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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良友》畫報各期封面人物             表格整理：林佩瑜 

刊期 1 2 3 4 5 

封面 

     

姓名 胡蜨 王漢倫 黎明暉 楊愛立 梁雪清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美術家 

題名 戀花圖    自畫像 

攝影 /

繪畫 
滬江照相館攝    梁雪清 

刊期 6 7 8 9 10 

封面 

     

姓名 卓佩芳 李旦旦 余貴玉 林楚楚 紫羅蘭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攝影 / 

繪畫 
梁鼎銘繪     

刊期 11 12 13 14 15 

封面 

     

姓名 楊依依 蔣耐芳 ？ ？ 張芸英 

性別 ♀ ♀ ♀ ♀ ♀ 

身份     張靜江之女 

題名      

攝影 / 

繪畫 
 滬江照相館攝 萬籟鳴繪  光藝照相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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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16 17 18 19 20 

封面 

     

姓名 黃柳霜 嚴月嫻 唐瑛 陸小曼 ？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交際家 徐志摩夫人  

題名      

攝影 / 

繪畫 

黃柳霜贈與伍聯德

之照片 
滬江照相館攝 光藝照相館攝 光藝照相館攝 光藝照相館攝 

刊期 21 22 23 24 25 

封面 

     

姓名 藍馥清 胡珊 周淑蘋 何秀蘭 ？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上海中西女學女皇   

題名      

攝影 / 

繪畫 
光藝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卡爾生照相館攝  謝之光繪 

刊期 26 27 28 29 30 

封面 

     

姓名 ？ ？ ？ 嚴月嫻 阮玲玉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攝影 / 

繪畫 
謝之光繪 謝之光繪 謝之光繪 滬江攝、萬籟鳴著色 滬江攝、萬籟鳴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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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31 32 33 34 35 

封面 

     

姓名 顏綺荷 紫羅蘭 ？ 黃柳霜 ？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攝影 / 

繪畫 

滬江照相館攝、 

萬籟鳴著色 

菱花照相館攝、 

萬籟鳴著色 
謝之光繪 方雪鴣著色 

香港寶光照相館 

潘達徽攝 

刊期 36 37 38 39 40 

封面 

     

姓名 ？ 馬淑貞 梁寶珍 羅湘英 徐佩珍 

性別 ♀ ♀ ♀ ♀ ♀ 

身份  上海崇德女學校花 啟秀女學校學生 中西女塾畢業生 東南體育學校學生

題名      

攝影 / 

繪畫 
上海好萊塢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梁得所繪色 

  好萊塢照相館攝、

梁得所繪色 

滬江照相館攝、 

梁得所繪色 

  好萊塢照相館攝、

梁得所繪色 

刊期 41 42 43 44 45 

封面 

     

姓名 ？ ？ ？ 謝志嬈 關紫蘭 

性別 ♀ ♀ ♀ ♀ ♀ 

身份    清心中學學生  

題名      

攝影 / 

繪畫 
   滬江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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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46 47 48 49 50 

封面 

     

姓名 孫桂雲 吳女士 ？ 張薇儀 鍾敏慧 

性別 ♀ ♀ ♀ ♀ ♀ 

身份 全國運動會優勝體育家   復旦大學生 崇德女學生 

題名      

攝影 / 

繪畫 
王開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刊期 51 52 53 54 55 

封面 

     

姓名 陳波兒 ？ 許淑珍 盧瑞仙 莫女士 

性別 ♀ ♀ ♀ ♀ ♀ 

身份 中國公學學生  劉紀文夫人  愛國女學學生 

題名      

攝影 / 

繪畫 
光藝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卡爾生照相館攝 

刊期 56 57 58 59 60 

封面 

     

姓名 汪介曾 張荔英 申桂仙 左肇芬 郭秀儀 

性別 ♀ ♀ ♀ ♀ ♀ 

身份  陳友仁夫人  女明星  

題名      

攝影 / 

繪畫 
 王開照相館攝 榮華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莫祖轅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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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61 62 63 64 65 

封面 

     

姓名 謝芳子 吳美春 陳琼芳 余慧嫻 ？ 

性別 ♀ ♀ ♀ ♀ ♀ 

身份      

題名     春光明媚 

攝影 / 

繪畫 
滬江照相館攝 王開照相館攝    良友攝影室攝 良友攝影室攝 陳昺德攝 

刊期 66 67 68 69 70 

封面 

     

姓名 ？ 胡萍 ？ ？ ？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盛夏     

攝影 / 

繪畫 
良友攝影室攝     

刊期 71 72 73 74 75 

封面 

     

姓名 黃愛麗 姚戴英 張淑婉、魯曣 李妙容 劉蓮蓮 

性別 ♀ ♀ ♀ ♀ ♀ 

身份      

題名      

攝影 / 

繪畫 
  陳昺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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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76 77 78 79 80 

封面 

     

姓名 何琪珍 楊秀琼 李綺霞 ？ 高女士 

性別 ♀ ♀ ♀ ♀ ♀ 

身份      

題名      

攝影 / 

繪畫 

香港趣美照相館 

張建文攝 
    

刊期 81 82 83 84 85 

封面 

     

姓名 劉女士 ？ 王遵俁 顧蘭君 梁玉珍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讀者樂   待春圖 

攝影 / 

繪畫 
 香港趣美張建文攝 賽麗娜照相館攝 良友攝影室攝 歐陽璞攝 

刊期 86 87 88 89 90 

封面 

     

姓名 胡蝶 葉毓銖 謝志嬈 徐鳳鳳 ？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春郊試馬圖 玩世者 薔薇花下 仕女圖  

攝影 / 

繪畫 
歐陽璞攝 歐陽璞攝 歐陽璞攝 歐陽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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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91 92 93 94 95 

封面 

     

姓名 陳玉梅 黎灼灼 袁美雲 唐雲卿 葉秋心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攝影 / 

繪畫 
     

刊期 96 97 98 99 100 

封面 

     

姓名 陳燕燕、王人美 黎明暉 梁氏三姊妹 阮玲玉 徐來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百花寶缸 

攝影 / 

繪畫 
     

刊期 101 102 103 104 105 

封面 

     

姓名 梁小玲 胡萍 嚴月嫻 小瑤仙 李女士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新歲的來臨     

攝影 / 

繪畫 
陳嘉震攝 滬江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菱花照相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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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106 107 108 109 110 

封面 

     

姓名 何莉莉 梁巧珠 何雅麗 楊文娟 高女士 

性別 ♀ ♀ ♀ ♀ ♀ 

身份      

題名  扇  紅葉 晚妝 

攝影 / 

繪畫 
黃若天攝 陳嘉震攝 張建文攝 朱麗生攝 光藝照相館攝 

刊期 111 112 113 114 115 

封面 

     

姓名 周芝英 伍女士 梅琳 沈女士 陳燕燕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花前    

攝影 / 

繪畫 
歐陽璞攝 萬氏攝影室攝 陳嘉震攝 國際照相館攝 陳嘉震攝 

刊期 116 117 118 119 120 

封面 

     

姓名 張泰珍 劉志芳 戴維斯 孫桂雲 王慕貞 

性別 ♀ ♀ ♀ ♀ ♀ 

身份      

題名      

攝影 / 

繪畫 
光藝照相館 王小亭攝 大同照相館攝 萬氏照相館攝 萬氏照相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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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121 122 123 124 125 

封面 

     

姓名 鄭雪華 白楊 華瑤光 陳雲裳 馮女士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攝影 / 

繪畫 
萬氏照相館攝 姚少滄攝 萬氏照相館攝 楊永庥攝 楊永庥攝 

刊期 126 127 128 129 130 

封面 

     

姓名 高斌儀 李綺年 關女士 陳卓華 鄭蘋如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攝影 / 

繪畫 
萬氏照相館攝 盧德初攝 雅麗光照相館攝 盧德初攝  

刊期 131 132 133 134 135 

封面 

     

姓名 蔣介石 馮玉祥 ？ 朱德 李宗仁 

性別 ♂ ♂ ♂ ♂ ♂ 

身份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士兵 第八路軍總司令 第五戰區司令官 

題名 蔣委員長視察前方陣地 馮副委員長近影 中國之新軍人   

攝影 / 

繪畫 
卓世傑攝  夏曉霞攝 俞劍碩攝 俞劍碩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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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136 137 138 139 140 

封面 

     

姓名 宋美齡 白崇禧 張發奎 ？ 李靜宜 

性別 ♀ ♂ ♂ ♀ ♀ 

身份 蔣委員長夫人 參謀總長 第八集團軍司令   

題名    新時代之中國女性  

攝影 / 

繪畫 
顧秉良攝 卓世傑攝 馬國亮攝 杜鱉、翁飛鵬攝 滬江照相館攝 

刊期 141 142 143 144 145 

封面 

     

姓名 ？ 陳雲裳 劉莉 路明 ？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光明的追求者  初夏   

攝影 / 

繪畫 
光藝照相館攝 萬氏照相館攝 泰泰來照相館攝 滬江照相館攝 杜鱉攝 

刊期 146 147 148 149 150 

封面 

     

姓名 李綺年 徐文俠 蘇女士 白虹 林森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國民政府主席 

題名    飾楊貴妃  

攝影 / 

繪畫 
邱啟福攝 國泰照相館攝 谷人攝 泰泰來照相館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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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151 152 153 154 155 

封面 

     

姓名 ？ 白楊 ？ 顧沈若、陳毅、文飄 ？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塞上風雲 青海番女 郊遊 南國之夏 

攝影 / 

繪畫 
 

高嶺梅攝、 

張修中著色 

張沅恆攝、 

張修中著色 
張修中攝 天然色照相館攝 

刊期 156 157 158 159 160 

封面 

     

姓名 陳雲裳 ？ 羅羅少女 張青芝、高秉儀 吳女士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女明星    

題名 浴後 薄暮 刺繡 秋 花肆歸來 

攝影 / 

繪畫 

焦超攝、 

張修中著色 

  泰泰來照相館攝、

張修中著色 

莊學本攝、 

張修中著色 

谷人攝、 

張修中著色 

滬江照相館攝、 

張修中著色 

刊期 161 162 163 164 165 

封面 

     

姓名 ？ 慕容婉兒 鳳子 李綺年 翁女士 

性別 ♂ ♀ ♀ ♀ ♀ 

身份    女明星  

題名 塞北的青年 慶祝創刊十五週年 迎春 無限春光好 人面桃花相映紅 

攝影 / 

繪畫 

李真攝、 

張修中著色 

劉旭滄攝、 

張修中著色 
高嶺梅攝 

郎靜山攝、 

張修中著色 

谷人攝、 

張修中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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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期 166 167 168 169 170 

封面 

     

姓名 朱女士 ？ 郎毓秀 張蓉珍 袁靈雲 

性別 ♀ ♀ ♀ ♀ ♀ 

身份      

題名  嬉 唱和 獨唱  

攝影 / 

繪畫 

詹近水攝、 

張修中著色 
谷人攝 郎靜山攝 

谷人攝、 

張修中著色 

谷人攝、 

張修中著色 

刊期 171 172 

封面 

  

姓名 程靈芝 蔣介石 

性別 ♀ ♂ 

身份  國民政府主席 

題名 銀波泛棹 蔣主席畫像 

攝影 / 

繪畫 

谷人攝、 

張修中著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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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良友》畫報各期出版時間            表格整理：林佩瑜 

 

刊期 出版時間 刊期 出版時間 刊期 出版時間 刊期 出版時間 刊期 出版時間 刊期 出版時間

1 1926.02.15 31 1928.10.30 61 1931.09 91 1934.08.01 121 1936.10.15 151 1940.02.15

2 1926.03.25 32 1928.11.30 62 1931.10 92 1934.08.15 122 1936.11.15 152 1940.03.15

3 1926.04.15 33 1928.12.30 63 1931.11 93 1934.09.01 123 1936.12.15 153 1940.04.15

4 1926.05.15 34 1929.01.30 64 1931.12 94 1934.09.15 124 1937.01.15 154 1940.05.15

5 1926.06.15 35 1929.02.28 65 1932.05 95 1934.10.01 125 1937.02.15 155 1940.06.15

6 1926.07.15 36 1929.03.31 66 1932.06 96 1934.10.15 126 1937.03.15 156 1940.07.15

7 1926.08.15 37 1929.07 67 1932.07 97 1934.11.01 127 1937.04.15 157 1940.08.15

8 1926.09.15 38 1929.08 68 1932.08 98 1934.11.15 128 1937.05.15 158 1940.09.15

9 1926.10.15 39 1929.09 69 1932.09 99 1934.12.01 129 1937.06.15 159 1940.10.15

10 1926.11.15 40 1929.10 70 1932.10 100 1934.12.15 130 1937.07.15 160 1940.11.15

11 1926.12.15 41 1929.11 71 1932.11 101 1935.01.15 131 1937.11.15 161 1940.12.15

12 1927.01.15 42 1929.12 72 1932.12 102 1935.02.15 132 1937.12.15 162 1941.01.15

13 1927.03.30 43 1930.01 73 1933.01 103 1935.03.15 133 1938.01.15 163 1941.02.15

14 1927.04.30 44 1930.02 74 1933.02 104 1935.04.15 134 1938.02.15 164 1941.03.15

15 1927.05.30 45 1930.03 75 1933.03 105 1935.05.15 135 1938.03.15 165 1941.04.15

16 1927.06.30 46 1930.04 76 1933.05 106 1935.06.15 136 1938.04.15 166 1941.05.15

17 1927.07.30 47 1930.05 77 1933.06 107 1935.07.15 137 1938.05.15 167 1941.06.15

18 1927.08.30 48 1930.06 78 1933.07 108 1935.08.15 138 1938.06.15 168 1941.07.15

19 1927.09.30 49 1930.08 79 1933.08 109 1935.09.15 139 1939.02.15 169 1941.08.15

20 1927.10.30 50 1930.10   80 1933.09 110 1935.10.15 140 1939.03.15 170 1941.09.15

