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治’’与“训导’’ ：20世纪40年代 

浙大校园中的《生活壁报》 

与壁报风潮 

4---r方 昱 

内容提要 《生活壁报》由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于 1939年，在浙大第二任训 

导长费巩的支持下，成为“左倾”学生表达诉求的喉舌，由此引发校 内纷争，更进一步引 

起教育部的不满。双重迫力之下，校长竺可桢要求训导处着力整顿壁报，并最终于 

1945年6月制定 了壁报管理办法。但在国共内战的时局之下，浙大的壁报管理制度终 

成一纸空文，对于战后学潮毫无约束力。《生活壁报》及其引发的数次风潮，凸显浙大 

学生自治会权力的 日渐扩张，学生 自治会成为与校务委员会对峙的另一隐形权力机 

构，对训导处的威信与合法性构成挑战。20世纪40年代末，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抗 

衡，不仅是浙大校方无力控制学潮与学生的重要表征，还彰显中央执政 '-3局对于国立 

大学管理的无序与失控。一定程度上，自治与训导双方权势的转移也预示了中国政治 

格局的走向。 

关键词 《生活壁报》 学生自治会 训导处 竺可桢 浙江大学 

《生活壁报》由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创办于 1939年，在浙大第二任训导长费巩的支持 

下，逐渐成为“左倾”学生表达诉求的喉舌。学生自治会以壁报为媒介积极谋求 自治权，学生寻求 

“自治”的行动与校方行政机构训导处的“训导”要求不符，遂在抗战时期及战后促发了多次校内 

壁报风潮。1945年 6月，校长竺可桢在教育部的要求下，命令浙大训导处着力整顿壁报，最终制 

定了壁报管理办法，并试图严格执行壁报审查制度，然因招致部分学生的抵制而收效甚微。结 

果，壁报风潮及学生运动不断升级，训导的失效不仅引起最高行政当局的关注，还导致校长离校 

抗议。 

对于战时学生壁报，目前学界鲜有专题研究，壁报问题多被遮盖在学潮研究之中，不论是研究 

方法还是资料发掘，都未得到学界的适当关注。对于浙大的《生活壁报》，既往研究一概认为其是 

浙大学潮中极为有力的宣传武器，强调其得到校方大力支持的一面，对于其与校方之间的复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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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墨不多。① 鉴于学界研究的阙漏，本文以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教育部档案、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等档案为基本史料，并参照《竺可桢日 

记》《费巩日记》《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申报》等多元文献，考察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围绕《生活壁 

报》而展开的种种博弈，探究壁报管理审查制度与训育制度为何难以推行，借此反观20世纪40年 

代末期国民党执政当局对于大学管理的无序与失控。 

一

、 “训”“导”失效与两任训导长的去职 

大学壁报，由来已久。据《申报》报道，20世纪 20年代末，上海的大学校园中“有壁报的要占十 

之八九，而其较有价值者，十难得一”，且内容多有“不堪卒读之势”。② 至抗战爆发，壁报这一媒介 

在大学校园中迅速传播，成为学生团体宣传抗日主张、表达政治立场、传递政治诉求的重要方式。③ 

在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校园中，“壁报随处可见，其中有院报、系报；有进步势力办的，也有国民党、 

三青团办的。其内容都是围绕抗 日战争有关各方面的问题，但在立场、观点、措辞上各不相同，常有 

不可避免的矛盾。墙报成了学校在重庆北碚地区开展抗 日救亡宣传的阵地”。④ 

与复旦大学相似，浙江大学的壁报在迁往贵州之后迅速发展起来。1939年夏，在浙大土木系 

三年级学生周存国的提议下，《生活壁报》由浙大学生自治会发起主办。1940年初，浙大西迁至贵 

州遵义等地后，学生自治会以壁报作为宣传阵地，表达诉求。创设之初，《生活壁报》“不定期，由同 

学临时撰稿，交主编者校阅后随时贴出，致每日内有新文字出版，内容以谈论校内生活情形 ，检讨生 

活得失以及改善生活环境等为主。出版以来 ，同学争先投稿，对生活各方面讨论异常激烈”。⑤ 

《生活壁报》的校方主管机构是浙大训导处。1939年3月，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第三次全国教 

育大会，会上通过在专科以上学校设立训导处的议案，由此训导处成为与教务处、总务处并立的机 

构，成为大学行政机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⑥5月 16日，教育部颁布《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处分组规 

则》，规定训导处下分设生活指导组、军事管理组、体育卫生组。三组之中，最为重要的是生活指导 

组，其主任由训导长或训导主任兼任。训导处的主要职责共八项，其中一项即“关于学生团体之登 

①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毛正棠《竺可桢校长主持浙大校政十三年》，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4年版；张彬：《倡言求是培育英 

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正棠、玉如：《费巩传：一个爱国民主教授的生与死》，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 1981年版。虽已有研究较少关注壁报问题，但学潮一直颇受关注，国内外学界关于学潮的既存研究，多聚焦于辛亥、五 

四、抗战之前及战后四个时期，参见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 1995年版；周策纵著，周永明等译：《五四运动 

史》，岳麓书社 1999年版；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年版；JohnIsrael，StudentNationalism 

in China，1927—1937(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刘惠璇：《抗战时期大后方大学训育问题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1997年；廖风德：《学潮与战后 中国政治(1945--1949)》，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黄坚 

立：《难展的双翼：中国国民党面对学生运动的困境与决策：1927--1949>)，商务印书馆 2010年版。 

② 《大学壁报问题》，《申报》，1929年 12月13日，第24版。 

③ 与报纸、杂志等专业媒介相比，壁报在传播讯息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无论怎样通俗的报纸，总还是报人的报 ，不是民众 

自己的报；只有壁报才是民众自己的。壁报的编辑，不必要新闻学专家出马；壁报的出版，不需要印刷的技术；办报的无须资本，看 

报的无须花钱；只要有一大张纸头和笔墨，各人把 自己要报道的消息和要发表的意见写上去，在行人众多处的墙壁上张贴起来，就 

算数。”参见曹伯韩、钱俊瑞主编《街头壁报》，生活书店 1937年版，第 1页。 

④ 罗文锦：《回忆抗战时期内迁的复旦大学》，惠世如主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 1988年版，第 

205页。 

⑤ 《廿九年第一学期本校各学会各团体出版物一览》，《国立浙江大学校-71】》复刊第72期，1940年 12月14日，第3页。 

⑥ 《教育部颁发大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1939年5月 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2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6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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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与指导”。① 

尔后，为加强训导处的工作，教育部对于训导长的遴选给予了明确规定。7月 1日，浙大接教 

育部训令，要求校方按照《专科以上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条例》的规定，就本校的训导人员向教 

育部资格审查委员会提请审查。② 这一资格审查条例第五条明确规定：“凡中国国民党党员具有下 

列资格经审查合格者，得充大学训导长或专科学校训导主任：(一)曾任大学教授或专科学校专任 

教员二年以上著有成绩者。(二)学望品行足资表率者。凡中国国民党党员，在国内外大学毕业， 

曾任专科以上学校助教经审查合格者，得充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员。”③据此观之，遴选大学训导长的 

