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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繁美麗的大學生活

■  在美國威斯里安女子學院學

習的宋慶齡（中間著黑衣白裙

者）和她的同學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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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初，清朝的腐朽統治已經搖搖欲墜。在日益尖銳的社會矛盾

的壓力下，清政府逐步推行“新政”。1907年，教育部門為選拔赴美留學

生而舉行的考試中，首次出現了女學生的身影。最終從全國選定了十一名

男生和四名女生，作為官費生派遣出國。這四名女生中就包括宋慶齡。這

是中國“官費女生留學西洋之始”。宋慶齡曾自豪地說：“這場考試的成績

使那些男主考官們認識到，女學生在智力方面並不亞於男學生。”

面對即將出國的宋慶齡和準備同時赴美的宋美齡，父親宋耀如不無擔

心地囑咐道：“爸爸讓你們去美國，不是讓你們去看西洋景，是要將你們造

■  1907 年宋慶齡赴美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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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為不平凡的人。這是一條艱苦的荊棘叢生的路，要準備付出代價，不管

多麼艱苦，都不要終止你們的追求。”

當年秋天抵達美國後，十四歲的宋慶齡首先來到紐澤西州，進入波

特溫學校學習法文和拉丁文，因為“這兩種外語是大學入學考試必須應考

的”。這段時間裡，宋慶齡還在課餘當家庭教師。

宋慶齡的英語十分出色，但她一刻也沒有忘記祖國。據一位同學回

憶，為了不讓美齡忘記自己的母語，慶齡每天都會和美齡用母語交談一小

時。有時宋美齡覺得用英語交談比較方便，不願意練習漢語，宋慶齡就把

她關在房間裡，強制她練習到規定的時間。

宋慶齡酷愛讀書，愛潑斯坦曾說她是“一個無書不讀的人”。她經常

到學校對面的鎮圖書館去借書。據當時的圖書館工作人員回憶：“她是一

個害羞、漂亮的姑娘，書讀得很多很廣。她經常選擇一些非常嚴肅的書來

讀，這些書像她這樣年齡的女孩通常是不讀的。”圖書館館長也發現，“這

個嚴肅的姑娘”，貪婪地閱讀成人讀的小說、傳記和歷史等等。這些書“遠

遠超出她那個年齡的普通姑娘的口味”。

1908年 9月，宋慶齡在喬治亞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學院正式註冊入

學。當時她只有十五歲。同學回憶說：“她非常用功，從不漏掉任何一門功

課的作業，總看見她在工作。”

宋慶齡出身在一個十分特殊的家庭，從小就受到愛國主義思想的熏

陶。她的父親是最早和孫中山一起投身革命的民主主義者。

宋慶齡和宋美齡來到美國後，父親經常“給女兒們寫長信、寄剪報，

使他們了解國內的形勢。宋慶齡能夠從這些片斷的情況中了解到孫中山博

士革命的艱難歷程”。威斯里安學院的凱瑟琳女士評價：“她是一名非常優

秀的學生，對國際大事有著自己獨到的見解。尤其是對中國發生的一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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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攻讀的是文學專業，但對哲學和歷史她同樣有著濃厚的興趣，廣博的知

識使她的見解深刻而富有哲理。

在歷史課上，宋慶齡向同學們講述中國的現狀、中國實行改革的必要

和中國光輝燦爛的未來。她的講述，給歷史教授留下了終身難忘的印象。

他說，宋慶齡的聲音如平時一樣柔和，但她的眼睛中燃燒著“足夠照亮整

個大地的火焰”。

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的消息傳到了大洋彼岸。宋耀如將一面共和國

的五色旗寄給了宋慶齡。得知亞洲的第一個民主政體——中華民國成立，

宋慶齡興奮異常。她立刻蹬上椅子，把清朝的龍旗扯下，踏在腳下。她掛

上新國旗，呼喊著：“打倒專制！高舉共和的旗幟！”宋慶齡激烈的情緒，

使同宿舍的同學直到耄耋之年，對這一幕依然印象深刻。宋慶齡一向沉

靜、溫和，這種毫不掩飾的表現，讓同學們看來實在不同尋常。

宋慶齡的英語水平是一流的。在美國的學校裡，來自中國的宋慶齡得

到老師這樣的評價：“在英文課的班上，她寫的文章最好。”豐富的知識、

深刻的思想、漂亮的文筆，使宋慶齡擔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學編輯

和哈里斯文學社的通訊幹事。

1911年，十八歲的宋慶齡在院刊上發表了她的第一篇文章《留學生對

中國的影響》，論述了中國早期留學生歸國以後，在政治、文化和社會改

革方面對中華民族的良好影響。她特別強調：中國人出國留學的目的應是

“把一切有價值的、好的東西學到手”，以便帶回去“解決中國當前存在的

各種重大問題”。這實際上抒發了她自己為祖國而學習的遠大抱負。

1912 年 4 月，宋慶齡在院刊上發表政論文《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

件》，熱情洋溢地讚頌辛亥革命。她指出：“這一非常光輝的業績意味著

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一制度已持續了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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蟻。後來，他在科舉試卷上漏寫了四個小點，螞蟻用身體填補了這四個小