21 1927.11.30 51 1930.11 81 1933.10 111 1935.11.15 141 1939.04.15 171 1941.10.15

22 1927.12.30 52 1930.12 82 1933.11 112 1935.12.15 142 1939.05.15 172 1945.10.10

23 1928.01.30 53 1931.01 83 1933.12 113 1936.01.15 143 1939.06.15 

24 1928.02.29 54 1931.02 84 1934.01 114 1936.02.15 144 1939.07.15 

25 1928.04.30 55 1931.03 85 1934.02.15 115 1936.04.15  145 1939.08.15 

26 1928.05.30 56 1931.04 86 1934.03.15 116 1936.05.15 146 1939.09.15 

27 1928.06.30 57 1931.05 87 1934.04.15 117 1936.06.15 147 1939.10.15 

28 1928.07.30 58 1931.06 88 1934.05.15 118 1936.07.15 148 1939.11.15 

29 1928.08.30 59 1931.07 89 1934.06.15 119 1936.08.15 149 1939.12.15 

30 1928.09.30 60 1931.08 90 1934.07.15 120 1936.09.15 150 194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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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良友》畫報美術資料條目索引 ＊                             表格整理：林佩瑜 

 
凡例 
一、本索引依據 1990 年台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之《良友》畫報影印本（1-172 期），收錄 1926 至 1945 年刊登之美術相關資料條目。 
二、本索引共分五欄，分別為期數（含頁數）、作者、摘目、性質與圖版內容。 
三、作者欄指文章、報導等署名之作者。 
四、摘目欄記錄畫報原文之標題，有記作者名之文章，則加〈〉號區別。 
五、性質欄將資料分為文章、報導、圖版三類，若因合併兩種以上性質的相關資料，以 / 號表之，例如文章與圖版俱存者，登錄成「文/圖」。 
六、原文文字，難以分辨者，以□表示。 
 
期數[頁數] 作者 摘目 性質 圖版內容 

1[15] 梁鼎銘 〈畫虎談〉及其作品 文/圖 〈石河〉、〈虎〉、〈志〉 

1[15]   梁雪清近照 報導   

1[20]   莫澄齋君肖影及其作品 報/圖 〈持竿臨溪旁  波聲起愁心〉 

1[20]  季小波漫畫 圖版  

2[1]  西洋名畫 圖版 〈溫課〉 

2[3]   莫澄齋收藏的金石書畫 報導   

2[9]   中國工藝大家小史—黃履莊 文章   

2[20]  季小波漫畫 圖版  

2[22]  開心〈一對好夫妻〉（滑稽畫） 圖版  

3[5]   莫漪珊個人寫真成績小展覽 報/圖 〈垂枝〉、〈啖瓜〉、〈嬉水〉、〈西湖夜月〉、〈途中〉、〈比胖〉、

〈傘下明眸〉、〈倦讀〉、〈溪傍〉 

                                                 
＊ 本美術資料索引體例，乃以顏娟英女士所編之《上海美術風雲：1872-1949 申報藝術資料條目索引》作為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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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開心〈一對好夫妻〉（滑稽畫） 圖版  

3[11]   天化藝術會女會員作品之欣賞 圖版 馮佩輝〈梔林〉、盛守白〈靜物〉、韋瑞瑛〈浦濱煙雨〉、梁雪清〈兒

樂〉                                  

3[11] 卓雪厂 〈「美」所居之地位〉 文章   

3[14] 秋水 嶺南著名畫家高奇峰氏之名作 文/圖 〈孔雀〉、〈草澤雄風〉、〈秋江白馬〉 

3[16]  季小波漫畫 圖版  

3[16]  譚雲波國畫一幅 圖版  

4[4]   西洋名刻的欣賞 圖版 〈比西士之頭〉The Head of Perseus、〈慈母〉Charity、〈乞兒〉The Begger 

Maid 

4[5] 伍聯德 美術家梁子鈴及其作品 報/圖 〈山村〉、〈叢林〉 

4[5]   天化美術會會員馮佩輝女士俏影 報導   

4[5]   天化藝術會會員野外寫生隊攝影 報導   

4[20]   蔡可紉女士近影及其作品 報/圖 〈山靜日長〉 

4[21]  開心〈一對好夫妻〉（滑稽畫） 圖版  

4[24] 林二 小工藝〈美術漆器的做法〉 文章  

5[封]   美術家梁雪清女士自畫像 圖版   

5[15]  開心〈可厭的印象〉（滑稽畫） 圖版  

6[4]   西方名畫 圖版 〈美人與猛虎〉 

6[5]   國粹畫 圖版 〈好山千重〉、〈出山泉水〉、〈雞之家庭〉 

6[14]  開心〈可厭的印象〉（滑稽畫） 圖版  

7[1]  陸燦庚先生近影及其書法冶印 報/圖  

7[2]  開心〈可厭的印象〉（滑稽畫） 圖版  

7[13]   嶺南畫家衛淑貞及其作品 報/圖 〈五分鐘中所繪之竹石〉 

7[14]   梁得所近影及其作品 報導 〈棲霞山景〉 

7[20]  東亞藝術協會等歡迎畫家張道藩、雕刻家李金髮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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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美術家司徒懷、司徒喬二人照片 報導   

8[14]   東亞藝術會歡迎畫家何劍華先生 報導   

9[8]   廣肇公學學員水彩畫 圖版   

9[17]  開心漫畫作品〈增廣眼界〉 圖版 開心〈增廣眼界〉 

10[1]  高劍父畫虎 報/圖  

10[3]   乾隆御窯古月軒名磁 報/圖   

11[3]   紀念基督之名畫 文/圖 〈耶穌之造像〉、〈聖誕名畫〉、〈聖母與聖嬰〉 

11[5]   美術家萬古蟾及其近作 報/圖 〈某女士造像〉（浮雕）、〈菩提業上的羅漢像〉 

11[8]   畫家錢化佛個人畫展覽會 報導   

11[8]   美術展覽會中日本畫家揮毫及當時的觀眾 報導   

11[16]   希臘古雕刻 報/圖 〈慈愛美之神〉（即維納斯） 

11[24] 盧進修、馬文峰 〈廣東藝術界〉 文章   

11[24] PP 生 〈新鬼趣圖〉 文章   

12[3]   陳宏繪畫作品 報/圖 〈人像速寫〉、〈村翁〉、〈秋之郊野〉 

13[16]   萬籟鳴〈孫中山的思想〉 報/圖 萬籟鳴〈孫中山的思想〉 

13[16]   張亦菴〈觀登肯舞所檢得之線條〉 圖版 張亦菴〈觀登肯舞所檢得之線條〉 

13[17]   國粹畫四幅 報/圖 （唐）小李將軍李昭道〈蓬萊仙闕卷〉、（元）倪瓚〈山水〉、（元）

趙子昂〈八駿圖〉（部分）、曹弗興〈孫夫人遺像〉 

13[18,19]   西洋名畫—〈美術大綱〉插圖 圖版 喬圖〈聖法蘭西斯之死〉、〈塔〉、利皮〈聖母領報〉、波提拆利〈亞

比利之誹謗〉、〈猶底斯與阿路非尼的頭〉、〈哀悼基督〉、杜綽〈猶

大之接吻〉、猶塞羅〈和克武德之像〉、安日里科〈聖母領報〉。壁畫

〈攸力西茲與皮涅羅皮〉 

13[21-23]   梁得所編譯〈美術大綱〉 文/圖 奇馬部亞〈聖母與聖嬰〉、波提拆利〈春〉 

14[15]   中國美術古物 圖版   

14[16]   萬籟鳴油畫 圖版 萬籟鳴〈受刑者的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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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7]   東方美術 圖版 乾隆古月軒名磁、周鼎、高劍父〈烟寺晚鐘〉、（日）荒木寬畝〈阿房

宮〉 

14[18,19]   西洋名畫—〈美術大綱〉插圖 圖版 愛克休與愛克揚合作〈敬拜羔羊〉（祭壇屏畫之中幅）、〈基督的戰士〉、

〈正義的審判者〉、梅姆林斯〈聖厄秀拉之殉道〉、〈聖厄秀拉的殉道〉、

〈克理甫斯親王〉、愛克〈拈花的人〉、馬布士〈都鐸爾公主〉、〈王

之敬拜〉 

14[20]   攝影美術 圖版 （日）片崗南遙〈黑貓〉、上海光藝照相館〈人像（傅彥長先生像）〉、

中國攝影學會〈餐罷〉、〈畫意〉、（日）宮田良一〈靜物〉 

14[21]   高劍父及其作品 報/圖 〈水驛城山〉、〈萬壑松風〉、〈嘯虎〉 

14[22-24]   梁得所編譯〈美術大綱〉 文/圖 馬賽斯〈銀業商人與其妻〉、愛克揚〈亞諾非尼與其妻〉、哥士〈拜見

耶穌〉、多拿的羅〈馬上將軍〉 

14[35]   中國建築美 圖版   

15[14]   八齡女子鄧梅孫書法 圖版   

15[15]   王時敏山水畫 圖版   

15[16]   西洋名畫—〈美術大綱〉插圖 圖版 文西〈最後的晚餐〉、〈莫娜李薩〉、米啟盎則羅〈愛之神〉、〈女先

知〉、拉飛爾〈聖母與聖嬰〉、〈教皇朱里亞第二〉、〈升天〉、基爾

特約〈老人與孫兒〉 

15[17-20]   梁得所編譯〈美術大綱〉 文/圖 坡拉由奧羅兄弟〈瑟罷士梯安之殉教〉、拉飛爾〈聖母像〉、〈一個著

作家之像〉、佩魯几諾〈童女敬拜聖嬰〉 

15[18,19]   乾隆古月軒名磁 圖版   

15[22]   攝影作品 圖版 褚保衡〈雪夜出亡〉（中國攝影學會攝影比賽第一名）、沈鑑盦〈古廟

之一隅〉（第二名） 

15[23] 林澤蒼 攝影研究—〈人像攝影之要訣〉 文/圖   

15[27]   〈吳三桂之妾陳圓圓遺像〉 報導   

15[34]   萬古蟾諧畫〈頑皮星君〉                                    圖版 萬古蟾〈頑皮星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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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美國諷刺畫〈升官的機會〉 圖版   

15[34]   德國名畫〈德國小學生〉 圖版   

16[13]   （唐）羅寬〈山水畫〉 報/圖 （唐）羅寬〈山水畫〉 

16[14]   東方美術作品 圖版 日本皇宮壁畫、高劍父〈秋風〉、〈花卉〉 

16[18,19]   攝影美術 圖版 呂化松〈無塵之境〉、李佩弦〈六橋煙柳〉、趙承信〈一泓春水〉、（美）

J. W. Pondelicek〈黎明之舞〉、〈初夏的微風〉、（日）本梶山英〈幽閒〉、

（法）Pcsi〈委尼斯〉 

16[20] 林澤蒼 攝影研究—〈運動攝影之一得〉 文/圖   

16[23]   現代美術鑑賞（1927 年展覽會出品） 圖版 （日）村天勝四郎〈少女〉（朝倉塾雕塑展覽會）、（日）伊草白〈黑

部溪谷〉（日本國畫展覽會）、（日）中川一政〈靜物〉（春陽展覽會）、

（法）Paul Chabas〈海邊之少女〉（法國現代美術展覽會） 

16[24]   法國現代美術作品 圖版 Evté〈柔絲網內的被囚者〉 

16[26,27]   梁得所編譯〈美術大綱〉 文/圖  

16[28,29]   西洋名畫—〈美術大綱〉插圖 圖版 曼騰納〈帕那薩斯〉、柏利尼〈共和主裁之像〉、〈聖嬰面前之君主〉、

科勒佐〈康尼美〉、〈愛神之教育〉、〈一個女聖徒〉、佐佐涅〈不識

之人〉、〈聖母座前〉、莫西拿〈十字架上〉、夫藍祭〈佛□女那〉 

17[18,19]   日本第一回國際攝影展覽 圖版 （紐）A. H. Eaton 〈稚子〉、（加）A. Brigden〈鑄物師〉、（日）早川

強二氏〈汲水之婦人〉、（天津）Horace Jackson〈移住者〉、（檀香山）

A. Furukawa〈輪轉印刷機〉、（芝加哥）Max Thorekty〈羨望〉、（波蘭）

C. Skladanek〈靜物〉 

17[20]   （唐）羅寬〈山水畫〉 報/圖 （唐）羅寬〈山水畫〉 

17[21,24] 彭望軾 攝影研究—〈我之攝影畫製作方法〉 文/圖   

17[22,23]   中華藝術大學美術展覽會 圖版 丁衍鏞〈靜物〉、〈青春〉、陳抱一〈停船〉、關紫蘭〈幽閒〉、崔文

英〈息〉 

陳抱一與丁衍鏞合影、關紫蘭女士近影（本屆優等畢業生）、崔文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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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本屆優等畢業生） 

17[29,32]   西洋名畫—〈美術大綱〉插圖 圖版 替善〈傅羅拉〉、〈查理第五〉、〈兩個相愛者〉 

17[30,31]   梁得所編譯〈美術大綱〉 文/圖 替善〈馬格達楞〉、〈聖母升天〉、羅托〈聖馬可的異跡〉、〈朱理安

肖像〉、未洛內則〈加拿的婚筵〉、〈聖赫勒拿與十字架〉、摩洛尼〈裁

縫匠〉、〈意大利貴族〉 

18[15]   中國古畫三幅 圖版 王安石〈山水畫〉、王石谷〈山水畫〉、晁說之〈山水畫〉 

18[17]   （唐）羅寬〈山水畫〉 報/圖 （唐）羅寬〈山水畫〉 

18[18,19]   法國美術展覽會作品 圖版 J. P. Laurens〈母與子〉（本年展覽會第一傑作）、P. Sieffert〈彈琴者〉、

S. Leroy〈豐熟的葡萄〉、P. M. Dupuy〈夏之陽光〉、M. Vos〈愛之唱歌〉、

E. Q. Brin〈浴後〉、R. Wintinee〈海灣之晨〉、L. P. Va verane〈網球〉、

徐悲鴻〈讀書〉（巴黎美術展覽會之華人傑作） 

18[20]   高奇峰作品 報/圖 〈寒林息翮〉、〈春塘閑立〉、〈善惡兩忘〉、〈細雨寒塘〉 

18[21]   高奇峰小傳 文章   

18[24]   攝影美術 圖版 李佩弦〈村野〉（精武攝學部）、吳異□〈荷〉、（日）吉成小六〈牛

車〉、（日）室賀雪水〈朝之光〉 

18[25,26]   梁得所編譯〈美術大綱〉 文/圖 度勒〈自畫像〉、〈四騎士〉（木刻）、和爾拜因〈死之跳舞〉（部分） 

18[27,28]   西洋名畫—〈美術大綱〉插圖 圖版 度勒〈風景〉（木刻）、〈豐偉的產業〉、和爾拜因〈英皇亨利第八〉、

〈一個商人〉、〈少婦〉、〈米爾雅各〉 

18[33] 林澤蒼 攝影研究—〈新聞攝影之商榷〉 文/圖   

19[17]   攝影美術 圖版 劉智明〈閃電〉、陳萬里〈待發〉、J. H. Saunders〈小姊弟〉、E. B. Versfelt

〈靜物〉、C. Franenberger〈玻璃〉 

19[17] 李方舟 介紹研究攝影之中文書籍 報導   

19[18,19]   中國美術 報/圖 建磁作品、高劍父〈雷峰夕照〉、吳歷〈竹屋聽秋圖〉、惲南田〈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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綠水〉 

