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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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前校長九十三高齡仍是談笑風生

老校長出生於前清光緒廿入年，《九十自述
定有不少彌足珍貴的第一手史料可供治史者參考
大學有什麼特別的回憶嗎?

老校長沉思一會兒，神情變得比較嚴肅

地政策開創先例。

第二件是「中興大學改制為國立大學」

》書中 一
。對中興

。今

「我一生只

的「省立農學院」、「省立中興大學」到改制國立可想而
知不是平坦順述的路，劉校長花很多功夫才說動省政府

算。」說

。現在我

應「放手」。首先，劉校長試圖說服省府增加中興大學的
預算。「我說，國立大學的預算多，研究所也多

中興之友，老校長首推時任省府委員的譚獄泉先生

。譚委

「一個大學在社會上一

們中興大學也要增加研究所，請省府幫忙增加預
到這里，老校長若有所思地慨嘆

答

從光復初期

不但解決當時中興大學擴充校地的困擾，也為國家徵收土

補償費」應免徵所得稅。這項因中興大學而破例的政策，

長奔走穿梭於中央和省府之間，方確定政府給于地主的「

為土地被徵而抗議，吵鬧，協調會開了好幾次。後來經劉校

不如今日流行動札抗議遊行，但是卻也引來三百餘位鄉氏

充校區到大里溪，增加的面積共十九去頃。當時的民風雖

十五年劉校長初接掌校務時，省政府方核定中興大學應擴

天中興大學台中校本部校區範圍南至大里溪為界，民國五

第一件是「為中興大學爭取增加十九欠頃校地」

有三件事。」

教務長、校長。假使說我對中興大學有什麼貢獻，大概只

設廳長。再來就是台灣的中興大學，做過教授、訓導長、

在兩個機關服務，一個是山泉省政府，做過教育廳長和建

••
••

定要有人幫忙，做學校的朋友。」當時在台灣省政府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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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不但幫忙增加中興大學預算，也在中興是否改制的關口

了。

上 很少省立大

，他先

算

出了一把力，他在省府審查教育預算時慷慨直言，認為省
府何必攔綁位中興、成功兩所大學?不如改為國立

到校長和譚獄泉的意見說動了省府主席陳大慶
直接告訴劉校長預備改制，而技巧地避開可能引起反對爭
一是以往在大陸

議的省教育廳和省議會。至於為何終能順利改制，老校長
歸功於另外兩項時代背景

學，父立的大學多直屬中央教育部;其次，當時國家正預
省府也

。

省 府力

錢 用來支援各縣市國民教育

備推行九年義務國民教育，需要花不少地方經費
希草以兩所大學改制後省下的
第三件事呢?是在學校尚未改隸中央之前，向

其實，劉校長退休以後仍然關注學校和國
向。兩個事例值得一記，主二是學校台中校本部
」而引起校內外議論，在校友中間也

「患蒜堂 」拆除改建過程中，一度傳出新建的

為「中正堂

家 社 會的動

的大禮堂
禮堂將命名
產生迴響
新禮堂
o

老校長得知消息後也表示不宜改名，校方終於將

。

」

為原禮堂
「息蒜堂

輿論當時所質疑的，乃是認

恢復為

係為記念逝世於巡視大學實驗林(後亦改名為是蒜林場)
興大學
灣 社會各地也只有中

的故校長湯息孫先生，放眼台

屆全國

?

權利

。

。

經媒體披露更是讓劉校長在海外的親友也知道了
信打電話回來

，以為

，紛紛寫

」

案，他點
。

詩，

。老校長拿

老校長談到這兩件事，都是以淡然的態度敘述
講到「十四仝」提
。

「我知道會引起爭論，但是還是要提

只是做了自己認為該做的事
著頭說:

我們又將話題拉回到老校長的每日起居上

日記當天了，

三個飽，兩個倒，

夜九妥，晨五平，

花木晚間澆'庭院晨問掃，

上 午 寫新、叉，下午理舊稿，

..

