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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刘海粟日本之行考 1
林夏瀚

作为现代艺术家的代表，“艺术叛徒”刘海粟在新文化运动

地帮助许多东亚国家实现现代美术之梦。

前后的一系列活动，使他成为上海艺术界的一个焦点。刘氏 1919
年 10 月的日本之行，正好处在其主持的上海图画美术学校从实利

1918 年，刘海粟与上海美术图画学校的同人们进行了锐意改

主义美术教育向追求个性与自由的美术教育过渡的阶段，作为承前

革，种种迹象表明，其改革是以东瀛为师的。但真正触发刘海粟赴

启后的特别事件，既反映出以前美术界诸多行为的内在逻辑，也是

日考察的，是其与石井柏亭的一番谈话。1919 年 4 月 17 日，石井

此后美术界掀起波澜的机缘。刘海粟 1919 年赴日考察无疑是一个

柏亭因欧洲考察美术归国，道经上海，参观上海美术图画学校。4

具有多种学术研究价值的课题。目前学界对于刘海粟及上海美专的

其后，石井柏亭与刘海粟谈话间一番煽动性的言语，让刘氏对日本

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在刘海粟 1919 年赴日考察及上海美专

“不觉‘悠然神往’。以前所蓄的志愿，就愈不可遏抑”5。

早期受到日本影响的问题上，大家已达成了共识，但是对刘海粟具
体受到日本哪些影响，学界尚缺乏深入解读。2 为此，笔者将以刘
海粟的日本之行作为切入点，置于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通过重新发掘和解释原始材料，呈现这段美术史的复杂面相。3

为此，刘海粟于 1919 年 10 月 13 日赴日本考察美术，先后在
东京、京都两地考察了各主要展览会和美术学校，大约 10 月底回国 6。
同行者有陈国良（晓江）、贺锐（伯馨）、汪亚尘、俞寄凡四人。7 关
于此次日本考察，11 月 18 日刘海粟、汪亚尘最早在《时事新报》

一

上对帝展进行了报道，《美术》先后刊有《日本之帝展》、《日本
美术院》两篇文章。 8 1921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刘海粟《日

民国初期由于教育学制的滞后性，普通学校并未普及美术教

本新美术的新印象》一书。

育，对于有志于美术的学生，只能赴西化程度最高的上海寻求学习
门径。此时的上海既有杨白民创办的城东女学，又有周湘的中华美

二

术专门学校等，如何在上海美术界的剧烈竞争中生存下来，成为由
刘海粟主办的上海美术图画学校同人们所亟需面对的问题。同时，
1918 年 4 月，中国第一所公立美术学校——国立北京美术学校开
学，更给刘海粟带来办学上的刺激。在与周湘的一系列争论中，刘
海粟意识到只有与商业美术划清界限，向北京美术学校这样的官立
院校靠拢，学校才有出路。此时，刘海粟将眼光投向日本。对于刚
刚起步的中国现代美术界来说，一水之隔的已实现现代美术教育机
制建构的日本，无疑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楷模国度，它能快速、便利

官办大型公开的美术展览会源自十八世纪法国的沙龙展，自
1851 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后，博览会作为文明开
化的象征，成为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而日本博览会作为国家增殖
的重要环节，被赋予了“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军队来对抗欧美强敌”
的意义。9 从明治 10 年（1877）东京第一回劝业博览会到明治 40
年（1907）第一回文部省展览会（简称“文展”），日本作为新
兴的现代国家显示出明治特有的蒸蒸日上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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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不明解剖；比比皆是。至构图章法，固勿论矣。质而言之，

自于刘氏的真实体验，在刘海粟出生到出国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
从大一统的帝国状态，逐渐陷入到军阀混战、外强侵略的动荡局面。

