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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一大師杭州任教時期的
鮮見文獻述論
陳星 杭州師範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的藝術教育實踐，堪稱近代中國學校藝
術教育發軔期的的標誌，而李叔同（弘一大師）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研究李叔同在杭州任
教時期的藝術、文化和教育行持，內容十分豐富，本文僅以這一時期有關弘一大師李叔同的鮮見史
料，如《白陽》、《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志》、《樂石》等，作一述論，並結合相關資料，
對李叔同杭州任教時期的若干文獻和他在此時期的事跡作一概括。

關鍵詞：弘一大師；李叔同；藝術教育；文獻；事跡

一、引言
近代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學校藝術教育，最早
發生地為江蘇省南京的兩江師範學堂。但從辦學
的成效、教師隊伍的構成和對中國學校藝術教育
事業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等方面論，當屬浙江省立
兩級師範學校（1913 年改校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
範學校）。該校的藝術教育實踐，堪稱近代中國
學校藝術教育發軔期的的標誌，而李叔同（弘一
大師）在其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
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於 1912 年創設高師圖
畫手工專修科，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期，學校
的藝術教育則有質的飛躍。為加強藝術教育，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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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亨頤從上海請來了李叔同。姜丹書在《弘一大師
永懷錄》〈傳一〉中說過：「方清之季，國內藝術
師資甚希，多延日本學者任教，余先民國一年受聘
入是校，而省內外各校缺乏藝師也如故；於是校長
經子淵氏，特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延聘上人主
授是科圖畫及全校音樂。上人言教之餘，益以身
教，莘莘學子，翕然從風」。（註 1）
研究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時期的藝術、文化和
教育行持，內容十分豐富，本文僅以這一時期有
關弘一大師的鮮見史料作一述論，並結合相關資
料，對李叔同杭州任教時期的事跡作一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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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版《白陽》雜誌
1913 年，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發行文藝雜
誌《白陽》。關於《白陽》，福建人民出版社版
《弘一大師全集》已有一些載錄，目前查得該刊
原件，當可作詳細介紹。《白陽》雜誌為李叔同
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發行，1913 年
5 月（癸丑四月）創刊。現存誕生號。誕生號內容
豐富，其編目為：
題字：石禪（按：即經亨頤）
白陽誕生詞：息霜（按：即李叔同）

夏丏尊）和學生如吳夢非、李鴻梁、邱志貞（梅
白），可以說一切均體現出了李叔同的編輯意圖。
作為一校之長的經亨頤，他也為刊物題詞「美意
延年」。李叔同寫的〈白陽誕生詞〉曰：「技進
於道，文以立言。悟靈感物，含思傾妍。水流無
影，華落如煙。掇拾羣芳，商量一編。維癸丑之
暮春，是為白陽誕生之年。」
「文集」中的〈音樂序〉就是 1906 年李叔同
為《音樂小雜誌》（註 2）寫的序言。這次重新發
表，表明他對文中所提觀念的又一次肯定，可看
作是李叔同對音樂社會功能的見解。《白陽》上

文庫
文集：音樂序 息霜
西湖夜游記 息霜
寫生日記之一 梅白
說部集：寫真帖 丏尊
詩集：丏尊二首、子庾二首、微穎二首、纏
恨一首、雨蘋二首、汝勛一首、慎獨
一首
詞集：子庾三首、微穎一首、息霜一首
曲集：春游 息霜

發表的〈春游〉，是中國第一部合唱曲（三部合
唱），詞曲均出自李叔同之手。豐子愷後來在《繪
畫與文學》一書中談及「文學中的遠近法」時，
以〈春游〉歌為例，解說了李叔同是用畫家的眼
睛觀察春游之景的妙處：「『萬花飛舞春人下』，
就這一句看，末腳一個『下』字很奇怪，除非人
用催眠術騰空行走，花怎會在人下面飛舞呢？但
看了上句，『游春人在畫中行』，便知道作者早
已點明用著看畫一般的『平面化』的看法了。把
春郊的風景當作一幅畫看時，便見遠處的人在畫

譚叢
文學篇：近世歐洲文學之概觀 息霜
音樂篇：西洋器樂種類概說 息霜
音樂大家像一 鴻梁
繪畫篇：人體畫法 夢非
石膏模型用法 息霜
繪畫大家像一 鴻梁
印稿 石禪、梅白、丏尊
畫稿 夢非、鴻梁、梅白
從上述篇目可知，這裡所出現的主要作者，
除李叔同（息霜）外，基本上都是他的摯友（如

面上的位置高，近處的飛花在畫面上的位置低。
可見這『下』字非常巧妙，絕不是湊韻而用的。
照實際上想，游人與飛花皆在地上，應說萬花飛
舞春人『旁』才對。但這樣說便減殺詩趣與畫意
了。」（註 3）1993 年 6 月 5 日，〈春游〉由中
華民族文化促進會評為「20 世紀華人音樂經典」。
是日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頒發「榮譽證書」。
李叔同在該雜誌上發表的另三篇文章〈近世歐
洲文學之概觀〉、〈西洋器樂種類概說〉和〈石膏
模型用法〉，也很值得重視。究其實質，這是關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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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藝術的普及文章，是他有意介紹西洋文學藝術