19[20]   西洋美術 圖版 （法）Othon irFesz〈秋之豐收〉、（法）Erte〈第一根白髮〉 

19[25]   陳公甫介紹、美術家譚無畏 報/圖  

19[32] 林澤蒼 攝影研究—〈新聞攝影之商榷（二）〉 文/圖   

19[33]   黃國裕作品 報/圖   

19[33]   陳智珠〈油畫〉（中華藝術大學畢業生） 圖版 陳智珠〈油畫〉 

20[17]   古畫四幅 報/圖 尉遲乙僧〈長眉尊者像〉、王維〈山水〉、柯九思〈蓬萊山圖〉、劉貫

道〈野亭高士圖〉 

20[18,19]   天馬會美術展覽之攝影作品 報/圖 郎靜山〈靜物〉、〈戲水乎？野心乎？〉、〈海〉、丁悚〈小鳥〉、〈曉

霧朝陽〉、蔡仁抱〈人像〉、〈村鄉〉、彭望軾〈人像〉、陳萬里〈孤

舟〉、黃梅生〈倚樹臨流〉、張珍侯〈風景〉、〈夕陽蘆港〉、丁惠康

〈怒號〉 

20[20]   嶺南畫家陳樹人及其作品 圖版 〈羊石春光〉、〈燕燕歸來〉、〈殘陽古塔〉、〈春郊〉、〈秋江冷豔〉 

20[21]   中國古物 圖版 〈朱元璋肖像〉、〈張家界之巨佛〉、〈北海鐵牛〉、〈北海承露盤〉 

20[30,31]   西洋畫作品 圖版 陳抱一〈山家〉（上海美術聯合展覽出品）、丁衍鏞〈少女〉（聯展出

品）、關紫蘭〈芍藥花〉（聯展出品）、高威廉〈風景〉、梅與天〈婆

與孫〉、〈汕頭〉、林紹昌速寫三幅 

梅與天、高威廉、林紹昌近照 

20[32]   施德之小傳 報導   

20[33] 林澤蒼 攝影研究—〈夜間攝影〉 文/圖   

20[35] 陳大年 陳樹人小傳 文章   

21[17]   攝影美術 圖版 （日）川浪忠石〈枝上雪〉、（日）高板光洋〈臘梅〉、Chenmitz〈冬〉、

Caldwell〈某女士〉 

21[18]   國畫名作 圖版 王叔明〈山水〉、李公麟傑作、王原祈〈山水〉、周慕橋〈送西施〉、

〈大戰金人〉、張聿光〈孔雀〉、吳昌碩〈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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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0]   謝之光及其作品 報/圖 謝之光〈踏雪尋梅〉（此幀已贈與鄭曼陀）、〈夏〉、〈雞雛〉、〈秋〉、

〈戲水〉、〈廊下花前〉 

21[28]   方君璧作品、小傳 報/圖 〈神與梅花一樣清〉、〈慢拖籐杖隔籬看〉 

21[28]   萬籟鳴作品 圖版 〈少女〉、〈山崖〉、〈人體習作〉 

21[29]   古磁珍品 圖版   

21[33] 林澤蒼 攝影研究—〈對光之美…往往出於意外〉 文/圖   

22[1]   高劍父〈雷峰夕照〉 圖版 高劍父〈雷峰夕照〉 

22[17]   旅加拿大之中國雕刻家梁竹高及其作品 報/圖   

22[18,19]   國粹畫 圖版 （唐）邊鸞〈五倫圖〉、（唐）薛嗣通〈花鳥〉、（唐）李昭道〈蜀道

圖〉、（明）唐伯虎〈雙星介壽〉、（清）王敏〈山水〉、（清）徐粲

〈陳三遴室人〉、（宋）劉松年〈青山寒泉〉、（清）吳歷〈谿山疊嶂〉、

（明）項元汴〈天香書屋〉 

23[9]   三藩市中國唐代古物展覽會 報導   

23[15]   著名書畫家吳昌碩遺像 圖版   

23[17]   美術攝影 圖版 胡伯翔〈歸掉〉、區瑞希〈線與角之研究〉、甘倫卿〈慈母之心的縮影〉 

23[18,19]   首都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出品選刊 圖版 林風眠〈人道〉、江軫光〈山水〉、王代之〈棕〉、王子雲〈江干〉、

王青芳〈雪後〉、沈松侶〈靜物〉、李孟書〈小學生〉、陶萃英〈窗下

靜讀〉、烏叔養〈沈思〉吳大羽〈風景〉、李朴園〈鬼曲〉、蔡仁達〈靜

物〉、韓天眷〈崖畔〉、袁行潔〈松石〉 

23[20]   乾隆古月軒煙壺、古月軒名磁之一、康熙素三彩之「有子萬事足」、

（宋）趙千里〈劉阮入天台圖〉、（唐）顏魯公題贈裴將軍詩 

圖版   

23[24]   畫家蔡威廉 報導   

23[32] 林澤蒼 攝影研究—〈攝雪景之經驗〉、〈評英法德美年刊〉 文/圖   

23[32] 黑白居士 攝影研究—〈雲天之攝法〉 文/圖   

23[34]   萬古蟾漫畫作品 圖版 萬古蟾〈秘密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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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9]   古磁珍品 圖版   

24[24]   介紹畫家及上海兩藝術學校展覽 報/圖 上海美專西洋畫教授郭谷尼及其作品〈黃浦之濱〉、〈風景〉 

上海美專、上海新華藝術大學成績展覽會 

24[25]   張孝彩紙貼成之美術圖案作品 圖版   

24[34]   萬古蟾漫畫作品 圖版 萬古蟾〈五覺〉 

25[0,2]   紫窯考 圖版   

25[3]   嶺南三畫家—高奇峰、高劍父、陳樹人 報/圖 高奇峰〈曉風殘月〉、高劍父〈餓虎〉、陳樹人〈落日之後〉 

25[4]   郎靜山華社攝影展〈試馬〉 圖版   

25[5]   周廷旭〈春暮〉 報/圖 周廷旭〈春暮〉 

25[13]   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繪畫上課時情形 報導   

25[13]   日本繪畫家有島生馬氏遊滬攝影 報導   

25[23]   司徒喬〈魯迅畫像〉 圖版   

25[30]   畫家蔣東籟與文學家周家文女士結婚儷影 報導   

25[32] 陳炳洪 攝影研究—〈1927 年世界攝影瑣談〉 文章   

25[34]   甘肅出土之古物 圖版   

25[36]   徐見石〈二十四孝〉 圖版   

25[37]   萬古蟾漫畫作品 圖版 萬古蟾〈張冠李戴〉 

26[4]   華社攝影展覽會 圖版 錢景華〈雪後〉、張珍侯〈留戀〉、王振玉〈霧〉、丁悚〈樂在其中〉、

朱壽仁〈渡頭〉 

26[5]   畫家胡伯翔及其作品 文/圖 〈歸獵〉、〈嘯虎〉、〈曉風〉 

26[26]   郇光小學生畫作 報導   

26[32]   畫家司徒喬及其作品 報/圖 〈吻〉、〈殘燭〉 

26[32] 孫福熙 〈現在中國的青年畫家〉 文章   

26[33]   畫家梁鼎銘及其作品 報/圖 〈竄三苗於三危〉、〈危崖〉 

26[34,35] 錢景華 攝影研究—〈景華環象攝影機〉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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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7]   徐見石〈二十四孝〉 圖版   

26[38]   萬古蟾漫畫作品 圖版 萬古蟾〈初次旅行〉 

27[3]   吳石僊〈秋山夕照〉 圖版   

27[4]   攝影美術 圖版 林澤蒼〈凝神〉（中國攝影學會人像首選）、周逖〈初夏之朝〉、歐陽

璞〈閒〉、〈髑髏〉、林雪懷〈我愛你〉（中展兒童類首選） 

27[5]   廣州女子師範學校攝影展覽 圖版 陳希謝〈靜物〉、〈我亦尋春去〉、呂化松〈晚渡〉、胡吾初〈晨雞〉、

陳丘山〈東風〉 

27[22]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一）孫中山 Dr. Sun Yat-Sen 圖版   

27[36]   徐見石〈二十四孝〉 圖版   

28[3]   中國古畫—閻立本〈徐茂恭壽像〉及傳略 圖版   

28[23]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二）人類恩人愛迪生 Thomas A. Edison 圖版   

28[36]   徐見石〈二十四孝〉 圖版   

28[37]   藍蔚邦漫畫作品 圖版 藍蔚邦〈漫畫肖像〉 

29[4,5]   上海復旦大學攝影展覽會 圖版 張安侯〈案頭〉、王仲樞〈修竹漪漪雲作堆〉、〈籮蝦〉、聶光地〈陷

阱〉、〈朝吻〉、周逖〈初春〉、〈黃梁夢〉、吳世華〈試漁〉 

29[6]   方君璧女士〈肖像〉 圖版   

29[36]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三）謀土耳其之獨立克基瑪爾將軍 Mustafha 

Kemal Pasha 

圖版   

29[38]   徐見石〈二十四孝〉 圖版   

30[3]   畫家關紫蘭女士 報導   

30[4,5]   上海滬江大學攝影展覽會 圖版 陳春波〈金蓮〉、〈逍遙〉、〈村鄉〉、〈青綠葉〉、倪冶仙〈湖畔〉、

〈深柳讀書堂〉、〈園之一隅〉、〈根本問題〉 

30[6]   古畫小展覽—錢選羅漢、貫休羅漢 圖版   

30[17]   美術攝影家梅光羨 報導   

30[27] 孫福熙 〈古物千餘件捐贈博物館〉 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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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1]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四）鋼鐵大王卡納儀氏 Andrew Carnegie 圖版   

30[38]   徐見石〈二十四孝〉 圖版   

31[插頁]   攝影家冷殘道人、李崧學士介紹 圖版 冷殘〈屋角牆根〉、李崧〈海壑潮聲〉 

31[30]   陶冷月作品 圖版 〈白龍〉、〈叠嶂宿雲〉、〈玉盤〉 

31[34]   黃克強先生遺墨 圖版   

31[35]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五）新德意志之父興登堡氏 Paul von 

Hinderburg 

圖版   

32[4-6]  美術攝影 圖版 李崧〈浪漫人生〉、〈蘆灘放鴨〉、冷殘〈景物倥惚〉、〈勞苦光陰〉 

32[21]   故宮圖錄之麟爪 報/圖   

32[22]   畫家黃文農與新婚夫人倪恩敏女士合影 報導   

32[35]   西洋畫作品 圖版 王月芝〈王月芝自畫像〉、〈風景〉、曼生〈肖像〉 

32[37]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六）政治家克里曼索 Clemenceau 圖版   

33[4,5]   第二次華社攝影展覽 圖版 郎靜山〈作場一隅〉、陳萬里〈甌江道中〉、胡伯翔〈合作〉、李佩弦

〈迷〉、王大佛〈激浪〉、薛宸祥〈月上東牆〉、林雪懷〈絃之音〉、

丁悚〈溪畔〉、左賡生〈沐雪〉、張珍侯〈微雨賦歸〉、胡伯洲〈雙鵝〉 

33[26,27]   陳樹人詩畫 圖版 〈溪山雨後〉、〈落機殘雪〉、〈莫愁湖冬暮〉、〈羊城春色〉、〈六

朝檜〉、〈北美之秋〉、〈危峰獨鷲〉 

33[32]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七）意大利萬人敬佩之首相莫索里尼

Mussolini 

圖版   

34[4,5]   第二屆華社攝影展覽 圖版 冷殘〈永遠安息〉、朱壽仁〈江上風帆〉、錢景華〈海濱〉、陳瑋莊〈江

干〉、周劍橋〈寺之一隅〉、郭錫麟〈備炊〉、黃伯惠〈柳浪幽居〉、

陳山山〈吠〉、祁佛青〈掃葉〉、李崧〈春池試浴〉、陸露沙〈浮橋〉 

34[6]   胡伯翔攝影近作 圖版 〈日出而作〉、〈賣籃者〉 

34[33]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八）新聞王北巖爵士 Lord Northcliffe 圖版   

34[35]   子愷漫畫作品 圖版 愛護生物圖十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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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6]   余仲嘉及其作品 報/圖   

34[37]   白鵝畫社之成績 報/圖 方雪鴣油畫、潘思同油畫、陳秋草油畫、何志貞鉛筆畫、馮秋痕鉛筆畫、

何愛貞鉛筆畫 

35[3]   胡郯卿〈寒林詩客圖〉 圖版 胡郯卿〈寒林詩客圖〉 

35[4,5]   美社第一屆攝影展覽 圖版 梁中銘〈馬上黃昏〉、歐陽璞〈弱者〉、張蓬舟〈鄉塾的高材生〉、柴

芷湘〈展卷何所思〉、高月秋〈手技〉、張靜愚〈溪柳〉、梁鼎銘〈嘻！〉、

何珊元〈為他人作嫁衣裳〉、何應欽〈憑弔〉、邵翼之〈曲折〉、張克

仁〈范蘭底塑品〉、張有德〈葦間〉 

35[6]   世界攝影傑作之一 圖版 蔡俊三〈樂在其中〉 

35[33]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九）大思想家馬克斯 Carl Marx 圖版   