关键主要有两点，首先是中国国民党党员，其次需是德才兼备的教授。此外，训导长的人选须“呈 

荐教部转呈中央核准备案后聘请之”。④ 训导长由此成为掌管学生事务的行政主管，不仅负责指导 

学生课外体育活动、卫生营养及军事管理，还负责学生团体的登记与指导，以及党部与三青团委托 

事项，同时亦决定对于学生之奖惩，可谓“三千重担”集于一身。训导长因为兼具教授与国民党党 

员两重属性 ，既承担着“传道、解惑、授业”的师道尊严，又担任了非学术性的学生生活与思想管束 

的责任，这两重属性和双重职责实难平衡，训导工作也多受掣肘。 

因具有丰富的教育及行政经验，并著有教育学专著多部，时任教育部训育委员会专任委员的姜 

琦随后被推选为浙大首任训导长。⑤ 1939年 10月 13日，浙大出布告，宣布聘任姜琦为训导长。⑥ 

11月2日，姜琦在浙大正式上任，校刊上称其“服务教界达三十年，为我国教育界先进，教职经验， 

均极丰富，本校训导事业，自将有一番新气象云”。⑦ 

姜琦初掌训导处之时，正是《生活壁报》创建之始。此时校方仍秉持自由之风气，对于壁报内 

容不作过多干涉。1940年4月 13日，浙大政治学教授费巩“见《生活墙报》上纷纷攻击此次导师 

名单之乱派，及要求植物油灯以护目”，费巩认为“此类事余早见及，乃当局或以颟顸，或以吝啬， 

不纳我言，宜学生有怨言”⑥，预示《生活壁报》迟早要引发学生抗议。果然，五天之后，“解俊民同 

学写了一份壁报，题目是‘导师制度抛到云端里去了’，大意是指新来了训导长，搞的是法西斯的 
一 套，不是浙大传统的导师制度，希望恢复原有的好传统”。姜琦与时任浙大师范学院训导主任 

的李相勖将壁报撕去，并声称“要出布告开除解俊民的学籍 ，当时的学生会主席是孙翁孺，他连忙 

跑到训导处，代表学生向训导长责问，仗义直言，声震整个院落，两人辩论了一个下午”。⑨ 当时 

正好路过训导处的费巩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一幕：“至四时半出至何家巷访德望，见训导处外围聚 

多人，询诸学生，则以《生活壁报》上揭贴被撕去，学生正诘责姜君。姜尊严威信早已扫地，终难维 

① 八项职责主要包括“一、关于训导计划之拟定；二、关于导师之分配；三、关于学生训导之分组；四、关于学生思想训导；五、 

关于学生团体之登记与指导；六、关于党部或三民主义青年团之委托事项；七、关于社会服务及劳动服务之推行事项；八、关于各项 

规章表册之拟定”。参见《专科以上学校训导处分组规则》(1939年5月 16日)，《训育法令汇编》，教育部训育研究委员会 1940年 

编印，第89页。 

② 《训导人员资格审查》(1939年7月 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1268，第36页。 

③ 《专科以上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条例》(1939年7月1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1268，第39页。 

④ 《专科v~t_L学校训导人员资格审查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0年2月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 

5—14439，第1—10页。 

⑤ 姜琦(1886—1951)，字伯韩，早年留学日本，曾获明治大学政治科学士学位，1922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 

获硕士学位。其教育从业经历亦相 当丰富，曾担任过暨南大学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湖北省教育学院院长、福建师范学校校 

长等职。参见《浙江大学训导人员资格审查 ·姜琦履历书》，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1268，第18—19页。 

( 《国立浙江大学布告第三四号》，《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41期，1939年10月13日，第3页。 

⑦ 《姜训导长已莅校》，《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44期，1939年 11月3日，第2页。 

⑧ 《日记》，1940年4月 13日，《费巩文集》编委会编：《费巩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4页。 

⑨ 黄宗甄：《费巩老师的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费巩烈士纪念文集》，浙江大学校史编辑室1980年编印，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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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也。”①浙大农学院教授蔡邦华也曾云：“这位训导长恼羞成怒，把一部分壁报搬到校长办公室大 

发脾气，要求辞职。当时竺校长和我，正在商量农学院事宜，校长被迫见商于余，我就表示成全他辞 

职算了。”②这次壁报风波的确令姜琦极为愤忿，不仅提出辞职，还准备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及教育 

部，报告学生自治会的这一行为。身为校长的竺可桢一方面招来相关学生加以斥责，另一方面则对 

姜琦的处理方式不以为然，“以撕壁报小事而电中央党部，亦可知伯韩之不善于处事矣”。⑧ 

4月20日，学校召开行政会议，在会上姜琦、李相勖提出严惩擅贴壁报的自治会学生代表孙翁 

孺、解俊民及史地系学生王树椒，主张将学生开除。但是竺可桢认为孙翁孺已经四年级，解俊民则 

属精神失常，均应从宽处置，结果三人均各记大过两次。④ 这一处罚结果显然与训导处的要求相去 

甚远，训导处的开除意见最终变为记大过两次，因处罚力度降低，难以发挥其应起的警示作用，致使 

此后的训导工作更难推进。在担任训导长的10个月内，姜琦因战时搬迁及壁报风波，在遭逢学生 

围攻之后，秉持“向中央负责”的态度，以“训”为主，对于学生风潮坚决制止，以至引发学生不满并 

将矛头直指训导处，最终导致姜琦在是年7月辞职。姜琦离开浙大后，回顾这段训导长生涯时曾 

言：“我上学年在国立浙江大学主管全校训导事宜，照教育部原定训育方针及陈部长在上年教师节 

致各校导师书所指示各点乃至部颁导师制纲要并我自己向来教育主张，无非要使‘教’与‘训’打成 

一 片，或使‘训’与‘导’化为一体，其方法就是拿教室学习、军事管理与学生自治三者作为教、训、导 

合一之工具。”⑤但事实证明，姜琦企图打通教、训、导三者的界限，将其合三为一的实践失败了。 

在姜琦提出辞职后，竺可桢首先考虑的是请时任浙大主任导师的陈剑俪继任训导长。但到了 

6月，身为主任导师的陈剑俪对于训导处的工作大肆批评，对学生发表攻击训导处的言论不予处 

置，姜琦与陈剑俪的关系恶化。竺由此认为“剑修亦殊不宜于为训导长”⑥，开始重新考虑训导主任 

的人选。浙大外文系教授郭斌稣与政治学教授费巩进入竺的视野，因费巩对于浙大的训导事务更 

为热心，遂成为首选。1940年8月初，浙大以布告形式称“敦聘政治学教授费巩先生以教授资格， 

兼摄训导长职务，并兼任主任导师”。⑦ 

虽然教育部规定大学训导长必须以国民党党员为必要条件，但在竺可桢的坚持下，费巩仍以无 

党派身份出任浙大第二任训导长。⑧ 8月 12日，费巩在就职演说中表明自己的立场：“吾是个 自由 

主义者，不统制干涉，但并非放任不管，想给你们的是领导，不是压迫。”⑨担任训导长与主任导师 

后 ，其角色定位与姜琦迥异，他将关注视角下移，处处以“为学生请命”为己任。费巩对于学生极为 

关照，他向教务处提出应为更多学生发放教育部贷学金，并关心他们的日常生活，为改进学生的视 

力甚至自己研制油灯免费发放。⑩ 1940年 10月29日，费巩在 日记中言：“午后办公，印就寝室长选 

举票，举出即分发简易植物油灯。⋯⋯此事亦煞费思考，益感责任之重、办事之难。学生见告，中 

① 《日记》，1940年4月 18日，《费观文集》，第514_515页。 

② 蔡邦华：《回忆费巩烈士》，《费巩烈士纪念文集》，第24页。 

③ 《竺可桢日记》，1940年4月19日，《竺可桢全集》第7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第340页。 

④ 《竺可桢日记》，1940年4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41页。 

⑤ 姜琦：《大学教育中之训导问题》，((-oli练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第11页。 

⑥ 《竺可桢日记》，1940年6月17日，《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378页。 

⑦ 《浙江大学训导长主任导师即训导员典职任免》，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1352，第33页。 