畫架前面，先生便差級長把一種有紋路的紙分給

的作法，在當時國內藝術教育界是一個創舉。

每人一張，又每人一條細炭，四個圖釘（我們的

〈近世歐洲文學之概觀〉全文原有多章，因

學用品都是學校發給的，不是自備的）。最後先

目前僅見《白陽》創刊號，未見續刊，故如今只

生從講桌下拿出一盆子饅頭來，使我們大為驚

能見到第一章「英吉利文學」的文字。在文章的

異，心疑上圖畫課大家得吃饅頭的。後來果然把

梗概一節中，可知李叔同介紹歐洲文學的積極態

饅頭分給各人，但不教我們吃，乃教我們當作橡

度：「中世紀古典派文學（Classic）瑰偉卓絕，

皮用的。於是先生推開黑板……，教我們用木炭

磅礴大宇，及十八世紀初期，其勢力猶不少衰。

描寫石膏模型的畫法。」（註 5）

操觚簪筆家僉據是為典則。其後承法蘭西革命影

李叔同能從藝術和藝術教育的角度合理看待

響，而熱烈真摯之詩風，乃發展為文藝界一大新

中西藝術和思想，體現了他深厚的人文修養和寬

思潮，即傳奇派（Romantic）是。迨至十九世紀，

廣的藝術胸懷。

基於自然之進步，現實觀之發達，乃更尚精緻之

李叔同是中國最早撰寫《西洋美術史》的人，

描寫，及確實之詩材，而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遂

並將其作為教材，具有藝術啟蒙意義。學生吳夢

現於十九世紀後半期。及夫末葉，反動力之新理

非寫有一篇〈「五四」運動前後的美術教育回憶

想派，乃萌芽於歐洲。」

片斷〉，刊於《美術研究》1959 年第 3 期，文中

〈西洋器樂種類概說〉有二章，第一章為「絃

披露了這樣一條信息，即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

樂器」（用弓絃樂器），第二章為「管樂器」（木

師範學校時寫過一本《西洋美術史》。吳夢非本

製管樂器、金製管樂器）。文中插圖豐富，記述

人曾在老師出家後提議出版該著，但未獲同意，

甚細。

以致原稿散失。如果弘一大師當時同意出版，或

〈石膏模型用法〉有四章：「石膏模型為學

許又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西洋美術史著。

圖畫者最良之範本」、「收藏法」、「教室之選

李叔同提倡野外寫生，學生對此也樂於接

定及室內之設備」和「圖畫之材料」。文章十分

受。學生邱志貞（梅白）在《白陽》誕生號上有

強調石膏模型在繪畫練習過程中的作用。李叔同

一篇〈寫生日記之一〉，文辭盎然：

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使用石膏模型進行美術

三月十六日為舊丁祭，學校例假。午後二

教學乃全國之首創，（註 4）豐子愷曾回憶過李叔

時半，偕吳君夢非、朱君森玉，作寶石山游。

同上課時的一些情形：「李先生的教法在我覺得
甚為新奇：我們本來依照商務印書館出版的《鉛
筆畫帖》及《水彩畫帖》而臨摹；李先生卻教我

出錢塘門，經臥龍山莊及西湖旅館。未達梅麗
公園，即北折而下，又西折而上，至寶石山，
階下有門，門首面山，山上雕石佛多尊，若飛
來峰。入門則石階層疊。路至曲折，乃拾階而

們不必用書，上課時比要走一個空手的人來。教

升，即寶俶塔所建處。更上一層，有西爽亭焉，

室中也沒有四隻腳的桌子，而只有三隻腳的畫

地為來鳳亭舊址。亭為西士梅氏所建，中設六

架。畫架前面供著石膏製的頭像。我們空手坐在

角石幾，一石鼓凳，三適供吾三人踞坐遠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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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心有亭，巍然在水中央，即湖心亭。是爰以

往來，又得西泠印社所藏自周、秦以迄晚近諸名

鉛筆寫其景。寫竟已薄暮，天又細雨，因即偕

人印譜而卒讀之，學乃益進。書畫亦渾健不失古

歸。（註 6）

三、成立樂石社，出刊《樂石》、創辦桐
陰畫會等藝術社團

法，但所作極鮮。」（註 9）
《樂石》第一集於 1914 年農曆十一月出刊，
李叔同題刊名，刊有經亨頤所製「樂石不朽」一
印，夏丏尊也有「樂石萬歲」一印。此外，還有

李叔同在課外指導樂石社、桐陰畫會等學生

邱志貞、陳偉等的篆刻作品。樂石社也吸收非校

社團，並出版《樂石》，此外還出版《木板畫集》，

友社員，像胡宗成、王匊昆、費龍丁、張金明、

開中國近代版畫藝術之新風。

柳亞子、張一鳴、姚石子（鵷雛）等均先後應邀

1914 年農曆九月，學校取「吉金樂石」之義，

加入。然而，該社成員主要還是學校師生，他們

成立課餘文藝團體「樂石社」。「樂石社」是一

是：教師經亨頤（校長）、夏丏尊、李叔同、堵

個由學生邱志貞為發起人，在校長、教師支持下

申甫、周承德；學生樓秋賓、楊鳳鳴、陳兼善、

集學校同人而成立的研究篆刻的藝術團體。樂石

吳薦誼、周其鑂、朱毓魁、杜振瀛、徐葆瑒、邱

社的正式成立，是在 1914 年農曆九月中旬的十五

志貞、關仁本、戚純文、陳偉、翁熔生、毛自明、

日以後至二十日以前（即公曆 11 月 2 日至 7 日

徐志行等。據方愛龍〈“樂石社”與樂石集〉一

間）。樂石社選出的第一屆職員中，李叔同為主

文，該社在 1915 年中期，「規模和活動達到鼎盛，

任，並由主任任命楊鳳鳴為會計，邱志貞為書記，

共有社員 27 人，雜役 1 人；在李叔同的主持下，

杜振瀛等 4 人為庶務。（註 7）樂石社出版《樂石》

自甲寅十一月至乙卯八月，先後共出版社刊《樂

和《樂石社社友小傳》等。

石》凡八集，並在乙卯六月編印了《樂石社社友

李叔同在〈樂石社記〉中記曰：「不佞無似，

小傳》一冊作為小結。」「1915 年農曆六月，樂

少耽痂癖。結習所存，古歡未墜。曩以人事，昩

石社舉行當月集會，鑑於當時樂石社骨幹邱志貞

迹武林，濫竽師校。同學邱子，年少英發，既耽

等的畢業離杭，李叔同也因為須在杭州、南京兩

染翰，尤耆印文。校秦量漢，篤志愛古。遂約同

地兼職而無心負責社務，於是，樂石社根據章程

人，集為茲社，樹之風聲，顏以樂石。」（註 8）

『社主任每半歲一選』等條款，進行了新職員的

文中提及之邱志貞，字梅白，浙江諸暨人，1912

改選工作，改主任制為社長制，公選經亨頤為社

年秋入當時的浙江省立兩級師範學校，為該校首

長，朱毓魁任書記、楊鳳鳴連任會計，同時根據

屆「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學生。《樂石社社友

社中實際，修訂了〈樂石社簡章〉，《樂石集》

小傳》中對他的介紹是：「性亢直，有奇癖。見

自第九集後也由社長經亨頤負責選編。」（註 10）

書畫篆刻等，嘗戀不忍去，家中寄其用費，多以

李叔同對金石的愛好一如既往。他出家後仍

購古書畫碑帖之類。初學刻石，孤陋無師，不足

在作印，而且對金石事業有過評述。1938 年 2 月，

以言印。歲壬子，就學武林，始與西泠諸印人相

他為薌江居士題偈曰：「金石無古今，藝事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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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如如實相印，法法顯其真。」（註 11）為擴