點，使楊韋林得以應試成功。

1913年 4月，宋慶齡又在同一期《威斯里安》上發表了兩篇文章。其

中一篇是政論文《現代中國婦女》。宋慶齡敘述了中國女性的逐步覺醒，

特別提到了包括她自己在內的中國女留學生，“比其他國家的大學生更清

楚地認識到，為了共同的幸福，她們要比別人承擔更多的義務”。她充滿

自信地預言：“我們深信，用不著一個世紀的時間，中國就會成為世界上教

育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中國婦女也將成為同男人們地位相等、平起平坐

的伙伴。”另一篇是散文《阿媽》。她充滿感情地記述了一位在他們家工

作了二十多年的目不識丁的老保姆，明確地表達了主僕平等和實現博愛理

想的主張。

宋慶齡被認為是一位性格內向、安靜、謹慎、品格高尚、極富文學修

養的人。此外，同學們還記得宋慶齡的很多生活細節：她平常很少開懷大

笑，但她卻擁有非常甜美、令人愉悅的笑容。她對衣著有著很高的品位，

經常穿一些十分漂亮、剪裁得體的套裝。

實際上，宋慶齡愛好廣泛。她愛好藝術，也喜愛體育運動。在校期

間，她是舞蹈戲劇社社員和網球俱樂部的成員。

宋慶齡還有著與這個年齡的少女一樣的活潑、俏皮的內心世界。她曾

經為她親密的同學珍妮獻上自己寫作的“美妙”的詩歌。她也曾經在通信

中，興致盎然地告訴同學一些女孩子們關心的“小秘密”：那些男孩子——

同學們的男朋友的動向。她的同學瑪麗．斯塔爾曾經回憶起宋慶齡：“她常

給在哈佛的一個男孩子寫信⋯⋯她一接到那個男孩子的信，就會飛也似地

跑進我的寢室，我們一起讀信，一起商量怎樣回信。”

1913年 6月，宋慶齡從威斯里安女子學院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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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刊上刊登的畢業生照片中，二十歲的宋慶齡面容堅毅，眼神深邃，表

現出她性格中內在的力量。照片旁的題詞是：“從她的兩眼和額頭流溢出內

心的光彩。”

宋慶齡長大了。這位二十世紀中國最偉大的女性，就這樣度過了她

豐富多彩的大學生活。她乘船離開美國，越過太平洋向亞洲駛來。艱難曲

折、滿佈荊棘的鬥爭在等待著她。



宋慶齡與中國女子網球運動

■ 《威斯里安》校誌上刊登的宋

慶齡（後排右四）與網球俱樂部

成員的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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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04年的奧運會上，運動員李婷和孫甜甜取得了網球女子雙打冠

軍。這是中國在世界上取得的第一個網球冠軍。此後，中國出現了全國性

的網球熱。如今，“中國網球公開賽”已經成為世界矚目的國際頂級網球賽

事之一。

網球運動在中國開展得比較晚，許多人對這項運動並不熟悉。那麼，

最早接觸到這項運動的中國人到底是誰呢？

2004年 7月，宋慶齡基金會與美國威斯里安學院，在北京共同舉辦了

“宋慶齡和她的姐妹與美國威斯里安學院”展覽。在威斯里安學院提供展出

的 1911年校誌中，我們意外地發現了一張極其珍貴的照片。

這是一張網球俱樂部的合影，十三位朝氣蓬勃的女學生，穿著一樣

的白衣白裙，手持網球拍排列在球網前。在後排中間，我們看到一張熟

悉的面孔——她就是宋慶齡。在照片下方所列的名單裡，有用英文書寫的

“Chungling Soong”字樣（Chungling Soong後多譯為 Ching Ling Soong，即

宋慶齡）。這張照片是我們從未見到過的。

根據校誌的年份判斷，宋慶齡參與網球運動至今已整整一百年。1911

年的中國，正經歷著推翻封建專制的“辛亥革命”。那時的女子，還在為放

開“裹腳布”而鬥爭，根本談不上去參加任何現代意義的體育運動。而當

時的宋慶齡只有十八歲，正在美國的威斯里安學院求學。

在威斯里安學院的另一本校誌上，還有一段文字專門提到，宋美齡也

曾是學校網球俱樂部的成員。宋美齡比宋慶齡小四歲，實際上她在這個學

校只正式就讀了一年。1912年，宋美齡正式註冊成為威斯里安學院的大一

新生。第二年宋慶齡大學畢業離開了美國，宋美齡便轉學北上到馬薩諸塞

州的韋斯禮學院學習。在此之前，是否有中國女子參與過網球運動，暫不

可考。但宋慶齡是最早參與網球運動的中國女子之一，則是毋庸置疑的。

1913年，宋慶齡從威斯里安學院畢業。回國途中，她直接來到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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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革命”失敗，追隨孫中山逃亡到日本東京的父母身邊。1915年，她嫁給

了處在事業低谷中的孫中山。

1916年，孫中山回國後，暫住在上海環龍路 63號。兩個月後，四位

歸國華僑得知孫先生還在租房住，便購置了莫里哀路 29號的一所住宅送

給孫中山。他們不僅配置了室內的家居陳設，安排了庭院的花木，還在花

園裡佈置了網球場。宋慶齡喜愛網球運動，孫中山也有長期在西方生活的

經歷。每天清晨起床後，他們常常在這裡打網球，早餐後再精神飽滿地開

始一天的工作。當然，這種有規律的安定生活，在他們共同經歷的十年的

動盪生活中，只佔了很小的比例。

宋慶齡喜愛網球運動，在黑暗沉滯的舊中國開了風氣之先。她早年參

加網球運動的經歷，對今天早已告別“東亞病夫”稱號、追求全民健身的

中華民族，無疑具有表率的意義。

■  上海莫里哀路 29 號（現為香山路 7 號）孫

中山住宅花園。這裡曾設有網球場。

■ 上海宋慶齡住宅的桌子上擺放著網球

球拍外形的時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