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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合并于一师
的因由

1913年底，都督谭延闿因
为参与反袁的“二次革命”，被
赶下湖南政治舞台，取而代之
的是北洋系的汤芗铭。 湖南教
育界也来了一次洗牌。

当事者如此叙述其过程和
个中因由：1914年初，“湖南省
议会忽然通过一个决议， 将四
师与一师合并， 全体教师和学
生均迁入一师。 ”省议会这种决
议，“也是教育界派系斗争的结
果。 四师校长陈润霖……是谭
延闿一系人物。 谭下台时，陈也
辞去（教育）司长职务”，只做四

师校长。 “接任教育司长的是易
克臬， 是北洋军阀系统里面的
人物……因四师没有校舍而把
它与一师合并， 当然出于他们
的主张， 借此推倒陈霖润的校
长。 他们看来，是绝妙的计策，
是如意算盘。 ”

于是 ， 毛泽东和四师的
300多名学生， 也就迁入了一
师 。 创办一年的四师就这样
结束了 。 四师春季招收的学
生和一师秋季招收的学生均
编入一年级 ， 分别编为六七
八九十5个班。 毛泽东被编入
仅有38名同学的八班 。 按学
制算 ， 毛泽东等原四师的学
生 ， 要比原一师的学生多读
半年书。

足印：荷花池，
四师当年“驻扎”地111

■青年毛泽东之路(8)
一般人都知道毛泽东在一师读了5年半

书，可不知道他的“师范生生涯”始于湖南省立
第四师范。

选择上师范， 毕业后做一名小学教师，这
是毛泽东的一次职业选择，表明他最终选择了
以这一职业为自己谋生的手段和为社会服务
的平台，也标志着他迈开了“立业”的第一步。

如果我们回顾毛泽东整个人生道路的话，
就会发现进入四师是其关键一步。因为，四师
让他“跳”进了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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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初， 湖南省府决定创办第四师
范， 派陈润霖为校长。

陈润霖是长沙著名学校———楚怡 （系
列） 学校的创办者。 这个日本东京弘文学
院师范科的毕业生一生“以兴办教育为己
任”。 是他， 在学生中最早提出了“向科
学进军” 的口号。 1956年， 已经执政的中
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

1906年， 陈润霖认为教育应从小学
开始， 因而在长沙创立楚怡小学。 楚怡从
小学起步， 后来则成为“系列校” ———从
幼稚园到小学、 中学、 工业专科， 连成一
气。 当时， 这在湖南是绝无仅有， 在全国
亦属罕见。

陈润霖创办第四师范时， 颇为艰难，
连一间房子也没有。 据毛泽东同学周世钊
回忆： “当时学校无正式校舍， 是租了一
栋民房 （有长沙学宫街一带之说） 创办
的， 看报必须到学校阅报室。” 就是说，
教室、 学生宿舍、 校本部等散落在一片民
居中。

“1914年春， 全校同学已经到齐， 等
候上课， 但学校发生了一件谁也没有预料
的困难”： 原拟在岳麓山建筑新校舍的计
划迟迟未能进行， 原来七个班的学生已挤
得不成样子， 新招学生更是无地可容。 苦
了陈润霖， 只得急谋另租民房解决眼前困
难。 恰好长沙师范 （荷花池， 今为荷园小
区） 校长徐特立以学校经济困难， 决定将
学校迁到城隍庙， 而把校舍出租， 以租金
维持学校。 四师和省立一中争着租赁长师
宿舍， “结果一中捷足先登， 先行签订租
约， 四师学生大为失望。 这时， 毛泽东倡
议， 最好将校具搬进长师， 占了校舍， 再
与长师和一中理论。 于是， 几班预科学生
全体动员， 将各班课桌， 肩负手抬， 络绎
街道， 一日之间， 占领了全部长师校舍。”

