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文:興大國政所退休教授王麗光

當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中州板蕩，波

憶李春序總務長

及地方。翠年考入壽光縣立初中，開學即
遇日軍掃蕩，校址數遷，斷續讀至初三。

1942年生報國之念，乃辭別雙親，化裝直
奔安徽車陽進入由李仙洲將軍創設的成城
中學高中(空年改制“國立第 22 中學" )。

先生堂(至李博生於 2007年撰寫《斟灌春
照片來~﹒黃湘食攝影/2009.10.30 攝於靈平樓璽平 廳

生命科學系創系元老、李春序先生為

秋>>

'乃以先生家族歷史為內容的小說。

1944年與三千師生展開長途跋涉，

中興大學素受敬愛的書宿之一，慟於民國

歷時三個月，跋涉三千里，穿越安徽、河

百年( 2011 年) 2 月 17 日因病辭世，享年

南、湖北，抵映西南部的漢陰、安康設

90歲。筆者繼先父文甲先生之後來興大服

校，在戰亂中完成三年高中課程。先生曾

務，承先生多所照顧，在追思中捧讀先生

專文〈國立第 22 中學流亡記〉憶述此期間

《八十自述》、《米壽補述》自傳，緬懷

艱苦的學習生活與躍動的全國民心，獲刊

先生行事為人，忘其淺學欲將所得供諸師

《山東文獻>>

'為戰時教育留下珍貴一

長校友們，茲分早年、科研、單劃、家

頁。 1944年 10 月，日軍直逼貴州貴陽，陪

庭、人格、追思六頂予以表述，對先生人

都重慶為之震驚，蔣介石委員長號召十萬

格精神的卓瑩聊表追慕與崇敬，希冀吾興

青年從軍，第 22 中學 500餘人報名，先生

大校友聞風興起，共創吾校美麗願景。謬

回憶錄云“我素來腿快，搶得第一名"

務難兔，望不吝指正。

壁報出號外:

序作先鋒"

“投軍從容風雲起，李君春

，報國赤誠，突出時表。璽年

七月，高中剛畢業，即投奔漢中青年軍報
春序先生少小離家，顛沛流離;青少

到，接受工兵訓練;因日本於 8 月 14 日無

年在戰亂的年代成長，至 1949 年大陸淪陷

條件投降而無緣殺敵。 1946 年 6 月，兔試

來到台灣台中。茲略述來台以前略歷:先

分發國立山東大學，自漢中兼程經南京、

生於 1923年 6 月 1 5 日生於山東省壽光縣東

上海 ， 至青島報到進水 產學系，讀至三年

斟灌莊。斟灌為 夏地仲康所封同姓諸侯國

級，在德智體群皆有突出 表現，獲兩份獎

名，

<<正義》引《括地

學金，任校隊副隊長(尤 長徑賽)。因國

“斟灌 故 城在青州壽光縣東 54

共內鬥局勢動盪， 1948年 開學之初，水產

里"。“斟灌李 "於明代 自江西遷至山

系借讀上海復旦大學化 學系。 4月 1 5 日離

東，數百年來賢達輩出，乃當地望族，名

開上海至長安，隨翟、趙二老師共率濟南

聲遠播。先生七歲及齡入斟灌國小，畢業

一聯中學生南下，槍林彈雨、漫天烽火

志>>

<<史記﹒夏 本紀>>

:

中，輾轉至福州，再經廈門、香港至廣州

升等案，俟教育部學審再度會審查通過後

教育部報到，歷程艱險，先生表現果敢堅

發給副教授證書。 1964年植化館落成

毅，可以孟子“動心忍性"形容，日後創

( 1988年起稱植物系館)