无政府的奖励，当然不能鼓励，个人研究艺术的精神，然美术实为

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危机感，深深地埋植于如刘海粟一样的知识分

一国文化之基础，工艺之母，有国家有美术。美术可以代表国家，

子的内心。此时在日本观看展览的刘海粟，更加迫切的意识到，艺

顾秉国钧者，一为注意及之，则吾国美术前途庶有豸乎！ 12

术的功用在于表征民族强健的思想，团结民族意志。他呼吁中国同
文中把美术兴衰与国家政府的扶持紧密联系在一起，强烈的

胞要关注美术启蒙的重要性，并藉此刺激中国美术界的觉醒，从而
提升民族地位。故刘氏在《日本之帝展》中论道：

民族意识呼之欲出。事实表明，在 20 世纪初期的现代都市，大众
传媒对于推动消费文化和宣扬生活方式起到了重要作用。当时的海

刘海粟 1919 年在日本的展览会上（采自刘海粟美术馆编：
《刘海粟研究》）

大正 8 年（1919）9 月，日本文部省以敕令废止“文展”，另

以数十年来，日本政府提倡之力；致国民艺术的精神，日见

上画坛盛行具有商业世俗趣味的布景画、肖像画、广告画，这些绘

进步，实可歆羡！至西洋画一科，虽不能并驾于欧西，确可谓东方

画大多以西洋图像辗转抄袭，不仅没有受到严格的西洋画训练，还

洋画界之先觉，近来彼国人审美的观念，较前更为狂热。自明治十

为了取悦新兴都市观众引用低俗的肉感设想。在民初建设新国家和

年以来，画家辈出，近今从事美术生活者，不下数万人！人才愈多，

培养新国民的狂热向往中，这些广泛流行的画作可以说是社会中想

竞争愈烈，竞争愈烈，则必有优秀者出，加以政府有适当的奖励，

象力和愿望的浓缩，而这种“失其正养”的美术图像，无疑使得新

使人人具有艺术独立的精神，日本美术前途，正方兴未艾也！……

国民素质下降。刘海粟在上海图画美术学校的经营中，最大的挑战

近来上海一隅，为洋画产生最早之区，然一般研究洋画者，皆摹仿

来自商业美术的诱惑。在以启蒙和救亡为中心的新文化运动中，这

成性，而失其自然之能力，苟得西洋印刷画之一纸零片，以为无上

些不良风气必须被规训或禁止。有关美术的理解，也从过去在传统

宝贵；遂改头换面，为个人极佳之材料，而久假不归，甚或以一树

画学中所追求的“以画寄乐”，转变为改善国民素质和宣扬民族复

一石，移诸己作之画幅中，即以为难得之画题。所绘消魂的时装美

兴的现代美术观念。刘海粟的总结，可以说是艺术家内在忧患意识

女画，则取媚社会，为个人生活主义所不可缺者，风景不讲自然，

的体现。

荒井寬方：《薰風》，絹本著色，1919 年，再興第六回院展，荒井寬方紀念
館藏。（采自滋賀県立近代美術館、栃木県立美術館、朝日新聞社編集：《—
日本畫創造の苦惱と歡喜—大正期、再興院展の輝き ~ 大觀·觀山·靫彦·古
径·御舟 ~》，第 145 页）

从来我们中国研究艺术的人，都讲求摹仿，迁就社会，在那样
羁绊艺术下面；天才如何会发生？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像一个模
子似的，将许多人一式铸造过了！便不论什么画总带几分造作迁就
的态度。什么叫个性，什么叫特长，是绝对没有的。中国的艺术不
退步又怎样能够呢？所以我说：从前宋元时代的提倡艺术，是因为
皇帝个人的艺术欲提倡的。非但没有什么价值，并且遗毒到后世。
惟有他们日本一般民众方面所提倡的艺术，可算很是发达。政府主

外设置“帝国美术院美术展览会”（简称“帝展”）。10 24 岁首

开什么帝展，但他们许多都是不愿受他羁绊的。这辈反动的艺术家

出国门的刘海粟，看到的正是第一次“帝展”。他在观看日本帝展

当然，刘海粟文中也有对美术以自然为师和自由创造的强调，

后说道：

只是在国家主题下显得隐晦，所以，唐隽在附志中呼吁诸君不要误
会刘、汪二先生的话，“他们是具有莫大的隐衷”。这里“莫大的

我们看了日本帝展那种灿烂的情形，浑身的热血一阵阵的涌上

隐衷”实指什么呢？杂志中并没有说明。而《帝展琐记》一文，刘

来，想站也站不住了，坐也坐不定了；这种感动，真到了说不出的

都有独立的精神，有自由发展个人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想中国的美
术真正的发达，还是自己向前去奋斗。抱定这个自由发展的主义，
将自己的特长，天才思想，尽量发挥；不要存一些瞻顾，不可带一
毫做作，方才能够成个高尚艺术家。13

