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 昌 起 义 胜 利 后 ， 广 东 于 1911年 籍磐及钟荣光等都曾留学欧美，组成欧美

11月9日宣布独立后，迅速成立了广州军 派；而司法筹备处长陈融、都督府秘书杜

政府，由同盟会会员胡汉民出任军政府 贡石、金章、财政司长廖仲恺及审计分处

都督。他十分注意以同盟会会员为核心 长朱执信等曾留学日本，组成所谓日本

来组织与建设革命政权，坚持“非同党 派。钟荣光出任教育司系由各司向都督胡
[1] 汉民荐任的。当时，独朱执信、胡毅生认不用”。 朱执信与钟荣光皆以“同党”

为钟是基督教徒，不赞成其出任教育司长身份加入到革命政权的建设中：朱执信

一职。但胡汉民认为钟荣光既是革命党任审计分处处长，钟荣光则任教育司司

人，又有丰富办学经验，还在游历国外时长。两人由于所受教育背景尤其是个性

与国外资产阶级教育家有一定的交往，由的不同，在共事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

他出任教育司长，推行资产阶级新教育是的矛盾。

再合适不过了，乃循各司之请委任钟为司钟荣光出任教育司司长后，开始大

长。自此埋下钟朱两人嫌隙的种子。刀阔斧地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以建立

钟荣光本人对朱执信的评价是：“倔新式资产阶级教育为己任，设立省视学

强可爱”。他认为朱执信曾留日学政法，制度是其中重要的一环节。视学制度始
[2]于晚清时期，视学之职责在于对地方学 因此应该去当法官，出任审计分处处

[3]务进行监督指导。钟荣光在地方设立督 长，实“惜乎用非其才”。 其实朱执信

学局后，拟设立省视学，以期能够更好 从小就很喜欢数学，很有经济才能，而且

更快地在全省推行资产阶级的新式教 在这方面也很有天赋。这当然与其往日本

育。然而他的提案上报后，尽为省审计 留学，专门研究经济学有很大关系。正因

分处所驳回。审计分处系直隶于中央审 为他在数学方面有一定的造诣，赴日本东

计处，权力最大，凡是涉及到决算、预 京法政速成科留学后，他对经济学科非常

算的提案均需经过其审核后，方由财政 重视。“东京速成科设政治、法律、经济

司拨款。广东审计分处回驳设立省督学 等专门课程，朱执信对经济学科尤其重
[4]及华侨督学提案的理由是经费有限，认 视，并不遗余力钻研数学。” 他还曾经

为这可向青年会申请募捐，政府无此能 在广东法政学堂讲授过“中国财政史”、
[5]力担任。但此理由在钟荣光看来乃是审 “应用经济学”这两门课程。 胡汉民出

计分处处长朱执信挟公报私。 任广东都督后，任命他为审计分处处长应

钟荣光有此种看法并非空穴来风。 该说是尽展其才，需知审计处涉及到财政

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初时，就存在着复杂 支出的预算、决算，没有一定的经济、数

的派系斗争和权力倾轧。当时军政府有 学知识是难以担此重任。况且审计分处系

相当部分成员曾经留学欧美和日本，如 重要部门，如果朱执信没有该方面的才

实业司长关景桑、高等检查厅长黄兆 能，相信胡汉民也断不敢将此要职交与其

圭、民政司长钱树芬、高等审判厅长伍 执掌。

NO.3 2010

● 胡  耿

辛亥粤军政府时期的钟荣光与朱执信

·1·

Preface 

Anti-Corruption Cultural Training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Zhou Yili

The 1911 Revolution Centennial
      Hu GengZhong Rongguang and Zhu Zhixin during Guangdong's Military Rule in 1911                    

Sun Yat-sen and His Son and Guangzhou's Road Construction during
Early Republican China                                                                                                 Zhou Lili   Wang Wei
Sun ke and Lin Yungai and Guangzhou's Park Building during the Republican China            Shao Jun

History
Italian Diplomat Giuseppe Ros and “Collection of Hainan Island History”          Hu Suping   Zhanghua
Restudy of the Shihu Inscription By the Side of Wanquan River                                                  Li Guoqi