35[34]   華社第一次展覽時之社員留影 報導   

35[35]   畫家梁鼎銘訂婚攝影 報導   

35[35]   畫家胡郯卿近影 報導   

35[35]   北平光社（研究攝影團體）社員合影 報導   

35[36]   女雕刻家王靜遠女士及其作品 報/圖   

35[37]   建築師劉既漂及其圖案 圖版   

36[3]   福建美術展覽會出品之一 圖版 劉崇和〈一家〉 

36[4,5]   美術攝影 圖版 元父〈波光樹影〉、（美）昇都 T. K. Shindo〈菓盤〉（世界攝影傑作之

一）、黃英〈力〉、（加）墨加斐 Bruce Metcalfe〈硬領〉（世界攝影傑

作之一） 

36[6]   施德之及所藏名磁 圖版   

36[21]   陳樹人詩畫 圖版 〈山陰道上〉、〈東湖一角〉 

36[36]   近世十大偉人畫傳（其十）救世軍始祖布施將軍 William Booth 圖版   

36[37]   漫畫家魯少飛及其作品 圖版   

37[8]  五月的紀念日—畫家梁鼎銘所作之毋忘五三 報/圖 梁鼎銘〈毋忘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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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7]   梁得允速寫 圖版 〈美國企城黑人區域之景象〉 

37[24,25]   熊家姊妹及其藝術 報/圖   

37[32]   當代國畫傑作 報/圖 胡伯翔〈嘶風圖〉（全國美展出品之一）、張坤儀作品三幅 

37[33]   敦煌千佛洞古壁畫 報/圖   

37[34,35]   中國攝影學會第二屆全國展覽 圖版 徐霈〈靜養神自安〉、鄭叔屏〈雛形〉（比賽第一獎）、林澤蒼〈如蟻〉、

林悅明〈迷惘〉（比賽第二獎）、周如〈鰜鰜入網罟〉、劉理深〈觀瀑〉 

37[38]   馬國亮漫畫作品 圖版   

37[39]   中國第一畫社〈女書記〉 圖版   

38[29]   謝子瑜〈驢〉 圖版   

38[31]   郎靜山〈板橋畫本〉 報/圖   

38[33]   高奇峰氏之作品 報/圖   

38[34,35]   藝術運動社展覽會 報/圖 劉既漂〈中央黨部正面圖〉、齊白石〈白菜〉、蔡威廉〈建築師劉既漂

氏〉、林風眠〈痛苦〉、〈水面〉、李朴園〈習作〉、侯子步〈紅葉〉、

吳大羽〈春〉 

38[36]   馬國亮漫畫作品 圖版   

39[17]   中國少女人體攝影習作 圖版 張建文〈光與影〉 

39[20]   旭黎圖案社發起人汗黎化、李旭英（北平藝術院實用美術圖案系畢

業生） 

報導 汗黎化〈鶴〉、李旭英〈菊〉 

39[27]   皂像展覽會 報導   

39[29]   十字街頭—買畫者 報導   

39[32]   藝術界 報/圖 寺內萬治郎〈鏡〉（日本第九回帝國美術院展覽會獲最優選之油畫）、

潘天授〈朱竹〉、李春丹〈枕衣〉、〈宮花寂寞紅〉、陶元慶〈處處聞

啼鳥〉 

39[33]   美術攝影 圖版 劉彝〈池畔小侶〉、葉祥基〈隱士之家〉、彭富慶〈盈盈〉、趙澄〈羊

羣〉、內田耕作氏〈金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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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34,35]   藍蔚邦漫畫作品 圖版   

39[36]   馬國亮漫畫作品 圖版   

40[22]   徐悲鴻及所作康有為像 報/圖   

40[32,33]   廣州青年藝術社秋季展覽 報/圖 伍千里〈讀書之女〉、〈凝思〉、李俊英〈牧歌〉、〈門牌〉、梁益堅

女士〈自畫像〉、吳琬〈靜物〉、〈秋陰〉 

40[34,35]   投稿漫畫作品 圖版   

41[17]   攝影家過志毅 報導   

41[23]   四川美術專門學校校長李德培與其夫人楊芬女士婚照 報導   

41[25]   兒童畫作 圖版   

41[28,29]   高劍父作品 圖版 〈葫蘆裡的把戲〉、〈廢塔烟橫〉 

41[30]   留美畫家梁得允及其作品 報/圖 〈人像素描〉、〈船塢之印象〉、〈素描〉、〈夜色燈光〉 

41[31]   藝術界 報/圖 孫世灝〈漂泊者〉、王濟遠〈風景〉、潘思同〈水村〉（白鵝西畫會出

品）、方雪鴣〈臨流〉（白鵝西畫會出品） 

41[32,33]   美術攝影 圖版 胡伯翔〈朝晴〉、葉應靖〈焚枝〉、〈燈下〉、陳過焜〈借火〉、張沅

恆〈輕棹〉、唐纘伯〈寒窗獨倚〉、邵尹孫〈琴音〉 

41[34]   藍蔚邦漫畫作品 圖版   

41[34,35]   馬國亮漫畫作品 圖版   

42[20]   女畫家周鍊霞 報導   

42[26-29]   第三屆華社攝影展覽出品之一 圖版 郎靜山〈好鳥枝頭亦朋友〉、冷殘道人潘達徽遺作〈村雨〉、梁得所〈泥

池〉、胡伯翔〈沿溪行〉、胡伯洲〈秋穫〉、潘祖蔭〈水邊〉、陳萬里

〈月上柳梢頭〉、邵臥雲〈寺之一隅〉、朱壽仁〈江干〉、甘乃光〈夏

日長〉、張珍侯〈秋郊散牧〉、李崧〈濤〉、黃伯惠〈禾田上〉 

42[30,31]   高劍父之詩畫字 報/圖 〈紅棉宿鳩〉（中日美術展覽會出品）、〈湖畔之冬〉（中日美術展覽

會出品） 

42[34,35]   漫畫作品 圖版   



 139

43[18]   何香凝〈猛虎〉、〈醒獅〉 圖版   

43[23]   女畫家唐蘊玉赴法研究美術 報導   

43[28,29]   藝術界 圖版 方君璧〈讀書〉、江小鶼〈譚延闓刻像〉、劉濬科〈黎明〉、關紫蘭〈風

景〉、（日）桑重義〈鏡前〉、劉既漂〈杭州藝院之美術建築〉、（法）

克羅多〈雪野〉 

43[34,35]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44[19]   中日藝術同志會在覺林開幕會宴留影 報導   

44[23]   徐悲鴻之漢畫作品 圖版   

44[24,25]   攝影作品—春來了 圖版 張印泉〈綠楊雙燕子〉、陳傳霖〈將有事于西疇〉、王文楨〈迎春〉、

屠哲隱〈楊柳岸曉風殘月〉、趙澄〈湖畔歸牧〉、余松奎〈春波□照〉 

44[28] 王世廉、王卓 攝影的技巧 文/圖   

44[29]   聶光地之攝作 圖版 〈恐懼〉、〈兩個時代〉、〈槎枒〉 

44[34,35]   漫畫作品 圖版   

45[19]   書畫家譚澤闓 報導   

45[28]   圖案藝術   圖版 蔣兆和〈慰〉、〈苦役〉、陳之佛〈園中〉 

45[29]   鄧誦先〈松籟琴音〉 圖版   

45[29]   書法作品—譚延闓、歐陽雪峰 圖版   

45[29]   余仲嘉之金石 圖版   

45[30]   陳萬里〈花落滿園春寂寂〉 圖版   

45[31]   郎靜山〈晴暉遍宇樂融融〉 圖版   

45[32,33]   兒童畫作 圖版   

45[35]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46[12,13,30-

31,33,36] 

  悲鴻自述 文/圖 〈六朝人詩意〉、〈三俠〉、羣樂 

46[17]   攝影家屠哲隱君與上海女青年協會幹事龔佩珍女士結婚合影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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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7]   編輯趙家壁婚照君與陸祖琬女士結婚留影 報導   

46[19]   徐悲鴻〈遠聞〉 報/圖   

46[20,21]   靜物攝影 圖版 黃寶泉〈馬隊奔馳〉、〈月夜的城外〉、潘思同〈窗下談心〉、〈案頭〉、

羅襄〈出谷之鹿〉 

47[19]   黃潮寬作品〈畫室裡〉 圖版   

47[20,21]   攝影作品 圖版 鍾辛茹〈蓮沼〉、張建文〈囚籠〉 

47[34,35]   馬國亮漫畫作品 圖版 馬國亮〈當代名人畫像〉 

48[16,17] 徐悲鴻 〈法國之美術展覽會種種〉 文章   

48[26]   攝影家郎靜山君與雷佩芝女士新婚儷影 報導   

48[32]   雕塑藝術 圖版 滑田友〈木雕人像〉、李金髮〈伍廷芳像〉、梁竹亭〈女像〉 

48[33] 張建文 圖案化的攝影 圖版 〈輪齒〉、〈彈簧〉、〈輪影〉、〈摺扇〉 

48[34,35]   藍蔚邦漫畫作品 圖版   

49[3]   方雪鴣〈凝思〉（粉畫） 圖版   

49[5]   潘思同〈村水〉（水彩畫） 圖版   

49[28]   雕刻藝術 圖版 萬籟鳴〈心絃的顫動〉、張辰伯〈鄭洪年造像〉、〈天真〉、〈東坡詩

恩〉、〈人像〉 

49[36,37] 黃天鵬 〈五十年來畫報之變遷〉 文章  

50[3]   （法）勒尼 S. Lagne〈仙境〉PARADISE 圖版   

50[5]   梅與天〈婆孫〉  圖版   

50[26]   中華國立西湖藝專成績展覽 報/圖 王子雲〈杭州之雨〉、林風眠〈荒野〉、蔡威廉〈肖像〉、季風白〈晨〉 

50[27]   關紫蘭女士個人展覽會 報/圖 〈三潭印月〉、〈湖畔〉、〈L 女士像〉、〈曼獨鈴〉、〈綠衣女士〉 

近影、展覽會中友人留影 

50[38,39]   攝影作品 圖版 唐僧〈漁人〉、陳昺德〈婦人〉 

50[40,41]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51[3]   中國顧繡傑作 圖版 〈鳳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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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法國狄泰爾 Edouard Detaille〈戰場之夢〉The Dream 圖版   

51[5]   法國保嘉連 W. A. Bouguerean〈災黎〉Charity 圖版   

51[23]   黃潮寬〈秋〉 圖版   

51[25]   北平玉泉山萬佛巖之雕刻 圖版   

51[36,37]   攝影作品 圖版 陳昺德〈蓮沼之女〉、〈蒲柳之姿〉 

51[39]   李旭旦漫畫作品 圖版   

52[5]   波提析利〈聖母與聖嬰〉 圖版   

52[23]   方雪鴣〈古國之夜〉 圖版   

52[26]   余仲嘉刻〈扇的美術〉 圖版   

52[27]   當代國畫傑作 圖版 高奇峰〈濃霜〉、張坤儀〈俯視林藪〉、孫星閣〈山水〉、陳澤霈〈山

水〉 

52[28]   美術的創作生活 圖版   

52[29]   雕刻家鄭可 圖版   

52[40,41]   馬國亮漫畫作品 圖版   

53[3]   潘思同〈燭光〉 圖版 潘思同〈燭光〉 

53[5]   王濟遠〈首都鼓樓〉 圖版 王濟遠〈首都鼓樓〉 

53[28]   靜物攝影作品選刊 圖版 楊永洗〈菓盤〉、周如三〈遠東紀念品〉、黃英〈祭品〉、申〈案頭〉、

葉祥基〈我的影〉、潘思同〈圓與方之合奏〉、〈瓷之美〉、〈墓〉、

陳克立〈窗內〉、〈荒漠之戰〉、張建文〈球與拍〉、〈和諧〉 

53[35]   王湘綺（北平女子西畫學校畢業生） 報導   

53[35]   潘明（白鵝畫會研究員） 報導   

54[5]   彩畫〈故都風光〉 圖版 〈故都風光〉 

54[23]   錢君匋油畫〈紅黃藍三重奏〉 圖版 錢君匋〈紅黃藍三重奏〉 

54[25]   中國顧繡傑作 圖版 〈松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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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6,27]   攝影作品 圖版 吳中行〈雪花凍斷杏花村〉（中國攝影學會比賽第一名）、〈瓊林〉、

區臣氏〈午後〉、冷伯符〈黃昏〉                                 

曹祖光〈賭氣〉、徐霖〈倒影〉（兩幅為復旦大學攝影學會第三屆展覽

出品） 

54[40,41]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55[3]   蔡俊三〈青春〉 圖版 蔡俊三〈青春〉 

55[5]   法國卓別靈 Charles Chaplin 彩畫〈遐思〉Memories 圖版 法國卓別靈 Charles Chaplin〈遐思〉Memories 

55[25]   陳作人近作 圖版 陳作人〈晉祠古柏〉 

55[26,27]   華社攝影展出品選刊 圖版 郎靜山〈鸚鵡〉、胡伯翔〈石城晚歸〉、莫天祥〈殘雪〉、朱壽仁〈順

風〉、陸禎之〈戀愛〉、邵臥雲〈塵影喘息〉、徐祖蔭〈亭隅〉、張珍

侯〈雪後〉、胡伯洲〈夕陽歸棹〉、郭錫麟〈渡頭夕照〉 

55[30,31] 蔡俊三 〈油渲之製法與經驗〉 文/圖 蔡俊三〈熱中〉、〈人像〉 

55[32]   〈寫生〉（西湖邊國立藝專學生生活） 圖版   

55[40,41]   漫畫作品 圖版   

56[3]   陳秋草〈高女士像〉 圖版 陳秋草〈高女士像〉 

56[5]   錦街居士〈園中〉 圖版 錦街居士〈園中〉 

56[8]   張荔英女士（陳友仁新婚夫人）擅繪畫 報導   

56[9]   一月十四日考試院長戴季陶四十一歲生辰與廣州名流合影，其中有

國畫研究院院長溫其求、博物院長蔡守。 

報導   

56[14]   上海美術專門學校人體寫生室上課時情形 報導   

56[24]   現代的西洋畫 圖版 麥放明〈人像〉、張荔英〈風景〉、〈花〉、王遠勃〈羅倫之不幸〉、

留美畫家陳瑞璋〈水族會〉、陳秋草〈人體〉 

56[25]   鮑少遊繪畫估品 報/圖 〈夾竹桃〉（曾在日本帝展入選）、〈墨法孔雀〉、〈坐看牽牛織女星〉、

〈開簾見新月〉 

56[31]   民立女學國畫教授王蘊華女士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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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31]   在廣州以繪畫聞名之譚燕兒女士 報導   