海粟认为政府的支持会压制艺术家个性的发挥，与前文旨趣完全不

田地了。11

同。

为什么同样是参观帝展的感受，前后区别如此之大？也许，民
族国家的自我认同感，对个性与自由思想的鲜活感受，让第一次出

究竟刘海粟在帝展看到了什么，竟然能够如此激动？文献表明，
刘氏对文展的缘起和沿革、帝展的改革、官制、帝国美术院会员的

国的刘海粟激动不已。但在回国的实际操作中，具体的历史语境让

任命、出品规程、褒奖情况、审查委员、会场状况、经费、帝展陈

他更加冷静和现实。

列与装饰都做了仔细的调查，还对沿途所见进行生动的记载。刘海
《时事新报》上《日本之帝国美术展览会》一文的发表，正是

粟在全面介绍展览内容的同时，最令人难忘的是面对帝展上充满“现

刘海粟积极筹办校董会的期间。12 月份，从日本学习借鉴了私立

代想象”的视觉资源所作的有感而发。

显然，作为在场目击者，异国展览会色彩纷呈的实际体验，让
刘海粟感受到作为东亚现代文明表征的日本大正时期的国家形象，
他的内心深处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身份认同马上被调动起来，从
而产生“主体”与“他者”之间强烈的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应该出

上：帝展西洋画陈列室之一（采
自刘海粟：《日本新美术的新
印象》，第 14 页）
下：院展与二科会会场之大门
（采自刘海粟：《日本新美术
的新印象》，第 54 页）

小林古径：《麦》，絹本著色，
1919 年，再興第六回院展，東
京國立博物館藏。（采自滋賀県
立近代美術館、栃木県立美術
館、朝日新聞社編集：《—日本
畫創造の苦惱と歡喜—大正期、
再興院展の輝き ~ 大觀·觀山·靫
彦·古径·御舟 ~》，第 73 页）

美术学校的经营模式，学校成立了校董会，聘请了蔡元培、梁启超、
赵匊椒、沈恩孚、黄炎培等人作为校董。14 与此同时，上海美术学
校正积极申请立案。作为校长的刘海粟，在言论上自然要向官方靠
拢，拉拢社会人士支持美术事业。《日本之帝展》一文中强烈的本
位意识和民族色彩，更像是展览的真实感受，表现其个人与国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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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复杂心情。而《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的出版是经过刘海粟的

论的思维模式所塑造的，而且是决定性的。”16 刘海粟在展览会的

深思熟虑，以个性与自由作为艺术家的核心，旗帜鲜明。但文中仍

现实语境中，所看到和所吸收的现代艺术，仍很大部分受制于他所

充满对国家与社会的忧患意识，其中的种种矛盾，更体现了五四知

固有的知识储备和思维模式，他希望寻找到一种可以与中国传统绘

识分子复杂纠葛的内心。

画相接轨的现代美术。这时，展览会上那些新颖的绘画风格走进了
他的视野，受到他的推崇。在这种中西新旧思想资源的混杂中，少

置身于自由民主、个性解放的大正文化气氛，刘海粟难以完全
冷静地进行思考了，他的艺术之火立马被点燃起来，以浪漫主义的

年刘海粟凭藉着青春的锋芒，在抛弃一切传统画法的束缚之后，依
然期望西方的“菩萨”可以解救中国的一切苦难。

万铁五郎：《女之像》（采
自刘海粟：《日本新美术
的新印象》，第 66 页）

遐想期盼着：
结语
他和院展，既有这么一种浩浩荡荡的新气象，起于日本，我晓
得他将来，一定要由日本东经日本海黄海，随着一朵白云飞向扬子

归国后，刘海粟对上海图画美术学校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按照

江来哩！但是他路程的快慢，是还不能决定，将来“风起云腾”，

东京美术学校的模式，希望构建出一个属于中国的上海美术学校。

东乡青儿：
《日伞之阴》
（采
自刘海粟：《日本新美术
的新印象》，第 65 页）
注释：

这个趋势；自然是从据著扬子江入口的上海先行捲入。

15

这是一所真正意义上培养现代艺术家的美术学校。其教学方法不再
是传统画派中的师徒相传，也不仅仅限于技巧的学习，而是建立在

刘海粟在书中尽量秉持冷静、理性的思维对美术作品进行品鉴，

现代人文与科学教育之上，通过学习大师，表现自我的独特个性。

实际上在日本观看展览会的期间，他热血沸腾，内心冲动；刘海粟

1922 年新学制的拟定，艺术教育真正贯彻到图画、手工及音乐，

希望构建出崇尚自然、摒弃摹仿，强调科学、理性主义的美术方法，

从而确立了美育的地位。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的制度化到中小学美

然而又无法割舍内心深处的浪漫主义情怀。一方面，他站在“他山

术课程的审核，孕育了现代艺术家的土壤。一批批青年学子以“艺

之巅”发现了中国数千年来画学衰败的原因；另一方面，刘海粟又

术家”的派头，开始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粉墨登场。

急于找到一种可以医治画学衰败的痼疾的方法，一个简单明了且适
应任何症状，以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的药方。这种内心的冲突与

