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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与澄衷蒙学堂蔡元培与澄衷蒙学堂

别具一格的异皮汤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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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桂华

▲▲ 澄衷蒙学堂旧貌澄衷蒙学堂旧貌

1936年 4月 16日是上海澄衷蒙学堂（今
上海市澄衷高级中学前身）创办三十五周年
纪念日，蔡元培应澄衷中小学校长吴友孝之
邀，为《澄衷中小学卅五周年纪念刊》亲笔题
词如下：

三十五年前，澄衷学校创立时长校者为
刘葆良君，曾邀我代理数十日。之后章一山
君长校，我从弟国亲及僚婿薛朗轩君均在校
任教员。最近十余年主持校务者为曹慕管、
葛祖兰、陈彬和、吴粹伦诸君，均我在业识我。
对于澄衷三十五年之经历，大抵耳熟能详。
循序渐进，成绩斐然。校董会之精明，校长及
教职员之尽责，诸同学之勤勉均足以副澄衷
先生创办是校之盛意焉。敬祝进步无量！

蔡元培（载1936年4月16日《申报》）
此题词透露了蔡元培与澄衷蒙学堂结缘

的渊源，也折射了蔡元培对澄衷蒙学堂的深厚
情谊，是研究蔡元培教育经历及其思想颇有价
值的资料。但查阅浙江教育出版社及中华书
局出版的《蔡元培全集》、高平叔的《蔡元培年
谱长编》、王世儒的《蔡元培先生年谱》等著作，
均未见收录，这应该是蔡元培的一篇佚文。

1901年3月19日，一个阳光明媚、春风和
煦的日子，蔡元培在张元济的陪同下，走进了
位于虹口东南隅、黄浦江畔的澄衷蒙学堂，造
访时任校长的刘树屏（字葆良）。三位昔日翰
林院同事相见甚欢，分外亲切。澄衷蒙学堂
是由清末著名实业家叶澄衷于 1900年捐资
兴办的新式私立学堂。建校伊始，百端待举，
蔡元培此番来校，就是受刘树屏之邀，襄理校
务，编审教材。七月间，刘树屏因事请假，聘
请蔡元培代理校长一月。蔡元培在澄衷蒙学
堂期间，协助校长规划课程、厘定学制、审定
教材，时间虽短，却奠定了澄衷百年名校的长
青基业。其中最有影响的，当为参编并审定

《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此书共四卷八册，
由校长刘树屏主持编纂，延聘宿学老儒与新
学少年合力纂成，蔡元培则被委以主审重任。
据《蔡元培日记》记载：1901年8月19日，蔡元
培“识别澄衷蒙学堂所编《字课图说》竟”，第
二天即“致章一山书，送《字课图说》，并还《文
通》”。日记中的“识别”二字应是审读校对之
意，说明《字课图说》最后由他校勘考订，主审
定稿。《字课图说》图文并茂，形式新颖，既是
适于儿童启蒙的识字教材，又是部小型的百
科全书。此书甫一出版，即风行海内，成为晚
清启蒙读物的发轫之作，至今仍多次再版，广
受赞誉，其中亦有蔡元培的编审之功。

在澄衷蒙学堂短暂的日子里，蔡元培给
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蔡元培虽为翰林出
身，但崇尚新学，思想超拔，且平易近人，善待
学生。澄衷蒙学堂的早期学生项雄霄在《六
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学校》一文中写道：“蔡先

生和易可亲，与刘葆良的官僚封建气大不同。
因此大家对蔡先生另有一种尊敬”。蔡元培
还介绍他的几位亲戚、朋友来澄衷蒙学堂任
教。题词中提到的“从弟国亲”就是他的堂弟
蔡元康，字国亲，清末举人。蔡元康在澄衷任
教数学，兼教国文，常在学生中宣扬革命。薛
朗轩是绍兴名宿，以学问闻名，是蔡元培的连
襟，亦系其少年同窗好友。此外，还有蔡元培
挚友寿孝天，他是“三味书屋”馆主寿镜吾之
侄，经蔡元培引荐来澄衷任教历史，后进入上
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编译中学数学教科书。
薛朗轩、寿孝天还曾是蔡元培在绍兴中西学
堂时的同事，过从甚密。

