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初接触到伊迪斯·内斯比特女士的《莎士比亚
故事集》的翻译工作时，我的内心着实有几分诧异。
对于莎翁，我一直抱有一种刻板的印象——他的作
品应是艺术殿堂宝座上那位威风凛凛的帝王，凡夫
俗子断然不敢有丝毫亵渎。如今，这位可畏的王者
却摘下王冠，坐到孩童们的床前，轻声细语地哄着他
们入睡了，这种反差实在令人莞尔。随着翻译工作的推
进，我愈发敬佩起作者非凡的创造力了——须知莎翁作
品中冗长的诗文与难以理解的早期英语，即便是成人读
者也往往望而生畏，内斯比特女士却将其打磨为孩童的
枕边读物，让初窥文学世界的幼童也能领略这位伟大戏
剧家的风采，让人不由得生出些许敬意来。
在内斯比特之前，世界各地的文学家们早已对莎剧

进行过许多通俗化的尝试，其中的佼佼者便是兰姆姐弟

改编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查尔斯·兰姆在西方文学界
是小有名气的狂热“莎翁迷”，在书中他尽可能地保留了莎
剧中的诗意与文学性，使之成为一本洋溢着浪漫与梦幻色
彩的莎士比亚入门读物。而内斯比特却交出了一份与众不
同的答卷，她对原作的诗歌与散文进行了大幅度的压缩，即
便是剧中那些脍炙人口经典台词，她也只进行了最低限度
的保留。同时，她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剧中人物的心理描
写上，通过对角色内心的解读，在避免台词删减造成人物形

象扁平化的同时，力求使整个故事简洁清晰，易于理
解。这部作品在文学界曾饱受非议，被不少批评家视
为莎剧劣化版的平庸之作，但有趣的是，在当时却广受
孩子们的欢迎，显然与那些艰涩难懂的诗歌散文相比，
内斯比特笔下易于理解的情节与细腻的心理描写更能
让小读者产生共情，其中更有甚者竟将内斯比特当成
了故事的原作者来崇拜。对于同一部作品，儿童与成
人的态度竟会如此的割裂。这就提醒我们，对于儿童
文学创作，与迎合成年人的傲慢相比，思考如何被孩子

们接受才是重中之重。
翻译与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对此类作品

在国内的翻译现状感到些许遗憾。我国的儿童文学研
究起步较晚，儿童文学作品分级制度也相对不成熟，这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译者在翻译时往往束手束脚。翻
阅近年来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译本，可以很明显地发现

大多数译者在表达上都力求简单朴素，甚至到了枯燥乏味
的地步。寡淡无味的语言加上违和感十足的翻译腔，大大
降低了作品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左传》有云：“言之无文，行
而不远。”可见若是语言失了风味，无论多么动人的故事都
会令人难以下咽。因此，优秀的儿童文学绝不应是经典文
学的劣化，故事的简化不应该意味着文学性的丧失，翻译也
不应该是机械的全盘照搬，而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正如
简简单单的白粥咸菜也可清香爽口，语言的朴实与美丽、情
节的简明与严谨并非无法共存。在进行这类儿童文学作品
翻译时，译者应更加放开手脚，抛开生硬的翻译腔，勇于使
用富有汉语美感的语言讲述这些故事。对于那些不合逻辑
与情理之处，要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造，使这些年代久远的经
典文学作品，升华为更适合当代少年儿童阅读的文学启蒙
之作，这也是译者应当肩负的历史使命。
闭上双眼，我感觉自己似乎回到了那些个在枕边故事陪

伴下入睡的日子，耳畔响起麦克白战马的嘶鸣声，而床头老
者的面容虽依然模糊不可见，却愈发令人亲切安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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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宵节，张伯驹潘素的一个巧合
楼朋竹

春牛图（中国画） 王振德

沽上
丛话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2021年2月26日，是我亲爱的姥爷张
伯驹先生仙逝39周年，又是农历正月十五
元宵节，这一天恰好也正是姥姥潘素的诞
辰日。一生一死，今年如此的一个巧合，不
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思从中来，不禁回
忆起39年前和姥爷、姥姥一起生活的日日
夜夜。
回忆往事，幸福常常埋藏在苦涩中，生