樓，植物系使用二樓。 1968 年，國科會每

自廣州乘船先抵澎湖執教馬公中學一

年提供十個名額的甲種進修計畫、獎助為

年， 1949 年 6 月以榜首插班台灣師範學院

期一年出國進修，先生之申請，經國科會

博物系，學業與體能競賽均表現傑出，除

六位考試委員(中外各半)面試，對研究

獲校運籃球總冠軍，個人組獲 1500公尺冠

成果、進修計畫與個人家世進行質詢，並

軍、 400 公尺亞軍。 1952 年畢業。熟識先

通過當時最難的英語測驗，終於考取國科

生者，觀其體型壯碩，聞齊聲若洪鐘，實

會全額公費獎金，在最後期限截止前搭機

其來有自[乙: 1 7 -21 ]。

赴美留學。先生初到美西 Oregon State
University追隨植物解副學名師 Dr. Smith為

F

科研
台中農學院在 1952年有農藝、森林、

植病、農化、農經五個學系，學生四、五
百人，植病學系教授閻若現博士約先生到

台中，擔任系助教，迄 2001 年在中興大學
49年從事教學研究，在此結婚生子、退休
終老。 1952 年的植病學系有十架顯微鏡，

先生初任動物、植物二科的實驗教學，後

l

其植物研究所碩士班研究生，註冊次日即
通過英語考試，經過一年又兩個月的嚴格

學術訓練，終於順利完成科學碩士學位，
時年 47歲。導師曾邀請先生繼續留校以一

年時間完成博士學位，先生以“年近知
命、兒女成長教育等主客觀因素，未能如

願"

，東裝歸國返校服務，不久以 22 :

2 之懸殊比數獲升正教授。

接普通植物學的實驗課程，每天下午一時
上課，皆須自行設計、找材料、編寫講

E

義。 1956 年，王志鵲院長時期，奉教育部
令，由植病學系分設出植物學系，由易希

道教授出任系主任， 1958 年成立植物學
會，增添圖書和儀器設備，此時全系有許

志超先生、春序先生與學生約 20 人，教學

擎劃

|

1969 年 8 月，劉道元校長成立台中夜
間部( 2011 年己改制為“創新產業推廣學
院"

)

，聘李海生教授擔任部主任，堅邀春

序先生兼任夜間部教導主任，並協助訓導
主任陳癸淼講師辦理事 務。 1969 年 8 月至

研究成果受普遍 肯定。先生接受趙傳櫻博

1971 年 7月，兩年之內三 遷辦公地址，慘

士(台大植病系 主任)指點，作松柏類植

淡經營，仍擴大為中文、 外文、歷史、會

物的木材解剖撰 寫研究論文，並以之為

計、企管五個學系(前三 系為雙班)

1958 年升任講師 的代表作。自是年起，連

生增至兩千多人。先生 於 1971 年 9月至

續二十多年獲國科會補助每年至少寫一篇

1972 年 7月接掌夜間部主任，此期間制定

論文。 1963 年，全票通過先生申請副教授

各類行事法規，使教務逐漸步入正軌，不

，學

憶李春序總務長

業垂範所需歷練，奠基於此時。

，化學系在一

出了主試一職。

過也發生兩件棘手之事，一是台灣省政府
人事處無理要求學籍，二是招生時有一位

(三) 1980年的前幾年，政治風氣轉壤，

憶李春序總務長

考生的成績被誤減 100 分，先生對前者棄

有人無故生非，混淆視聽，專找總

公處理，轉守為攻;對後者及時補救於榜

務處的麻煩，法院曾搬走總務處文

單，平息風波，使法理與情義兩不失，樹

書八支大箱，先生八次進出台中市

立行政之典範。 1972年羅雲平校長上任

地方法院的調查庭，結果卻無一違

時，先生去職，享受五年之安間。

法終究還其清白，先生復印調查結

1977年 9 月至 1981 年 8月，羅校長專

果，送至台北榮總養病的羅校長，

程訪問先生，請接虛懸己久的總務長一

校長緊緊握住他的手，說道:

職，在職四年間，完成改建教師宿舍二百

餘戶，闢建歸國學人宿舍數十戶(無須積
點排隊)

，將行政大樓、文學院大樓、圖

“春序兄，你辛苦了!