亨頤的倡導下於 1913 年創辦的一份校友刊物。目

大交流，李叔同還把《樂石》寄贈至他當年留學

前所知該刊共出刊 16 期。（註 16）刊物所載，除

的日本東京美術學校。（註 12）李叔同還介紹參

類似「校長訓辭」和關於教育的文章外，多半也

與樂石社活動的學生赴西泠印社參觀學習。

是校友的文藝作品。

桐陰畫會是浙一師又一個課外美術社團，主要

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志》上，

從事西洋畫學習和交流，豐子愷曾作為負責人主持

李叔同亦發表了一些作品。在該刊的第 6 期上，

其活動。除樂石社和桐陰畫會外，從一些史料中還

李叔同在校時就已發表了舊作〈二十自述詩序〉

可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裡還曾有過「漫畫

〈李廬詩鐘自序〉和〈李廬印譜序〉等，而在他

會」，或其他藝術社團稱謂如「洋畫研究會」、「寄

出家後，該刊仍在第 16 期上發表了他的詩〈二月

社」等，而李叔同也應該是近代中國較早創作並倡

望日歌筵此賦疊韻〉、〈七月七日重有感〉、〈滑

導現代木刻的人，如他的學生，藝術教育家吳夢非

稽傳題詞〉、〈失題〉、〈春風〉、〈昨夜〉、

先生在他的〈「五四」運動前後的美術教育回憶片

〈初夢〉、〈無題〉和〈有贈〉。詩後有教師陳

斷〉一文中作了這樣的證明：「我們的課外組織有

夔的按語：「當湖李叔同先生，能詩文，工書畫，

『漫畫會』、『樂石社』（研究金石雕刻）等，並

天縱多能，有口皆碑。故群屐所至，冠蓋爭迎。

出版《木板畫集》，這是自畫、自刻、自己印刷的

主講此間者凡七載，造就甚眾。唯先生三十以外，

作品，其中有李叔同、夏丏尊等的木刻。」（註 13）

即捐除綺語。比年以來，尤潛心內典，於今秋披

另據李鴻梁〈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一文：「我

緇出家，專志梵修。其未入山時，曾將所屬草稿

們出過一本板畫集（木刻集），自己刻，自己印，

付其門下士豐仁。豐生出以見示，見其樹義必雋，

自己裝訂。法師刻了一幅模仿小孩畫的人像。」
（註

琢詞必精，為錄數章，以或多士。嗟乎豐生！玄

14）結合中國版畫史，吳夢非、李鴻梁的回憶告訴

邈之風，絕人攀躋，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即。

人們，在李叔同作為藝術指導的藝術團體裡就已有

至於吉光片羽，有識同珍。磨頂受記者，宜思傳

木刻創作了，並且還出版了《木板畫集》。按照中

其衣缽矣。豐生囑贅數言，不辭荒陋。佛髻放糞，

國版畫的分期，這就證明李叔同是現代中國較早的

知有佛性也無。戊午冬日陳夔識。」（註 17）同

木刻藝術倡導者和作者之一。（註 15）李叔同的這

在該期，還發表了李叔同的詞 5 首：〈金縷曲．

項具有「先鋒性」的工作在以往經常被人們忽視。

將之日本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菩薩蠻〉、
〈踈影．丏尊以小梅花屋圖索題且謂繫念故鄉當

四、《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志》
中的若干信息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有校友會。校友會的
成員包括在校師生和離校教職員工及畢業後的學
生。《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志》是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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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
李叔同還於 1914 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文章寫道：
美術家所公認為最切實用之學，即本編所
論之人體……學者由是入手乃為正則。

使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開中國美術教學人

人體以解剖而顯正確之形……至作繪時當

體寫生課之先河。關於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

於形體之要點著眼，切勿意造致失真型。本編

美術教學的時間，可根據李叔同的學生吳夢非在

所論之畫法，參酌圖畫家所經驗之結果，或以

1959 年第 3 期《美術研究》（中央美術學院學報）

解剖的，或以美術的，大致皆同。但泥於解剖，

上的〈「五四」運動前後的美術教育回憶片斷〉

則人所不注意處細細描寫，反失天然之美觀。

一文，確認為 1914 年。文章說：「李叔同先生教
我們繪畫時，首先教我們寫生。初用石膏模型及
靜物。1914 年後改用人體寫生。本文所附照片便
是我們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兒練習寫生的留影。

故學者宜於視察上取美術家之成法。何者為下
手之方，何者為作繪之的，下列二則宜服從焉：
一、先將描寫之事物選定；
二、後將所見之形狀一一描出。
……（註 19）

我們這一班學生有二十多人，如周玲蓀、金咨甫、
朱穌典、李鴻梁、朱藹孫等。」（吳文後附李叔
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照片，並特別注
明是 1914 年。此即如今常見的那幅以男人體背面
為主體的照片）吳夢非是李叔同到浙一師任教後
教的第一屆學生，他所述「本文所附照片便是我
們第一次用真人作模特兒練習寫生的留影」當真
實可靠。又據吳夢非先生的女兒，中國電子琴學
會副會長吳嘉平女士查得其父生前手稿，手稿上
明確指證此照片第二排左起第三人即是吳夢非本
人；而我們如今在這張照片上也能辨別出後排右
起第二人即是李叔同。吳夢非先生是李叔同所教
的第一屆學生，是李叔同首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
教學的親自參與者，而他發表文章時所附的照片
上又有他本人，故此說成立。（註 18）
李叔同在 1914 年使用人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
之前，就已經開始在理論宣傳方面對學生施以影
響。最好的例證是 1913 年春在李叔同編輯的《白
陽》誕生號上發表了學生吳夢非的〈人體畫法〉

六、學堂樂歌創作的豐收期
李叔同在任教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期創
作了大量膾炙人口的學堂樂歌，代表作〈送別〉、
〈春游〉和〈西湖〉等，至今還被人們傳唱。
李叔同雖然在過往的歲月裡幾度涉及音樂創
作和研究，但卻一直沒有較為固定的實踐場所，
其音樂活動也就時斷時續。在滬學會的活動，他
只是因為南洋公學風波而作的臨時選擇；（註 20）
1905 年《國學唱歌集》（註 21）的出版，算是一
個里程碑，但他自己卻並不滿意，乃至還要求銷
毀；（註 22）1906 年在日本創辦《音樂小雜誌》，
其開創性已載入中國音樂史冊，但遺憾只出版了
一期；1912 年上半年，他有過短期在城東女學教
授音樂的機會，可時間又太短。只有到了浙江省
立第一師範學校，李叔同終於有了大顯身手的舞
臺和充裕的時間保證──整整六年，他做了一名
開風氣之先、桃李滿天下的藝術教育家。而他的
學堂樂歌的創作也迎來了高峰期。

一文。這是一篇改作的文章，原作者是英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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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期間的