陈寅恪先生曾言：“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

不适，恰恰是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所普遍存在的。正如林毓生先

最小之一部，欲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

生所指出的：“中国第一代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

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

决问题的途径，是被根基深厚的中国传统的倾向，即一元论和唯智

可以真了解。”17 我们已经无法完全重现刘海粟首次参观帝展时的
真实图景，也无法一一呈现刘海粟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复杂面相，但
在这次日本考察中，刘海粟不仅假途日本以了解西方，缩短了和西
方的距离，扩宽了艺术视野，而且在考察归来后，身处美术教育第

1. 本文节选自《1919 年刘海粟日本之行考》，《美术学报》2014 年第 4 期，第 55-64 页。论文在成稿过程中，承蒙李伟铭、蔡涛、陈迹、李若晴、陈建宏
诸位师长的帮助，特此致谢！
2. 相关研究可参刘晓路：《研究日本，意在中国——重读刘海粟 < 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 >》，收入刘海粟美术馆编：《刘海粟研究》，上海画报出版社，2000 年，
第 143-148 页；颜娟英：
《不息的变动——以上海美术学校为中心的美术教育运动》，收入颜娟英主编：
《上海美术风云——1872-1949 申报艺术资料条目索引》，
台 北： 中 央 研 究 院 历 史 语 言 研 究 所，2006 年， 第 47-117 页；Julia F.Andrews：“In Search of Modernity:Aspec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Artistic
Exchange in the Republican Era”，收入《中国近代绘画研究者国际交流集会论文集》，京都国立博物馆，2009 年，第 3-26 页；刘伟冬、黄惇主编：《上
海美专研究专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 年。
3.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时间跨度与范围划分，笔者在此处采用周策纵先生对五四运动的定义，将时间主要限定在 1918-1922 年，根据文章的具体语境时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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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意识的形成及新学术规范的建立，起到积极的作用。刘海粟所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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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的上海美专，成为培养现代艺术家的摇篮。笔者相信，中国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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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子枢的人际网络
赖志强