毛泽东一中的同学甘融曾回忆： 一中
“直到1914年设在荷花池的第四师范并入
南门外的第一师范之后， 才迁入荷花池。”
这也证明四师曾“驻扎” 荷花池。

毛泽东后来回忆进四师的“大背景”
时说： “这时我没有钱用， 因为家里不给
我金钱， 除非我进学校……同时， 我恳切
地考虑了我的‘职业’， 并以为我最适宜
于教书 。 于是我又开始留心广告了。”
“我注意到湖南师范学校 （四师） 的一个
动人的广告， 我高兴地读了它的优点： 不
收学费， 膳宿费很便宜。 两个朋友也劝我
进去。 其实是要我帮他们预备入学论文。
我将自己的意思写信给家里， 得到他们的
同意。 我代两个朋友做了论文， 自己做了
一篇。 结果一齐录取。”

毛泽东选择做师范生， 有的说是省立
一中的国文老师(历史老师)胡汝霖启发了
毛泽东； 另有一种说法是， 毛泽东的表
兄———王季范终身从教的选择影响了毛泽
东。 黄露生在 《毛泽东尊师风范》 中如此
描绘： 毛泽东看到四师招生广告后，“马上
找他当时第一师范任教的‘九哥’ 王季范
先生咨询。 王听了很高兴， 说： 这是一所
新办的学校， 有新特点、 新气象……再
有， 该校从监督到教习都是名家……”

还有更多的说法。 不管哪种说法更接
近历史事实， 毛泽东自己的回忆是“权威
发言”： 发现了“自己” ———“最适宜教
书”、 找到“解困” 之计———“不收学费，
膳宿费很便宜” 后的选择。

一些回忆录， 甚至史志， 说毛泽东是以第一名考进
四师的， 可他自己没有提过此事。 但他的文章引起了校
长陈润霖 （字夙荒） 的关注， 却有贺果的回忆录作证：

贺果在报到当天， 就和毛泽东认识了， 因为两人被
安排在同一间宿舍， 而且做了“铺邻”。

两人正在互相了解之际， 一位中年人走进了宿舍，
笑着对毛泽东和贺果说道： “毛泽东同学， 贺果同学，
你们俩谈得好热闹呀！” 贺果吃惊不已， 问道： “请问
这位先生， 您怎么知道我们的名字呀？” 中年人笑着答
道： “你们报考四师不是交了照片么？” 一位比毛泽东、
贺果先报到的同学指着中年人介绍道： “这位是我们四
师的校长陈润霖先生！” 毛泽东和贺果立刻站起身来，
向陈先生深深一鞠躬。

毛泽东说：“陈先生， 我们在社会上就听说您啦……
今天能见到您，我们真高兴！ ”

“往后，” 陈润霖拍了拍毛泽东的肩儿， “我们就
在一块学习啦！ 你们两位入学的语文试卷我都看了。 毛
泽东同学， 你写得一手好文章啊！”

毛泽东谦和地一笑： 说： “什么好文章啊？ 那是初
出茅庐的涂鸦。”

这是毛泽东初识陈润霖。 以后， 师生俩关系密切，
毛泽东早期人生之路、 革命之路都伴有陈润霖的影子。

1956年， 一师举行纪念陈润霖逝世10周年座谈会，
毛泽东为之题词： “纪念陈校长夙荒先生———东方的曙
光， 空谷的足音。 受业毛泽东。” 此为后话。

在四师， 毛泽东结识了一批同学和老师。
老师以袁吉六为代表，还有后来关系密切的黎
锦熙。

在电视剧《恰同学少年》中，我们看到了一
个戴瓜皮帽、一脸络腮胡的袁吉六。 他给人们
留下的印象是博学多才、冷脸热心，却“脾气很
大，性格固执”，还讲究师道尊严。 他给喜作“康
梁体”的毛泽东作文打了低分，因而师生之间
爆发了一场“战争”。

这个“袁大胡子”颇有来历：他和湖南名流
胡元倓、谭延闿、陈润霖在1897年同时中举，有

同年之好。 袁
吉六中举后不
复“上进”，四
处游历， 几次
在旅途中弄得
弹 尽 粮 绝 。
1913年初，陈
润霖不忍见这
位年已45岁的
同 年 四 处 漂
泊， 一纸聘书
把他“拴”在长
沙， 做了四师
的国文教员。