⑧ 费巩(1905--1945)，原名福熊，字寒铁、香曾。祖籍江苏吴江县。费巩出身世家，曾留学英国牛津大学，1933年起在浙大 

任教，主讲政治经济学与西洋史。《费巩生平与著述》，《费巩文集》，第614-_628页。 

⑨ 《就职宣言》，《费巩文集》，第481页。 

⑩ 《训导处发给植物油灯——火焰明亮可免临风摇曳之苦，用油经济恰有保健目力之功》，《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66 

期，1940年 11月2日，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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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重大、武大、联大各校学生生活皆奇苦，而训导处是办党机关，怂恿三青团活动，空气远不如浙大 

之自由与纯洁云。”① 

身为训导长，费巩不仅积极为学生申请贷学金，还常常召集学生问话，他向校方为学生争取最 

大的利益，赢得了部分学生的好感。但是，费巩不重视的“末节”如评定操行、出给证书及填写表 

格、制定章程等，却正是教育部实施训导制、建立训导处、遴选训导长的关键所在，也是教育主管部 

门最为重视的部分。费巩对于“末节”可有可无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他的训导长生涯。 

费巩在担任训导长的半年时间里，因贷学金问题与教务长张绍忠频起纷争，也因为其非国民党党员 

的身份引起教育部的不满。浙大首任训导长姜琦卸任后重返教育部任职训育委员会专任委员，将 

浙大训导制失败的根源归于两点，首先是“浙大教室或实验室功课非常繁重，有时平日晚间或星期 

Et上午还有人上课；因此，课外活动或个别谈话之时间几付阙如”；其次，“另有些人在训导方面，采 

用自由主义者”②，矛头直指费巩。10月31日，在重庆受训的浙大体育教员舒鸿告诉费巩：“姜琦 

在训练团演讲，大骂浙大，云浙大学生太放纵，当局及教授自由主义者太多，及蔑视部令即蔑视最高 

当局”。③ 11月 22日，郭斌稣告知费巩：“闻姜琦在部竭力破坏，教部令竺早 日物色继任，不容长久 

令非党员摄行。”@12月1日，费巩向竺可桢表示准备早日辞职，竺“告以教部亦有示意”，并准备请 

史地系主任、地理学教授张其昀接任浙大训导长。⑤ 12月24日，费巩在日记中记“闻有人说我出 

长训导，不训导学生而专为学生提出种种要求”，“有学生报告教部谓余非党员主持训导，妨碍党务 

进行云云”⑥，也反映出其去职的部分真实原因。费巩最终于1940年底辞去训导长职务，由张其昀 

继任。 

1941年2月3日，浙大第三任训导长张其昀在全校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言论自由与思想自 

由》的演讲 ，对于壁报问题首次表明校方立场：“记得壬年本校出版委员会同人曾与学生自治会负 

责诸君谈到学生的壁报问题，我们当时即举出自由与负责相对待的意义，诸君欲在壁报上自由发表 

意见，学生自治会对此事应有健全组织，并须完全负责。我们认为凡是真正能宝贵言论自由的人， 

同时更当尊重学校的纪律。同学既能明了此意，我们自感放心。近一年来，本校各学会的壁报风发 

云涌，真有山阴道上目不暇给之慨。愿诸君常以‘负责任守纪律’的明训互相勉励。”⑦据此可见， 

此时校方仍持信任学生的态度，希望学生“言责自负”，并未出台管理壁报与审查壁报的具体措施。 

二、壁报危机与《学生壁报审查办法》的颁行 

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生活壁报》一直由浙大“左倾”学生团体黑白社社长、学生 自治会出版 

股股长何友谅负责编辑。⑧ 1942年初浙大爆发“倒孔运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主任黄宇人以此为 

契机，派军警特务人员进入浙大校园逮捕“共党嫌疑”，包括何友谅在内的三名“左倾”学生被捕。 

① 《日记》，1940年 10月29日，《费巩文集》，第53O—53l页。 

② 姜琦：《大学教育中之训导问题》，《训练月刊)1941年第2卷第1期，第11页。 

③ 《日记》，1940年 1O月31日，《费巩文集》，第531页。 

④ 《日记》，1940年 11月22日，《费巩文集》，第532页。 

⑤ 《日记》，1940年 12月1日，《竺可桢日记》，《竺可桢全集》第7卷，第493页。 

⑥ 《日记》，1940年 12月24日、12月26日，《费巩文集》，第536页。 

⑦ 张其昀：《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三十年二月三日在本校纪念周演讲》，《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8O期，1941年 2 

月8日，第3—4页。 

⑧ 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研究课题组撰写：《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未-t：0稿)，2011年 8月，第69页。感谢课题组负责人钱 

永红先生惠赐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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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友谅被关押在重庆青木关五云山集中营，1943年遇害身亡。① 此后《生活壁报》沉寂了一段时 

间，具有强烈政治性的论争暂停，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如 1942年 12月 20日前后，《生活壁报》 

“对于男女社交问题，有热烈之讨论，结论为男女社交公开，但双方务须 自尊 自重。继而又有基督 

教在我国利弊之讨论”。② 1943年春，张其昀赴美访学。训导长由郭斌稣接任。但到了 1944年春， 

灯油事件再次引发壁报危机，并促使浙大校方采取必要措施，对壁报进行审查。 

1944年4月，竺可桢在浙大湄潭分校纪念周上发表讲演，提到学校最困难的问题，就是经费困 

难。原因在于“政府当局，为了抑制物价，乃采取紧缩的政策。故本校经费，自今年四月起即按八 

折计算。但是学校乃一消费机关，并非生产机关，因之在学校的经费开支上，困难万分，且学校经费 

所能打折扣的，亦是除教职员薪金以外之他项经费。至于校中裁人，停供温水，及停发灯油之种种 

设施，实出之于不得已之设施也”。同时，竺亦强调：“至于学生自治会所办的生活壁报有越学校校 

规，而且文章多重谩骂与攻击，并又未经训导处的审查而擅 自公布，诸不合法，故以后当即停刊。”⑨ 

但校长的此番言论并未产生任何效用，新学期开始后不久，因灯油停供而起的壁报攻击，逐步演变 

为学生 自治会干涉校务，事态趋于严重，学生自治会开始成为与训导处相对抗的一大势力。 

9月 15日，训导长郭斌稣向竺可桢报告：“谓学生在何家巷贴壁报，对于灯油停供大肆攻击，并 

涉及中央颁勋章乃由于余高压之功，攻击余在《大公报》上《反攻期中之大学教育》一文，谓何以余 

千方百计把希文召回。”④事实上，关于发放灯油一事，教育部曾发文指示各大学，“每生准发十二两 

灯油，在预算内开支，如物价高涨超出时，由学生担负”，而此时贵州地区的油价已从上一年的 11 

元上涨至 130元一斤，浙大向教育部请求的灯油贷金又未获批准，在这种情况下，校方确已无力向 

学生免费发放 12两灯油。 

然浙大学生自治会对此并不甚清楚，遂以此为契机，向校方提出各项要求。9月 20日晨，学生 

自治会召开学生大会，机械系学生何植栋担任主席，会议主要讨论灯油问题，提出“不给灯油不上 

课”的要求，并获得大会通过。竺可桢随后向学生发表讲演，首先解释了校方为何不发灯油的原因 

及学校的财政困难，并且申明学生 自治会不能干涉学校行政。⑥ 费巩也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目睹 

之情景： 

学生为灯油事今晨召开大会，校长以九时去，则已开会半小时。初竟不让校长上台，后始 

许之。竺报告完毕后请遵生上去讲话，亦遭挡驾达三次之久，后始勉强登台。既而提案竟抨击 

于直侯及粮食股。竺等亦竟无法阻止，乃退席。洽周则到会特迟，学生当场说其不诚，不注意 

同学疾苦等等。渠一言不发，状甚狼狈。而诸公退席后，学生议决不发灯油不上课。下午学校 

续开行政谈话会，仍鲜良好之对策，局势确甚严重。⑦ 

① 何友谅(1916--1943)，浙江鄞县人。竺可桢曾于1950年6月接到华北革命大学学员李士钊来信，“报告他也是五云山集 

中营被管制的人。他晓得何友谅是被惨杀于集中营训导主任刘琼的手中”。参见竺可桢《思想自传》，《竺可桢全集》第4卷，上海 

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② 《生活点滴》，《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 115期，1943年 1月10日，第5页。 