Memories
Studise on the History and Current Situation of Foshan's Ancient Nanfeng Kiln                        Cao Lei
The Cultu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ngnan and Zhongyuan Areas from the Aspect of
 Bronze technology Spreading                                                                                                 Zhou Shucan
Reviews of Sun Yat-Sen's City Planning for Shantou                                                               Chen Youyi

Masters
The Cultural Information in Zhang Jiuling's Political Life                                         Feng Li'ao    He Jing

Folk Customs
The Cantonese Wuyangxian Dance which was Spread to Korea
 in Song Dynasty                                                                                                Shuai Qian   Chen Hongjun

Arts
"Li Tianhai Martyr's Tablets" by Lai Shaoqi                                                                      Zhuang Xiaojian
The Becoming of Lingnan School of Painting                                                                            Qiu Jinfeng
The Bronze Statue of Dayu by Xu Hongfei Stood in Wenchuan                                            Wang Enhan
Zhang Jiamo, the Master of Dongguan's Daosheng Garden                                                Deng Yingzhi

Lingnan Scener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Foshan Woodcut New Year Pictures                          Jiang Baoyi

Lingnan Medical Prescriptions
Chen's Constipation Recipe                                             Chen Jinghe

Culture & History English
English Phrase, Quotation and Saying (31)                                  Zhou Lin