"

先生曾盡過心力的有另外兩個團體，
即國民黨知青黨部和興大教授會。前者，

書館、體育場、游泳池等重大建築之興建

在湯惠孫校長時期，一度陷入低潮。全國

逐一完成。任內有三件事值得後人廳念:

各大學直屬知青黨部，本校敬陪末座。自

(一) 行政大樓施工時，春序先生構思分

書記長至各組幹部，人心澳散，幾至於停

段驗收一法，他請土木系張明輝助

頓狀態。歷史系黃乃龍教授，銜校長之命

教帶著土木系四年級同學全班參與

先生家中共商挽救之策。先生建議力邀共

驗收，經仔細對照施工計畫與實際

同科韋玉華教授參加工作，經春序先生竭

用料，居然發現廠商的偷工減料情

力說服，韋教授由原初的拒絕轉向接受，

形十分嚴重，竟少了 320條直徑三公

二人通力合作，本校次年成績躍居全國之

分的鋼筋!廠商於是向學校道歉並

即時補足。之後台大總務長等亦蕭
規曹隨、請該校土木系協助驗收，

可知當時興大驗收方式在國內名氣

之大，蔣經國院長來校時聽春序先
生如上的陳述，曾當面予先生口頭

讚美。
(二) 擔任大學聯合招生考區主任有二十
幾次，負 責 台中一中考區等好幾千

人的大考 區 ，每日早到遲退，無時
不在緊張 狀 態。無論何等風吹草動
皆可能發 生 嚴重的影響，稍一不慎

就會大禍臨 頭。幾天下來先生自然

精疲力竭勞頓不堪。到 1988年陳清
義先生擔任校長時，才婉言謝絕退

冠。韋教授因此表現被調到中央黨部重用

了。教授會是全校最高的民意組織，對於

學校的興革有極大的影響力，春序先生擔
任委員和常務監委多年，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凡對學校興利除弊之舉無不接理力

爭。在興大五十年，幾乎奉獻春序先生一
生有用的時間，

即家人故也"

0

“點心以校為家，以同仁

1984年，先生滿七十歲，

屆齡退休，劃下公職最 後句點[甲:

52-

64] 。

2010年 10月 30 日，蕭 介夫校長在羅雲
平校長逝世 25 週年紀念會 上，特頒 「孽劃
功深」獎牌 表彰先生在其總務長任內的重
要貢獻，咸稱實至名歸。

四條各寬二公尺、深一公尺以上的洩水

道。就近砍伐竹材，姻扎成束，築成攔水

壩。終於轉危為安。次年 8月 1 日，洪水重
來，茅屋漏雨，濕氣過畫，春序先生冒雨

李玉君同學全程幫忙，搬至尚未完工的興

大二村宿舍。時，長公子清源半歲、次女

允華一歲半、長女允文三歲。之後，又得
么女允荒(次子清泉夭折)

，兒女順利成

長，各有成就，然而他們畢生為不忘早期

這段艱難又有趣的農舍歲月[甲， 65-68] 。
先生常提醒兒孫們說:

“你們都是靠中興

大學的薪水長大的，做人要飲水思源、要
永遠感激中興的養育之恩。" [丙一:

19-

32] 。

數十載過去，蘭菊芬芳:長女允文，
大學英語系畢業，擅烹飪、畫畫，適主春

先生德配張淑芳夫人，約少先生十
歲，籍山東博山，畢業靜宜大學英文系，

1955年 12 月 31 日初於台灣省立農學院禮堂
蔣公華旦慶祝晚會上驚鴻一瞥，誠姓女教

授居中引薦，戀愛半年，於 1956 年 7月
14 日與春序先生組成家庭。新婚之際住在
農場裡一間鴨寮，面臨池塘，右鄰果圈，

先生曾自比阿淵明、諸葛孔明而自得其
樂，聯語曰“朝來雨露晚來風，花自芬芳
草自青。世上另有茅廬在，豈獨諸葛臥龍

中。" (1956 年，台中家居)。先生日間
在研究室埋頭於實驗教學，夫人在植病系

薑博士，現職竹科智邦科技總監。次女允
華博士，現職美國高中科學教師，識茄偉
正博士，現職美國愛荷華大學諮商教育系

資深教授(兼教育學院副院長)。長子清

源，美國克羅拉多州立大學化工博士，現
職新竹費德醫藥科技公司總經理，晶端學
僵，克世其家。媳劉美君，與清源同校同
得博士學位，專攻語言學，任國立交通大

學外文系教授。么女允咒，現職紐約人壽
保險公司，夫婿朱光志任職日盛證券公

司。內外孫兒女共計七人，品端才秀，足

慰老懷。

喜誌婚金

，農場水位急速上升，池塘滿

溢，春序先生在雷雨中，赤足光膀，掘開

十 四日

八七水災)

月

經過兩次大水災。 1 959年 8月 7 日(即俗稱

-oo 六 年 七

院、台中一中兼 課。棲居茅屋四年之間，

芳序

，.