③ 竺可桢：《在浙江大学湄潭分枝纪念周上的讲话》(1944年4月24日)，《竺可桢全集》第24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13 

年版，第33O一331页。 

④ 希文乃竺可桢长子。《竺可桢日记》，1944年9月15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84页。 

⑤ 《竺可桢 日记》，1944年9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 186页。 

⑥ 《竺可桢日记》，1944 年9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 186页。 

⑦ 《日记》，1944 年9月20日，《费巩文集》，第6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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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学生自治会咄咄逼人的气势，竺可桢一方面斥责何植栋不谙 自治会章则而提出全体同 

学罢课议案及干涉校中行政；另一方面告以校方拟将原有设置公共灯油的经费，“现改为每人发 

40元”①，试图借此缓和学生 自治会与校方的矛盾。9月 21日，学生 自治会代表大会主席何植 

栋、康志亮、戴继熹、石剑生、张根荣五人向竺可桢报告昨日会议情况及通过的五项议决案： 

“(一)不发灯油不上课；(二)学校不发，自廿一起停课；(三)停课期间，学校继续拨给生活经费； 

(四)请校长亲赴重庆改善生活；(五)请教部增加灯油，”竺可桢则表示，“自治会不能议不上课 

问题，学校方面亦不能增加油费。余不能立时赴渝，现梅院长在渝，可请其交涉也”。② 在得到校 

长的明确答复后，各班学生开始恢复上课。“灯油事件”虽暂告段落，但已经引起国民党特务部门 

的注意。10月16日，中统局将《浙大学生因停发油灯发生学潮》情报一件交教育部部长陈立夫， 

情报称： 

浙江大学于九月廿 日一度发生学潮，缘该校自本学潮起，奉令停发学生灯油，学生二百余 

人乃于播音电影院集会，当经决议三项(一)不发灯油不上课(二)请求将学校中正室改为疗养 

室(三)取消青年团所办之青年食堂，改属学校 自治会办理。现第一项已正式解决，由学校暂 

发每月每人四十元油费，不足之数，由学校向教育部请补。学生于二十一日正式复课。至第 

二、三两项，因系左倾份子提出，尚未解决云。③ 

知悉情况之后，教育部立即致电浙大：“究属是何实情，合行会仰具报备核。”( 浙大校方则多次 

开会讨论灯油问题，学生在得到40元灯油补助费后，停止罢课，灯油事件暂告结束。 

在“灯油事件”中，因浙大校方的妥协，急情得以缓解。同时《生活壁报》还得到费巩等教授的 

支持，故无大碍。⑤但随着 1945年政治局势的急转及费巩个人命运的突变，《生活壁报》再次成为 

学潮爆发的导火索。 

1945年 1月24日，费巩离遵启程，前往重庆。⑥ 他原本有两项计划，一是应好友张志让之邀， 

赴母校复旦大学开办“民主与法制”学术讲座；一是去国民政府有关部会考察行政，为其研究战时 

政治制度搜集资料。2月7日，原浙江大学学生吴作和送交费巩一份文稿，征求其签名。此系郭沫 

若起草的《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要求政府召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取消党治、特务及妨 

碍人民自由之法令，惩治贪污等”，费巩深以为然，“即签字其上焉”。⑦ 3月5日，费巩前往位于北 

碚的复旦大学上课，却在是 日凌晨千厮门码头准备登船过江时，突遭绑架，不知去向，引出了轰动大 

后方的“费巩失踪案”。⑧费巩离奇失踪，引起浙大师生的不安与极大关注。《生活壁报》公布了 

① 《竺可桢 日记》，1944年9月20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 186页。 

② 《竺可桢 日记》，1944 年9月21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 186页。 

③ 《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交陈部长情报一件》(1944年 10月 1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学生因 

学校停发灯油发生罢课学潮等文书，5—2—5633，第3—4页。 

( 《教育部训令浙江大学》(1944年 1O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学生因学校停发灯油发生罢课学 

潮等文书，5—2—5633，第 l_2页。 

⑤ 如此前不久，《生活壁报》上贴出有关民主大同盟宣言一纸，揭 出未久为训导处撕去，浙大学生程羽翔告诉费巩后，费巩 

“闻之气愤，⋯⋯到训导处责君勖，不应撕去揭贴。学校不比官场，空气应较自由，此类布告并非煽动性质，留之何害!”参见《日 

记》，1944年7月17日，《费巩文集》，第598--599页。 

⑥ 《日记》，1945年1月24日，《费巩文集》，第609页。 

⑦ 《日记》，1945年2月7日，《费巩文集》，第610页。 

⑧ 对于费巩失踪案的调查经过，可参见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 

辑》第32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0__251页；邵全声：《我与“费巩失踪案”》，《纵横}1996年第9期。 

58 



何方昱／“自治”与“训导”：2O世纪40年代浙大校园中的《生活壁报》与壁报风潮 

《费巩老师失踪了》的消息，之后又发表多篇专论，如《还费巩教授自由》《呼吁民主和自由》《我们 

怀念费先生》《抗议暴行，保障人权》等等。①与此同时，为响应《重庆文化界对时局进言》，浙大学 

生自治会发表了《国立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促进民主宪政宣言》(简称《国是宣言》)，由程融钜执 

笔起草。该宣言描述了当时国内外急剧发展的形势，重点揭露了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治 

不讲民主的严重危害性，最后提出改革政治的十条具体要求，结束一党专政，成立一个公允合理的 

新组织。据程融钜回忆：“初稿经代表大会讨论，基本通过，并决定在《生活壁报》上公布，广泛征求 

同学们的意见。”3月16日，《国是宣言》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同学们的极大关心，《生活壁报》面前 

挤满了同学，有的同学还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国是宣言》作了一些修改后，在学生代表大会上 

通过，并很快以石印版公开发出。“根据当时南方局青委的同志讲，浙大同学所发表的《国是宣言》 

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高等院校中是第一个 ，因此浙大同学的这一具体行动就是具有特殊重要意 