活真的是一言难尽，当思念与情感融合，一
种说不出的五味杂陈的心绪、欢乐欣喜的
情愫交织在一起，一时间充满了对他们的
感激和怀念。真是舍不得永远失去的姥爷
和姥姥。直到现在，这个日子常常是悲伤
与思念融于一处。现在每年过正月十五的
时候，姥爷、姥姥慈祥的音容笑貌就在眼
前，更有一种空空荡荡的感觉，就好像世间
少了许多许多的东西。

记得姥爷、姥姥在的时候，每到正月十
五，家里总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大家谈
诗论词、谈天说地，真的是喜气盈屋，欢声
满院。在记忆中，这一天两位老人都特别
高兴。

中国人把正月十五这一天过了，也算
是新年过完了。在我们家，每年姥姥的生
日、姥爷的生日都是在这一天一起过，这也
是姥爷和姥姥的特别约定。

姥爷的生日是阴历二月廿二日，就简
简单单地吃一碗长寿面。而每年的正月
十五元宵节，两位老人一起过生日。最有
意思的是，姥姥信佛，正月十五这一天一
定要吃素，姥爷却吃荤。一桌子香喷喷的
饭菜，有荤有素，姥爷和我享受着鱼肉，姥
姥可从不被荤菜所诱惑，看她吃着素菜津
津有味。

姥爷、姥姥过生日祝寿，我必须要做一
件事，就是从我自己碗里挑选出最长的两
根面条放在姥爷、姥姥的碗里，这是为他们
添寿，嘴里还要大声说着祝姥爷、姥姥长命
百岁，福如东海；姥爷、姥姥嘴里也说着希
望你茁壮成长，听姥爷、姥姥的话，努力学
习进步。

吃完了饭菜，每人又煮上几个元宵。
那时的元宵都是从稻香村店里买的。元宵
的品种非常少，好像就有白糖、芝麻、花生、
五仁馅的，姥爷、姥姥都爱吃芝麻馅的，每
次我都多煮一会儿，出锅的元宵软软糯糯
大了许多，最后他们只是每人仪式般地各
吃下一个。

想一想现在我们的生活比他们当时好
许多，心里就酸酸的，如果他们能活到现在
该有多幸福，生活中有多少美好在等着他

们享受啊。
到了元宵节晚上，姥爷让我在屋里门外

都挂上灯笼，节日的气息一下子浓郁了。姥
爷让屋里放两个灯笼点着蜡烛，院子里的灯
笼挂在檐梁上，院外大门两边也各挂上一个，
但都不让点蜡烛，怕有风把灯笼吹歪点着了
失火。
过节的日子里，他们都要比平时休息得

晚些。以前家里没有电视机，上世纪70年
代后期改革开放后，香港友人给送过来一台
9寸的电视机，别看那时的电视机小，给姥
爷、姥姥和我都带来了欢乐。自从有了电视
机，姥爷、姥姥都要看完新闻联播才能上床
休息。
正月十五的夜晚，只听鞭炮齐鸣，闪烁的

烟花鞭炮照射到了我们睡觉的卧室。等到鞭
炮响声渐渐少了，房间里的烟花味渐渐扑鼻
而来，我用被子蒙上了头，慢慢入睡了。第二
天早上起床时，看到屋里灯笼的蜡烛火焰燃
尽熄灭了，院内昨晚被烟花爆竹的灰烬和纸
屑像雪片铺了一层，也别是一道景观。
1982年2月26日，我的姥爷张伯驹与世

长辞了，以后的正月十五就再也没有姥爷的
笑容，姥姥也不再有姥爷在时的心情了。
怀念姥爷、姥姥。

1948年12月，人民解放军紧
锣密鼓，积极做好解放天津的准
备。离天津不远的河北胜芳镇，

集合着一批“接管干部”和解放区文艺工作者，筹备解放军进城后如何迅速开
展新文化工作，进行党的政策的文化艺术宣传。据周巍峙回忆：“我们在胜芳
住了近一个月，在那里学习了党的城市工作政策，了解了天津文化事业的有关
情况，研究拟定了进津后文化工作的基本政策和工作计划……入城前，我们和
各个宣传队还创作、排练了一些文艺节目，有话剧、歌剧、活报剧、秧歌舞、歌表
演和20余首歌曲；美术队还准备了宣传画和洋片，以便进城后向群众进行宣
传演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第二天，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团队就走上了