教育部第一次全国美展、1929 年中日现代绘画展览会、1930 年比

学华等过从甚密。汪兆镛（1861 － 1939），字伯序，一字憬吾，

利时国际博览会、1934 年柏林中国美术展览会、1937 年教育部第

广东番禺人，著有《稿本晋会要》、《元广东遗民录》、《碑传集

二次全国美展等。1929 年全国美术展览会的参展作品，获得了此

三编》、《岭南画征略》等书。在番禺，汪氏家族是个世家大族，

前即以认识的黄宾虹激赏：“卢子枢氏松溪高隐图，上师董元，局

其先祖可追溯到唐代时的江西婺源，元末时迁浙江山阴，清中叶落

势雄厚，笔法浓淡黑白干湿兼用，骎骎乎古，卓尔不群，余绍宋氏

籍广东番禺。晚清民国以来，汪氏家族出现了多位在历史上有影响

远师石田，近比师曾，颇不为时习所囿，皆杰作也。”9 1930 年

的人物，如汪琡、汪瑔、汪兆镛、汪兆铨、汪宗衍等，其中最为人

比利时独立百周年纪念举办国际博览会，卢子枢获银牌奖。10

所熟知的当数汪兆铭（精卫）。

14

汪兆铭为汪兆镛同父异母弟，

两人选择的政治道路却截然相反，汪兆铭青年时代即致力于推翻满

卢子枢（1900 － 1978）是现代广东画坛重要的艺术家，一直

枢加入赤社，在 1922 年 6 月赤社第二次展览会中，卢子枢展出了

以来以传统派面目为人所标示，虽然一生主要的活动地域范围都在

8 幅西洋画作品，分别为《静物》、《晚林秋色》、《槐荫》、《静

广东，但在长达近六十年的书画治学生涯中，卢与不同领域的名人

物》、《雨》、《晚泊》、《芭蕉》和《肖像》，《晚泊》的图片

卢子枢青壮年代的职业生涯，主要厕身于教育界，供职的大中

清的民族革命；而汪兆镛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民国肇造

学校有国立广东大学、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广东教忠学校和广东

后不事新朝，以清遗民自居。汪与卢是忘年交，汪比卢年长近四十

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等。新中国成立后，卢子枢供职于广东省文

岁，在卢进入艺坛时，汪已经从晚清的官僚体系中退下来过着遗民

史研究馆。因其富于收藏、精于鉴赏、对版本图书以及古代书画均

的著述生活。他们之间的交往从二十年代开始至汪 1939 年去世止，

有深入的研究，成为文物博物领域的专家，参与广东省博物馆的筹

卢氏后人尚保留了汪氏致卢氏信札 38 封，目前它们是建构汪与卢

11

建立了广泛的人际关系。从卢的从艺经历、题赠他人的书画款识，

还刊登在当年的展览图录上。3 在保存下来的当年展览目录封面上，

以及保存下来的《不蠹斋友人书札》可知，其所建立的交游网络远

尚有卢子枢 1952 年的题记，“此余年二十二岁时习西洋画，参加

比我们原先预想的广泛而复杂。他的朋友有活跃在广东艺坛的画家，

赤社展览，至今已三十年。此□尚未散失，宜保存之。一九五二年

如潘至中、姚粟若、李耀屏、卢振寰、黄君璧、张谷雏、赵浩公等，

三月，卢子枢记。”现在尚有一张 1922 年拍摄的照片保存下来，

他们诗画唱和留下了大量的合作画；有广东以外的书画名家，如安

合影者有梅雨天、胡根天、梁銮、卢子枢、陈丘山、冯钢百、徐东白。

徽歙县的黄宾虹和浙江龙游的余绍宋等；有文人学士，如黄任恒、

建， 及该馆收藏书画文物的鉴定工作。

内容多为谈画论艺。遗憾的是，卢致汪的信札迄今为止却一封也没
二、与晚清遗老的交游

有发现。从这批信札中，我们可以了解这对友人之间雪泥鸿爪般的

众所周知，由于较早与西方文化接触，广东是近代主张变法和
革命的发源地；但饶有兴味的是，广东同时也是一个激进与抱守共
存的共同体。12 民国肇造后，出现了一大批在政治上认同前清的遗

蔡守、容庚等；有收藏家，如莫伯骥、黄裔等；也有前清遗老，如

如很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卢氏很快放弃了水彩画，转向中国

汪兆镛、黄慈博、张学华等。在目前所掌握资料的基础上，本文初

传统山水画的研习，并加入以重振传统国画而知名的广州著名社团

步梳理卢子枢的人际网络，企求对这位兼善书法、富有收藏且精于

“癸亥合作画社”。癸亥合作画社成立于 1923 年，是一批有感于

鉴赏的画家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国画日渐衰微的广东画人组织的。其宗旨如提交政府呈请立案的文

交谊的最基本材料。这些信札大多只标了写信的月日，未标明年期，

老遗少，广东亦随之出现了一批效忠清室的遗民，其著者有梁鼎芬、
吴道镕、陈伯陶、张学华、汪兆镛、黄佛颐等人。据说 1922 年溥

交往经历。

汪致卢有纪年的最早一封信札是写于壬辰年（1928）十一月
廿二日，缘于一次未有碰面的拜访，事实上在此之前他们早已认识。
从这批信札可知，汪对卢在书画上的赏鉴能力是颇为倚重的。汪收
藏了书画作品一般都会致信卢，请他前来共同观摩，如收藏了李湘