义的行动，也是浙大的学生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的标志”。② 

到了5月份，部分学生更将矛头直指教务长张绍忠，并开始张贴各类未经训导处审查的壁报稿 

件。5月4日，浙大遵义分部贴出一篇未署名的壁报长文，壁报主要攻击浙大教务长张绍忠，列出 

教务长的罪状，称其“虐待沦陷区学生⋯⋯教务长不但不站在教育的立场上加以援助，而且还幸灾 

乐祸，心里想着谁教你们跑到内地来”等等。对此，竺可桢以为壁报所云皆为教育部规定与浙大教 

务会议所议决，“张教务长无非是执行之人而已，安能称虐待”。③ 身为训导长的郭斌稣因为怕引起 

学生的攻击，不敢将壁报撕去；竺可桢要求学生自治会主席吴寿椿撕去壁报，吴仍不肯撕，最终竺亲 

自将壁报撕去，并在下午召开学生代表开会。学生 自治会主席吴寿椿及出版股股长刘茂森与会，但 

对壁报责任者互相推诿。④ 为了遏制壁报上出现不实言论以及减少匿名攻击事件，5月 12日，竺可 

桢召集学生谈话，明确指示“壁报必须有真姓名或学号，如笔名则必须将真姓名告知学校”。⑤ 两天 

以后，在湄潭召开的国父纪念周活动中，竺可桢再次强调：“以后生活壁报必须负责签名或学号，如 

以笔名，以真姓名告知”，并对学生强调：“民主国家固有言论的自由，但言论应负责任，不可出以漫 

骂，更不应冒用他人的名义，今后生活壁报，必需用真实姓名。”⑥截至5月16日，除《生活壁报》外， 

浙大其余壁报均照章办理，壁报撰文者署真名后方能刊登。为此，竺可桢与自治会学生代表何宗清 

谈话：“责以《生活壁报》何以不遵照校中规定，不将作文者之真姓名告知，如再玩忽将处分出版负 

责人彭昌祜。渠虽唯唯，但心实不甘”；5月 17日，竺可桢召见训导处训导员孙祁，“嘱学生自由言 

论必须负责，《生活壁报》必须具名诸事”。⑦ 5月 23日，竺可桢再次召集学生代表及理事谈话，讨 

论的主要问题仍与壁报相关。⑧ 

正在校方、训导处与学生自治会往来谈判之时，包括《生活壁报》在内的一批立场“左倾”的学 

生壁报已经引发国民党特务部门的密切注意。5月 11日，蒋介石侍从室抄送《浙大自由堡垒壁报 

及印发宣言之主持人调查》情报致教育部，内称“自由堡垒报，系该校学生自治会出版股负责人刘 

茂森、郑文炎(均奸伪分子)等所主办，该报稿件不送训导处审查，而该校校长竺可桢、训导长郭斌 

① 《浙江大学学生运动史》(未刊稿)，2011年 8月。 

( 程融钜：《浙大学生在遵湄时期发表(国是宣言)的情况》，《贵州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委 

员会、中共贵州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85年编印，第166—169页。 

③ 《竺可桢 日记》，1945年5月4 E1，《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393页。 

④ 《竺可桢 日记》，1945年5月4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393页。 

⑤ 《竺可桢 日记》，1945年5月 12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399页。 

⑥ 《国父纪念周讲辞汇志 ·湄潭通讯》，《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3期，1944年 5月16日，第1_2页。 

⑦ 《竺可桢 日记》，1945年5月16日、5月17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02、403页。 

⑧ 《竺可桢 日记》，1,945年5月23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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稣二人亦抱放任态度，致该校奸伪势焰 日益高涨，此外尚有‘今天’、‘呼吸’、‘虹’、‘生活’、‘石榴 

花’等壁报，内容亦均极反动”。① 5月 25 13，竺可桢接到教育部密函，密函不仅重申上述情报内 

容，还谓“五四运动虽过去，而民主大同盟仍将以该校为中心，继续策动学潮”，并要求“校长切实注 

意”。② 

显然，教育部对于浙大无法有效管理壁报深感不满，认为浙大乃民主大同盟的中心，仍将“继 

续策动学潮”，兹事体大，外力迫使以竺可桢为首的浙大校方必须拿出有效可行的措施，既能够消 

除壁报带来的负面影响，又能够有效管束其后的行为。5月 26日，竺可桢指令训导长郭斌稣：“壁 

报必须有真姓名，否则须交训导处审查。”③此后几天，就壁报是否署真名一事，学生自治会“左倾” 

学生与训导处形成对峙。5月27日，学生自治会发起香曾怀念会，并在会上提出改“《生活壁报》为 

《香曾壁报》案”与“快邮代电拯救香曾案”，但未获自治会理事大会通过。竺可桢则明确指出“自 

治会主办香曾怀念会与欢送毕业同学会均提到壁报 ，晨问并加讨论”，“此种挂羊头卖狗肉之非 

是”。④ 就在同一天，遵义警备司令部派人前往校园中抄壁报，与史地系学生曹梦贤发生冲突，壁报 

事件再次升级。竺可桢以“可知校中壁报之受人注意”为虑，再次与学生 自治会代表谈话 ，表明校 

方立场。此时自治会主席吴寿椿已辞职，由秘书程融钜代之。⑤ 5月29 13，校园大门处贴出“打倒 

训导处李昌臣、郭麻子”等招贴，矛头直指训导处。竺可桢与郭斌稣则告诫学生代表程融钜：“以目 

前校中以言论 自由而造成之危机，因外间均责难浙大包容反动分子，甚至有捕人之可能。特务所注 

目者为郑文炎、刘茂森、陈耀寰、刘美康、傅轶群等等。余不愿见有捕人之举，因此更不能不用审查 

制度。庶几言论自由校中可以酌定尺度，同时亦可以向外负责。至于因审查而迁怒于训导处更无 

理由，以训导处不过执行议案。”事实也是如此。浙大壁报已经引起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中统黔北 

区主任鲍沧的高度关注。当天中午，鲍沧和遵义三青团干事长黄龙渭与竺可桢会谈：“一、遵义、湄 

潭壁报，余告以后必经审查。二、湄、永学生有买枪支情事。三、希望各党派均退出。”⑥午后，学生 

自治会代表再次找校长谈壁报事，竺可桢坦言“目前学校因言论自由溢出范围已到危险时，故校长 

不能不将审查之权收回”。⑦ 

在竺可桢与学生自治会代表沟通之后，“自治会已将谈话结果揭示，说明部中已来公函，必须 

审查壁报。且警备司令部如有必要，随时可以解散机关，因此大部分学生已了然于壁报之所以不能 

不审查”。⑧ 学生方面对此问题已基本达成一致，浙大校方开始采取具体措施。6月 2日，浙大召 

开第46次校务会议，确立“学校教导方针案”，有六要点“(一)提倡学术空气。(二)立法贵简，执 

法贵严。(三)全体导师，负责指导。(四)惩赏必问。(五)壁报必经审查，或用真姓名。(六)罢课 

当为严禁”。在这次校务会议上，浙大壁报条例审查委员会同时成立，聘竺可桢及陈立、郭斌稣、钱 

钟韩、黄尊生、杨耀德等为委员。6月9日下午壁报条例审查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学 

生壁报审查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 

① 《侍从室抄送浙江大学自由堡垒壁报及印发促进民主宪政宣言之主持人调查情报》(1945年 5月 11日)，中国第二历史 

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5)，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年版，第261页。 

② 《竺可桢日记》，1945年5月25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10页。 

③ 《竺可桢 日记》，1945年 5月26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l】页。 

④ 《竺可桢 日记》，1945年 5月28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12页。 

⑤ 《竺可桢日记》，1945年5月28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12页。 

⑥ 《竺可桢日记》，1945年 5月29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13页。 

⑦ 《竺可桢 日记》，1945年 5月29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13页。 

⑧ 《竺可桢日记》，1945年5月31日，《竺可桢全集》第9卷，第4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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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第一类 免付审查责须恪守下列规则： 
一

