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虹口记忆 2019年4月15日 责任编辑 谢智君 E-mail:hkbs765@163.com

报社地址：大连西路195弄12号 邮编：200092 电话：65752600 虹口报电脑部打印排版 电话：65752149 浦东彩虹印刷厂印刷

江湾镇的教育源远流长
撰稿 陆金生

有记载的明清两代几百年历史中，江湾
镇出现过不少当官的人。在过去封建社会
里，“学而优则仕”，书读得好便能当官。但能
有条件读书的，大多数家庭较富裕，不像现在
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可享受教育，并且实行
义务教育一直到初中毕业。因此，过去的社
会，只有少数人才有可能去读书，读书的地方
叫“私塾”。即使这样，我统计了一下明清两
代，江湾镇曾出现过进士三个、举人九个、贡
生七个、庠生四百多个。也就是说，这四百五
十个左右的读书人，通过各级考试，担任过各
级官员。

据历史记载，江湾镇曾出现过几个书院，
是属于公办的，特别要讲一下，四百多年前出
现官办的学校——曲江学堂，可以说就是红
旗小学的前身。

明代时江湾镇隶属于嘉定县（当年是省
下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属市级。

当年的嘉定知事叫李资坤，他十分重视
教育，提倡“建学崇文”，对青少年“教以诗书
礼乐”“以端其志操”，而成为“天下之材”。

他在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亲自带人
到江湾镇踏勘，选中了保宁寺（位于今公安街
东公园公寓一带，建于公元 938 元，被毁于
1931年“一·二八”淞沪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
的炮火中）西南首，今万安路池沟路，当年沙
泾港弯曲处一带作为校址所在地。他亲自丈
量土地，筹措资金、建材，并于当年秋天动
工。第二年（1537年）春竣工开学，校名为“曲
江学堂”，开学时，盛况空前，“观者如堵”。可
是到了嘉靖二十三年，即公元1544年，倭寇入
侵江湾，“掳掠烧杀”，市肆荡然。存世仅七年
的“曲江学堂”也毁于一旦。

这个“曲江学堂”，既是江湾历史上第一
所官办学校，或也是上海市中心最早的公立
学校。同时，可说是红旗小学的前身“虬江两
等小学堂”的前身。“虬江”与“曲江”同义。

不仅如此，李资坤提出要恢复保宁寺后
面的“文昌阁”与“江湾书院”。之后，这两所
公办教育机构屡毁屡建，延续了几百年，直至
新型学校的兴起。

随着历史步伐向前，到了 1843年五口通
商（上海属五口之一，上海人称为“开埠”）西
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随之传进了中国。当年先
进的知识分子，觉得应当把西方先进的理念
引入中国教育领域，因此有不少知识分子出
国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江湾镇更有不少读
书人出国留学，学成后报效祖国的，如陈金
揆、金大廷、严恩棫、严恩椿、严恩榜、金大敏、
汪元祐等人。

这里特别要介绍的，是出生于河滩西路
79弄的颜福庆。颜福庆六岁丧父，后由其伯
父上海圣约翰大学创办人颜永京抚养长大，
并由伯父资助，于 1900年赴美国学医。学成
回国后，先深入矿区为工人治病，后在湖南长
沙创办湘雅医学院，当年有“北有协和，南有

湘雅”之称。毛泽东曾在湘雅医学院搞秘密
革命活动，办革命杂志，颜福庆还为毛泽东夫
人杨开慧免费治病，这些都是 1956年毛主席
接见颜福庆时自述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
起，他又在上海创办了延续至今的中山医院、
上海医科大学、叶家花园肺病疗养院（今已改
为肺科医院）。因而，从江湾镇走出去的颜福
庆（1888-1970）是中国西医界泰斗级的人
物。可惜，故世于“文革”期间。

1840 年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
的大门。从另一个角度讲，对当时的中国冲
击很大，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学随之进入了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想把西方先进的东
西引入中国，以改变固有愚昧落后的状态。
其中有一个改革运动影响很大，那就是“戊
戌变法”。