辯論，

黨 成 員隨 時 回

黨 中央評 議委員的

委 宣佈退 黨 成立「 新黨 」

黨 在台北舉行第十四

會記念湯先生，何必剝奪一所大學記念它的校長的
另外一件事是不久前執政

代表大會，時值部份執政黨籍立

劉校長知道後連夜提素，以中國國民
。

身份，慨然呼籲黨內同志發揮雅量，「讓新

劉校長採取的方法是先蒐

。

爭，一次增加七十位職員名額

。

這份提素在「十四仝」會場提出後激起熱烈
來」

員

老人家很乾脆地一擺手，簡單兩
。

。當時

草、調查台北師大與台南成大的教職員工編制，確定中典
的編制人員教目偏低，於是向省府提出增加的要求
的省府王姓財政廳長以年度預算已編列為由拒絕，後來仍
中興大學方能一次增加七十位職

。

然有賴中興之友譚獄泉相助，力主先決定名額，後補列預
算

一點建議

講完這三件往事，我們請老校長對於中興大學未來校
政的發展提供

出一頁稿紙，上頭是民國入十二年入月寫的一首打油
」

個字: 「不行 」 。老校長白謙與大學脫節已久，對現在的

」講了幾句「勉勵的期許

題為《九 十 不老歌》

「現在的中興大學師生

。

校政不瞭解，不願多說。在我們再三敦促請求下，老校長
終究對

「在校的學生最重要的就是讀書，研究學問;在校的

長。

先生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書教好，然後再關心社會問題
」老校長的鼓勵很簡短，卻是意味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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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載如一日，九十不覺老。

一天所作事，有如功課表，
我們也代表

陳清義校長與校友會總幹事韓又新教授的問候請妥之意;

眼看時間近中午，我們起身告辭，李訓導長再次轉致

按摩運動後再下床。必然後開始照顧家裹上上下下大小四百

庸我世兄解釋。原來老人家現在每天五點即醒，先在床上
里 一年四季都有應景花卉開花，我不禁想起中興大學的一

院中稍駐足，各色花卉草木欣欣向榮。庸我世兄方才說家

然再 三請留步，老校長定要送我們至大門外。在那一方小

。雖

盆花，坐著小板凳拔草、施肥、換土。「我很小心，怕摔

「現在的中興大學師生」請老校長多保重

讓了這一首詩，引發大家的好奇心，紛紛再請老校長和

倒。」老校長補充說。

「

中 的植物，花開花謝。如今繁華落盡，園丁已老，

在歷史衷，為每
一個時代作育其才，也為每一段歲月留記

。

錄。回首猶見老校長站在門口殷殷送客的﹒身影，剎那間的
感觸卻使我在歸程路上回味良久

(本文由森林系姜保真老師提供
)

o劉道元先生
「十年樹木勤農耕，稻花萬頃明」
句校歌
實在就是教育界的老園丁啊。他是那園丁，多少寒暑春秋

「我每天的生活就像一部機器，什麼都有一定」'老

服mA
務竭智力，無愧於心，二樂也，

讀願讀之書，寫願寫之文，期有益於社會國家，三心棚中

、換土，中興大學在成長蛻變，桃李春風依舊。大學吃立

園中幼苗大樹代代相傳，夕陽美景照耀著執著奉獻的一生

。

《包青

「三個飽 」指的是一日三餐之外不吃零
校長如是說。詩里
食。這時老校長又拿出一張便簽，上面寫著「好吃的不多
」 是指晚上看完

，生命何等豐富、何等有意義。新的園丁繼續拔草、施肥

照顧園

•.

吃，不好吃的不少吃」的養身哲學。午餐後老人家要午睡
到兩點起床，打油詩衷的「夜九安

天》連續劇就入睡。我們聽後和老校長一起笑了。俗說
老 小」 、「老小」'老人家的心靈像孩童一樣清澈

」

「寫新、叉，理舊稿 」指的是

「除了午覺之外，平常不隨便打瞌睡或躺在床上。

這是詩中 「兩個倒」的涵義。
寫作。除了寫作，平時可有什麼消遣活動嗎?庸我世兄代
」上了年紀的人，出

答: 「就是看電視國劇。前一陣陪我爸爸去台中世貿中心

，看各種名狗展覽，我爸爸好開心。

一趟門不容易，偶而有機會看各種狗兒的展覽，確實是令
老人家開心的。
其實，老校長有他的快樂哲學，再拿出一張便簽紙，
「人生 三 樂 」

•.

子女長大成人，皆能自立，一樂也，

寫的是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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