、凡具真姓名者(学号不在内)，由学生自治会出版股注明姓名属实后，负责盖章发表。 

凡以团体名义发表者，应由团体负责入签名负责，方可送出版股盖章发表。 

二、每人可用一种签名，惟该员签名应事先于训导处登记。凡用笔名者，经出版股查实后， 

即可负责盖章发表。 

三、出版股确查明投稿人之姓名确实，或笔名确已登记，方可将文稿盖章发表，否则文责即 

由出版股负责人负之。 

第二类 应付审查者须恪守以下规则：凡用未登记之笔名文稿，应经由学生自治会出版股 

汇送学校聘请壁报审查委员会审查后，盖章发表之。 

乙 非自治会负责所出版之壁报，均须事先向训导处登记。其审查办法，与自治会所办之 

壁报同。惟免付审查之壁报，其盖章之责任，与检查姓名之责任，由该壁报编辑人负之。应付 

审查之壁报，亦由该壁报编辑人汇送训导处。① 

迫于多方压力，校方最终选择通过制度建设，即颁行《学生壁报审查办法》来规制与壁报相关 

的活动，其核心内容是壁报撰写者必须文责自负，同时学生自治会出版股担负登记与审核的职责， 

训导处则担负非自治会出版壁报的登记与管理。这样一来，学生自治会出版股对于壁报审核大权 

在握 ，也引发“左倾”学生对出版股这一机构领导权的重视与争夺。就在浙大出台《学生壁报审查 

办法》一个月之后，教育部要求专科以上学校对于学生自治会予以控制，训令称： 

学生自治会之目的及其活动范围，在学生自治会规则中，已有详细之规定，绝不得以会干 

涉学校行政及参加校外各种团体组织或活动。近半年来，各校学生自治会闻有少数不肖分子 

所把持利用，或鼓动学校风潮，或妄发所谓国是宣言，殊足以破坏校纪并淆乱社会之听闻。兹 

值暑假期间，各校校长及主管训导人员对于下学期学生自治会之改选事宜，务预与各该校三民 

主义青年团负责人慎密筹商，俾今后纯正学生确能主动组织自治会，从而掌握一切学生团体， 

不使不肖分子再有乘隙活动之余地。② 

以这份训令的内容观之，其所言“或鼓动学校风潮，或妄发所谓国是宣言”，明显是指浙江大学学生 

自治会，教育部要求浙大校方在新学期中整顿学生自治会，削弱“左倾”学生在自治会中的力量，其 

实并未实现。浙大学生自治会反而以更加强硬的姿态与浙大校方相抗衡。 

三、“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与战后壁报风潮 

抗战胜利后 ，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教育部于 1945年 10月颁布了《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组织条 

例》，与1938年颁布的《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章程》相比，新条例对于教育部训育委员会的组织形态 

与人员设置都有所加强，且更重视对于学生自治团体的管理。③ 1946年初，浙大根据教育部训令， 

① 《第四十六次校务会议纪要》，《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125期，1945年6月16日，第4页。 

② 《教育部关于控制各学校成立学生自治会训令稿》(1945年7月2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 

治”(5)，第223页。 

③ 《教育部公布训育委员会组织条例》(1945年 1O月 16日)，中国第-=Th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 

第3编，“教育”(1)，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0年版，第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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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组织了训导委员会，以加强对于训导处的管理。① 随着战后政治局势的逐渐恶化，壁报始终困 

扰着浙大校方。1946年 1月，浙大学生 自治会投书媒介，发表公开信《敬告社会人士书》，标题醒 

目，主题明确：“吁请政府释放费教授并取消特务组织。”②这封公开信显示浙大“左倾”学生在学生 

自治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由其所掌控的《生活壁报》也成为“左倾”学生从事政治斗争的重要平 

台。2月14日，《生活壁报》上登出一文，攻击教育系教授李相勖，“诬相勖在训导班上骂费香曾以 

金钱买学生，壁报诋相勖者十余张之多”，教育系学生代表姚梅生、姚庭芳、景朝岗、李荫桢将此事 

向竺可桢汇报，并认为李相勖并无诋毁辱骂费巩之事，要求学校主持公道。③ 2月 16日，竺可桢主 

持召开行政谈话会及训导委员会联席会议，“到陈卓如、李乔年、郭洽周、张荩谋、张晓峰、王劲夫、 

易修吟、孙季恒诸人。关于《生活壁报》攻击李相勖事，教育学会来函为李相勖辩护，谓在训导班上 

李并无攻击之事。《生活壁报》上攻击文章十余篇之多，其中有作私人攻击，称为党棍、特务等名 

称，有违大雅。故会议中主张查明作者姓名，向李道歉，否则编辑壁报之陈强予以处分”。④ 

尽管校方在 1945年6月已经出台了壁报审查办法，但实际上并未严格执行。壁报的张贴随意 

性很大，且大多不具实名。李相勖身为学校训导委员会成员，立场倾向执政当局，引起部分“左倾” 

学生的不满。此时正值费巩失踪一周年之际，“左倾”学生借此表达 自己的政治诉求，并提出为纪 

念费巩，学生将罢课一天。1946年2月 17日，浙大召开教授会议：“关于壁报(《生活壁报》)攻击 

李相勖案，讨论最为激烈，因大家同情于李，认为自治会不交出攻击者人名，则壁报可不准出版。”⑤ 

为尽快解决这次壁报风潮，2月 19日晚，竺可桢召集学生自治会代表与教职员代表“谈复原、费香 

曾及壁报攻击李相勖事”⑥，但并未通过具体的处置办法。 

三天之后，“二 ·二二反苏运动”爆发。这是一次由国民党当局策动的，以确保东北领土主权， 

抗议苏联在东北久不撤兵，声援张莘夫惨案为目标的学潮，历时虽短，但涵盖面甚广。⑦2月25日， 

浙大遵义、永兴等部在国民党浙大党部的布置下，举行了游行抗议活动。与之相对抗，由浙大永兴 

分部“左倾”学生组织的绿洲社通过《生活壁报》，发动社员“写了一批揭露国民党反苏反共准备打 

内战阴谋的文章”，“分部主任和训导处主任找自治会出版股陈汉耀谈话，逼陈交出作者姓名(那时 

学生自治会章程规定，向《生活壁报》投稿者可以不用真名，但必须将真名交出版股)。我要陈坚决 

不交”。⑧ 虽只是当事学生李景先的一面之词，浙大“左倾”学生态度之强硬与坚决却可见一斑。3 

月5日，为纪念费巩失踪周年，浙大学生停课一天，上午举行聚会 ，训导长黄遵生亦到会，有学生数 

十人参加。有关《生活壁报》攻击李相勖事，仍未见攻击者道歉，故训导处决定将负责编辑壁报的 

学生陈强记过一次，“学生不服，以陈无过失也。后经首先攻击、具名之‘费弟子’者向李于昨道歉， 

故决定将陈强之记过处分取消”。⑨至此，《生活壁报》攻击李相勖事暂告终结。 

1946年秋，教育部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讨论会提出的修正案，另行订定大学训育制度：“规定各 

① 《第一次训导委员会会议记录》(1946年 1月 16日)，浙江省档案馆藏，国立浙江大学档案，53—1—482，第61页。 

② 《遵义国立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为吁请政府释放费教授并取消特务组织敬告社会人士书》，《民主》第 1卷第7期 ，1946 

年，第 16—17页。 

③ 《竺可桢 日记》，1946年 2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1O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3—4_4页。 

④ 《竺可桢 日记》，1946年2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lO卷，第45页。 

⑤ 《竺可桢 日记》，1946年2月17日，《竺可桢全集》第lO卷，第46页。 

⑥ 《竺可桢日记》，1946年2月19日，《竺可桢全集》第lO卷，第48页。 

⑦ 廖风德：《学潮与战后中国政治(1945--1949)》，第 147页。 

⑧ 李景先：《记浙大永兴分部学运情况》，《黎明前的求是儿女——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团》，中国青 

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1O页。 

⑨ 《竺可桢 日记》，1946年 3月5日，《竺可桢全集》第1O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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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均应设置训育委员会，以校长为主委，教务长、训导长、总务长，为当然委员，另行加聘教授三人至 

十五人为委员。各校之训导处，仍继续存在。训育委员会主要工作，为立法有关训育之章则规程， 

均由其订定，训导处则以执行为主要工作，如此两面配合，当可校正过去各校训育与教务总务脱节 

之弊端。”①l1月 14日，在第二次训导委员会议上，浙大训导处依照教育部令，在训导处之外，再设 

置训育委员会，以提高训导之权力与效能。② 训育委员会与之前的训导委员会相比，不仅囊括了大 

学最高领导层，更增加了3—15位教授，可视作执政当局为对付学潮而采取的应对之举。以抗战后 

政治局势观之，教育部为加强对大学的控制而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关键仍在于动员大学的教授群 