仪大婚时，各地遗民献礼计有千余份，粤人占有八百余，粤籍遗民
规模可以想见。13

4

字所言，“以研究国画振兴美术为宗旨”。 它的主要成员有潘至中、
一、与广东艺坛的关系及其职业生涯

姚粟若、黄般若、邓诵先、罗艮斋、李耀屏、卢振寰、黄君璧、黄

在广东晚清遗老的社交圈中，卢子枢尤与汪兆镛、黄佛颐、张

5

少梅、张谷雏、卢观海、何冠五、卢子枢、赵浩公。 加入这个社团，
卢子枢，名沛森，又名沛霖，字子枢，以字行，广东东莞虎门

奠定了卢子枢今日在广东现代画史上的形象。卢子枢是一位活跃的

博涌乡卢屋村人。因居住在广州九曜坊而号九石山房，又因仰慕清

成员，在 1924 年癸亥合作画社第一次展览会中展出了 13 幅合作

代学者顾广圻而号一顾楼，复取邓尔雅为其解字“流水不腐，户枢

画和 23 幅个人创作，6 在 1925 年癸亥合作画社第二回展览会中，

不蠹”之义而颜其斋曰不蠹斋。卢子枢 16 岁考入国立广东高等师

又有合作画 18 幅，个人画作 10 幅。 7 1925 年，该画社改组为“广

范学校，入读图工科 1。

东国画研究会”，从公开刊行的资料可知，卢子枢担任第三届常务
委员。 8

李耀屏、卢子枢合作画《古木荒
桥》，《癸亥合作画社同人乙丑
展览出品目录》，1925 年。
叶衍华致卢子枢信札，图片由卢
汝圻先生提供。

卢子枢青年时代先后加入了民国广东两个有名的书画社团，一
是由洋画家组成的赤社，一是由传统国画家组成的广东国画研究会。

卢子枢于 1920 年毕业后进入艺术界和教育界，而他活跃在艺

赤社成立于 1921 年，成员有胡根天、陈丘山、梁銮、徐东白、梅

坛的时间跨度大约在 20 年代初至 30 年代中期。除了参与地方性

雨天、容有机，以及从海外归返的西画家如赵雅庭、李铁夫、黄潮宽、

的展览活动外，卢氏尚参加全国性的艺术展览活动，包括 1929 年

许敦如、关良等，这个社团一直持续到 1935 年。2 1922 年，卢子

卢子枢《晚泊》，《赤社第二次展览
会出品目录》，1922 年。

赤社同人合影，1922 年。前排左起：梅雨天、胡
根天；后排左起：梁銮、卢子枢、陈丘山、冯钢百、
徐东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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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的画作、收到余绍宋寄赠的墨笔山水画、收到黄宾虹自上海寄赠

为了纪念此事，汪与友人和诗，并请卢子枢将蝴蝶画下来，七

《微尚斋图》都请卢前来观赏。汪购藏了书画，通常也请卢前来鉴

月初十日致信卢曰：

1946），字慈博，香山人，喜收藏文物古籍。《不蠹斋友人书札》
收录了存留下来黄佛颐致卢的信札有 9 封，关涉者多为日常文化活

定真伪，如汪在广州府学东街买了一幅绫本蓝田叔山水直幅和买了

动，如约卢子枢、汪兆镛同藏书家莫伯骥寓所阅书，引介卢子枢观
罗浮蝶已映就，惜其不能尽镜度以映之，太小未肖真形耳。奉

摩欧介老所藏书画，约汪兆镛、卢子枢到广州北郊甘泉山馆小聚，

赠一片，清约略可见。请细审加彩，画成拟裱作卷，将各人和章附

邀约卢子枢游览从化温泉、英德，约同鉴赏书画等等。他们之间的

于后，即成一段掌故。足下工山水，非设色虫豸翎毛专家，然弟正

交往常是群体化的，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旨趣，阅书、鉴赏书画、聚

卢子枢毕竟是画家，请其作画是汪卢交游的重要内容。1931

不欲专家之必强以就我。但照当日写照画出，便得，不必画茧。却

餐等成为日常之间交往的主题。

年余绍宋母亲褚太夫人七十寿辰，余请海内名家绘画祝贺。汪与卢

须画六寸余大，方可，勿如影片也。款署字样，另纸呈请酌之。费

商议，请卢绘《慈竹贞松图》为贺。汪于 8 月 24 日去信专门讨论

神先谢，此必传之作也。此上子枢仁兄文鉴，弟兆镛顿首，七月初

此事，“前请绘慈竹贞松图，原拟加跋，惟分题款式，难以妥合，

十日。

王树畦山水扇面都请卢前来鉴定。他如涉及到一些书画的买卖，汪
不时也请卢作为中间人，从中斡旋撮合。

结语

除了书画界的友人以外，卢子枢与清遗老、学者建立了一个稳

不如径请大笔绘成，题全款后，携来敝处，（不必急，九月初交来
吾兄笔气大方，就尊意写成便好，不必客气谦逊。至托。19

即得）各钤印章一枚，较大方也。款附上。此致。子枢仁兄文席，

定的人际网络。除了上文提及的文人学者外，与卢子枢有密切交往
的人尚有莫伯骥、蔡守、邓尔雅、林直勉、容庚、简经纶、熊润桐

弟兆镛顿首，八月廿四日。小恙未愈，故未奉访。慈竹贞松图为余

汪兆镛致卢子枢信札，图片由卢汝圻先生提供。
黄佛颐致卢子枢信札，图片由卢汝圻先生提供。

母褚太夫人七十寿。辛未十月罗浮汪兆镛倩东官卢子枢绘祝。”

据《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可知，1932 年“六月、七月初一日，罗

等等，这有待将来深入的研究。与站在时代前端的弄潮儿，如折衷

浮蝶茧两出于斋中，五采缤纷，画师吴壬秋筠生和卢子枢来为写生，

派画家或经常浮现在大众传媒上的其他洋画家相较而言，卢子枢及

作前后《罗浮蝶歌》，和者数十人，汇装为《罗浮蝶图咏》一卷。”