56[37]   漫畫雜錦 圖版   

57[3]   孫青羊〈獻荔圖〉 圖版 孫青羊〈獻荔圖〉 

57[5]   法國畫家石基理士 Jose Segrelles〈天方夜談插畫〉 圖版 法國畫家石基理士 Jose Segrelles〈天方夜談插畫〉 

57[14]   「以舌繪畫」黃二南氏在天津美術館當眾表演情形及其作品 報導   

57[14]   留法歸滬之雕刻家岳倫氏個人作品展覽會 報導   

57[14]   天津美術館 報導   

57[23]   1930 世界攝影名作 圖版 （意）洛波那 A. Bologna〈艇頭〉、（英）莫狄米 F. J. Mortimer〈帆〉、

（奧）葛伯那 A. Grabner〈群眾〉、（美）柯士脫 C. H. Coster〈紐約的印

象〉、（法）李達民 B. Leedham〈期待〉、（德）史洛多 L. Schroder〈拾

綴〉、（德）蔡爾克 W. Zielke〈水點〉、（英）亞當士 M. Adams〈母與

子〉、（日）申島 T. K. Shindo〈靜物〉、（美）葛哥理 Yvonne Gregory

〈夏娃之誕生〉、（美）英通達 R. Morita〈暮色槳聲〉 

57[26]   徐悲鴻圖畫近作 圖版   

57[27]   英人亞路拔氏私運出國被津海關扣留之中國古代石刻 圖版   

57[29]   名畫家張坤儀女士 圖版   

58[3]   迪理堅 S. Drigin〈南極的曙光〉The Intruder 圖版 迪理堅 S. Drigin〈南極的曙光〉The Intruder 

58[5]   嘉利 Ceon Carre〈蠻島女王〉The Wonder of Tahiti 圖版 嘉利 Ceon Carre〈蠻島女王〉The Wonder of Tahiti 

58[23]   北平著名畫家金北樓氏遺作 圖版   

58[24]   乾隆遺墨 圖版   

58[26,27]   攝影作品 圖版 胡晉康〈風景的反映〉、徐匯濬〈捲〉、〈潮退後〉、陳克立〈罐〉、

〈野味〉、〈火花〉、〈剃鬍〉、潘思同〈展覽會之一隅〉 

58[38]   漫畫作品 圖版   

59[5]   英國杜克 H. S. Tuke〈夏天〉Ruby, Gold and Malachite 圖版 英國杜克 H. S. Tuke〈夏天〉Ruby, Gold and Malachite 

59[22]   中日畫展之中國出品之一斑 圖版 王一亭、狄楚青、張善孖〈自寫像〉、汪英濱〈花卉〉、李祖韓〈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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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3]   蒂賽圖案社展覽出品 圖版 李春丹〈標貼〉、蔡振華〈窗飾〉、鍾煌元〈磁器〉、劉光漢〈領帶〉、

王汝良〈傘的圖案〉 

59[24]   攝影作品方杏齋〈圓柱之美〉 圖版 方杏齋〈圓柱之美〉 

59[25]   美術攝影 圖版 胡晉康〈霧〉、甯詠琴〈遠征〉、劉達泉〈落日〉、倪綗賢〈雲〉、〈迷

濛之西子〉、楊郎之〈放牧〉 

59[27]   高瑛女士（天津女子美術校學生） 報導   

60[3]   張充仁〈嘉興風景〉 圖版 張充仁〈嘉興風景〉 

60[5]   裝飾寓意圖案畫 圖版 〈偶像〉 

60[14]   上海藝苑美術展覽會 報導 〈山水〉、〈雙松〉 

60[22]   天風樓美學院新畫成績 圖版 容星哲〈霜林展翼〉、〈桂林山水〉、〈懷聖塔〉、〈驚虎〉、〈春潭

初霽〉（容星哲畫鰓、陳樹仁畫藤） 

60[23]   鄭乘闉之美術作品 圖版   

60[24,25]   油畫創作 圖版 李朴園〈人家的別野〉、〈窗外之晨〉、關紫蘭〈靜物〉、鄒柱祥〈自

畫像〉、倪貽德〈室內〉、沅芷〈人像〉、〈榮耀之宮〉、葉子培〈靜

物〉、陳華賜〈園中〉、蔡威廉〈靜物〉、吳大羽〈小兒〉 

60[26]   美術攝影作品 圖版 聶光地〈國防〉、李公捍〈鉄橋〉、〈暹羅的金塔〉、鄭月波〈模特兒〉、

〈囚徒〉、甯詠琴〈未雨綢繆〉 

60[27]   北平大學攝影學會展覽出品 圖版 唐寶圖〈北海中秋〉、劉達泉〈光之習作〉、劉景翔〈草虫〉、張應麟

〈流蘇〉、蔡昆輝〈蘇武當年〉、劉焯昌〈粗心〉 

60[39]   漫畫作品 圖版   

61[3]   高奇峰〈霜光馬色〉 圖版 高奇峰〈霜光馬色〉 

61[5]   徐悲鴻〈泉聲〉（油畫） 圖版 徐悲鴻〈泉聲〉 

61[7]   胡伯翔〈曉風輕送鸕鶿舟〉（水彩） 圖版 胡伯翔〈曉風輕送鸕鶿舟〉 

61[15]   上海藝術專科學校學期展覽 報導   

61[25]   林風眠國畫作品 圖版 〈雙鶴〉、〈秋〉、〈鶴〉、〈小品〉、〈玉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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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8,29]   雕塑藝術之鉅觀—河南省鞏線石窟寺之造像 圖版   

61[40,41]   圖案字展覽 圖版   

61[53]   漫畫作品 圖版   

62[3]   蔣主席住宅地毯圖案（建築師劉既漂設計） 圖版   

62[5]   李西涅 J. Riensi〈濱湖之秋〉Autumn at the Lakeside 圖版   

62[21]   潘思同〈少女〉 圖版   

62[23]   劉海粟及其傑作 圖版 〈盧森堡之雪〉、〈向日葵〉 

留居巴黎之中國畫家劉海粟與法國大畫家斐那合影 

62[24,25]   雕塑展覽 圖版 高冠玉（西湖國立藝專學生）〈塑像〉、〈少女〉、藍白帝（宏遠美術

公司）〈光明〉、〈小品〉、〈愛神〉、〈蒔菊〉、〈小品〉、〈噴水

池中之石像〉、許朝基〈仰望〉（一九四０年雕塑會出品）、程大逵〈老

人〉、〈童子〉、汪嘯水〈張辰伯君造像〉、徐心芹〈軍閥餘孽〉 

62[36]   陳智珠女士（中華藝術大學畢業生） 報導   

62[37]   陳令女士（菲律賓大學美術科學生） 報導   

62[37]   畫家金耐光女士 報導   

62[40,41]   漫畫作品 圖版   

63[3]   萬籟鳴〈馬占山大戰嫩江橋〉 圖版 萬籟鳴〈馬占山大戰嫩江橋〉 

63[5]   鮑慶榮〈雪林夕照〉 圖版 鮑慶榮〈雪林夕照〉 

63[7]   杜微琪爾 Duverger〈孤兒〉Alone 圖版 杜微琪爾 Duverger〈孤兒〉Alone 

63[9]   陳樹人個人繪畫展覽會中友人合影 報導   

63[15]   梁得允〈物質文明〉 圖版   

63[16,17]   高奇峰畫作 圖版 〈白荷〉、〈風虎〉、〈綠楊城郭〉、〈細雨寒塘〉、〈新柳群鳥〉、

〈煙雨黃昏〉 

63[18,19]   郎靜山美術攝影作品 圖版 〈悠逸〉、〈繁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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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21]   攝影作品 圖版 索仁甫〈晚風〉、〈月下睡蓮〉、張印泉〈薄暮〉、林志皋〈月影〉、

倪絅賢〈孤燈〉、陳克立〈園中〉、符惱武〈岫雲〉、胡晉康〈燈下教

課〉、關藝劍〈湖濱〉、繆光武〈靜夜〉、王維政〈月色與燈光〉 

63[36,37] 趙景深 〈諷刺畫家畢爾邦〉 譯文   

64[7]   王濟遠〈巴黎白塔〉 圖版 王濟遠〈巴黎白塔〉 

64[15]   名畫家高劍父與印度詩人太戈爾合照於喜馬拉雅山 報導   

64[16,17]   陳樹人個人繪畫展覽會出品之一斑 報/圖 〈喬松〉、〈扁柏〉、〈南湖晚風〉、〈西風消息〉、〈落霞孤鶩〉、

〈姑蘇城外〉、〈東湖〉、〈娘子關秋色〉 

64[16,17] 汪精衛 題陳樹人畫集序 文章   

64[16,17] 丁衍鏞 陳樹人先生個展作品概評 文章   

64[34]   司徒喬君與馮伊湄女士 報導   

64[35]   司徒喬〈雨後〉 圖版 司徒喬〈雨後〉 

64[42]   漫畫作品 圖版   

65[29]   潘思同水彩畫 圖版 潘思同〈古城夜戰〉 

65[30,31]   春之蘇醒 圖版 歐陽璞〈新生命〉、大侯〈燦爛〉、秦石君〈織錦〉、周福明〈初浴〉 

65[32]   英國柏克氏 Bertram Park〈人體〉The Model Rests 圖版   

65[45]   林琴南詩畫 報/圖 〈桃花源〉 

65[46,47]   二零春畫會 報/圖 曾志良〈靜物〉、〈理髮所〉、楊秋人〈人體〉、〈風景〉、陽太陽〈人

體〉、〈風景〉 

66[10]   名畫出售—英國著名畫家羅倫斯傑作〈紅衣孩童〉 報/圖   

66[29]   方君璧女士油畫〈黎明〉 圖版 方君璧女士〈黎明〉 

66[32]   黃潮寬油畫〈王夫人肖像〉 圖版 黃潮寬〈王夫人肖像〉 

66[40,41] 銘之 楊草仙口述〈書法講話〉 文/圖   

66[44] 徐悲鴻 錢葆昂篆刻作品 報/圖   

66[45]   古雕刻之藝術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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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6,47]   國畫作品 圖版 閻甘園〈松豁仙隱〉（指畫山水）、張又芬女士〈花卉〉（中國藝專畢

業）、汪洋〈人物山水〉（中國藝專畢業）、戴鶴〈山水〉（中國藝專

畢業）、黃景華〈翎毛花卉〉（中國藝專畢業）、黃賓虹〈山水〉 

66[48,49]   世界攝影傑作 圖版 （英）約翰司 Henry F. Johns〈曲線〉 China&Curves、培達皮司杜魯維高

E. Dulovico〈冰上人影〉Shadows on the Ice、（英）李咸 B. Ludham〈魔道〉

Phantasm、（中國）吳中行〈歸牧〉、（捷）哈拉司 St. Halas〈風景〉Landscape、

（美）愛文史密司 H. Evansmith〈諧律〉Rhythm 、（紐西蘭）李司東 C. E. 

Rillstone〈越嶺〉Over the Top、（比）米桑 Leonard Misonne〈La vie Dure〉、

（美）璧加利 Stefano Bricarein〈木材〉Lumber、（加）侯達士 Johan Helders

〈輪影〉Cart Wheels 

67[3]   徐東白油畫〈風景〉 圖版 徐東白〈風景〉 

67[3]   俠巴 Harper 油畫〈海灘〉 圖版 俠巴 Harper〈海灘〉 

67[8]   北平壁畫兩幅 圖版 〈精忠廟壁畫〉、〈夕照寺壁畫〉（諸葆蘅攝） 

67[9]   趙少昂個人畫展 圖版 〈柳塘雙羽〉、〈受盡風霜得到春〉（陳樹人補柳、高奇峰題字）、〈白

孔雀〉（比利時萬國博覽會金牌獎）、〈煙雨〉 

67[14]   西湖國立藝專蒂賽圖案社 圖版 鄭月波〈宣傳廣告〉、王子豪〈鴛鴦〉、鍾煌元〈磁器咖啡具〉、黎毓

熙〈漆器朱丹盆〉、徐正義〈文房玩具〉、李賢生〈廣告宣傳〉 

67[15]   南風社畫展 圖版 孫多慈女士〈自畫像〉、徐德華〈裸女〉、鄭阿梅女士〈人像〉、蔣仁

〈琵琶〉、張玉清女士〈瓶花〉、金有斌女士〈自畫像〉、陸其清〈台

城積雪〉 

67[18,19]   美術攝影作品 圖版 謝承炳〈野艇〉、魏守忠〈夕陽〉、〈月夜〉、〈雲海〉、趙澄〈松針〉、

岑德輿〈日下〉、梅光羨〈人像〉、方光旦〈夏天〉、〈羣兒〉、宗惟

賡〈夏天〉 

67[32]   萬籟鳴漫畫作品 圖版 萬籟鳴〈陸小姐〉 

67[34,35]   英國 G. Raverat 木刻六幅 報/圖 〈垂釣者〉The Fisher、〈橋上鶯聲〉Cuckoo’s universe、〈河畔雙侶〉

Rendezvous on River、〈休憩〉Repose、〈徘徊〉Meditation、〈樵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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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odcutters 