Index

1

39

60

54

46

64

35

45

56

8

3

53

〈〈〈 辛亥百年x

14

18

22

58

31



·3··2·

据钟荣光本人忆述，他任教育司长 队之军旗乃较簿籍所录之数为少，何
[8]后，常在都督府与朱执信、胡毅生相 耶？’陈为之气慑。” 以朱、陈之间的

遇，彼此都缄默不语；如有公事交涉， 交情，连一小小“军旗”他都不放过，

朱、胡则对其“盛气相加”，“时时排 足见其办事之秉公，决非是“意见行

钟”，“凡教育司所设施，无不驳斥， 事”。事实上，朱执信手上所掌握之经

驳派省视学经费即是一例。”他还认为 费也的确不足。前清提学使司之教育经

其对于设立省视学一事的驳斥理由是非 费，系由该司所管之产业自收自用，每

常“无意识（即没有见识）”的，平时 年收入约150万两。辛亥革命后实行统一

“但以意见行事，持一消极主义，无论 的财政政策，教育司虽接替提学使管理

需款多少，有时或并不须领公款，但不 学务，然而教育经费却须由审计分处核
[6]合彼意，则驳斥之”。 对于此提案被驳 准，报财政司领款。1913年广东的预算

回事，钟荣光并不死心，再次将提案送 支出经费为4600万元，其中军费就约占

去，“几经驳诘，乃仅准派六人，列入 39%，达到1800万余元，此外应还外债约

本年预算”，而华侨视学则仍未获准派 为 1000万 ； 而 全 省 的 收 入 为 2600万 余

遣。 元，财政赤字高达1900万元。该年的教

钟、朱两人之间在财政问题上的冲 育经费预算经财政司核准为885，300元

突并不止于视学一事。钟荣光设立督学 （后追加省视学经费12，900元，共为

局后大兴社会教育，需要经费，然审计 898，200元），还不足全省财政支出的

分处“以款绌不发”，“一概驳回”。 0.02%。此外，辛亥革命前之办学经费，

当钟荣光修缮教育司署办公地点时， 多取自廊饷、花捐、赌捐等。辛亥革命
[7] 后，各项杂捐多废止，地方税收又尚未“朱以其超出预算，力批驳之”。 可见

划定，加上封建士绅趁机大量蚕食书田两人因财政问题的冲突不止一次。但朱

租税，仅靠其蚕食剩余之文社书院、书执信认为省视学经费可由青年会募捐所

田税收办学，全省之教育经费自然较前得，却未必是明见。须知省视学经费向

清收入要少。民国肇建之初，经费紧张来属于省教育行政预算的一部分，由省

不独广东如此，全国皆然，各省行政机府支出，如仅靠一个青年会募捐所得，

关之开销均是省至无可省，大多处于入如何能够保障经费的稳定与充足呢？朱

不敷出。执信对于视学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如此，

细究钟朱两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并时人对视学的意识由此也可见一斑。

没有太多的私人恩怨。钟荣光本人对于钟、朱之间的纠葛孰是孰非，我们

经费紧张并非完全不知情，但他热心教无从得知。钟荣光对于朱的描述或许有

育，一心盼望着广东教育能迅速发展，主观的一面。朱执信是一位无神论者，

故而对于自己的筹划每每受阻，欲速而既反对信佛，也反对信上帝。据胡汉民

不达，不免气恼。而朱执信身为掌管粤的回忆，朱执信在任职期间，对各机关

省经济命脉的审计处长，自不能不思如每月的决算清册，都要亲自过问审核，

何开源节流，解决“僧多粥少”的经费严格审查，即使是对于自己的以前的学

困境。钟朱均为广东的革命事业作出过生、后来的上司——副都督陈炯明，也

重大贡献，在人格、胸襟方面也历来为不徇私情：“某次，因稽核陈炯明军，

人们所称道，彼此间出现此种嫌隙，只不但于其军数查核至晰，即各队之军旗

能说是各自在其位则均尽心谋其职也。亦一一核之，分别指而诘陈曰：‘君各

往日本留学，专研究经济学。”（程途编著：省视学经费虽最终列入当年财政拨款范
《朱执信》，正中书局印行，1938年6月，第15

围，然而，款尚未到，就爆发了“二次
页。“到东京后，即入学梅谦次郎主持的政法速

革命”，粤省的省视学始终未能派出。 成科，因其性喜数学，故主修经济学，每有余钱

即购泰西名家之数学书刊，尤喜演习难题”。

（吴湘吾著：《民国政治人物》第二集，传记文注释：
学出版社，1982年4月1日，第56页。）可见，无

 [1]屈大均《广东新语》，《屈大均全集》
论朱执信在日本主修的是政法还是经济，有一点

（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无可置疑的是他对于经济与数学还是很有研究

 [2]关于朱执信留学日本主修之专业，有不同
的。

的说法。关于朱执信在东京注重修习经济与数学
 [3]钟荣光著：《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

科在很多论著中都有提及，但认为其主修经济的
第44页。

居多。认为他在日本主修政法的雏钟荣光外，尚
 [4]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版

有如下论述：“去日本后，他（朱执信）涉猎更
社，1984年4月，第10页。

广，除本学科外，还致力于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5]转见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

此外，他节衣缩食，从六百元学费中取一部分来
版社，1984年4月，第27页。

购买中外数学家著作，以及天文、力学、进化论
 [6]钟荣光著：《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

等自然科学书籍，以为自学之用。”（肖万源
第51页。

著：《朱执信思想研究》第3页记载）；“到了后
[7]《陈白宣》：《朱执信先生秩事》，选自

来留学日本，研究法学哲学和练习日本语言文
《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专刊》，中国国

字”。（汪精卫《执信的人格》，选自《朱执信
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出版，1933年9月21

先生纪念专刊》，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宣
日，第16页。

传部出版，1929年9月21日，第14页。）认为他主
 [8]胡汉民：《朱执信别记》，《建国月刊》

修经济的有：“先生舍北京而往日本，专心研究
一卷六期，第58页。

经济科。”（朱秩如：《朱兄执信行状》，选自

《朱执信先生纪念专刊》，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特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别党部宣传部出版，1929年9月21日，第6页。）

“朱先生以学问的宏博取得第一名，这时先生便

………………………………………………………………………………………………………………

孙中山父子与民初广州马路建设
●周丽丽  王  威

孙中山和孙科父子与广东有着难以 山引入国内，他早年游历过许多国家及

割舍的情缘，这里既是他们的故乡，更 城市，对于国外先进的市政建设印象很

是其施展抱负的地方。孙中山曾三次在 深，而在与国内落后的情形比较之后，

广东建立革命政权，而孙科亦三次担任 对其触动很大。如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

广州市市长。孙氏父子对于广东特别是 演说时即指出，“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

广州的发展影响尤为重大，最突出的表 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

现即为广州的市政建设。本文拟从市政 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

建设中的马路建设进行探讨，揭示民国 留有甚深印象。我每年返回故里香山二

初年市政建设之艰难及孙氏父子对于广 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
[1]州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安稳，香山反是。” 因此在他主粤后对