20

其介入的社交圈更倾向于沉浸在金石、书画、诗词、古藉等传统文

汪致书卢请求画蝶之事，即是《罗浮蝶图咏》。在汪写于七月十四

化领域中。这与他的志趣与性情有关，在绘画创作上，卢子枢取法

日的信中，汪又催促卢：

明末清初集大成的董其昌和“四王”的画风，在风格上呈现了较传

15

统的风貌；在书法艺术上，卢子枢则主要取法董其昌的书法艺术；

有关余绍宋为其母七十寿辰请名家绘画一事，似乎在余氏很多粤籍

多日未悟，前送上罗浮蝶影片，想已收到，未知大笔已绘就否？

友人中传扬开来，卢子枢的同乡叶衍华律师也在一封信中请其作

昨李孔曼兄函询甚念。雅才勿过执让，速成先睹为快。敝庐水后，

画。信曰：“余越园先生绍宋之母褚太夫人，本月七十大庆，乞吾

检书未了，复须让地迁物，拆路稍迟，即瓦砾塞门，未能攀谈矣，

粤画家赐画，来纸一张备用，直幅，谨代请子枢先生墨宝。弟叶衍

怅念之至。

在书画文物的收藏上，他亦倾向于收藏较便利获得的明清广东名家
的书画作品和各地的碑刻拓片。中晚年以后，除了书画家的声名以
外，卢子枢逐渐树立了书画文物鉴定专家的形象，这与他长久以来

21

所建立的人际网络紧密关联。

华□”。16 重阳后一日，汪兆镛将卢子枢所作的山水画寄给余绍宋。
《第三届常务委员》，《国
画特刊》，1925 年，页
16。

余收到了卢的画作后，于 12 月致函卢：“月前汪憬吾先生以大作
山水见赠，笔墨超脱，正深倾佩，复由柳宅兄转到华翰，并法绘一
幅，具征笃爱，感何可言。弟学画仅廿年，东涂西抹，殊不足观，
乃奉奖饰，弥觉惺悚。命画不感辞，惟近来事冗，稍间必写上奉教
也。即颂。子枢先生道安。弟绍宋顿首。”17 这些保留下来的信件，
见证了一次广东与浙江画家、学者的私人交流。

在汪所作的《后罗浮蝶歌并序》中，又纪其事：“且招卢生子
枢作绘事，为蝶写照鸿雪留，托与丹青销烦夏。”22 对于一月之中两
见蝶茧孵化之汪兆镛而言，不能不说“奇矣”。请卢子枢画蝶之事在
汪致卢的另一封信中也有提及：“画蝶题款，请即掷交来人带返，费
神为荷。”这封信没有标明年期，落款日期只写着“七月十八日”23。
寄托着这段典故的《罗浮蝶图咏》现在尚未知下落，然卢子枢为汪
兆镛 77 岁生日所作的《越秀山堂夜宴图》却有幸保留了下来。这