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影响深远。
江湾镇也被影响到了，就教育而言，不

久，江湾镇有识志士便纷纷办起了新型学堂。
光绪三十年（1904年）蔡氏妇科第五代传

人蔡小香（蔡钟骏）在蔡家花园内的祠堂（位
于今奎照路水电路东侧）创办了“蔡氏学堂”，
并建起了校舍（都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
略军炮火中被毁）。“新”的事物，一开始并不
受人们理解、欢迎，所以蔡小香要亲自到茶馆
店内向镇民们反复动员宣传，并为贫困人家
子女开方便之门。但只办了三年，到 1907年
便停办作他用。

然而，开了这个头，在二十世纪初，江湾
镇就掀起了一股办新型学堂的热潮。

新型学校与旧式私塾最大区别在于跳出
过去只学习四书五经等儒家思想的书本，而
是引入了西方已取得自然科学成果，如数学、
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及音乐、美术、体育等
课程。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镇西有个叫吴
贞的，对吴氏祠堂及相邻的小场里社司行祠
（即另一家祠堂）一起加以修缮，开办了“吴氏
西江小学堂”。过了两年（1907年）改归公立，
叫“西江两等小学”，解放后曾被改称为江湾
镇第二小学，延续到 1985年江湾镇划归虹口
区而被撤消。原址在当年公安街267号，即今

“江湾高级中学”内。江湾镇人一直叫它“西
江小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镇上士绅严沐
澧（字文迁）筹资在当年保宁寺后边被废弃的
书院——“松风古院”旧址，办起了“虬江两等
小学堂”。但学校未竣工开学，严沐澧便故世
了。人们为了纪念他，便把他家门前的这条
路命名为文迁路。1912年，由当时的宝山县
议会决定，把学校改名为“县立第三高等小学
校”。1936年把它迁到文治路 100号，改名为

“虬江小学”。从此江湾人一直这样称呼它。
抗战胜利后，又易名为“市立二十二区中心国
民学校”，解放后曾易名为“江湾区第一中心
小学”“江湾镇中心小学”，1978年才易名为

“红旗小学”的。所以这座小学，从光绪三十
二年（1906年）至今已有113年的建校史了。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春，镇东有个叫
徐国兴的，在自家徐宅捐资创办小学，到了年
底又增设了女子部，初名为东江民立初等小
学堂。民国以后，改归公立，改称乡立东江国
民学校，并迁入徐宅西首的景德观的东殿。
解放后改称为“江湾镇第一小学”，但江湾人
习惯叫它东隍庙里的“东江小学”，原址在万
安路117号。1985年，逸仙路以东地区划入杨
浦区之后，这所小学从此不存在了。

以下几所学校，在江湾镇的时间都不如
前三所长：

1907年春，袁希涛、王钟琦、严达群等人
筹资创办了“中等桑蚕”学校，校址借在文迁
路上的“虬江两等小学堂”，后因缺乏资金，只
办了一年就停办了。

1908年，又是蔡小香捐资，在“蔡氏学堂”
的旧址上，创办了“竞业师范学堂”。以后迁
到市中心去了。

1909 年，美国女教士在北弄的“浸礼会
堂”开办了“爱育女学”，原址在今新市北路

“公共卫生学校”内。
1913年，中国救济妇孺会开办了“留养学

堂”，还附设幼儿园。主要招收孤儿或家庭贫
困小孩及社会上难民小孩。地址在当年玉佛
寺内，即今车站北路福赐花苑内。

这个时期的江湾范围很大，当时以保宁
寺为中心，东西方向共八市里，南北方向共
二十一市里，总面积为一百零七方市里七分
（相当于二十六点九平方公里，到了 1984年
仅为七点五平方公里）比今天虹口区域面积
还要大。因此，如果要把当年凡在“江湾地
区”兴教办学的情况都写出，本文更要冗长，
如奎照路小学、水电路小学、商务印书馆当
年也办过好几所学校；再如到了二十世纪二
十年代，复旦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的前身国
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也都是出现在江湾的
……因此，本文仅以当年学校原址仍属今天
江湾镇范围为例。

1919年“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大
旗，全国又掀起了一阵“教育救国”的办学热
潮。而江湾镇紧邻上海市，又具有得天独厚
的交通便利：中国第一条商业运营铁路“淞沪
铁路”，马路有东体育会路、西体育会路（今中
山北一路及逸仙路都是直通江湾体育会路，
即今纪念路），因此不少政治、教育、文化界名
人都纷纷抢滩江湾镇。