68[10]  中偉經亨頤組織之「寒之友」畫會 報導  

68[11]   萬籟鳴〈重負〉 圖版 萬籟鳴〈重負〉 

68[14]   陳昺德〈蓮〉 圖版 陳昺德〈蓮〉 

68[15]   留法雕刻家張澄江作品 圖版 〈友人像〉、〈青年像〉、〈老人像〉 

68[16,17]   攝影作品 圖版 梁晃〈十字街頭〉、左賡生〈靜物〉、郎靜山〈玉立〉 

68[24,25]   嘉禮圖 Kallce〈世界名人畫像〉 圖版 嘉禮圖 Kallce〈世界名人畫像〉 

68[41]   中國民間藝術作品雕紙圖案 圖版   

68[43]   萬籟鳴漫畫作品 圖版 萬籟鳴〈陸小姐〉 

69[14]   郎靜山〈睡〉 圖版 郎靜山〈睡〉 

69[15]   左賡生〈懺悔〉 圖版 左賡生〈懺悔〉 

69[16,17]   北平之裝飾雕刻美術 圖版   

69[18,19]   世界攝影名作選 圖版 〈樂師之手〉A music master＇s Hand、〈雪野〉Snow dunes、〈人像〉A 

portrait、〈晨餐〉Still life with eggs、〈影〉Limbs and shadow、〈墨西哥

之群眾〉Mexican crowd、〈睡〉Sleep、〈葡萄〉Grapes、〈海濱〉Sea shore、

〈小貓〉Kitten 

69[25]   陳樹人上海個人繪畫展覽 圖版 〈天香國色〉、〈玉肌桃〉、〈春光〉 

69[26]   潘玉良女士油畫〈蘇州風景〉 圖版 潘玉良女士〈蘇州風景〉 

69[40,41]   黃祖耀〈十九路軍將領漫畫像〉 圖版 黃祖耀〈十九路軍將領漫畫像〉 

69[42]   豐子愷漫畫作品 圖版   

69[43]   萬籟鳴漫畫作品 圖版 萬籟鳴〈陸小姐〉 

70[1]   趙澄〈故國不堪回首月明中〉 攝影 趙澄〈故國不堪回首月明中〉 

70[11]   列哥斯基 D. Ribgowsky〈夕陽〉 圖版 列哥斯基 D. Ribgowsky〈夕陽〉 

70[13]   方雪鴣〈期待〉 圖版 方雪鴣〈期待〉 

70[14]   劉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 報/圖 〈冬之三潭印月〉、〈濤〉、〈人體〉、〈右匏〉、〈巴黎聖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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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21]   雲南昆明佛寺之佛像 報導   

70[40]   萬籟鳴漫畫作品 圖版 萬籟鳴〈陸小姐〉 

70[44]   藍蔚邦漫畫作品 圖版   

71[?]   哈奠 E. Hardine〈憐愛〉Pity and Love 圖版 哈奠 E. Hardine〈憐愛〉Pity and Love 

71[?]   龐薰琴〈人生之啞謎〉 圖版 龐薰琴〈人生之啞謎〉 

71[?]   新華藝專教授展覽會 圖版 徐悲鴻〈群牛〉、〈蒼松合抱〉、滑田友〈詩人陳立三先生像〉、汪亞

塵〈芍藥花〉、吳恆勤〈兔子〉、楊秀濤〈群馬〉、郎魯遊〈人體〉 

71[?]   龐薰琴個人展覽會 圖版 龐薰琴〈畫室內〉、〈西班牙舞〉 

71[?]   我國陶器之美 圖版   

72[?]   藝術家孫福熙及其夫人劉雪亞女士 報導   

72[?]   龐薰琴〈裸體〉 圖版 龐薰琴〈裸體〉 

72[?]   美術攝影 圖版 劉達泉〈欄干〉、翁舲雯〈旋梯〉、郭鷹〈圓柱〉、作者失名〈梯影〉 

72[?]   許幸之油畫兩幅 圖版 許幸之〈初晴〉、〈水邊〉 

72[?]   萬籟鳴漫畫作品 圖版 萬籟鳴〈陸小姐〉 

72[?]   藍蔚邦漫畫作品 圖版   

73[?] 豐子愷 豐子愷〈羞恥的象徵〉 文章   

73[?] 張澄江 崩崩及其作品（近代法國六大雕刻家之一） 文/圖 〈昂首興奮之大鹿〉、〈小豬〉、〈虎〉、〈白熊〉、〈塘鵝〉 

73[?]   美術攝影—傅秉常與林靜影二氏之作品 圖版 傅秉常〈瀟洒〉、〈輪〉、〈女足〉、〈巧笑倩兮〉、林靜影〈冰英〉、

〈瓊珂〉 

73[?]   世界攝影 圖版 （美）威廉〈側面像〉、（維也納）哈利〈雪〉、（維也納）加立拿〈乳〉、

（匈）薛丹〈棹〉、（比）林頓〈冬之黃昏〉、（瑞典）保爾〈帶淚的

玫瑰〉、克拉真夫德賀德拉〈泳者〉 

73[?]   傅德雍〈圖案字的圖案〉 圖版 傅德雍〈圖案字的圖案〉 

73[?]   漫畫作品 圖版   

74[13]   加浮德 A. Calvert〈金字塔〉The Pyramid of Gizeh 圖版 加浮德 A. Calvert〈金字塔〉The Pyramid of Giz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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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3]   柏偉士 F. G. Pnrvis〈香港之渡船〉A Junk in Hongkong Harbour 圖版 柏偉士 F. G. Pnrvis〈香港之渡船〉A Junk in Hongkong Harbour 

74[14]   張書旂〈雉菊〉 圖版 張書旂〈雉菊〉 

74[15]   白社畫展 報/圖 吳茀之〈寒鴉〉、諸聞韻〈竹〉、潘天授〈蜻蜓〉、張書旂〈犬〉、張

振鐸〈歲朝清供〉 

74[26]   彭華琚女士及其作品 報/圖 彭華琚〈山水〉、〈橋下溪流〉 

74[26]   麥綠之〈自畫像〉、〈琴心〉 圖版 麥綠之〈自畫像〉、〈琴心〉 

74[36]   巴黎藝術學生生活 報導   

75[9]   藝術之頁 圖版 方君璧〈人體速寫之一、之二〉、李金髮〈伍廷芳像〉（雕刻） 

75[11]   廣州市展覽會 圖版   

75[11]   市展覽會中之美術館 報導   

75[23]   楊芢甫〈或人之家〉 圖版 楊芢甫〈或人之家〉 

75[24]   Willy Zielke 薛爾克〈蘋果〉、〈仙人掌與橘子〉 圖版 Willy Zielke 薛爾克〈蘋果〉、〈仙人掌與橘子〉 

75[26]   名畫欣賞 圖版 〈同樂會之一隅〉、〈威尼斯的競渡〉 

75[34]   漫畫專頁 圖版   

76[?]   裝飾圖案畫 圖版   

76[19]   比桑 Pichon〈鸚鵡〉Parrots 圖版 比桑 Pichon〈鸚鵡〉Parrots 

76[?]   總理遺囑印 報導   

76[29]   巴龍諾 A. Beronneau〈春帆〉Spring Voyage 圖版 巴龍諾 A. Beronneau〈春帆〉Spring Voyage 

76[30]   〈瑞士露根腦湖之春〉Spring in Switzerland on lake of Lugano 圖版 〈瑞士露根腦湖之春〉Spring in Switzerland on lake of Lugano 

76[32] 艾艾 〈關於景泰藍〉 文/圖   

76[37]   漫畫專輯 圖版   

77[15]   乾隆年製百花粉彩釉彩瓶 圖版   

77[17]   劉體志〈南國之春〉 圖版 劉體志〈南國之春〉 

77[31]   〈嚶嚶〉 圖版 〈嚶嚶〉 

77[32]   〈月夜〉 圖版 〈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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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   馮玉祥之手筆 圖版   

78[13]   美博物館名畫被竊 報導   

78[插頁]   司徒喬油畫 圖版 司徒喬〈歷史的憑弔—沉鬱空氣中之北平印象〉 

78[17]   一九三三年之法國美術展覽會沙龍（張澄江寄自巴黎） 報/圖 溫斯 Wintz〈風景〉A Calm View of the Sea、若梅脫 Jamet〈暮年〉In the Evening 

of Life、馬如歐脫 Mazuet〈夏娃〉Eve、柳特爾 Rudell〈海濱〉On the Seashore 

巴黎大宮‧沙龍作品之展覽處 

78[18]   復旦攝影學會展覽 圖版 蘇錦元〈畫圖天生〉、方文槐〈雲無心以出岫〉、黃廉章〈三角與圓〉、

張敏光〈青島之夏〉、陳雲禮〈波光〉、蔡天鐸〈夜色〉 

78[19]   黑白社—盧施福、陳傳霖攝影展覽 圖版 盧施福〈有所得〉、〈最後休息〉、〈人生之謎〉、〈慈航〉、〈曲直〉、

〈黎明〉、〈福履綏之〉、陳傳霖〈酒家何處〉、〈鐘樓〉、〈希望之

門〉、〈清歌一曲〉、〈交叉〉 

78[20]   大同攝影學會展覽 圖版 朱思程〈傘〉、〈雲〉、王兆英〈枝頭〉、徐德先〈月白風清〉、蔡篤

泰〈阡陌〉 

78[28]   紅樹室印鯖 報/圖   

78[29]   夏夜的池邊 圖版   

78[30]   萬籟鳴〈人體圖案美〉 圖版 萬籟鳴〈人體圖案美〉 

78[35]   漫畫專輯 圖版   

79[?]   司徒喬〈美麗的北平—團城白松樹下遙望故宮景色〉 圖版 司徒喬〈美麗的北平—團城白松樹下遙望故宮景色〉 

79[?]   扇中書畫 圖版   

79[?]   廣州市展覽會之攝影展覽 圖版 詹功讓〈塔影雲光〉、徐德先〈雲海〉、劉體志〈半江帆影〉、鄧雲峰

〈篙水滿〉、童定中〈座〉、黃伯申〈菜〉、陳永炎〈破屋〉、伍千里

〈歸途〉 

79[?]   方雪鴣〈留不住的青春〉 圖版 方雪鴣〈留不住的青春〉 

79[?]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80[20]   〈秋之交響曲〉 圖版 〈秋之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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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6]   攝影作品 圖版   

80[28]   美術作品 圖版 王順達〈屏風圖案〉、張振鐸〈菊鳥〉、余本〈提琴〉、胡藻斌〈南島

風光〉、黃瑞碧〈向何處去〉、吳馥餘〈普陀〉、黃亮君及其雕刻作品 

80[29]   〈白菊〉 圖版 〈白菊〉 

80[35]   漫畫作品 圖版   

81[插頁]   清康熙朝朗窯：寶石紅八角花瓶 圖版   

81[插頁]   〈反抗〉 圖版 〈反抗〉 

81[34]   漫畫作品 圖版   

82[9]   畫家高奇峰病逝 報/圖   

82[19]   胡斌〈南洋小景〉 圖版 胡斌〈南洋小景〉 

82[28,29]   巴黎中國美術展覽會 報/圖 方藥雨〈小鳥〉、汪亞塵〈晚風〉、鄭曼青〈墨葵〉、經亨頤寫蘭、方

藥雨補山石〈幽巖〉、王一亭〈達摩〉、張聿光〈翠鳥〉、齊白石〈櫻

樹〉、張大千〈荷花〉、徐悲鴻〈古柏〉 

82[30]   決瀾社畫展 圖版 周多〈無題〉、段平右〈風景〉、倪貽德〈人物〉、龐薰琴〈構圖〉、

王濟遠〈風景〉、陽太陽〈靜物〉、周真太〈杭州風景〉、張弦〈人像〉 

82[插頁]   中國雕刻藝術 圖版   

82[31]   漫畫作品 圖版   

82[34,35]   攝影術的奇趣 圖版   

83[14,15]   悼高奇峰先生 報/圖   

83[14,15] 遐庵 輓高奇峰 文章   

83[14,15] 汪兆銘、葉恭綽

等 

番禺高奇峰先生行述 文章   

83[14,15] 葉恭綽 高奇峰先生示疾記 文章   

83[17]   上海以善繪婦女新裝著名之女畫家何志貞女士與其新婿黃祖康先

生儷影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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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2,23]   黑白社影展 圖版 盧施福〈少女琴心〉、王鈺槐〈輪影歸痕〉、敖恩洪〈裸姿〉、吳中行

〈松日〉、王養之〈春草池塘〉、陳昺德〈激流的搏逐〉、黃錦垣〈載

歌且舞〉、蘇錦元〈捕魚〉、林澤蒼〈會終人散〉 

83[34]   〈冬〉 圖版   

83[35]   漫畫作品 圖版   

84[16]   郁達夫紀遊〈氷川〉郎靜山、陳萬里、李集之攝影 圖版   

84[?]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一：吳湖帆 報/圖 吳湖帆〈煙嵐雲瀑〉 

84[?]   〈狗之年〉 圖版   

84[?]   黃士英〈新年的夢〉 圖版   

84[?]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一：龐薰琴 報/圖 龐薰琴〈屋景〉 

84[29]   譚旦冏及其作品 圖版 譚旦冏〈巴黎城外〉、〈肖像〉 

84[29]   吳作人近影及其作品〈少女〉 報/圖 吳作人〈少女〉 

84[30,31]   白鷺漫畫作品 圖版 白鷺〈漫畫肖像〉 

84[32,33]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85[?]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二：黃賓虹 報/圖 黃賓虹〈蜀中山水〉 

85[?]   〈理想家庭的新設計〉 圖版   

85[?]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二：陳抱一 報/圖 陳抱一〈靜物〉 

85[22,23]   古本從政圖冊頁、無名氏作人物畫屏四幅 圖版   

85[32,33]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86[?]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三：張大千 報/圖 張大千〈仕女〉 

86[?]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三：汪亞塵 報/圖  汪亞塵〈芍藥〉 

86[34,35]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87[4,5]   天龍山之雕刻藝術 圖版   

87[?]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四：鄭曼青 報/圖 鄭曼青〈花鳥〉 

87[?]   〈金魚〉（裝飾畫）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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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四：林風眠 報/圖 林風眠〈雞冠花〉 

87[?]   羅倫氏 A. K. Lawrence A. R. A.〈粉畫習作〉A Study of Child’s Head 圖版 羅倫氏 A. K. Lawrence A. R. A.〈粉畫習作〉A Study of Child’s Head 

87[32,33]   新生活漫畫特輯 圖版   

88[4]   比國現代美術展覽會 報/圖   

88[?]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五：王一亭 報/圖 王一亭〈佛像〉 

88[?]   張白鷺漫畫作品 圖版 張白鷺〈電影人物漫畫〉 

88[?]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五：吳大羽 報/圖 吳大羽〈女孩〉 

88[26,27]   柏林中國畫展 圖版 狄平子〈秋山飛瀑〉、任伯年〈釣翁〉、齊白石〈葡萄〉、吳湖帆〈大

龍湫雲瀑〉、高奇峰〈孔雀〉、葉少秉〈雨荷〉、劉海粟〈秋灘息影〉、

吳昌碩〈紫藤〉、汪仲山〈樵夫〉、張大千〈荷〉 

88[32,33]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89[?]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六：盧子樞 報/圖 盧子樞〈秋巒聳秀〉 