街头，进入工厂开展庆祝解放的宣传演出活动，以歌曲、戏剧、舞蹈、美术等多
种艺术形式向市民宣传党的政策，宣传解放全中国和天津的意义，鼓励动员社
会各行各业复工生产，建立正常社会秩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
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军进行曲》等歌声响彻天津的大街小巷，由文艺宣传
队带来的《兄妹开荒》《王秀鸾》《血泪仇》《宝山参军》等众多解放区戏剧走进了
天津工厂并进行巡回演出。这些剧目大多是解放区生活场景的描绘，主要表
现战争时期的军民战斗生活、军民鱼水关系及农村土改等内容，表演形式质朴
率真，令天津市民耳目一新，深受市民喜爱。
同时，来自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作为天津文艺界的核心力量，意识到从

农村到城市，文艺工作的服务对象发生了变化，新的生活已经开启，如何与工
人相结合，形成新的文艺战线，创作工人文艺，已变得非常迫切。1月18日，
孙犁在《天津日报》发表的《谈工厂文艺》一文，首次提出了这个重大命题，指出
“今天，进入城市，为工人的文艺，是我们头等重要
的题目”。
3月16日，《天津日报》召开文艺座谈会，陈荒

煤、王林、方纪、孙犁等38人出席。这是天津解放
后文艺工作者的第一次集会。会上，天津市军管
会文艺处处长陈荒煤针对当时文艺工作的一些问
题发表了重要谈话，明确指出解放后天津文艺工
作的重点是如何为工人服务，如何培养新的文艺
工作者。他提出：“今天我们有了工业都市，有了
产业工人，无论天津的或解放区来的文艺工作者，
如何和几十万的工人群众见面，如何写出为他们
接受的东西，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培
养大量新的文艺工作者也是目前迫切的问题。”
3月21日至4月14日，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

与华北工会天津办事处宣传部联合召开了3次工
厂文艺座谈会，详细探讨、研究工人新文艺运动问
题。其中，3月21日，召开第一次座谈会，陈荒
煤、周巍峙、孟波及各文艺宣传队领导与市工会宣
传部部长王林等50余人参加。与会者对文艺工
作者深入工厂、与工人相结合的问题提出具体建
议，陈荒煤作总结发言。三天后，该发言以《天津
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任务》为标题刊发在《天津日
报·文艺周刊》上。文章对天津文艺工作者发出了
“创造工人文艺，发展工厂文艺”的号召，并指出：
“这就是我们天津文艺工作者最主要的、最光荣的
任务！”
4月10日，召开第二次座谈会，邀请本市100

余名职工代表参加，就如何开展工人新文艺活动
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陈荒煤根据职工代表提出的意见，作了总结发言，即发
表在《天津日报》纪念“五四”特刊上的《开展工厂文艺活动是为了发展生产》。
文章开宗明义地提出了开展工厂文艺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工人阶级的觉
悟，加强职工团结，鼓舞生产热忱。换句话说，就是为了发展生产”。还提出工
厂文艺活动要坚持工人自觉自愿的原则，“提倡工人‘自己写、写自己，自己演、
演自己’的方向”。
4月14日，召开第三次座谈会，召集下厂文艺工作者，具体开会布置任务。

会上，文艺处副处长周巍峙讲话解释了开展工厂文艺活动对发展生产、建设新天
津与支援全国解放战争的重要性，明确指出文艺工作者下厂要做的三件工作：
“一、帮助建立或整理工厂业余文艺组织，使这些组织能推进新的文艺活动，改造
旧的艺术。二、培养职工文艺骨干。三、发动与帮助工人及职员进行创作。”并希
望下厂同志“应注意了解工厂全面情况，服从工作组领导，尊重工人意见，向工人
学习”。会后，40余名文艺工作干部同时下到19个单位、20余个工厂。
在这一系列发展工人文艺思想和政策的引领下，天津文艺逐渐向工人文