体，促使愈来愈多的教授加入训育委员会，以教授的力量维持大学秩序。尽管如此，训导长仍处于 

众矢之的的位置。 

竺可桢于 1946年 11月前往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并往欧美考察教育，直至 1947 

年6月才回到杭州。竺可桢出国的这段时期，浙大训导长由史地系教授顾毂宜担任，他同时协助代 

理校长郑宗海处理校务。③ 1946年圣诞节前夜，北平美军暴行事件发生。l2月底，此事在杭州已 

引起波动。1947年 1月 1日，浙大“学生总请假罢课，并开大会决议，于明 日下午一时发动游 

行”。④对于学生的罢课之举，新成立的训育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各位教授提出十项建议，其 

中前三项颇为重要：“一、此次罢课学潮，事先教育部绝未知道，其中显有少数学生挑衅煽动，学生 

纪律应予严密注意。二、学生生活壁报，几近谩骂，应责成其必须重建设性，而负言论责任。三、学 

生与学校界限甚深，双方俨然对立，此种观念，实为不当，今后当设法以信仰使双方合而为一。”⑤这 

些建议凸显以教授群体为主的训育委员会，欲意沟通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对立状态，对学生多作疏导 

之尝试。为进一步推行“教授治校”原则，是年 3月，浙大校方先后成立了 13种委员会，襄助学校 

推进校务，各委员会委员基本上均为浙大教授，且多为知名的资深教授。⑥对此，张其昀在写给陈 

训慈的信中颇为自信地宣称：“至学潮问题，因浙大教授会有相当力量，相信不致十分为难。”⑦然 

而，一旦全国性的学生运动爆发，各派政治势力侵入校园，教授治校已无力抵挡来势凶猛的学潮。 

1947年2月，中国共产党浙江大学支部正式成立，由三名党员同学孙幼礼、刘茂森和许良英组 

成，刘茂森被选为支部书记。⑧ 此后，在共产党支部的领导下，浙大学运更加蓬勃发展，各类壁报事 

件随之增多。5月3日，校方再次严申学生壁报管理办法： 

查近 日学生生活壁报，对于本校行政人员，肆意谩骂，殊属非是，经本学期第五十三次校务 

① 《教部顷订定大学训育制度 训导处继续存在》，《申报》，1946年 12月15日，第8版。 

② 《第二次训导委员会议记录》(1946年 l1月14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482，第62页。是年 l2月， 

中央大学也同样收到教育部训令：“查近年专科以上学校训育工作成效未着，本部迭据视察报告及各校校长训导长之陈述，成认先 

行训导制度中导师制有名无实，只以训导处负其全责。训至贵重权轻，难以推进。兹为补救此种缺点，经缜密研讨后，决定全国专 

科以上学校于训导处之外设置训育委员会提高训育职权，增进效能，期使校中重要 负责人员及教授共负训导之责。”参见《教育部 

训令(训字第三七九五四号)》(1946年 12月 11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国立中央大学档案，648—960。 

③ 1946年1O月29日，浙大出布告宣布“本校训导长黄尊生先生业已解职，兹聘顾毂宜先生为训导长”。参见《浙江大学训 

导人员任免 ·兹聘顾毂宜先生为本校训导长》(1946年 1O月)，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381，第2页。 

④ 《浙大学生今游行》，《申报》，1947年 1月1日，第3版。 

⑤ 《训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记录》(1947年 1月30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482，第64页。 

⑥ 《实行教授治校 ，成立十三种委员会》，《国立浙江大学校刊》复刊第 145期，1947年3月17日，第3页。 

⑦ 陈训慈，陈布雷胞弟，张其昀的大学同学兼密友，同为竺可桢的高足，彼时任职于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张其昀：《致陈训慈 

先生函》，《张其昀先生文集续编》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 1995年版，第437页。 

⑧ 许良英：《浙大地下党及其有关情况》，《黎明前的求是儿女——解放战争时期浙江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进步社 团》，第 

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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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决，应重申前令，严格阐述壁报办法等语记录在卷，特将该项办法摘要公布如下：一、本 

校学生壁报，规定下列原则三项交学生自治会及其他壁报主编人，分别实行审查。1．不违反 

政府法令；2．不得捏造事实；3．不作个人攻击。二、学生自治会壁报及其他壁报主编人，应事 

先向训导处登记，嗣后壁报言论如有违反上项原则时，应由各该作者及壁报主编人，负完全责 

任。以上各点办法，系各壁报主编人及作者切实遵行，毋违为要。① 

但实际上，这份布告难以发挥任何约束作用。学生 自治会中的“左倾”学生已经控制了出版 

股：“校方曾想规定，在《生活壁报》上发表文章的同学都要署真名，这对进步同学十分不利。后来 

经过斗争，结果是投稿者必须告知真名，但发表可用笔名，真名保存在出版股股长手里。因此，我们 

力争出版股股长由进步同学或党员担任。象党员刘茂森就两次当上了出版股股长。这不但保证了 

进步言论的及时发表和保护了进步同学，而且我们在宣传工作上有了主动权。”② 

随着全国学潮愈演愈烈，国民党执政当局管控措施愈益强化。5月 17 El，朱家骅在给蒋介石 

的密电中称 ：“本月以来 ，各地学校发生风潮，虽各持理由，但同时并起，且所要求多越出范围，行动 

亦日见乖张，显系共党企图捣乱社会，颠覆政府之策动。”③为此，教育部拟定八项《处理学潮安定社 

会之意见》，其中第六项明确规定：“各地有关治安机关奉上级命令，应即会同有关学校团体严密查 

明实际情形，将阴谋捣乱份子彻底逮捕，一律秘密遣送至适当地点，予以训导感化。”④国民党当局 

以严格手段处置学潮，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形成正面冲突。 

在随后爆发的“五二o”反饥饿、反内战学生运动与 10月发生的“于子三运动”中，中共浙大支 

部都发挥了政治引领的作用。⑤为应对严重局势，10月6日，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与青年部部长陈雪 

屏联合拟定《防止学潮办法草案》，将学校训导处置于处理学潮的核心位置：“由教育部通令各校训 

导处，应切实负责指导学生课外活动，聘请导师直接领导各种课外团体，防止异党操纵之自治会，把 

持一切，所需经费，应由各校列人预算。对于壁报言论、社团活动，应加强管理。”( 蒋介石对“于子 

三事件”也予以密切关注，他在日记的反省录中称“浙江大学于生畏罪 自杀案尚未了结，各地大学 

罢课不休，学风与教育至此不惟助长共匪，其必使亡国灭种而有余，不胜忧惶”。(z) 

在这种 自上而下的强势压力之下，浙大校方与学生自治会在为于子三出葬一事上发生了严重 

冲突。1948年 2月 14日，学生自治会代表陈业荣、向惟汶向竺可桢报告为于子三募捐事，竺正告 

陈、向二人“自治会对政治兴趣太浓、舆论太偏、手腕太玩弄，并举于子三出葬时要全体在凤凰山吃 

饭一事为证”；竺以此认为“过去自治会所出之《浙大周刊》、《求是周刊》以及学报，对于学术文字 

完全不载，满篇均是骂政府之文字，无怪乎外人以浙大为共产党之集中地也”。⑧ 两日后，陈训慈对 

① 《学生壁报管理》(1947年5月3日)，浙江省档案馆藏，浙江大学档案，53—1—413。 

② 李晨：《忆浙大学生在遵湄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贵州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第 161—162页。 

③ 《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1947年 5月1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处理学潮意见，301一 

O1—09—038，第2页。 

④ 《处理学潮安定社会之意见》(1947年5月 17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处理学潮意见， 