（註 23）

學堂樂歌作品，從歌曲的藝術水平上看，是他一
生歌曲創作中的精品；從作品的數量上看，也十

七、舉辦各類展覽會和音樂會

分之多，創作手法多種多樣。據統計，李叔同在

此外，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還舉行美術展

這時期創作的歌曲有 36 首，幾乎占了李叔同學堂

覽會和音樂會等演出活動。民國之前，浙江向無

樂歌總數的一半。這些歌曲，從內容上大致可分

藝術展覽會。而校長經亨頤對舉辦這樣的展覽會

為四類：愛國歌曲、校歌、抒情歌曲和哲理歌曲。

卻十分重視。他說：「展覽會之目的，不在展覽

在上述歌曲中，〈送別〉是被人們傳唱最多

一時，亦不在展覽之時之有限品物，以展覽會之

的一首歌。李叔同作歌，善於選用歐美曲調填詞。

引線，由造型之美而進於精神之美，由人工之美

此曲的原作者係美國通俗歌曲作者 J．P．奧德威，

而悟及天然之美。夫然後舉止態度漸臻優良，世

歌曲的名字叫〈夢見家和母親〉。此曲優美且帶

道人心，於焉是賴……以收直觀感化之效。」（註

有憂傷的情調，日本歌詞作家犬童球溪便採用它

24）1913 年春，經李叔同的提議和經亨頤校長的

的旋律填寫了〈旅愁〉。〈送別〉採用了〈夢見

支持，學校徵集了收藏家的很多名貴古金石書畫

家和母親〉的曲調，歌詞則受了〈旅愁〉的影響。

作品，開了一個規模盛大的美術展覽會，展期三

此外，李叔同的〈送別〉歌詞在某些版本中將其

天，觀眾踴躍。此為浙江省第一次公開的美術展

中的「一瓢濁酒盡餘歡」中的「瓢」字寫成了「斛」

覽，影響深遠。這次展覽後，學校還從展品中選

字。正確的用字應根據目前發現的最早的版本，

出數十件作品，印成一本精美的紀念冊。同年夏，

即豐子愷《中文名歌五十曲》（開明書店，1927

學校還開過校內成績的展覽會，雖然各種成績都

年）。《中文名歌五十曲》中〈送別〉歌詞用的

有，但以圖畫手工作品最多，也最受矚目。（註

是「瓢」字。李叔同受犬童球溪歌詞的影響，然

25）1920 年 6 月 29 日《申報》刊出「杭州快信」，

以往的研究界對犬童球溪的生卒年標注則出現錯

曰：「第一師範附設之洋畫研究會，連日假省教

誤。錢仁康在〈李叔同──弘一法師歌曲考〉中

育會開出品展覽會，來賓甚夥。今日（二十八）

對犬童秋溪生卒年的注釋是「1884-1905」。此後，

午前全體會員，又敦請前本校教員東京畢業之美

其他學者也沿用了這一注釋。2006 年 4 月 23 日，

術家李叔同，『現已披剃為僧，住持西湖玉泉寺，

日本漢學家丸尾常喜先生致函筆者，介紹他自己

別號洪（弘──引者注）一道人。』到會評判，

為熊本縣人吉市人，是犬童球溪的同鄉，正在撰

後乃攝影而散。」

寫論文〈犬童球溪與中國〉，並提供了犬童球溪

在這同時，學校又開音樂會，此亦開浙江省

正確的生卒年資料。據丸尾常喜先生出示的日本

音樂會之先河。在此後的數年裡，成績展覽會和

學者元勝弘著《犬童球溪傳》（1986 年 10 月由フ

音樂演奏會成了學校藝術教育的傳統，博得了社

ォルテ出版）中的犬童球溪年譜，犬童球溪出生

會的好評，開通了群眾愛美的風氣，被認為是由

於 1879 年 3 月 20 日，卒於 1943 年 10 月 19 日。

學校藝術教育推廣到社會藝術教育的一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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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浙一師學生還在「五四」前後排練演出話

第一師範──這個學校的自在畫成績，在

劇。（註 26）經亨頤曾有〈音樂會開會辭〉，表

會場中，比較起來，要算最完善。看他們的成

達了他對此舉的欣慰之情：
今日本校為演習音樂起見，試開音樂會。
蒙各界來賓光臨，不勝榮幸。本校非音樂專門
學校，平時亦無專攻的練習。第觀吾國現今教
育需要上，音樂似不可不稍加注意。故於師範
學校應行研究範圍內。勉力預備，乘聯合運動
大會前一日之機會，教育家齊集省垣，藉伸歡
迎之意，並希指其不逮，共相商榷。人類有感
情作用之特徵，而感情與倫理之接近。尤為吾
國道德心理的基礎之特色。宜如何維持？如何
助成？教育上大可研究。夫感情之生，有觸發
與自然之別。觸發之感情者，因事而生感情。
感情在事之後，而演成行為。自然之感情者，
由感情而成事，感情在事之先，而涵養品性。
吾國文字具有觸發感情之特色，倘無自然之感
情以調劑之，恐枯竭而必致破裂。可以調劑觸
發之感情而供給自然之感情者，惟音樂是。
近今學校教育，音樂已列為一科，而教授
之是否適當？尚待研究。自余觀之，仍不免偏
於觸發之感情。以雄壯勇猛激昂慷慨為音樂唯

績，覺得他們平日對於寫生畫，很能注重。就
寫生畫方面看來，李增榮所畫的《平湖秋月》
（水彩）構圖精當，用筆溫和，色彩自然。董
以璋所畫的《蘇小墓》（油畫），建築物的形
狀很正確，光線色彩都明晰調和，樹木花草統
用大筆畫出，筆筆生動。這兩幅畫，要算是一
師圖畫成績中，出群的作品，所以不得不特別
提出來略為說說。其餘水彩寫生成績，還是很
多，不過有許多成績，總覺得畫法太潦草，近
於（Sketch）寫生一派。要知道初學寫生，總要
忠實為主。若學業未成，就草率從事，那是恐
防沒有好結果，或則該校別有用意亦未可知。
……
小學校的成績，大都零零碎碎，不便分別
說明。省立女師附小的圖案連續模樣。一師附
小和二師附小的寫生畫，在小學成績中，總算
最有精彩……
……
據該期「美育界紀聞」，〈浙江全省學校成
績展覽會〉一題曰：