艺、人民文艺转变，蓬蓬勃勃的工人文艺活动迅速发展起来，工人文艺战线逐渐
形成。深入工厂的文艺工作者，在工厂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工人心心相
通，以极高的工作热情，在短期内创作了许多与工人相关，反映工人生产、生活的
文艺新作品。例如，羽山创作了表现工人护厂斗争的独幕剧《钥匙在谁手里》，胡
可创作出了描写工人家庭生活的独幕剧《前程万里》和记录中纺五厂工人们反压
迫斗争的报告文学《苦乐悲欢》，还有肖云翔的《运输工人歌》《码头工人歌》等。
同时，在下厂文艺工作者的帮助下，工人文艺表演团队纷纷建立，并积极

参与新文艺作品的创作与表演，工人文化生活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周巍峙在
《工厂文艺的目的和做法》中提到：“这次在短短的七八天中即组织了新的歌诵
队二十个及十余个新秧歌队，少数工厂已开始有剧团组织，排演一些秧歌剧或
话剧。”解放后工人政治地位的提升，工人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表现出对文化
生活的新追求，积极参与到话剧、歌曲等文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如中纺二厂

工人与文艺工作者合作了话剧《光荣头一份》、歌曲《反
对坏习惯取消搜腰包》等。这些反映工人生产生活文
艺作品的问世，既激发了广大工人群众的生产生活热
情，也进一步催化鼓舞了解放初天津工人文艺战线的
繁荣壮大，有力地宣传了党在解放初期城市接管和建
设政策，为天津生产生活秩序恢复打下了良好基础，使
天津在解放之初发挥了北方工业重镇的作用。

近午时，还在飘着雪花，雪花叠
加在一起成为了雪片。我伸出了
手，一片雪片落在掌心里，瞬间就融
化了，好一朵未央花。
徐志摩所歌吟的雪花的快乐，

或许多年前我也有过。
雪天里若没有了风，便不会感

觉太寒冷。即便有风，回忆有时可
以暖心。心若暖了，雪天似乎也就
没有那么冷了。
小时候，下起了雪，尤其是漫天

飘雪时，天地皆白，我们就会跑到外
面去玩，空地多，小伙
伴也多，雪天里和雪
地里的游戏则更多。
雪大时，我们滑

着小爬犁溜冰，雪片
扑簌簌打在脸上，闭
着眼便会感到一种尽
情的享受。
有时失神地看着飘舞的雪花，

我们会情不自禁伸出手掌去接。在
掌心里直觉一丝微凉，雪花早已化
了。想看清雪花的样子，还真是不
赶趟。若摘了手套在外玩久了，小
手冻得和胡萝卜头一样，这时雪花
落在了掌心，融化得慢了，勉强能看
清楚雪花的六个瓣。真奇怪，雪花
为什么会是六角形的呢？看久了，
还会发现，呈六角形的薄片状雪花，
像极了从六棱铅笔上切下来的薄
片。这世界真奇妙。更奇妙的是，

这世界上总有许多让我们感兴趣，
却又弄不明白的事情。

天然之美，总是超乎人的想象。
有一种雪并不开花，前天下的，

就是这种雪霰。我很喜欢古人称之
为银粟。叫米雪虽然直观，终是缺
少了一份心动的感觉。

清代诗人许传霈《过严濑大雪》
有句：“昨宵息狂飙，吹雪如掌大。”
若有如此之大雪花，当捧于掌心细
数六个棱柱上有多少芒剑。

多年前读到南宋词人张孝祥的

那首《好事近》，上阕“万瓦雪花浮，
应是化工融结。仍看牡丹初绽，有
层层千叶。”可见词人也与我们儿时
一般，仔细观察过片片雪花。

有一回，我在隆冬里观察窗花，
下半部，一如远方的寒山瘦水，上半
部，不由令我发出了声声惊叹，不由
又想起了张孝祥的这半阕词。

晶莹剔透的雪花是如此之美，看
着看着，有时我们就不觉向着天空伸
出了舌头，雪花即刻就落在了舌尖。
哎呀！一丝冰凉沁心，来不及回味，

再去接上几片。意犹未尽的我们，转
而会去舔门锁和门把手。似有吸力，
舌尖就被冻在上面了，有一种酥麻的
快感。赶快哈几口气，才能将舌头收
回。天若不是太冷，舌尖也粘不住。
有时，我们刻意在三九天去舔，往往
一时又粘得牢了。童年，就这样难以
忘怀地过去了。