301一O1—09—038，第6页。 

⑤ 对于“于子三事件”的最新研究成果，可参见贺江枫《1947至1948年于子三惨案与国共两党、竺可桢三方的各 自对策》， 

香港《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58期，2014年 1月。 

⑥ 《防止学潮办法草案》(1947年 10月6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朱家骅档案 ·处理学潮意见，301一 

O1—09—038，第87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7年 11月，“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档案馆藏，下同。 

⑧ 《竺可桢日记》，1948年2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 11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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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表示：“以为外间对浙大舆论 ，对于学生过于放任，故外间已啧有烦言，希望能将改弦更张”， 

对此，竺仍一再坚持：“浙大向来事事公开，开除学生必须有理由。” 月 13 Et，竺可桢偕新任训导 

长李浩培赴省府先会晤浙江省政府秘书长雷法章，“谓浙大自治会壁报上有以‘总理叛徒’为标题， 

绘一形如蒋主席者、背插一‘斩’字之壁报云云”，然后又会晤浙江省主席沈鸿烈，“知省府方面似不 

久将见诸行动，而学生之壁报及自治会之言论亦随处可以造祸”。② 竺可桢深感情况之急迫，当天 

晚上立即开会讨论学潮问题：“以今、昨两日《申》、《新》及杭州《正报》所登‘浙大为共产党所策动 

中心’，故迟早军警必来校捕人，而学生尚不 自检点，到处张贴反政府、骂人以及侮辱元首之壁报。” 

与此同时，学生自治会代表开会，决议“以沪、杭报纸之侮辱罢课一天”。竺可桢告知陈业荣及李德 

容两学生：“事实胜于雄辩，侮辱谩骂之壁报必须撕去，则谣言自息。”⑧尽管竺可桢已经正告 自治会 

代表，但是翌Et自治会代表杨振宇、李德容仍决定发布宣言为纪念去年“五二。运动”罢课一天。 

竺可桢再三强调：“若反动之漫画继续不绝，则人人 自将目浙大为反动之大本营，甚至军警入内捕 

人 ，自召祸端，并嘱令彼等将侮辱之漫画先行除去。”④壁报问题的严重性已超出学校所能掌控的 

范围。 

嗣后，浙大的壁报风潮一日胜过一 日。6月初，因为学生壁报张贴骂青年军之文字，指青年军 

为职业学生，引发青年军的强烈不满，迫令 自治会交出作者姓名，并要求浙大校方严肃处理此事。6 

月8日，在青年军学生的重重压力之下，浙大校方召开训导委员会讨论此事：“决定刘万甸开除学 

籍，刘忠潮、魏玉田各记大过二次。此外主使殴打之人查明退学，参加检查西斋 102号人员查明严 

办。”⑧此项决定一经颁布，又引起浙大学生自治会反弹，学生自治会于第二天开会：“议决要训导长 

辞职，取消五人调查委员会，收回开除刘万甸之成命等项。”⑥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竺可桢已 

无力应对，“晨六点即起。昨晚几于终夜不能成寐”。⑦ 6月 12日上午，浙大600余名学生举行校 

内游行，要求校方收回成命，并以绝食相要挟。竺可桢则对学生发表了公开演讲，言辞极为诚恳： 

“目前之困难乃在有两种权力存在于学校，即自治会与校务会议。但校中最高权威只能以校务会 

议为依旧，故学生壁报以及一切 自治章则与校规及校务会议议案有所冲突即须需改。”⑧在处理了 

相关事情后，竺可桢离杭赴南京，向教育部辞职。⑨6月14日，在南京的竺可桢电话告诉秘书诸葛 

麒：“要余回校，必须澈[彻]底执行校务会议议决案，学生 自治会暂时停止活动，修改自治会壁报章 

则，使与学校章则无抵触为止。”⑩6月 16日，竺可桢再次函告代理校长王进：“目前校务会议与自 

治会之所以处于对立地位，完全由壁报条例之不合理，以及历次自治会之处分不当，如搜查教职员、 

学生，及禁止要上课者，不准上课等等。”⑩竺可桢于 6月27日才返回杭州。事实上，直到 1949年 

政权更替之际，浙大的壁报难题从未获得彻底有效的解决。 

① 《竺可桢 日记》，1948年 2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 11卷，第4O页。 

② 《竺可桢 日记》，1948年4月13日，《竺可桢全集》第 l1卷，第87页。 

③ 《竺可桢 日记》，1948年4月13日，《竺可桢全集》第 11卷，第87页。 

④ 《竺可桢 日记》，1948年4月14日，《竺可桢全集》第 11卷，第87页。 

⑧ 《竺可桢 日记》，1948年 6月8日，《竺可桢全集》第 l1卷，第130页。 

⑥ 《竺可桢 日记》，1948年6月9日，《竺可桢全集》第 11卷，第131页。 

⑦ 《竺可桢 日记》，1948年6月 10日，《竺可桢全集》第 11卷，第132页。 

⑧ 《竺可桢 日记》，1948年6月12日，《竺可桢全集》第 l1卷，第l33—134页。 

⑨ 《浙大千余学生请愿》，《申报》，1948年 6月13日，第6版。 

⑩ 《竺可桢日记》，1948年6月 14日，《竺可桢全集》第 l1卷，第135页；《浙大促学生复课再考虑所提要求》，《申报》，1948 

年6月14日，第6版。 

⑥ 《竺可桢 日记》，1948年6月16日，《竺可桢全集》第 11卷，第1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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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生活壁报》在浙大学生运动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或可用浙大学生共产党员李晨的话 

予以概括：“《生活壁报》是浙大学生自治会掌握浙大舆论的重要工具。它主要发表学校生活和 

各种斗争方面的稿件。后来转向以政治斗争为主的时候，这个壁报起了很大的作用。如酝酿产 

生《国是宣言》；抗议浙大费巩教授在重庆失踪事件和声援成都市立中学事件，都是通过《生活壁 

报》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工作的。”①《生活壁报》的政治立场鲜明，与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政治立场 

针锋相对，由此引发的浙大学生自治会与训导处的争端不绝于耳，贯穿于遵义浙大与杭州浙大的各 

个时期。校方制定的壁报管理与审查办法犹如一文废纸，对于《生活壁报》及其他学生壁报管束 

不力。 

而这种“管束不力”既源于校方训导的失效，又是学生 自治权力不断扩张的必然结果。在与训 

导处抗衡过程中，学生团体特别是“左倾”学生依托《生活壁报》积极参与校内事务，竭力争取权力 

和拓展影响力，进而溢出学校，对国是乃至国际事务发声，逐渐成了代表和维护学生权益的重要力 

量，在20世纪40年代末国共政权更替之际，“左倾”学生控制的浙大学生自治会甚至成为与校务 

委员会相抗衡的另一隐形权力机构，致使 自治与训导的天平失衡。 

同时，这种自治与训导的抗衡也暴露出国民党执政当局制度设计的缺陷。20世纪40年代，外 

患与内战不绝，为统一思想，中央执政当局试图通过在大学校园中建立训导处来管束学生，进而培 

植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意识形态。训导处带有明显的政治训诫意涵，掌管学生的思想及政治活动，其 

国民党党派背景与政治意图过于鲜明，极易使部分中立或思想激进的教师与学生徒增反感，其过于 

强势的政治姿态在工作当中可能恰恰适得其反。训导长兼具政治训导与传道解惑授业的双重责 

任，在统御控制的取向与法律荡然无存的状态中，一旦校园冲突爆发，抑或党派斗争激烈之时，训导 

长往往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反而成为众矢之的。一定程度上，自治与训导双方权势的转移也预示 

了2O世纪40年代末中国政治格局的转变。 

[作者何方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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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晨：《忆浙大学生在遵湄地区的抗 日救亡运动》，《贵州党史资料》第2辑，内部资料，第 161—1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