毛泽东在

“袁门”学国文，师生之间真
的发生过一场“战争”，但不
是《恰》剧演的那样。那次，袁
发现毛泽东在作文上写了

“X年X月X日第一次作文”的字样，很不高兴地
“下令”：“我没要你这样写，重抄！ ”师生互不相
让，最后还是校长摆平此事。 其实，袁吉六很看
重毛泽东，特别赞赏他入学考试的作文，说毛
“堪称奇才”，后来更是评价他：将来从文是一
代文坛泰斗， 从政是一代安邦兴国的社稷英
才。 在一师时，校长张干要开除毛泽东等17名
学生，袁吉六一气之下，疾书辞呈，中有如此句
子：“毛泽东等皆杰出人才， 挽天下于危亡者，
必斯人也。 如若开除，天理不容。 ”

但袁确实不喜欢，甚至可以说不允许毛泽
东在作文上效法康梁。 对此，毛泽东后来回忆
说：“他揶揄我的文章，并斥为新闻记者式的作
品。 他看不起我的模范梁启超，以为他只是半
通。 我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和
熟记经史中的典故。 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
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通的古文。 ”袁对
毛施教，可谓呕心沥血，甚至常开“小灶”。

后来，四师并入一师，袁吉六也去了一师，
仍然做毛泽东的国文教员。 如此，毛泽东在他
门下就学5年半。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为这位去世多
年的老师题写了墓碑。 据现在掌握的史料，这
是毛泽东唯一一次为人题写墓碑，也是自古至
今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为他人、为老师“破例”
题写墓碑。

现在人们看到的那件重要文物
《讲堂录》， 是毛泽东就学四师时留
下的一本课堂笔记 ， 记的时间为
1913年10月至12月。

一个学期结束， 毛泽东便将课
本、 学习笔记等留在家里。 人们记
得， “他作的各种读书笔记、 读报
摘记等是很多的， 曾积有一网篮，
存在湘潭韶山家中。 ‘马日事变’
之后， 他的族人为防反动派迫害，
将他的全部书籍文物连同这些笔记
搬在后山烧了。 他的幼年塾师 （毛
宇居） 从灰烬中救出来这本读书笔
记……一直珍藏到解放以后。”

《讲堂录》 共47页， 一万多字，
全部为“兰亭体” 小楷字书写而成。

前面11页为 《离骚》、 《九歌》
全文抄录， 一丝不苟； 后面36
页主要是国文和修身的听课笔

记。 “笔记” 涉及范围很广： 先秦
哲学、 楚辞、 汉赋、 汉书、 唐宋古
文、 宋明理学以及明末清初的思想
家与文学家。 其中的议论多是做人
和治学的随感， 含有深刻哲理。 当
然 ， 其中有的是听课时“全文照
录”， 而不是毛泽东的观点。

专家如此评价这本笔记， 从中
“可以看出毛泽东在那时是一个何等
勤学苦思、有宏大抱负的青年。这时
候他是纵览古今，网罗各家，兼收并
蓄；但由于他的善于独立思考，批判
分析，有独到的见解，因此凡读过的
书、接触过的思想观点，都能消化批
判而有切实的收获。这对于他后来思
想与作风的发展是大有关系的。”

一师对于青年毛泽东之路， 有
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而毛泽东进一师是从四师这个
台阶上“跳” 进去的。

民初是一个时局不稳的时代。
1913年底， 北洋系的汤芗铭取代了
“湘系”的谭延闿，做了湖南都督；“湘
系”的陈润霖被“汤系”的易克臬所取
代，失去了教育司长位置。接着，湖南
教育界也来了一次洗牌：陈润霖创办

的四师这张“牌”被洗得合并到一师。
这次合并虽然让毛泽东失去了

熟悉的求学环境， 但他是幸运的，
“跳” 进了一师。

一师相对于四师， 历史久远，
师资宏厚， 设施完善， 环境宜学，
名气更大， 当时有着湖南“第二学
府” 的美誉。 毛泽东在“人才摇篮”
里， 可谓得春风雨露， 长成“大木”
会有时。

如果说， 一师为成就中国革命
舵手毛泽东居功至伟的话， 那么，
四师搭好毛泽东“跳” 进一师台阶
是历史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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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2月湖南第四师范职员及预科学生合影。 第5排左二为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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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池巷中的荷花池石碑。

毛
泽
东
在
四
师
的
听
课
笔
记
—
——
《讲
堂
录
》。

（本版照片均系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