1901年 8月，蔡元培离开澄衷赴南洋公
学（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任教。不久，澄衷
蒙学堂创办人叶澄衷的灵寝即将移葬其家乡
宁波镇海。蔡元培十分推崇叶公“兴天下之
利，莫大于兴学”的远见卓识，仰慕叶公诚朴
守信乐善好施的高尚人格，慨然为叶公撰写
墓志铭。他在文中追述叶公一生行宜，称赞
叶公为“卓尔不群”的“贤豪”，“富教两界皆自
君始”表达了对叶公的敬仰之情。1902年，蔡
元培等人发起“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每
周在张园进行演讲，宣扬革命，澄衷时有师生
前往聆听演讲，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澄衷
教师白毓昆、蔡元康后来就是在蔡元培的鼓
动、感召下，加入了光复会、同盟会，积极投身
反清民主革命活动。蔡元康、寿孝天等教师

“常在教课和课外活动中对学生讲革命。所
以推溯澄衷学生的思想转变，可以说是从蔡
先生始”（项雄霄：《六十年前的上海澄衷学
校》，参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
资料存稿选编·第 24辑》，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版）。澄衷后来有白毓昆、何友谅、史

宵雯等多名校友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慷慨
赴义，奋勇牺牲，与蔡元培思想及人格的影响
可能不无关系。

辛亥革命后，蔡元培历任民国教育总长、
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是我国近现
代杰出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对澄衷的感
情，不因岁月的流逝、地位的变化而有所改
变，他仍然关注澄衷的发展，与澄衷保持着密
切的联系。从前面的题词可知，他对澄衷 35
年的发展经历“耳熟能详”，对澄衷师生的勤
勉尽责及斐然成绩颇感欣慰，对澄衷未来的
发展寄予厚望。他曾三次回到澄衷，给澄衷
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是在 1926年 12月 5日，澄衷学校
为已故校董陈瑞海举行追悼会，陈瑞海曾为
叶公澄衷生前同事兼好友，遵照叶公澄衷生
前遗嘱，董理校务先后达 27年，蔡元培代理
澄衷校长时即与其相识。日阴雨连绵，道路
泥泞。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冒雨前来，发
表演说。他追念叶公当初欲创办学校，召同
事议之。时人众说纷纭，有欲办医院、工厂、
养老院、施粥厂诸多意见，还有西人前来游说
欲办教会学校。独陈瑞海先生力排众议，倡
议兴学，澄衷学校得以兴办，“是所最可追悼
者也”。他还为陈瑞海先生亲自题写挽联：

“创议建设学堂，偕叶公不朽；力阻依赖教会，
为中国之光”（《澄衷校董陈瑞海追悼会记》，
1926年 12月 7日《申报》第 15版），盛赞陈瑞
海先生之功德。

1929年 12月 14日，蔡元培再次莅临澄
衷，参加前校董王海帆、岑廷康暨原校长曹慕
管的追悼会。王海帆、岑廷康均为叶氏旗下
企业经理，亦是襄助校务有功之臣。曹慕管
是绍兴上虞县人，与蔡元培有同乡之谊。曾
为澄衷蒙学堂初创时期学生，后赴日本留学，
1912年归国后，任澄衷校长达 15年，苦心孤
诣，恢复中学，增办商科，居功至伟。蔡元培
两度以北大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之尊，亲临
澄衷校董及校长的追悼会，足以见其对澄衷
的关注之切、情谊之深，亦可见其博大而深厚

的教育情怀，感受到他平易近人、至情至性的
人格魅力。

第三次是在 1933年 4月 16日，澄衷学校
举行建校三十二周年纪念活动，时任中央研
究院院长的蔡元培不辞辛劳，赶来参加并热
情地发表了演讲。第二年，他受时任澄衷校
长陈彬和的约请，来到位于上海黄河路的功
德林素菜馆，同赴宴的还有中华职教社的领
导黄炎培、江问渔。此时陈彬和校长即将退
任，急需物色一位“爱校如家”的校长。他看
中了在黄炎培属下任总务主任并在澄衷兼职
的吴友孝（字粹伦），但遗憾的是，虽屡次游
说，黄炎培仍坚辞挽留。黄炎培是蔡元培在
南洋公学任教时的高足，就在这次宴会上，蔡
元培从中权衡、斡旋，终于说服黄炎培同意吴
友孝出任澄衷校长。吴友孝任职期间，正遭
战乱，学校被毁，举步维艰，他惨淡经营，携手
师生，共赴时难，最终病倒在校长任上。

1939年是蔡元培病逝的前一年，蔡元培
此时滞留香港，为国事所忧，疾病缠身。但他
依然牵挂着澄衷的发展，这年 4月，他拖着病
弱的身躯，为澄衷蒙学堂创办三十八周年纪
念刊题写封面：“立校三十八周年纪念——两
年来之澄衷”，其字笔锋奇崛，拙中藏巧，一如
他温润平和中包裹着峻峭刚毅的性格，给澄
衷师生留下了最后的珍贵回忆。