举例如下：
文治大学。有个叫倪羲抱的人，他先在

无锡创办了“文治大学”，1924年，他把“文治
大学”迁到文治路 100号，改名为“文治文学
院”，从此就有了文治路。直至十二年后的
1936年，虬江小学即今天红旗小学才迁到这
里的。

1925年春，有个“立群女校”迁到江湾，也
租用文治大学的校舍办学，到冬天停办。

中国公学，是同济大学的前身，于1934年
4月26日迁到文治路101号，到1937年“八·一
三”淞沪抗战后，暂时迁出上海。

下面三所学校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一
定地位的，于此稍作重点介绍。

立达学园。原浙江上虞有所闻名的“春
晖中学”，以匡互生、丰子恺为首的一批教师，
不满当局逼走校长，忿而带领一部分师生到
上海办学。先在靶子场路（今武进路，当时属
江湾）租借民房，办起了立达中学。之后筹资
到江湾镇租地建起了新校舍，并筑了一条立
达路（今车站南路）办起了“立达学园”（原址
在今复兴高级中学内），马路北又修建了一批
教工宿舍（今车站南路25弄一带），于1925年
正式开学。学校既有高中、初中，还办了艺术
专修科（音乐、绘画）及农艺科。他们把学校
改为“学园”，意思是学校应当像园艺一样精
心培育学生，还应该书本知识与实践相结
合。这种新颖的教育理念，吸引了不少当代
教育界、文化界名人来此教课。如刘大白、夏
丏尊、陈望道、周建人、郑振铎、方光焘、周予
同、夏衍、关良、朱自清、朱光潜、黎锦晖、叶圣
陶、章锡琛、胡愈之、茅盾等人。然而，立达学
园办学仅七年就被毁于 1932年“一·二八”的
炮火中。今天，《江湾镇社区报》有一个专栏
版面《一般》，就是取自于“立达学园”的杂志

《一般》。
上海大学。当年是国共合作的大学。

1927年在江湾镇车站西路今福赐花苑与乐久
公寓处建起了新校舍。然而此仅复课 12天
（1927年 4月 1日-12日），由于有学生参加革
命活动，被国民党军队占领而封杀。

劳动大学。在筹备过程中，也是国共的
共识办学理念，故有“武有黄埔，文有劳动”之
说。1927年蒋介石上台执政之后，主要由国
民党左派人士邵力子、蔡元培、李石曾等人主
持办学。于1927年设在原上海大学车站西路
的校舍中，因此起先学校具有左派办学理念，
校内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等较新理念，鲁
迅先生有两次来校讲学。学校在今淞南泗塘
一带办了农场，在新市南路车站北路今福赐
新苑处办了工厂，为贫苦学生半工半读提供
条件，不少共产党人也在此读书。后来学校
出现了不少革命标语，发生了学潮，蒋介石就
亲自担任校长，镇压革命活动。1931年东北

“九·一八”事变后，师生们提倡抗日、反对白

色恐怖，蒋介石就下令解散劳动大学。校舍
也在1932年“一·二八”中被日军炮火炸毁。

新民中学。 1927 年创办于新市北路
1481号。

文化学院第二分校。1929年迁到文治路
109号。

中华神学院。1929年中华基督教会开办
于纪念路 500号，抗战时期又开办“伯达尼孤
儿院”，一直到1949年。

“市立中山小学”，1935年开办于新市南
路583号。

日伪时期的“乐民初级中学”，开办于公
安街，原保宁寺处。

1947年创建了“江湾中学”，于原“立达学
园”处，上世纪90年代迁到从江湾镇划出的凉
城街道处（奎照路水电路）。

1947年“新本女子中学”迁到了斗台街47
号，1955年并入“江湾中学”。

解放之后，江湾镇的教育情况再另文
探讨。

▲▲ 文治大学文治大学

◀◀ 虬江小学虬江小学（（红旗小学前身红旗小学前身））

西
江
小
学

西
江
小
学

红
旗
小
学

红
旗
小
学

江
湾
中
学

江
湾
中
学

▲▲ 立达学园被炸毁立达学园被炸毁

▼▼ 劳动大学被炸毁劳动大学被炸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