现在也有想去舔的念头。人成
年了，完全失去了童心，那将是一件
可怕的事。

但我有时还会在心底里问自
己，食指为什么要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
相信未来呢？
那年在北京，

大专将毕业了，同
学们相互在纪念册
上临别留言。一位
福建的女同学遗憾

地说：“想起天山依然向往，我还没
见过完整的雪花呢！”我带着玩笑的
口吻道：“问题不大，下雪后，我给你
写封信，捡几片最漂亮的寄给你。”
那女同学不禁咯咯笑个不停。

雪花当然不能寄，就像我有时
的心意，用再多的语言都不能传达
给人。

雪花瞬间融化于掌心，心灵有
一丝的悸动。童年的记忆其实也是
如此，此时打开的，也只是心灵的一
扇窗。

掌心里的雪花
李显坤

枕边夜话英雄事
冯冲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撼天动地的故事
刘争和段楠等湘籍英烈，就是

在88年后才魂归故里的。
呵，这就是为我们共和国成立献

出年轻生命的革命者，他们只有理想
和热血，信仰与忠诚，别无其他。
在“龙华二十四烈士”中，还有

一个故事撼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
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
名字叫蔡博真和伍仲文。
有关这两位烈士的资料几乎都只

有几百字，尤其是蔡博真，到今天仍不
知道这位烈士到底是哪年出生，只知
道他的生命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
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
东梅县人，曾参加过1927年12月广
州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
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
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
妻子伍仲文，原名伍杏仙，广东南

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
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
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
子。1924年到广州，入何香凝领导的
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
1925年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
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冬赴苏联学习。
1928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
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在吴淞
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
的女工运动，曾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
书记。这是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
的女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一位28
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么他俩应该是
在苏联学习时相识或者相爱的。来到上海
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
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
己的婚姻大事。然而命运却让他们在生命
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
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婚礼——

1931年1月17日，蔡博真和伍仲文被
一起逮捕后，于19日一起被押往龙华淞沪
警备司令部。就在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
上，囚车里的同志们听蔡博真在念叨，说：
“我和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
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
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婚礼呢！”
“哎呀，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

一个仪式呀！”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
“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
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为你们举行
一个特殊婚礼呀！”
“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

仪式嘛！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个囚车上的
婚礼……”
“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全囚车的

“犯人”顿时欢呼起来，情绪激奋而又高涨。
蔡博真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秀

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做了一
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蔡博真的胸前……

整治“大枣核儿”
这个帮里的人平时没事，就拿个

枣核儿在自己的印堂上搓，天长日
久，脑门儿上就搓出一个枣核儿形状
的疤，看着挺凶，也是个记号儿。

这几个人不认识刘大头，吃完
包子一抬屁股又要走。伙计也不敢
拦。这时刘大头就起身过来，抓住
这“大枣核儿”的后脖领子往回一拽
说，先等会儿，别着急，说完了话再走。
“大枣核儿”立刻回头看看刘大头。
刘大头说，把钱撂下。
“大枣核儿”一听乐了，把脸凑到

刘大头的跟前问，你知道我是谁吗？
刘大头也乐了，说，你要这么问，

就说明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大枣核儿”没再说话，朝身边看

看。旁边的几个人刚要动手，刘大头的
徒弟已经围过来。这几个徒弟整天跟着
刘大头耍石锁，手劲都大得吓人，上来揪
住这几个人，没费劲就按在地上了。刘
大头对这“大枣核儿”说，你刚才要是痛痛
快快地把钱撂下，走也就走了，可现在这
么走就不行了。说完把伙计叫过来问，
这几个人来过几次，一共吃了多少包子。

伙计的记性挺好，想也没想，一张
嘴就说出来。刘大头又问，这些包子
加起来，总共多少钱？伙计又说了，总
共多少钱。刘大头回头问这“大枣核儿”，
听清了？
“大枣核儿”没再说话，把钱掏了