一 于广东的建设尤其是市政建设尤为注

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观念最早由孙中 意。首先，提出将广东建设成为模范

x 〈〈〈辛亥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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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钟荣光本人忆述，他任教育司长 队之军旗乃较簿籍所录之数为少，何
[8]后，常在都督府与朱执信、胡毅生相 耶？’陈为之气慑。” 以朱、陈之间的

遇，彼此都缄默不语；如有公事交涉， 交情，连一小小“军旗”他都不放过，

朱、胡则对其“盛气相加”，“时时排 足见其办事之秉公，决非是“意见行

钟”，“凡教育司所设施，无不驳斥， 事”。事实上，朱执信手上所掌握之经

驳派省视学经费即是一例。”他还认为 费也的确不足。前清提学使司之教育经

其对于设立省视学一事的驳斥理由是非 费，系由该司所管之产业自收自用，每

常“无意识（即没有见识）”的，平时 年收入约150万两。辛亥革命后实行统一

“但以意见行事，持一消极主义，无论 的财政政策，教育司虽接替提学使管理

需款多少，有时或并不须领公款，但不 学务，然而教育经费却须由审计分处核
[6]合彼意，则驳斥之”。 对于此提案被驳 准，报财政司领款。1913年广东的预算

回事，钟荣光并不死心，再次将提案送 支出经费为4600万元，其中军费就约占

去，“几经驳诘，乃仅准派六人，列入 39%，达到1800万余元，此外应还外债约

本年预算”，而华侨视学则仍未获准派 为 1000万 ； 而 全 省 的 收 入 为 2600万 余

遣。 元，财政赤字高达1900万元。该年的教

钟、朱两人之间在财政问题上的冲 育经费预算经财政司核准为885，300元

突并不止于视学一事。钟荣光设立督学 （后追加省视学经费12，900元，共为

局后大兴社会教育，需要经费，然审计 898，200元），还不足全省财政支出的

分处“以款绌不发”，“一概驳回”。 0.02%。此外，辛亥革命前之办学经费，

当钟荣光修缮教育司署办公地点时， 多取自廊饷、花捐、赌捐等。辛亥革命
[7] 后，各项杂捐多废止，地方税收又尚未“朱以其超出预算，力批驳之”。 可见

划定，加上封建士绅趁机大量蚕食书田两人因财政问题的冲突不止一次。但朱

租税，仅靠其蚕食剩余之文社书院、书执信认为省视学经费可由青年会募捐所

田税收办学，全省之教育经费自然较前得，却未必是明见。须知省视学经费向

清收入要少。民国肇建之初，经费紧张来属于省教育行政预算的一部分，由省

不独广东如此，全国皆然，各省行政机府支出，如仅靠一个青年会募捐所得，

关之开销均是省至无可省，大多处于入如何能够保障经费的稳定与充足呢？朱

不敷出。执信对于视学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如此，

细究钟朱两人之间的冲突，其实并时人对视学的意识由此也可见一斑。

没有太多的私人恩怨。钟荣光本人对于钟、朱之间的纠葛孰是孰非，我们

经费紧张并非完全不知情，但他热心教无从得知。钟荣光对于朱的描述或许有

育，一心盼望着广东教育能迅速发展，主观的一面。朱执信是一位无神论者，

故而对于自己的筹划每每受阻，欲速而既反对信佛，也反对信上帝。据胡汉民

不达，不免气恼。而朱执信身为掌管粤的回忆，朱执信在任职期间，对各机关

省经济命脉的审计处长，自不能不思如每月的决算清册，都要亲自过问审核，

何开源节流，解决“僧多粥少”的经费严格审查，即使是对于自己的以前的学

困境。钟朱均为广东的革命事业作出过生、后来的上司——副都督陈炯明，也

重大贡献，在人格、胸襟方面也历来为不徇私情：“某次，因稽核陈炯明军，

人们所称道，彼此间出现此种嫌隙，只不但于其军数查核至晰，即各队之军旗

能说是各自在其位则均尽心谋其职也。亦一一核之，分别指而诘陈曰：‘君各