一之能事，則音樂僅為感情之一種，烏足以雲

浙江教育廳自七月五號起至八月三十號止

供給自然之感情而調劑其他觸發之感情。夫音

假杭州法政學校開全省學校成績展覽會。自小

樂以平正和雅為主，即雄壯勇猛之事情，亦非

學校以至專門學校所有各種成績，陳設甚盛。

必須激昂慷慨之歌曲，而雄壯勇猛激昂慷慨之

其中尤以圖畫、手工成績為最美富雲。（註 28）

足以動人者，仍為觸發之感情而非自然之感

李叔同、姜丹書等藝術教師言傳身教，其精

情，決非音樂正當之目的。未知當世教育家以

神力量和藝術魅力感染了他們的學生。正如姜丹

為何如？（註 27）

書在〈現代中國藝術教育概觀〉一文中所說：「校

舉辦藝術成績展覽，此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

長經亨頤先生（金石書畫家，最近亡故）倡導藝

範學校成了傳統。《美育》第 4 期上有南京高等

術教育甚力，更得李先生等教導有方，非但造就

師範學校的周玲蓀〈參觀浙江學校成績展覽會圖

一班藝術教育師資，如吳夢非、金玉相、朱穌典、

畫成績的意見〉一文，其中寫道：

何明齋、豐子愷、潘天壽等，都是今日知名之士，

……

而且造成西子湖畔濃厚的藝術空氣，多年猶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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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餘韻。」（註 29）

學堂校歌所張揚的「豪氣」，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相比之下，〈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歌〉更覺

八、創作〈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歌〉

幾分新情與溫馨，像「陶冶精神，道德潤心身」、

1913 年 11 月 16 日，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相勉又相親」、「西湖濱，桃李一堂春」等。

校友會在學校的運動場舉行了第一次陸上運動大

這與李叔同、夏丏尊提倡藝術教育、感情薰陶，

會。（就學校歷史沿革而言，此為第三次運動會）

有直接的關係。從一個側面也表現出浙江省立第

運動會影響廣泛，有 28 所學校逾萬人前來觀摩。

一師範學校時期師範教育的關注點。

運動會上，師生齊唱由夏丏尊作詞、李叔同作曲
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歌〉等歌曲。

2007 年 4 月，原〈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
歌〉被確定為現今杭州師範大學校歌。（註 30）

夏丏尊作詞、李叔同作曲的〈浙江省立第一

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時期，李叔同將人格

師範學校校歌〉集中體現了該校的人文藝術教育

教育與藝術教育緊密結合，在大力弘揚藝術的同

與科學精神和諧結合的內涵，同時也體現了該校

時，強調「人格為先」，主張「先器識而後文藝」，

注重人格養成與情感薰陶的藝術教育特色。該校

即首重人格修養，次重藝術技藝。這種注重人格修

歌歌詞如下：

煉的藝術觀，承先啟後，不失為藝術教育界可資汲

人人人，代謝靡盡，先后覺新民。可能可

取的精神營養。學生傅彬然雖然未能成為藝術家，

能，陶冶精神，道德潤心身。吾儕同學，負斯

但他卻在李叔同那裡受到了極大的人格薰陶，他

重任，相勉又相親。五載光陰，學與俱進，磐

說：「說來慚愧，自己的藝術天資未免太差了，就

固吾根本。葉蓁蓁，木欣欣，碧梧萬枝新。之
江西，西湖濱，桃李一堂春。
這種「陶冶精神」，健全人格、修養身心及
「學與俱進」，夯實基礎、開拓創新的育人理念
給人們以極大的啟示。該校在浙江官立兩級師範
學堂時期也有校歌（作者不詳），歌詞如下：

這兩門功課而論，從先生那裡實在並沒有得到甚
麼。可是先生的學問和人格，先生的生活態度，卻
給與筆者畢生忘記不了的印象，並且從而得到關於
教育上的許多啟示。」（註 31）

九、桃李芬芳

功如忠肅，學似文成，自古名賢數浙人。
山川鐘毓，代有奇英，六百同堂步後塵。文章

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藝術教育的成果，最

驚海內，科學究專門，新舊中西一貫行。今日

重要的還是體現在培養出了大批傑出的藝術人

為多士，他年鑄過民，教育前途定有聲。

才。（註 32）就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學生而

可見，夏丏尊和李叔同合作的〈浙江省立第
一師範學校校歌〉與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同時

言，他們分布在全省各地，部分也在外省任教。
根據姜丹書的記錄，該科畢業生是：

期的校歌有著兩種不同的精神訴求。〈浙江省立

金夢疇（咨甫，武義）、吳夢非（名翼榮，

第一師範學校校歌〉體現出來的關注人格修養和

東陽）、潘均（紹興）、周敬敷（子叔，黃岩）、

陶冶溫馨情懷的旨意，與當年浙江官立兩級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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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緒（蕭山）、朱穌典（名寶銑，杭縣）、張

後，經亨頤曾有感言：「自本學年始，本校內部

聯輝（名拱璧，東陽）、郭志閎（伯寬，金華）、

情形有較從前格外純粹之二點。一為高師圖畫手

顧華昌（騎風，武義）、邱志貞（梅白，諸暨）、
徐小濤（名葆瑒，上虞）、徐炳槱（命由，武
義）、朱宗培（靄孫，杭縣）、周玲蓀（名景
鑒，海鹽）、李鴻梁（紹興）、趙鴻恩（杭縣）、
吳南章（名耀赤，龍游）、章友綏（哲卿，諸

工專修科已畢業離校。該科為前兩級師範之未了
事，附設於此。本為權宜之辦法，雖事務上本係
分立，而於本校教授訓練，亦不能謂絕不相關。」
（註 34）

暨）、吳紹曾（龍游）、張玉書（名兆麟，金

就非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學生而言，同樣湧

華）、虞肇周（茀寄，東陽）、金玉相（名琢

現出了大量在文化藝術領域領一帶風騷的人物，

章，金華）。另外尚有朱寶書（森玉，嘉興）、

其具代表性的就有豐子愷、劉質平、潘天壽、葉

都念祖（海寧）、陳偉（杭縣）、羅志洲（道

天底、陳兼善、曹聚仁、田錫安、傅彬然、賈祖

進，紹興）及杜某五人未畢業出校。（註 33）
在上列名錄中，可擇取其中幾位一記。
吳夢非（1893-1979）浙江東陽人，在校時間
為 1912-1915 年，後來成了中國現代著名美術、
音樂教育家。1919 年，吳夢非和劉質平、豐子愷
一起創辦了上海專科師範學校。吳夢非還主持過
中華美育會，主編《美育》雜誌，其創刊號刊名
「美育」二字由他請弘一大師題寫。朱穌典，名
寶銑，杭州人。在學期間，頗得經亨頤校長和李
叔同、姜丹書、夏丏尊等的器重。他對於圖畫、
音樂和手工均有造詣。畢業後，赴山東省立第一
師範學校任教，其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令師生翕
服。此後又相繼在紹興的浙江省立第五師範學
校、湖州的浙江省立第三師範學校、寧波的浙江
省第四中學、上虞的春暉中學任教，均堪稱良師。
1924 年，由姜丹書推薦，他就任上海美術專科學
校教授，後又接替姜丹書任中華書局藝術科編輯
主任職。李鴻梁（1894-1958），浙江紹興人，終
身為美術教師，中西繪畫及工藝、書法、篆刻皆
擅長。
1915 年秋，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學生畢業