可以说，澄衷蒙学堂是蔡元培立足上
海、施展抱负的崭新起点，是蔡元培生命旅
途中的重要驿站。正如他的好友许寿裳在
其 71岁生日贺诗中称赞的那样：“因材施
教始澄衷”，正是澄衷，让他在新旧激荡、
风气大开的上海找到了生命的依托，开启
了教育事业的新征程。此后，他在刘树屏
的推荐下赴南洋公学任教，朋友圈日益扩
大，随即相继创办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
爱国女学、光复会等，逐步完成了从清朝翰
林到教育大家和革命党人的转型。他对澄
衷的深情厚谊或许也源于此吧！

在上海市区，原有一所规模不小的道观，
名曰三元宫。地处虹口塘沽路（原名文惠廉
路、文监师路、蓬路等）中段，吴淞路与乍浦路
之间。笔者原在比邻它的上海浦江电表厂工
作，故于它比较熟悉。

三元宫属于道教宫观，全国多地有三元
宫，以广州的越秀山南麓的三元宫最为著名。
其整体布局是：以正对山门的三元殿为中心，
坐北朝南；殿前拜廊东西连接钟、鼓楼，殿后为
老君殿；两侧有甬道、自南而北，东为旧祖堂、
斋堂、客堂、吕祖殿，西有钵堂、新祖堂等建筑。
主建筑为三元殿，供奉上元、中元、下元大帝，
以应上天瑞气。三元大帝相传原为中华民族
的祖宗，是尧、舜、禹三位大帝，三位分别被称
作上元、中元和下元大帝，看来年代越久远的
地位越高，他们的生日分别是正月十五、七月
十五和十月十五，民间称作上元节、中元节和
下元节。

据史载，塘沽路上的三元宫为来沪的广东
人所建。上海开埠后，上海北外滩地区聚居了
许多旅沪的广东人，广东小吃、广东人小学、广
式石库门等相继涌入，于是广式的道观三元宫

也应运而生。近代著名作家吴趼人（1866-
1910），广东南海人，18岁来到上海谋生，长期
居于三元宫近旁的乍浦路多寿里，成名后他与
同乡在武昌路同德里创办广志小学，专授旅沪
粤人子弟，还被公推为主持。他在其名著《二
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多次写到三元宫。比如
第三十四回《蓬荜中喜蓬贤女子市井上结识老
书生》，写到主人公和端甫从虹口青云里（今乍
浦路、天潼路口）出来，要往离此不远的三元宫
拜访落泊书生蔡侣笙，书中对三元宫有这样描
写：“走到了三元宫，进了大门，却是一条甬道，
四面空场，没有什么测字。再走到庙里面，廊
下摆了一个测字摊。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
条，写着‘蔡侣笙论字处’。”《二十年目睹之怪
现状》描写的是 1884-1904年清末社会的情景，
可见三元宫那时还地处闹市，有大门、甬道、庙
里，颇具规模。

在虹口区档案局编的《虹口》图片集中，有
两张关于三元宫的图片：一张是 1918年民国初
期的虹口地图，塘沽路上紧邻日本人俱乐部的
三元宫赫然在册；一张是当时拍的照片，宫殿
式的三元宫门前人来人往，香火正旺。

解放前后三元宫的模样，著名作家任溶溶
在《我生在虹口》一文，有所披露：我出生在上海
虹口区闵行路，我父亲是广东人。过去虹口这
一地段住着很多广东人，简直可以说是广东人
集中的一个地段。也在这个地段里，我记得还
有一座广东人的庙，叫三元宫，它是在武昌路还
是在塘沽路，我记不清了。初一十五和节日那
里很热闹，我小时候常跟大人进去。庙里有许
多牌匾，听说有一块牌匾落下来还砸了人。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进入上海浦江电表
厂，办公室在二楼，从窗口可清楚地观望到比
邻的三元宫飞檐翘角的屋脊，花格栏栅的门
窗，其部分地方已划为武昌路小学的篮球场，
业余时间我们团员青年曾商借在此进行过篮
球比赛。那时临塘沽路街面已新建起 5层楼的
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工房，进出三元宫要靠旁
边的一条小弄堂。我曾经逛进去看过，神像已
不翼而飞，这里成一个街道工厂所在地。