往日本留学，专研究经济学。”（程途编著：省视学经费虽最终列入当年财政拨款范
《朱执信》，正中书局印行，1938年6月，第15

围，然而，款尚未到，就爆发了“二次
页。“到东京后，即入学梅谦次郎主持的政法速

革命”，粤省的省视学始终未能派出。 成科，因其性喜数学，故主修经济学，每有余钱

即购泰西名家之数学书刊，尤喜演习难题”。

（吴湘吾著：《民国政治人物》第二集，传记文注释：
学出版社，1982年4月1日，第56页。）可见，无

 [1]屈大均《广东新语》，《屈大均全集》
论朱执信在日本主修的是政法还是经济，有一点

（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无可置疑的是他对于经济与数学还是很有研究

 [2]关于朱执信留学日本主修之专业，有不同
的。

的说法。关于朱执信在东京注重修习经济与数学
 [3]钟荣光著：《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

科在很多论著中都有提及，但认为其主修经济的
第44页。

居多。认为他在日本主修政法的雏钟荣光外，尚
 [4]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版

有如下论述：“去日本后，他（朱执信）涉猎更
社，1984年4月，第10页。

广，除本学科外，还致力于经济学方面的研究。
 [5]转见余炎光著：《朱执信》，上海人民出

此外，他节衣缩食，从六百元学费中取一部分来
版社，1984年4月，第27页。

购买中外数学家著作，以及天文、力学、进化论
 [6]钟荣光著：《广东人之广东》，1913年。

等自然科学书籍，以为自学之用。”（肖万源
第51页。

著：《朱执信思想研究》第3页记载）；“到了后
[7]《陈白宣》：《朱执信先生秩事》，选自

来留学日本，研究法学哲学和练习日本语言文
《朱执信先生殉国十三周年纪念专刊》，中国国

字”。（汪精卫《执信的人格》，选自《朱执信
民党广州特别市党部宣传部出版，1933年9月21

先生纪念专刊》，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特别党部宣
日，第16页。

传部出版，1929年9月21日，第14页。）认为他主
 [8]胡汉民：《朱执信别记》，《建国月刊》

修经济的有：“先生舍北京而往日本，专心研究
一卷六期，第58页。

经济科。”（朱秩如：《朱兄执信行状》，选自

《朱执信先生纪念专刊》，中国国民党广州市特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别党部宣传部出版，1929年9月21日，第6页。）

“朱先生以学问的宏博取得第一名，这时先生便

………………………………………………………………………………………………………………

孙中山父子与民初广州马路建设
●周丽丽  王  威

孙中山和孙科父子与广东有着难以 山引入国内，他早年游历过许多国家及

割舍的情缘，这里既是他们的故乡，更 城市，对于国外先进的市政建设印象很

是其施展抱负的地方。孙中山曾三次在 深，而在与国内落后的情形比较之后，

广东建立革命政权，而孙科亦三次担任 对其触动很大。如1923年他在香港大学

广州市市长。孙氏父子对于广东特别是 演说时即指出，“我于三十年前在香港

广州的发展影响尤为重大，最突出的表 读书，暇时辄闲步市街，见其秩序整

现即为广州的市政建设。本文拟从市政 齐，建筑闳美，工作进步不断，脑海中

建设中的马路建设进行探讨，揭示民国 留有甚深印象。我每年返回故里香山二

初年市政建设之艰难及孙氏父子对于广 次，两地相较，情形迥异，香港整齐而
[1]州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安稳，香山反是。” 因此在他主粤后对

一 于广东的建设尤其是市政建设尤为注

城市的现代化建设观念最早由孙中 意。首先，提出将广东建设成为模范

x 〈〈〈辛亥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