89[?]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六：倪貽德 報/圖 倪貽德〈虎丘遠眺〉 

89[?]   〈當世之雄〉 圖版 〈當世之雄〉 

89[26,27]   繪畫、雕塑、戲劇諸藝術 圖版 彭恭甫〈石壁紀遊圖〉、鮑蘊〈葫蘆〉、袁潤和〈故園風味〉、陳萬里

〈花卉〉、蔣諤士〈山水〉、容大塊〈松鼠〉、鮑煒光〈小紅低唱我吹

蕭〉、劉開渠〈在杭州西湖建造中之八十八師淞滬抗日紀念塔上戰士立

向小模型〉、朱沅芷〈最後晚餐〉（美國紐約布郎市聖彼得教會講壇畫） 

89[34,35]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90[5]  美國紐約藝術家爭地盤 報導  

90[8]   莫斯科中國畫展 報/圖   

90[9]   黃潮寬壁畫 報/圖   

90[10]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七：齊白石 報/圖 齊白石〈荷〉 

90[11] 鄺百輝 〈化身攝影術之研究〉 文/圖   

90[14] 馬國亮 〈以苦笑悼文農先生〉 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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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15]   影視漫畫 圖版 張白鷺〈喜怒哀樂〉 

91[8]   中國留日學生美展 報導 盧景光〈六絃琴〉、烏叔養〈窗前〉、徐紹曾〈森村町〉、康豁然〈上

野公園〉、劉獅〈提琴家與我〉、王文溥〈自畫像〉、陳洵〈裸婦〉、

金學成〈女立像〉、王道平〈蠟染壁掛〉、鄭料〈傀儡〉、莫祖紳〈山

水〉、王曼碩冶印 

91[9]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七：張弦 報/圖 張弦〈人像〉 

92[9]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八：余紹宋 報/圖 余紹宋〈青綠山水〉 

92[16]   犁霜〈嬌羞〉 圖版 犁霜〈嬌羞〉 

93[8] 豐子愷 〈勞者自歌〉及作品 文/圖  

93[8]   閻甘園〈篆書字屏〉、羅清楨〈五指峰的白雲〉（木刻）、李樺〈閒

坐〉（木刻）、李琢章〈裸女〉（木刻） 

圖版 閻甘園〈篆書字屏〉、羅清楨〈五指峰的白雲〉（木刻）、李樺〈閒坐〉

（木刻）、李琢章〈裸女〉（木刻） 

93[9]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八：潘玉良 報/圖 潘玉良〈錢塘江畔〉 

93[13]   名畫家徐悲鴻赴歐宣揚我國藝術載譽歸國 報導   

93[16]   漫畫作品 圖版 張白鷺〈拿手好戲〉 

94[6]   倪貽德個人畫展 報導  

94[9]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九：狄葆賢 報/圖 狄葆賢〈楊柳岸曉風殘月〉 

94[16]   Stook May 〈秋夜之夢〉 圖版 Stook May〈秋夜之夢〉 

94[22]   漫畫專輯〈會心一笑〉 圖版  

95[6]   決瀾社畫展 報/圖 周多〈龍岩〉、陽太陽〈靜物〉、楊秋人〈羽的顏〉 

95[6]   劉海粟巴黎個人油畫展覽會 報/圖 〈西湖之秋〉（受法國教育部購藏） 

95[7]   嶺南畫家黃少強畫展 報/圖  

95[9]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九：關良 報/圖 關良〈裸女〉 

96[11]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十：馮超然 報/圖 馮超然〈山水〉 

96[14]   「銅象」周代祭器，現藏法國盧甫爾博物館 圖版   

96[15] 吳作人 比利時現代雕刻師維克多盧梭 報導 〈生命之途〉The Way to Life、〈戰聲〉The Noise of War、〈星夜〉St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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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ht 

97[11]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十：王道源 報/圖 王道源〈小孩〉 

97[18,19]   金劍凡、江棟良漫畫作品 圖版 金劍凡〈幾種不同的年〉、江棟良〈上海人物素描〉 

98[3]  雕塑家劉開渠所作之八十八師將士羣雕像 報/圖  

98[6]  女性中心的美術攝影 圖版 金預凡〈秋陽〉、盧施福〈影〉、陳昺德〈圍巾〉、伍千里〈柱〉、陳

國畸〈林中〉 

98[11]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十一：湯定之 報/圖 湯定之〈山水〉 

98[14]   時人漫畫 圖版 張白鷺〈本命星君〉 

99[11]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十一：黃潮寬 報/圖 黃潮寬〈古城之秋〉 

99[12]   廣州市美術展覽會 報導   

99[12]   吳印咸、許幸之聯合展覽會 圖版   

99[12]   葉淺予〈王先生〉搬上螢幕 報導   

99[12]  明代名畫家唐伯虎所作之指墨古畫 圖版 〈猛虎〉 

99[13]   莫祖紳〈山水〉、左賡生〈靜物〉（美術攝影）、楊芢甫〈校閱〉

（漫畫）、黃心淮（浮雕創作） 

圖版   

99[14]   魯拜集插畫四幅 圖版   

100[13]   金良能〈秋夜之夢〉 圖版   

100[27]   現代中國國畫選之十二：溥心畬 報/圖 溥心畬〈山空客歸〉 

100[28,29]   漫畫選輯 圖版   

100[30]   現代中國西洋畫選之十二：許幸之 報/圖 許幸之〈徬徨者〉 

101[14,15]   黃社美展一斑 圖版   

101[18]   攝影美 圖版 張廷勛〈人生之途〉〈珠玉滿盤〉、蘇杰民〈都會之顏〉 

101[19]   程瑤笙〈弱肉強食〉 圖版   

101[32]   張白鷺、洪水漫畫作品 圖版   

101[49]   孫青羊〈梅花妝〉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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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8,29] 陸丹林 〈談裱畫〉 文章   

102[28,29]   廣州青年藝術社作品展 報/圖 鄭可〈人像〉（雕刻）、李樺〈姊妹在露台〉（鉛筆素描）、梁兆銘〈金

魚〉（油畫）、吳琬〈風景〉（油畫）、伍千里〈祖母像〉（攝影） 

102[29]   湯定之〈山水〉 圖版 湯定之〈山水〉 

102[28,29]   一九三五年世界人體攝影名作 圖版   

102[36,37]   萬籟鳴插圖 圖版   

102[54,55]   多人漫畫作品 圖版   

103[12,13]   名人生活回憶錄其三—豐子愷〈學畫回憶〉 文/圖   

103[28,29]   宮鏡人〈北平民間生活剪影〉 圖版   

103[34]   上海街頭文化—街頭美術展覽會 報導   

103[51]   美西‧安娜梨 Messitt-Anna Lee〈愛的摒棄〉Love Locked Out 圖版   

104[17]   上海嶺南小學課堂樓梯轉角處有黃潮寬之壁畫 報導   

104[34,35]   北平街頭藝術家 報導   

104[45]   潘思同〈水鄉〉 圖版 潘思同〈水鄉〉 

105[8]   高劍父南京個人畫展歡迎合影 報導   

105[13]   捷克中國美術展覽會 報/圖   

105[18]   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於四月八日起在上海舉行預展會 報/圖   

105[18]   北平藝專教授展 報/圖 吳南愚〈清蓮醉酒〉（雕刻）、齊白石〈芭蕉〉（國畫）、溥心畬〈山

水〉（國畫）、秦善鋆〈木獸戲〉（油畫）、尹陂九〈到天堂〉（雞蛋

殼所製之飾畫） 

105[18]   中國美術會第二屆美展 報/圖 張書旂〈菊雀〉 

105[18]   南京藝風展 報/圖 李鴻梁〈簾燕〉、胡華榮〈蠟染〉、周義〈染織圖案〉、胡藻斌〈群虎〉 

105[23]   橋高島屋旅社舉行「以手為主體之近代女性美展覽會」 報導   

105[23]   世界名雕刻家愛司丹 報/圖   

106[39]   孫青羊〈杏花村裡夕陽西〉 圖版 孫青羊〈杏花村裡夕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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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40,41]   棣華社影展 圖版 文傑〈輪聲鞭影〉、曾仲鳴〈水天一色〉、惺〈出雲〉、陳國琦〈林影

波光照讀書〉、陳璧君〈五老觀雲〉 

106[42,43]   中原古代藝術巡禮 報導   

107[5]   沈尹默題扇 圖版   

107[22]   葉淺予素描〈北平古趣〉 報/圖   

107[31]   汪亞塵〈琳池魚藻〉 圖版   

107[32,33]   書畫‧音樂‧戲劇‧金石 圖版 高劍父〈南印度古剎〉、〈病虎〉、王遠昂〈寒林飛瀑〉、方君璧〈靜

物〉、張蒨英〈西天目秋色〉、胡獻雅〈母歸〉、李仲乾〈梅〉、金石

家鄧衍彬作品 

107[32]   留比畫家吳作人君在比國與友合作壁畫 圖版   

107[49]   廣告攝影選 圖版   

107[50,51] 黃苗子 〈鄭板橋〉 文/圖 黃苗子〈鄭板橋〉 

107[70,71]   漫畫選輯 圖版   

108[40,41]   畫筆行進 圖版 羅海空〈山水〉、郁風〈風〉、李仲生〈說吧，由你的口〉、梁亞潮〈熱

海之濱〉、〈熱海風景〉、〈幽徑人家〉（蝕刻）、加羅查農 Carlo Zanon

〈春野〉Spring 

108[50,51] 珂楊 〈羅兩峰和他的鬼趣圖〉 文/圖   

109[18,19] 吳迪生 〈齊白石先生的書畫金石生活〉 文/圖   

109[22]   英畫家包福爾以中世紀波斯詩人莪默所做魯拜集詩章繪出 報/圖   

109[23]   孫青羊〈當爐女〉 圖版   

109[52]   〈滿江紅〉刻印 圖版   

109[54,55]   瑞典漫畫名作選輯—安得生畫傳 圖版   

110[18,19]   現代美術 圖版 傅抱山〈山水〉、傅抱石〈書法〉、賈慎叁〈寒鴉〉、周懷民〈山水〉、

王青芳〈書法〉、方介堪〈金石〉、金學成雕刻作品兩件 

110[26,27]   藝術之秋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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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1]   〈威尼斯的秋日〉 圖版 〈威尼斯的秋日〉 

110[42,43]   西漢石刻—二千年前之雕刻美術 文/圖   

110[42,43] 閻甘園 〈晚照樓雜記〉 文/圖   

110[54,55]   周汗明〈現代青年生活素描〉 圖版 周汗明〈現代青年生活素描〉 

111[20]   中華獨立美術協會第二回展 圖版 李東平〈海濱賣花女〉、白砂〈慾望〉、梁錫鴻〈少女〉、梁潮〈今日

之世界〉、趙獸〈跳躍吧〉、曾鳴〈花〉 

111[21]   決瀾社第三屆畫展 圖版 龐薰琴〈構圖〉、倪貽德〈山道〉、陽太陽〈友人之像〉、周多〈黃小

姐〉、丘堤〈靜物〉、張弦〈肖像〉、楊秋人〈男像〉、周真太〈修機〉 

111[26,27]   郭錫祺、宋德鈞、盧勢東美術攝影作品 圖版 郭錫祺〈山雨欲來〉、〈蒼瞑〉、〈拉縴〉、宋德鈞〈春陽〉、〈都會

的表情〉、盧勢東〈船〉 

111[36]   影戲人—中國最早之影戲 報導   

111[46,47]   全國木刻聯合展覽 圖版 李樺〈到城市去〉、野夫〈追〉、張影〈荷鋤牽犢到田間〉、陳克白〈暖〉、

沃渣〈拾垃圾者〉、司徒奏〈小舟〉、溫濤〈公庭〉、白濤〈工作後〉、

劉興憲〈夜之流氓〉、唐達〈白河〉、王興佺〈討乞〉、羅清楨〈溺水

行舟〉、張慧〈消息〉、唐英偉〈勞慟者〉、陳葆真〈畫豬畫狗〉 

112[22,23] 吳作人 比國現代繪畫展 報/圖 梅托氏 Moitroux〈輕羅〉、幾爾蘇兒 V. Yilsonal〈莊前〉、梅隨 P. Masui

〈海濱〉、當尼 J. Donny〈墾地夫〉、沙佛利氏 A. Saverys〈雪〉、白思

天 A. Bastien〈比王亞爾培一世馬上速寫〉、布石列 L. Buisscret〈遐思〉 

112[32,33] 黃苗子 〈八大山人〉 文/圖   

112[50,51]   陸志庠漫畫作品 圖版   

113[32]   照片美術圖案（秦泰來攝） 圖版   

113[28,29]   五十年前之上海 圖版   

113[44,45] 梁錫鴻 〈現代西洋畫派簡釋〉 報/圖   

113[46]   我國藝術珍品—九龍壁 圖版   

113[52,53]   漫畫選輯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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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26,27]   張充仁氏的作品 報/圖 〈勞動者〉（油畫）、〈佛勞稜斯風景〉（水彩）、〈赤子〉（油畫）、

〈山泉戲泳〉（油畫）、〈人像〉（泥塑）、〈漁夫之妻〉（泥塑）、

〈木炭人體素描之一、二〉、〈磨勵以須〉（雕刻）、〈臨風〉（雕刻） 

114[52,53]   漫畫選輯 圖版   

115[16,17]   五十年前之上海續輯 圖版   

115[38,39]   首都國立中央大學藝術學科授課概況 報導   

115[40,41]   簡琴石先生的書法金石生活 報/圖   

115[42]   蘇聯版畫 圖版   

115[56]   黃堯漫畫作品 圖版   

116[16,17]   中國美術繪畫展出品 圖版 徐悲鴻〈野趣〉、許士騏〈丹楓素羽〉、汪亞塵〈鴿〉、孫多慈〈作者

與其友之一部〉、 

116[17]   張蒨英〈自畫像〉 圖版 張蒨英〈自畫像〉 

116[17]   南京中國文藝社徐悲鴻等 報導   

116[20]   藝人剪影—畫家齊白石、畫家張大千與王悅之、畫家趙望雲 報導   

116[38,39]   攝影新案 攝影   

116[46,47]   陳仙洲先生捐賑藏品之一部 報/圖   

116[52]   鄒雅漫畫作品 圖版 鄒雅〈千家詩意畫〉 

116[55]   蠟像雕塑家程枕霞 報/圖   

117[32]   圓明園殘跡 圖版   

117[48,49]   藝術家的結晶 圖版 伍佩榮〈亂雪舞江風〉、高劍父〈汽車早發〉、胡藻斌〈意秋〉、容大

塊〈黃山〉、曾志良〈靜物〉、劉開渠〈少女像〉（雕塑）、呂斯百〈貧

民之家〉、梁子真〈草書〉、黃君璧〈飛流千尺〉、陸一飛〈荷〉、李

先祖〈秋塘〉、吳作人〈縴夫〉 

117[56]   黃堯漫畫作品 圖版   

118[22,23]   中國名手工業之一—象牙雕刻 報/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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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8,29]   劉海粟近作畫展 圖版 〈雪江獨釣〉、〈鵜舟〉、〈孤松〉、〈秋林叠璋〉、〈雙雁〉、〈瑞