紀

了貼補家用，騎 自行車來回中國醫藥學

張李
淑眷

同 舟半世

芳女士辭公職， 專心帶兒女，春序先生為

紅霞 滿天無限好

年又三天，連生 兩對兒女。家口漸多，淑

風雨

上班。 1957年長女李允文出生。之後的四

憶李春序總務長

涉水，手拉二輪車往返八次。幸有農藝四

經據實相告，他立即以手指我說:

“我來

美己數十年，只碰到你一個說實話的，就
先生最顯著特徵在傳承中國文化，以

是你。"馬上笑逐顏開，大有相見恨晚之

憶李春序總務長

道德情操獻動人們，先生晚年自我檢討，

廓。日後，李景仁博士來中興大學農業經

一曰:

濟研究所客座，幾乎每日碰面，天南地北

“為人要坦白，做事要誠實，這是

我處世的基本原則，因此之故，我的《八
十自述》頗得好評"。二曰:

“平生不置

產;貧而不苦，窮而不困;成念中興大學

暢所欲言。" [乙:

45]

重視閉友的真情是先生為人又一顯著
特徵。凡讀《八十自述》者莫不驚訝先生

數十年養育之恩，學校即家庭，同仁皆家

之記憶力出竅，對前塵往事固然鉅細靡遭

人;道義之交遍世界，不交酒肉之友;兒

屢屢委述，於老師、同學與朋友常過目不

女孝行可嘉，競相奉養。"益彰(先生中

忘其名，勤於主辦初中、大學同學會

學、大學同學)對先生相知最深、感動尤

( 1970 年在台中， 2000 年在青島)。更

切，說:

“他豪爽質直、艱苦樸寶、助人

為樂的性格與作風，不僅為許多老同學、

老朋友所熟知，也被相交不久的新閉友所
認識和稱道，尤其在錯綜復雜的情況下，

他明辨是非、堅毅果敢、知難而上、見義
勇為的精神和魄力，更是難能可貴。"

“春序孝心動天，他千方百計、冒險犯
難，終於在其母親有生之年，趕回了斟灌
故居，長跪謝罪、戲采娛親，與老母與長
兄重頁頁了四天...我要向春序學習，爭取老

主動編輯《兄弟社>>
《患難見真情>>

(1945' 1997改名

)、《難忘的歲月>>

(國

立第22 中學校史， 2001 )。
先生擅長國劇，時登台演出，一次

《四郎探母》坐宮一折之演出，思念高堂

老母而竟然熱淚縱橫，成動全場觀眾。其

國學素養深湛，徵引儒家經典訓誨子弟
外，尤擅即興寫詩，選擇若干，以窺精
彩。如:
“曾經跋涉西行記，今日回頭往東遊，

有所學、老有所為、老有所樂，健步走過

滾滾長江東逝水，滔滔不絕入海流。翹首抬

劫後的餘年。" [乙: 25] 。

眼千萬里，故鄉景物應在否?喜見雨過天清

媳婦劉美君教授說:

“公公是一家之

主，他為人處事的原則影響一家人，建立
李家"孝友、勤奮、儉樸、誠信"的家風。
公公秉承中國倫理，事母至孝，敬重兄

長，重視宗親。在戰亂的年代，少小離
家，顛沛流離， 求生求學 ， 成家立業。 一
路走來...誠正善 良，光明磊落。"

[乙:

日，掃盡妖氛復神州。重建家園歸故土，與
君同銷萬古愁。"

(1945年，青島)

“慈母倚門盼見歸，望斷天涯不見固，
但願雨過天青日，草堂萊子彩衣飛。"