1994年，塘沽路建 30层高的东泰大厦，于
是这里一切历史遗迹，荡然无存。不过在上海
浦东高科西路和松江广富林还有别样的三元
宫遗存。

北外滩曾有个“三元宫”
■朱亚夫

农历正月十五系中国传统的元宵节，各地
有吃汤圆的传统习俗，寓意月圆人团圆之意，象
征合家团聚、吉祥如意。

汤圆，虽问世己有 1600多年的历史，制法
上还分为北派和南派，但汤圆的外皮始终没有
突破，基本上都是单一的白色，系用糯米制作而
成。说来有趣，笔者有幸品尝到不用糯米粉制
皮的各式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的汤圆。

豆腐制皮的兰溪汤圆。在素有“小上海”之
美誉的浙江兰溪就有一种不用糯米粉而用豆腐
制皮的汤圆。只见师傅熟练地取一匙豆腐糊入
面粉窝中间，加入肉丁作馅，随即转动粉碗，使
豆腐糊擂成圆球形（比乒乓球稍小），随后轻轻
放入用猪肉胴骨、开洋、鲜笋等熬的鲜汤锅中，
煮至豆腐汤圆浮起，捞入汤碗，撒上葱花。端上
餐桌，汤圆饱满雅致、自然洁净、清香诱人。食
时哺啜如流，养胃养人，没有糯米汤圆黏滞胃呆
的缺憾。喜辣者可加些红辣椒酱，更有辣汤袭
人、振人食欲之感。若豆腐汤圆煮久了，内中发
孔，带汤入味，鲜美更胜冻豆腐一筹，食时也别
有一番风味和情趣。

藕粉制皮的藕粉汤圆。笔者在一家汤圆店

里意外地发现有一种紫色球状的食品在锅中，
一打听原来是藕粉汤圆。出于好奇，便购得一
碗，挟起一只送入嘴中，滑糯爽口，再嚼直感到
幽幽芝麻清香和不腻的甘甜滋味滋溜溜地滑入
喉中，竟让我拍案叫绝“圆子不可貌相，海水不
可斗量”。如此貌不惊人的黑不溜秋的藕粉汤
圆，竟有如此好口味，真是独树一帜！请教点心
师傅创制过程，原来是将馅心中研细的五仁用
猪油、白糖搓成细粒，再像“擂沙团”似地在淡藕
粉中拌匀，投入沸水内煮片刻，捞起后再在藕粉
中“擂”，再煮……如是者五六次，就可随汤供
食。可谓功夫深也。据说久服藕粉有健身益年
之功。

葛粉制皮的葛粉汤圆。葛粉是从生长在
山野里的葛藤根提取出的淀粉，它是名副其实
的绿色食品，没有半点污染。其制作方法是将
百果馅 200克做成约 1厘米直径的丸子，葛粉
300克放于盘中，丸子放进盘中滚动让其沾上
葛粉，如此反复滚沾，至葛粉沾完为止。白糖
300克放在 600克水中煮沸，盛入碗内。汤圆
入沸水中煮熟，捞进糖水碗中即成。葛粉汤圆
洁白如玉，晶莹剔透，食后颇感除了具有与糯

米汤圆所共有的香、甜、软、糯、滑、半透明的特
点外，更独具开胃的特点，至今让我齿颊留香，
难以忘怀。葛粉汤圆具有解毒退热、生津止渴
之功效。适用于热病口渴、消渴、高血压、冠心
病、心绞痛等症。

可可粉制皮的雨花汤圆。大自然赐予南京
特产雨花石晶莹璀璨、色泽透亮、奇纹幻彩、猩
红黛绿。古书还有“天雨散花，天厨献食”的语
句。说来有趣，南京中心大酒店的陈师傅根据
此句将饮食与文化相衔接，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利用娴熟的技巧，将汤圆和雨花石巧妙地联系
在一起，创造性地推出了雨花汤圆。只见师傅
将可可粉、糯米粉等调制成白色、咖啡色、蛋黄
色等多色粉团，然后将其揉和在一起，制成具有
雨花石般的各色花纹、圆或椭圆的生坯，内包各
式馅心，煮熟后盛入装有调制好的糖水或白开
水的白瓷碗中。造型逼真、新颖奇特、真假难
辨，有形、神、味、器俱佳，一改传统汤圆面孔单
一的特点。笔者见这色泽斑斓、花纹美丽、晶莹
圆润、雅致可爱的雨花汤圆犹如一件艺术珍品，
真不忍心下箸。可见，雨花汤圆极富地方特色，
堪称众多汤圆品种中的神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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