交给伙计。刚要走，刘大头又一把把
他揪回来，看着他说，以后再让我在这
包子铺看见你，就没这么客气了。说
完，又问，听清了？

高掌柜这半天一直在柜台这边看着，
担心刘大头把事情闹大，再伤了人。这时
就连连冲他摆手。刘大头明白高掌柜的
意思，一松手，这“大枣核儿”就赶紧带上
人走了。
刘大头憋杨灯罩儿的火儿，还不光为

自己，也为白家胡同李大愣的侄子。刘大
头和李大愣当初都是义和团的，且在一个
坛口。当年天津提督聂士成领兵和义和
团联手，在八里台跟洋人血战。刘大头和
李大愣的这个坛口先是守卫老龙头火车
站这一路。后来又奉命过海河，攻打法租
界的紫竹林。这一仗刘大头和李大愣都
负了伤。李大愣是伤在腿上，刘大头是伤
在屁股上。这以后，俩人就去了静海，在
一个偏僻的村里养伤。李大愣有个侄子，
刚十几岁，叫小尾巴儿，一直跟在李大愣
的身边。这次也就一块儿来到静海，为的
是照顾他俩养伤。后来天津传来消息，说
城里正到处抓义和团，红灯照的首领林黑
儿也让官府砍了。刘大头和李大愣一听
就在静海呆不住了。这时两人的伤也基
本好了，一商量，就决定回天津，看看这边
的情况。一天夜里，俩人带着小尾巴儿回
到北门外。事先约好，先各自回家看看，
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在运河边的金华桥底
下碰头。

60 8 新的篇章
冯棣作为师范学校的学生，身

处“二一六惨案”和学生革命运动的
洪流之中，目睹了自己敬爱的老师
和亲密的同学因投身革命而流血牺
牲，更激发了他反抗旧时代、批判恶
势力的激情。冯棣在出墙报的过程
中，开始尝试漫画创作，这应该是冯
棣漫画创作的开始。同时，冯棣也
开始尝试接触新闻，关注时事，关注社
会，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这些经历
都为其日后在新闻界大显身手，并最
终成为一名漫画家作了良好的积累。
“二一六惨案”发生后的第二年，

冯棣从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
并于1930年考入“国立成都师范大
学”艺术系。但随着四川和成都学生
运动的发展，反动势力对学校学生的
管控越发严厉，加之社会生活的艰难，
冯棣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决定到当
时生活水平较高的上海去继续自己的
学业。这一年，冯棣转学到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

由刘海粟与乌始光等友人创办于
1912年11月23日的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前身为上海图画美术院），掀开了
中国现代艺术教育史上的第一页，也
标志着具有现代美术教育理念的新型
学校的正式诞生。上海美术专科学校
的教学理念迅速辐射到杭州、
苏州、北京、南京、广州、重庆
等地。上海美专冲破“男女授
受不亲”和“女子无才便是德”
的旧观念束缚，率先同时招收
男女学生，男女生同校接受教

育，以“发展东方固有艺术、研究西方艺术”
为宗旨，全面引进和实施西洋美术教学体
系，分别聘请曾留学法国、日本、英国的艺
术人士担任教授。设有美学理论、艺术概
论、西洋美术史、艺术思潮论、艺用解剖学、
透视学、构图学、色彩学、写生素描等必修
课和专业课。在引进和实施欧洲美术教学
方法中，又提倡旅行写生，让师生尊重自
然，面向生活，师法造化，并且尊重个性，主
张各种学派兼容并蓄和艺术风格的多样
化，把学校办得生气勃勃，成绩出众，获得
了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赞赏、信赖和支
持。此后，上海美专在美术教学中实行必
须进行人物造型基本功训练，聘请男女模
特作人物裸体写生素描课，更是在当时的
中国社会掀起轩然大波。

1930年7月1日，“上海美术专门学
校”遵国民政府教育部令更名为“上海美术
专科学校”，学校进入全盛期。冯棣因受到
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感召，千里迢迢从四
川成都奔赴上海，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在上海美专的学习令冯棣打
开了眼界，而上海滩五光十色的
社会生活，也让冯棣这个从中国
西南内地来此的“川娃子”感受到
了一种别样的人生，原来生活还
可以这样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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