璋、魏金枝等。（註 35）劉質平和豐子愷在畢業
後與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畢業生吳夢非一起在上
海創辦了中國現代最早的私立藝術專科學校──
上海專科師範學校，並與其他同人創辦了中國第
一份美育雜誌《美育》。豐子愷首創中國現代抒
情漫畫，被譽為中國現代漫畫的鼻祖。潘天壽成
了一代國畫大師和美術教育界的傑出代表。劉質
平則是長期堅守在音樂教育崗位上的一代名師，
桃李芬芳。其他如姜丹書所述：「一師畢業生翁
炳墉（子勤，嘉興）、王洪釗（隱秋，仙居）、
李增榮（海寧）、俞國梁（上虞）、沈炳銓（嘉
興）等，藝術成就頗高。王擅長工藝美術（手工），
歷任藝術院校教授。他能翻大型石膏像，實力協
助繪畫、雕塑教學之進展。」（註 36）
出家後的弘一大師自己說過：「任杭州教職
六年，兼任南京高師顧問者二年，及門數千，遍
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紹家業者，指不勝屈，
私心大慰。弘揚文藝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結束。
戊午二月，發願入山剃染，修習佛法，普利含
識。……凡油畫、美術、圖籍，寄贈北京美術學
校（爾欲閱者可往探詢之），音樂書贈劉子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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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雜書零物贈豐子子愷（二子皆在上海專科師

執著的自我追求。他與經亨頤、夏丏尊另覓新地

範，是校為吾門人輩創立）。佈置既畢，乃於五

執著於教育事業不同，他的出家，體現了他更注

月下旬入大慈山（學校夏季考試，提前為之），

重自我關懷和佛教信仰。換句話說，他以為在佛

七月十三日剃髮出家，九月在靈隱受戒，始終安

家的境界裡仍有著積極的追求所在，他的行為其

順，未值障緣，誠佛菩薩之慈力加被也。」（註

實體現了著一種超越世俗價值觀的佛教情懷。李

37）此足可看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藝術教育

叔同投諸此端，取勢也大。

在當時教育界的地位。
李叔同在藝術教育方面的成就，誠如他的同
事姜丹書在〈現代中國藝術教育概觀〉一文中所
說：「科舉時代，音樂與教育亦無關。及興學校，
始教琴歌，反似恢復了古代學校弦誦之風。講到

【附註】
註 1：姜丹書，〈傳一〉，《弘一大師永懷錄》，（大雄
書局，1943），頁 1。
註 2：《音樂小雜誌》係中國第一份音樂雜誌，為李叔同
於 1906 年 1 月 15 日在日本東京印刷，20 日運回上
海發行。這本雜誌雖然只有 26 頁，但卻有眾多的欄

此道，初期倡導及傳授之功，當推當年的李叔同

目，如：表紙、圖畫、插圖、社說、樂史、樂曲、

氏。」學生吳夢非曾寫有〈弘一法師和浙江的藝

樂歌、雜纂、詞府等等，其分類甚詳。

術教育〉一文，他說：「談到浙江的過去底教育
藝術，即一般學校中的藝術成績，倘和其他各省
比較，似也夠得可作模範的資格。」「經過弘一
師教導成一班圖工專修科的學生，分配於全浙江
的中等學校，以及第一師範的幾次畢業生，散布
於全浙江的小學校以後，浙江的小學校藝術，才
出現革新的氣象，才納入正常的軌道中。所謂寫
生，所謂圖案，所謂五線譜，所謂合唱，所謂複
音曲等，到此時期才得出現於一般學校。」（註
38）

註 3：豐子愷，《繪畫與文學》，（開明書店，1934）。
轉引自《豐子愷文集. 2：藝術卷. 二》，（第 1 版，
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頁 466。
註 4：在阮榮春、胡光華著《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國
近現代美術大事年表（1911-1949）〉的「1912 年」
條目中記曰：「李叔同於浙江兩級師範任教，用日
本購置的石膏模型讓學生練習寫生，是中國美術教
育中的創舉。」（第 1 版，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5），頁 276。
註 5：豐子愷，〈舊話〉，初載《中學生》，16 號（1931
年 6 月 1 日），收《豐子愷文集. 5：文學卷. 一》，
（第 1 版，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2），頁 182-183。
註 6：見《白陽》誕生號，癸丑四月浙師校友會印刷發行。

十、結語

註 7：參見方愛龍〈“樂石社”與樂石集〉，《永恒的風
景 ──第 二 屆 弘 一 大 師 研 究 國 際 學 術 會 議 論 文

作為一代藝術教育大師級的人物李叔同，他
最終於 1918 年夏出家為僧。有關李叔同出家的文
獻，像弘一大師本人寫的〈斷食日志〉、〈我在
西湖出家的經過〉及他人相關回憶文章在《弘一
大師永懷錄》等書刊中已有很多，不贅述。李叔
同的出家為僧，從文化站位上講，其實有著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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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第 1 版，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
頁 105。
註 8：李叔同，〈樂石社記〉，原刊《樂石社社友小傳》，
轉引自郭長海、郭君兮編《李叔同集》，（第 1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頁 123。
註 9：《樂石社社友小傳》為李叔同策劃、設計於 1915 年
農曆六月編印。內容為李叔同〈樂石社記〉、姚鵷

書香．書鄉

雛〈樂石社記〉、〈樂石社社友小傳〉、〈樂石社

史資料選輯》第 26 輯，（第 1 版，浙江人民出版

簡章〉和〈樂石社職員表〉。研究界一般也將後三

社，1984），頁 98。

者視為出自李叔同之手。
註 10：方愛龍〈“樂石社”與樂石集〉，《永恒的風景─
─第二屆弘一大師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
（第
1 版，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頁 105。目
前可知《樂石》共出刊 10 集，其中前 8 集為李叔
同主持編印，後 2 集為經亨頤主持編印。
註 11：弘一大師偈句，見《弘一大師李叔同篆刻集》卷一，
（第 1 版，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頁 2。