“春

輿春序兩難分，候忽已過四+春，兄勉弟懷
四方志，弟託兄長慰雙親 。 " (均 1991 年，台
中思老母長兄)
“分別四+又三年， 別時容易見時難。

1 1 0]

無盡歡笑猶在耳，相對 驚見兩鬢斑。"

有一個事例 說明春序先生與人以誠篤
相交:

“留學時 期結識旅美統計學家李景

仁博士，此人個性高做，當初具春序先生
僅是點頭之交，他問春序先生有何困難，

( 1992年，青島會同學)
“惟有天在上，更無 山與齊，舉頭紅日
近，俯首自雲低。" (1992年，登泰山)
“流浪漂泊任西東，看慣秋月又春風。自髮
天涯訪故友，長城內外故人惰。"

(2000年，青

島訪友，詩名“隔世訪舊情更濃"

今許多系友都有成就，可告慰李老師。對

)

“苦等五+年，相會只五天，來去何匆匆?

我個人說，確實收到很大的效果，我在大

傷情似箭穿。但等三通後，再見在台灣。相互道

學部教課，即用此方式，脈絡非常清楚，

珍重，並祝老身安。灑淚忍別離，魚雁常往返 。

於是我感到李老師雖不在身邊，他還繼續

(1998 ，西安古城

教我!我從 1972年出版第一部譯著(其實

會國立第 22 中學同班)

1969年已譯畢)。李老師和許志超老師、

“少 IJ\離家歸不得，五湖四海任飄零。驀然
回首來時路，風霜雨雪幾多時 。 倦鳥不知何所

孫守恭老師都有很好的人文素養，他喜歡

之，一枝棲身在中興。教學研究半世紀，辛勤耕

國劇，並以國劇中的忠孝節義教育兒女和

耘度平生。老妻伴我共甘苦，相夫教子振家聲。

孫章們，以這種精神從事行政。李老師自

幸得晚年體尚健，探訪旅遊發願 ùoj神州景

年輕時期有那麼多辛苦經驗，經常吃不飽

物依舊在，萬水千山娛此身 。 全家虔誠篤信主，

穿不暖，養成一輩子節儉樸賞，他說過:

同沐主恩歲月新 。 " (2001 年，台中)

「豐衣足食即可，不須錦衣玉食。 J 60 歲

但求抒發心中感受，不論偕韻工整，

以後，老師給我「知足廳恩」的身教。李

讀者覽之多能順口、呼應其情境。

老師一男三女，各組成了家庭，如今這四
對都很成功，孫兒一輩也都唸名校，都由

Et

苦到白、知道感恩。八十幾歲就看到子孝

追思

|

2月 26 日李春序先生成恩追思禮拜
中，故舊門生、兒女親人多表思念不捨。
門人彭競毅博士(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研究員)宣讀治要會陳欽忠教授

〈李故教授春序先生事略〉將先生生平較

事、志業事功之瑩瑩大者簡略陳述。門人
曾義雄博士(慈濟大學生命科學院院長)

接著講述春序先生的教學對學生們的積極

影響，說:

“我是 1963年進入興大植物

系，做春序先生的學生，之後出國留學，

回國後在興大任教，相與四十多年之久，
相當不捨，猶記李老師上下班都騎車，從

孫賢，有福氣!我四十多年與老師互動，
跟他學做學問、做事，黨習他的人生觀，

也是有福氣的人!最後，請李師母繼續疼

子孫! "
兒女孫輩在汽車上、在飛機上趕寫追
思文，皆編入生命科學院與台中基督堂合

編的《追思禮拜手冊>>

成動。長子李清源博士代表家屬致廓謝
詞，平和中有著念親的激動，

庸》去:

兒女孫輩們。 ~

招，他要林金和老師(按，曾任中華民國

甲、李春序，

植物學會理事長 )到火車站幫他提領試

乙、李春序，

氣大得很。還可 以見到李老師的身體是怎
麼健壯。李老師教我兩 門課 ， 一門 是 《 植

物解剖學>>
的解剖>>

'他採用伊索著作《種子植物

'兩百多頁，一字一字地讀，如

“大德者必得其位，必得其祿，

生的德業，同時內心也祝福著淑芳師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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