1932 年 6、7 月间，汪兆镛经历了颇为奇异之事。汪与吴道镕、

黄宾虹《美展国画谈》，
《艺
观》第 3 期，1929 年 5 月
15 日，页 33。

幅青绿山水画是描绘了汪氏 77 岁生日时友人们把酒言欢的场景，

张学华等清遗老往来于有罗浮山道观中，有道士赠蝶茧，后茧化蝶

冒广生的跋文写着，“越秀山堂夜宴图，丁丑四月廿八日属卢君子

而去。须知，罗浮山之蝴蝶，向来有仙迹的传说。据载，“蝴蝶出

枢作奉祝，憬吾世丈七十晋七大寿”。24 卢除了和汪兆镛有密切的

蝴蝶洞者名仙蝶，文彩陆离，两翅如合璧，有日月星斗文，八卦分

关系外，也可能和汪氏家族的其他成员有往来。25 通过这位汪老伯，

列左右，奇耦井然，真造化之神物也。与仙有缘者始得见之。”18

卢子枢介入了清遗民的文化生活。

黄佛颐是卢子枢人际网络中另一个重要的遗老。
黄佛颐
（1886 －

余绍宋致卢子枢信札，图片由卢汝圻先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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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据 1926 年 4 月 30 日登记的《国立广东大学全校教员表》显示，卢子枢的履历为“高师图工科毕业”。见《国立广东大学概览》“教
职员表”，出版年月不详，页 54。
2. 胡根天《赤社美术研究会始末》，《胡根天文集》，广州市文史研究馆，2002 年 12 月，页 207 － 213。
3. 见《赤社第二次展览会出品目录》，1922 年，页 2 － 4。
4.《合作画社呈请立案》，《癸亥合作画社纪元第七十八甲子岁第一次展览画目》，1924 年，页 4 － 6。
5.《本社社员一览表》，《癸亥合作画社纪元第七十八甲子岁第一次展览画目》，1924 年，页 3。
6.《癸亥合作画社纪元第七十八甲子岁第一次展览画目》，1924 年，页 4 － 6、9 － 10。
7.《癸亥合作画社同人乙丑展览出品目录》，1925 年，页 3 － 9。
8.《国画特刊》，1925 年，页 16。
9. 黄宾虹《美展国画谈》，《艺观》第 3 期，1929 年 5 月 15 日，页 33。《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出版日期不详，页
23。
10.《比博会奖凭昨在市商会颁发》，《申报》1931 年 11 月 29 日，第 14 版。国民政府参加比国博览会代表处编《中华民国参加比
利时国际博览会特刊》，上海大东书局，1932 年 9 月，页 132、129。
11. 广东省博物馆筹备之初，卢子枢是筹备委员之一。1957 年 7 月 20 日，广东省博物馆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出席者签名，其中就有卢子枢。
广东省博物馆筹委会主任为清末探花商衍鎏，副主任为商承祚、胡肇椿、蔡语邨，委员为丁颖、方瑞濂、叶汇、龙庆忠、卢振寰、
卢子枢、余清江、卓仁玑、侯过、容庚、陈锡祺、梁钊韬、徐俊鸣、夏昌世、黄廷柱、康殷、戴裔煊等 17 人。他是仅有的两位画家
出身的筹备委员的其中一个。见曹腾《广东省博物馆筹建之回顾》，广东省博物馆编《广东省博物馆开馆四十周年纪念文集（1959 －
1999）》，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 年 6 月，页 1。
12. 这一观点，潘光旦早在 1932 年就曾撰文指出，见潘光旦《孔老对峙的粤港》，《华年》第 1 卷第 32 期，1932 年 11 月 19 日；
这里是引自潘光旦《直道待人：潘光旦随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年 1 月，页 79 － 81。
13. 参阅林志宏《民国乃敌国也——政治文化转型下的清遗民》，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6 月，页 52。
14. 有关汪氏家族的介绍，见彭海铃《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 7 月。
15.《不蠹斋友人书札》，政协东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2002 年，页 3。
16 《不蠹斋友人书札》，页 48。
17 《不蠹斋友人书札》，页 138。
18 《罗浮山志会编》卷七“虫属”，清康熙年间刻本。
19 《不蠹斋友人书札》，页 11。彭海玲较早地注意到汪兆镛与卢子枢的这一交往细节，见彭海玲《汪兆镛请卢子枢为罗浮蝶绘像》，
《澳门日报》1999 年 9 月 30 日；又见彭氏《汪兆镛与近代粤澳文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 年 7 月，页 199 － 202。
20 汪兆镛《微尚老人自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73 年，页 54。
21 《不蠹斋友人书札》，页 34。
22 汪兆镛《后罗浮蝶歌并序》，邓骏捷、陈业东编校《汪兆镛诗词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 年 8 月，页 86。
23 《不蠹斋友人书札》，页 33。
24 周建锋《水绘无声月自闲——兼谈“冒氏水绘园”为中心的艺术品收藏》，《收藏 / 拍卖》2013 年第 9 期，页 54 － 55。
25 有资料显示，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曾藏有卢子枢画卷，陈将之赠与汪，汪因此而作诗。全文如下：
《冰如以卢子枢所画长卷见赠因题其后》
幼读渊明诗，每作山林想。北江幽绝处，一舸数来往。他年任耕稼，于此得片壤。闲来取书读，便在羲皇上。弱冠撄世变，此几不敢望。
崎岖尘土中，举步即罗网。偶逢佳山水，耳目始一放。磋跎将六十，人事益抢攘。登临久已废，归梦余惝怳。蛰居不出户，自诡因鞅掌。
屋梁风雨夕，白首空自仰。孟光有深意，把卷邀共赏。青山千万迭，茅屋着三两。苕苕俯洲渚，翳翳傍林莽。依依见樵迹，隐隐听渔唱。
苍茫烟水外，天地忽开朗。川原相秀发，云日同澹荡。有如历三峡，山尽见夷旷。扬帆拆曲江，晚翠接朝爽。谁欤香光笔，墨意清且畅。
唤起儿时事，高咏众山响。拊手成哑然，画饼真可饷。
（注）三峡谓中宿峡、香炉峡、浈阳峡也。
卢子枢，粤人，现在广州市以诗画名，其画笔与书法皆肖董文敏。（汪兆铭《冰如以卢子枢所画长卷见赠因题其后》，《苏铎》第
1 卷第 4 期，1941 年，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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