註 15：中國版畫的分期以民國為起點稱為「現代」。參見李
允經著，《中國現代版畫史》，（第 1 版，山西人民
出版社，1996；2006 年 1 月第 3 次印刷），頁 3。
註 16：《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友會志》各刊數，有時
稱「期」，有時稱「號」，本文統一稱「期」。
註 17：李叔同詩及陳夔之按語均見《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
校校友會志》，16 期（1918 年）。
註 18：姜丹書在〈浙江五十餘年藝術教育史料〉一文中介

註 12：李叔同於 1915 年農曆三月三十日致函東京美術學

紹：該校「圖畫課內用裸體的生人模特兒作寫生的

校：「拜啟：恭賀母校興盛。《樂石》集四冊別封

對象，在西洋和日本早已習以為常了，而在我國則

發送，謹寄贈貴館。今後還可陸續寄贈，查收為盼。

絕對沒有。但李叔同在此校專修科的素描課上曾破

如能成為同學諸君的幾分參考，幸甚之至。愚生目

天荒大膽用了半裸（上半身）的男體和全裸的童

下就職於浙江省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校務之餘暇，

男，當然，那時只能做到如此。此事雖小，有關創

組織樂石社，從事印章的研究。頓首。三月三十日

始，值得一記。」（見《姜丹書藝術教育雜著》，

李岸。」此函見 1915 年 4 月 30 日出版的《東京美

第 1 版，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頁 150。）對照

術學校校友會月報》14 卷 1 號。題為〈在支那的

吳夢非文中成人模特圖片，姜丹書之說顯然有誤。

李岸氏為寄贈《樂石》集給圖書館來翰〉。刊載時

此或是姜丹書未親身經歷李叔同使用成人男性全

為日文，中文為劉曉路譯，見劉曉路〈檔案中的青

裸體進行美術教學，故對此事尚不瞭解。至於 1914

春像──李叔同與東京美術學校（1906-1918）〉，

年李叔同使用裸體模特進行美術教學的具體時

《弘一大師新論》，（第 1 版，西泠印社出版社，

間，吳夢非沒有細說，但王震《二十世紀上海美術

2000），頁 123。

年表》1915 年 3 月條目定為秋季。該條目曰：「上

註 13：吳夢非，〈「五四」運動前後的美術教育回憶片斷〉，

海圖畫美術院始雇一個十五六歲的男孩為著衣模

《美術研究》，1959 年第 3 期。另在阮榮春、胡光華

特兒。是繼浙江兩級師範學堂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

著《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中亦記曰：「『東方畫會』

1914 年秋採用裸體模特兒教學之後，第二個採用模

是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最早的西畫藝術團體之一，

特兒教學的學校。（劉海粟〈上海美專十年回顧〉

1915 年初成立於上海城內西門附近……它比李叔同

等）」此供參考。
（第 1 版，上海書畫出版社，2005）
，

於 1916 年左右在杭州發起的『洋畫研究會』要早一
些……」（見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年 6 月第 1
版，頁 51）。同書〈中國近現代美術大事年表
（1911-1949）〉的「1916 年」條目中又記曰：「李
叔同在浙江杭州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發起『洋畫研究
會』，李叔同兼任會長。」（頁 278）。豐一吟在〈藝

頁 59。
註 19：吳夢非文見《白陽》誕生號，癸丑四月浙師校友會
印刷發行。
註 20：1902 年秋，李叔同應該校「學潮」而放棄在南洋公
學的學業。
註 21：李叔同的《國學唱歌集》（初編）由上海中新書局

術家豐子愷的一生〉中曰：「豐子愷在校中積極參加

國學會於 1905 年 6 月發行。歌集共收錄 21 首歌曲，

課餘組織『桐陰畫會』（後改名『洋畫研究會』）和

其中前 15 首分別採用《詩經》、《楚辭》以及其

金石篆刻組織『樂石社』（後改名為『寄社』）。」

他古詩詞曲為歌詞，李叔同配曲；另 6 首則為「雜

見《現代美術家畫論．作品．生平：豐子愷》，（第

歌十章」。

1 版，學林出版社，1987），頁 273。
註 14：李鴻梁，〈我的老師弘一法師李叔同〉，《浙江文

註 22：李叔同在《音樂小雜誌》上有一篇題為〈昨非錄〉
的文章，曰：「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或有用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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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簡譜者。今者自幼稚園唱歌起皆用五線音譜。吾

第一種措施……所有學生又都是很優秀的，所以關

國近出之唱歌集與各學校音樂教授，大半用簡譜，

於藝術科目的成績都很好，每年開一次成績展覽會

似未合宜。」於是他又說：「去年，余從友人之請，

和音樂演奏會，都博得社會好評。」見《姜丹書藝

編《國學唱歌集》，迄今思之，實為第一疚心之事。

術教育雜著》，（第 1 版，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

前已函囑友人，毋再發售，並毀板以謝吾過。」然

頁 147。他又在〈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暨第一師範學

而在事實上，《國學唱歌集》於 1906 年 5 月仍再

校回憶錄〉中回憶道：「從民國二年起，一師每年

版發行。

至少舉行兩、三次對外公開的學術活動：春季開一

註 23：錢仁康，〈李叔同──弘一法師歌曲考〉，《李叔
同──弘一法師歌曲全集》，（上海音樂出版社，

音樂演奏會。形式多樣，很吸引觀眾。這些都對『社

1990），頁 83。被稱為〈送別〉姊妹篇的〈憶兒時〉

會教育』產生影響，在當時，實開風氣之先。」見

的歌詞也受過犬童球溪的影響。犬童球溪曾有一首

《姜丹書藝術教育雜著》，（第 1 版，浙江教育出

〈故鄉的廢宅〉，歌詞是：「離鄉背井，一別經年，

版社，1991），頁 205。

遊子整歸鞭。花樹掩映，小鳥依人，風起麥浪翻。

註 26：此據姜丹書〈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暨第一師範學校回

溪水潺湲，游魚倏忽，渡橋過前川。眼前景物，恍

憶錄〉，姜丹書寫曰：「一師學生演話劇，也是從

似昨日，依稀猶可辨。惟見故宅，破落無人煙。頹

此時起。」見《姜丹書藝術教育雜著》，（第 1 版，

垣敗草，荒圮不堪看。」而李叔同的〈憶兒時〉歌

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頁 205。姜丹書又在〈浙

詞是：「春去秋來，歲月如流，遊子傷飄泊。回憶

江五十餘年藝術教育史料〉一文中評論道：「此校

兒時，家居嬉戲，光景宛如昨。茅屋三掾，老梅一

在民國九年（1920）以後，受了『五四』運動的影

樹，樹底迷藏捉。高枝啼鳥，小川游魚，曾把閒情

響，教育風氣大事革新，常有話劇的表演，以助長

托。兒時歡樂，斯樂不可作。兒時歡樂，斯樂不可

新思想擴張的波瀾，此在杭州或浙江講來，也是一

作。」二歌意境相近。其中李叔同歌中「光景宛如

個開通社會新風氣的先鋒隊。」見《姜丹書藝術教

昨」、「小川游魚」等句亦當是從犬童球溪歌詞中

育雜著》，（第 1 版，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

引用變化而來。
註 24：經亨頤，〈全浙教育私議〉，《教育周報》，1913
年第 5 期。
註 25：姜丹書在〈浙江五十餘年藝術教育史料〉一文中對

頁 147。
註 27：經亨頤〈音樂會開會辭〉，《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
校校友會志》，10 期。
註 28：見《美育》，4 期（1920 年 7 月）。

此有詳細介紹：「辛亥革命以前，杭州的社會風氣

註 29：姜丹書〈現代中國藝術教育概觀〉，《姜丹書藝術

當然是很古老的，向無什麼展覽會的舉動，到了民

教育雜著》，（第 1 版，浙江教育出版社，1991），

國二年春，由於李叔同的鼓吹，經校長的贊成，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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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成績展覽會；秋季開一次運動會，有時還開一次

頁 106。

級師範徵集了收藏家很多名貴的古金石書畫開了

註 30：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任教期間，曾有兩

一個盛大的美術展覽會，展期三天，觀眾甚盛，此

年時間兼任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南京高等師範學

為浙省公開美術展覽會的第一聲，啟發了社會欣賞

校校歌〉的詞為該校校長江謙所作，曲則由李叔同

美術品的新風氣。展後，並就展品中選了數十件，

作。南京高等師範學校即今南京大學。據南京大學

用珂羅版印成一本紀念冊，甚好。惜我所藏者，在

百年校慶特別網站（1902-2002），1999 年 9 月 20

抗戰中遺失。接著同年夏，又公開了自己校內的成

日，南京大學曾發出徵集校歌的啟事。經過近兩年

績展覽會，其中雖然各種成績都有，然以圖畫手工

的評選，最後確定原南京高等師範學校校歌作為現

作品為最多且最惹人看。同時又開了音樂演奏會。

南京大學校歌。江謙在弘一大師六十壽辰時寫過題

此亦是浙省開展藝術教育影響社會的第一次。以後

為〈壽弘一大師六十周甲〉的詩：「雞鳴山下讀書

逐年開展，推動了學校與社會的聯繫，開通了群眾

堂，廿載金陵夢未忘。寧社恣嘗蔬笋味，當年已接

愛美的風氣，這也可說是由學校教育推廣到社會的

佛陀光。」詩有題記：「乙卯年，謙承辦南京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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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範時，聘師任教座。師於假日倡『寧社』，借佛

註 36：姜丹書，〈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暨第一師範學校回憶

寺陳列古書字畫金石，蔬食講演，實導儒歸佛方便

錄〉，《姜丹書藝術教育雜著》，（第 1 版，浙江

門也。」（林子青編，《弘一法師年譜》，宗教文

教育出版社，1991），頁 205。其中李增榮擅長音

化出版社，1995。）乙卯年即 1915 年。說明江謙聘

樂、圖畫，王秋隱擅長手工。此外，還有像何元，

李叔同為該校教師的時間是 1915 年。李叔同自述在
該校兼職兩年，故確定此校歌成於 1916 年前後。
註 31：傅彬然，〈憶李叔同先生〉，《弘一大師永懷錄》，
（大雄書局，1943），頁 218。

海寧人，擅長手工，等等。
註 37：弘一大師致李聖章，收《弘一大師全集. 八：雜著
卷、書信卷》，（第 1 版，福建人民出版社，1992），
頁 148。夏丏尊在〈弘一法師之出家〉一文中也說：

註 32：鄭曉滄在〈浙江兩級師範和第一師範校史志要──

「在這七年之中，他想離開杭州一師，有三四次之

近代浙江地方教育史資料之一〉中評價曰：「藝術

多。有時是因對於學校當局有不快，有時是因為別

科師資有姜丹書（敬廬），李息（叔同 1880-1942）

處有人來請他，他幾次要走，都是經我苦勸而作罷

等……經校長習物理，又精篆刻，工書法。五十歲

的。甚至於有一個時期，南京高師苦苦求他任課，

時開始作畫，結『蘭之友社』，提倡藝事。本校畢

他已接受聘書了，因我懇留他，他不忍拂我之意，

業生藝術和文學的涵養，固自有其根源……」，載

於是杭州南京兩處跑，一個月中要坐夜車奔波好幾

《杭州大學學報》，1959 年第 4 期。

次。他的愛我，可謂已超出尋常友誼之外，眼看這

註 33：姜丹書，〈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暨第一師範學校回憶

樣的好友，因信仰而變化，要離我而去，而信仰上

錄〉，《姜丹書藝術教育雜著》，（第 1 版，浙

的事，不比尋常名利關係，可以遷就。料想這次恐

江教育出版社，1991），頁 205。

已無法留得他住，深悔從前不該留他。他若早離開

註 34：經亨頤，〈始業式校長訓詞〉，《浙江省立第一師
範學校校友會志》，7 期（1915 年）。
註 35：在許多著作中，經常有論者誤認諸如豐子愷、劉質
平、潘天壽、葉天底等為高師圖畫手工專修科的學
生，如阮榮春、胡光華著《中國近現代美術史》稱：

杭州，也許不會遇到這樣複雜的因緣的。」見《夏
丏尊文集》（平屋之輯），（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頁 244。
註 38：吳夢非，〈弘一法師和浙江的藝術教育〉，《浙江
青年》，3 卷 1 期（1936 年）。

「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改稱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其中
圖畫手工科稱浙江高等師範圖畫手工專修科，學生
包括吳夢非、劉質平、豐子愷。」（第 1 版，天津
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頁 277）。又如張道森著
《浙江近現代美術教育史》稱：「1908 年創辦的浙
江兩級師範學堂 1913 年改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
學校。1912 年，浙江兩級師範學堂在校長、金石書
畫家經亨頤熱心籌辦下增設了高師圖畫手工專
科，招收美術專業學生。圖畫手工科學制三年，第
一次招生 30 名，開創浙江省美術教育的專業先河。
這期學生中有後來成為著名畫家的潘天授（壽）、
豐子愷等。」
（第 1 版，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2009，
頁 44）。張著第 47 頁又曰：「從兩級師範到第一
師範時期……成效卓著……豐子愷、潘天壽、劉質
平三人在浙師時皆肄業普通師範，非藝術專科學
生……」顯然作者在史料的解讀上發生了失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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