山煙雨〉、〈梵爾特之春〉 

119[28]   藝人近作—張書旂、大厂居士 報/圖   

119[40,41]   中國名手工業之二—景泰藍 報/圖   

119[54,55]   安得生漫畫 圖版   

120[10,11]   上海市博物館 報導   

120[12]   上海市博物館陳列品選 圖版   

120[36,37]   現代美術作家協會汕頭分會畫展作品 圖版 劉曲樵〈竚望〉、謝海若〈苦力〉、謝季達〈風景〉、李東平〈女〉 

120[36,37]   工藝美術—地毯圖案（何漢章攝） 圖版   

120[44,45]   放大攝影與攝影放大—攝影術的新技巧 報/圖   

120[52,53]   漫畫集萃 圖版   

121[38,39]   戲劇家熊佛西夫人朱君允書法、熊佛西所繪扇面 圖版   

121[42,43]   陸錫麒及其美術作品 報/圖   

121[46,47]   第二次全國木刻畫流動展覽會作品選刊 圖版 李樺〈豐收也是一樣的窮〉、〈獄中回憶〉、劉崙〈土劣〉、羅清楨〈婦

女的重累〉、張慧〈飢餓的陣容〉、江烽〈拘禁〉、野夫〈九一八之回

憶〉、力羣〈牆角下過夜的人〉、郭牧〈一九三五‧一二‧二四〉、沃

渣〈大家聯合起來〉、新波〈偷襲〉 

121[52,53] 黃苗子 〈論漫畫〉 文章   

121[52,53]   中西漫畫作品 圖版   

122[32,33]   畫家溥心畬氏 報/圖   

122[34,35]   美術攝影作品輯—中央大學攝影展覽會 圖版 〈精神不死〉、〈西北行旅〉、〈虎視眈眈〉、〈石膏像〉（以上為中

大攝展作品）、魏南昌〈秋暮寒林〉 

122[38,39]   中華美術協會第一屆選刊 圖版 周多〈風景〉、〈K 女士像〉、劉抗〈月夜〉、劉獅〈雕塑習作〉、倪

貽德〈果物〉 

122[40]   實用美術畫案 圖版 雷圭元〈客廳布置設計〉、〈紀念塔座設計〉、〈夜未央‧金地朱文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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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禁果‧兩色蠟染壁掛〉 

122[54,55]   全國漫畫展覽會出品選刊 圖版 張文元〈大觀園〉、葉淺予〈人像速寫〉、孫之儁〈分植〉、黃堯〈戳

破空城計〉、魯少飛〈魯迅先生〉、江則明〈□〉、江敉〈洋貨中國〉、

張光宇〈四大天王〉、胡考〈宗教〉、劉一〈X 月 X 日，四萬萬五千萬

人共賞日蝕圖〉、陳涓隱〈走私以後的中國工業。相對無言，相對無煙〉、

張正宇〈少男少女〉、夏綠之〈現代沙樂美〉、曹涵美〈金瓶梅畫意〉 

122[56]   木刻作品、劉偉山書法 圖版   

123[32]   嶺南畫家胡藻斌作品 圖版   

123[32,33]   留法雕刻家鄭可氏素描作品 圖版   

123[33]   吳公虎〈雄心驚百獸〉、黃哀鴻〈嘯虎〉 圖版 吳公虎〈雄心驚百獸〉、黃哀鴻〈嘯虎〉 

123[34,35]   杭州國立藝術專門學校課室巡禮 報導   

124[12]   上海市立博物館即將正式開放 報導   

124[30,31]   藝術新聞 報/圖 李問平〈母〉（南開畫會出品）、許士麒、張善子合作〈黃山〉、許士

麒〈田園生趣〉、楊縵華〈篆聯〉、〈草書〉、雕刻家金學成〈裸女〉 

124[56]   葉淺予漫畫作品 圖版 葉淺予〈小陳〉 

125[32,33]   上海美專圖案系二二級級友會主辦之圖案展覽會出品—實用美術

展覽 

圖版 張祖德〈屏風設計〉、武世信〈包裝設計〉、張靜飛〈汽車廣告〉、秦

浩〈桌毯設計〉、方炳潮〈宣傳廣告〉、陳夢荷〈桌毯設計〉、鄭月波

〈報紙廣告〉、易瓊〈靠墊設計〉、周伯煦〈景泰藍設計〉、張惠霖〈航

空獎券廣告〉、洪瑞幹〈舞場裝飾圖案〉、李寶鐸〈屏風設計〉 

125[34,35]   嶺南書家王秋湄 文/圖   

125[56]   漫畫選輯 圖版   

126[32,33]   玉展 報導   

126[42,43]   雕塑家哈塞爾丁速寫及作品 圖版   

126[56]   葉淺予漫畫作品 圖版 葉淺予〈小陳〉 

127[17]   中小學勞作展覽會 報導   



 163

127[17]   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 報導   

127[26,27]   雕刻家王如玖氏的作品 報/圖   

127[36,37]   現代畫藝 圖版 張安治〈群力〉、吳蘊瑞〈竹〉、陳文希〈鶴群〉、張振鐸〈鴉〉、胡

藻斌〈虎戲雙雛〉（全國美展出品）、徐悲鴻〈眺望〉（全國美展出品） 

127[38,39]   工商業實用美術—中國工商業美術作家協會第二次選輯 圖版 繆少賢〈文具招貼設計〉、鄭可〈陶瓷燈作設計〉、陳尹生〈染織物圖

案設計〉、杭樨英〈仕女廣告畫〉、楊士林〈國茶招貼設計〉、王扆昌

〈靠枕圖案設計〉、鄧銳滄〈皂粉廣告招貼設計〉、吳怡蓀〈蠟染〉、

張益芹〈牙膏招貼設計〉 

127[56]   葉淺予漫畫作品 圖版 葉淺予〈小陳〉 

128[22]   美國美術家保羅蒂佛爾，用婦女的化妝品臙脂與面粉繪畫 報導   

128[31-33]   第二次全國美展選輯 圖版 陳之佛〈圖案〉、劉海粟〈耕罷〉、王濟遠〈廣西風景〉、常春鴻〈裸

女〉、吳湖帆〈雲表奇峰〉、王个簃〈蝦酒圖〉、陳樹人〈紫雲〉、高

劍父〈墨柳〉、張書旂〈花鳥〉、張善子〈山水〉、王一亭〈雪中送炭

圖〉、黃哀鴻〈孔雀〉 

128[36,37]   鄭可氏浮雕作品選 圖版   

128[56]   葉淺予漫畫作品 圖版 葉淺予〈小陳〉 

129[22]   手工藝品展 報導   

129[36,37] 黃震遐 〈雕刻家劉開渠〉 報/圖   

129[38] 王勞生 赤外線攝影 文/圖   

129[42,43]   法蘭士塞萊薩克 Franz Sedlacek 超現實的繪畫 圖版   

129[46,47]   漫畫選題—倘若罷工 圖版   

129[56]   N 教授的冒險 圖版   

130[56]   葉淺予漫畫作品 圖版 葉淺予〈小陳〉 

131[56]   葉淺予漫畫作品 圖版 葉淺予〈小陳〉 

132[?]   德國人民慶祝德國藝術館之完成，舉行遊行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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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6]   葉淺予漫畫作品 圖版 葉淺予〈小陳〉 

133[?]   漫畫〈歐美人眼中之遠東現局〉 圖版   

134[18,19]   謝翰華篆刻 圖版   

134[36]   小丁漫畫作品 圖版   

135[24,25]   張善子〈正氣歌像傳〉 圖版 張善子〈正氣歌像傳〉 

135[36]   葉淺予漫畫 圖版 葉淺予漫畫〈從苦悶到順民〉 

136[22]   抗敵畫展在蘇聯 圖版 葉淺予〈殺我同胞〉、張禾工〈炸我無辜〉、胡考〈保衛祖國〉、廖冰

兄〈游擊戰士〉、梁白波〈狼子野心〉、陸志庠〈吞華攻俄〉 

136[22]   蘇聯畫家穆爾木刻作品 圖版   

136[36]   丁聰漫畫作品 圖版 丁聰〈傀儡政府成立記〉 

137[36]   丁聰漫畫作品 圖版 丁聰〈世外桃源遊記〉 

138[32]   人物漫畫作品 圖版   

138[36]   丁聰漫畫作品 圖版 丁聰〈同情與援助〉 

139[30,31]   抗戰壁畫 圖版   

140[20,21]   點石齋畫報中所見之戰事新聞—甲午中日戰爭與今日日本對華之

不宣而戰 

圖版   

140[30,31] 

  

一九三九年美國攝影名作 圖版 George Hurrell〈裸女〉Hollywood Chiaroscurd、Will Connell〈金門大橋〉

Golden Gate Bridge、John Scott〈浴女〉Girl in Shower、Emelie Danielson〈愛

神與燭台〉Cupid ans Candlesticks、Brett Weston〈仙人掌〉Cactus 

140[42]   藝術作品 圖版 羅清楨〈戰聲〉、〈準備武裝收復失地〉（木刻）、梁永泰〈鬥爭中的

鐵騎〉（木刻）、楊崇德〈舉起我們的武器衝破敵人的防線〉、黎達〈流

亡之群〉（木刻） 

141[28]   〈視察〉、〈軍民合作〉、〈集議〉（木刻） 圖版 〈視察〉、〈軍民合作〉、〈集議〉（木刻） 

142[32,33]   葉淺予等〈徵兵漫畫〉 圖版 葉淺予等〈徵兵漫畫〉 

143[41]   漫畫與木刻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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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32]   嶺東名畫家陳天嘯在菲律賓籍怡朗兩地舉行籌賑畫展 報導   

144[33]   海防華僑縮食會主辦之籌賑祖國難民畫展。畫家黃幻吾出售其作。報導   

145[32,33]   漫畫家魯少飛在西南途中所見 報導   

146[36,37]   藝術家園地畫家 報導 徐悲鴻近況、畫家呂斯百近況及作品〈炸後〉、畫家冉熙近況及作品〈水

鄉〉、〈夔門天險〉 

147（無）         

148[20,21]   木刻作品 圖版 陳烟橋〈紀念魯迅先生逝世二週年〉、職青〈以武力抵抗武力〉、梅健

英〈前方抗戰後方動員〉、〈四川石工〉、費伯夷〈抗戰二週年〉、〈突

擊〉、萬湜恩〈新牧歌〉 

148[22]   Michaelson〈一分鐘畫成的張伯倫〉 圖版   

148[26]   郎靜山影展選 圖版 〈靜觀自得〉、〈絕岸烟村〉、〈縉雲梯田〉、〈九老仙府〉、〈畫簾

春曉〉、〈抱甕圖〉 

149（無）         

150[?]   胡伯翔〈百齡壽翁馬相伯造像〉 圖版   

150[?]   萬籟鳴漫畫作品 圖版 萬籟鳴〈歐洲四巨頭〉 

150[?] 聶光地 攝影術發明百年紀念特輯：〈攝影百年進步概談〉 文章   

150[?]   攝影術發明百年紀念特輯：國際攝影展覽會入選證 圖版   

150[?] 郎靜山 攝影術發明百年紀念特輯：〈漫談攝影〉 文章   

150[?]   攝影術發明百年紀念特輯：〈吾怎樣開始學習攝影〉 文章     

150[?] 阿英 〈中國畫報發展之經過〉 文章   

150[?] 鄭振鐸 〈談中國的版畫〉 文章   

150[?]   張充仁〈惻隱之心〉 圖版 張充仁〈惻隱之心〉 

150[?]   徐悲鴻作品〈放下你的鞭子〉、〈王瑩女士造像〉 圖版 徐悲鴻作品〈放下你的鞭子〉、〈王瑩女士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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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勵志社美術股畫展選                                        圖版 許九麟、李宗津、費彝復、錢家駿合作〈暴行實錄〉、李宗津〈大地之

歌〉、許九麟 〈同心協力〉、費成武〈誓復失地〉、錢廷康〈空軍勇士

沈崇誨與日艦同歸於盡〉、袁留莘〈故鄉不堪回首中〉 

150[?]   青年美術學會第一屆畫展選                                  圖版 張沅潔〈二孤兒〉、史人宇〈靜物〉、劉壽增〈縫旗〉、鈕因棠〈孤島

國慶〉、劉汝醴〈饑饉者（孤島見聞）〉 

150[?]   政治部藝術股畫展選                                        圖版 吳桓勤〈捷報〉、周多〈婦女手中線，戰士身上衣〉、黃普蘇〈送子入

營〉、丁正獻〈百萬件寒衣運動〉、李可染〈的炸彈〉、翟翊〈英勇的

騎兵〉 

150[?]   五人畫展選                                                圖版 朱屺瞻〈靜物〉、錢鼎〈北平牧羊〉、周碧初〈黃山之雲〉、宋鍾沅〈上

海近郊〉、陳抱一〈流亡者之羣〉 

150[?]   六十年前之十里洋場（吳友如圖） 圖版   

151[34,35]   雷壇壁畫—老子感應事蹟圖 報導   

152[20,21]   東方建築圖案 圖版   

152[26] 徐悲鴻 〈我在印度〉 文章   

153[18,19]   蒙藏宗教藝術 報導   

153[28]   木刻的套色—介紹德國木刻專家摩勒傑作 圖版   

153[30,31]   超現實主義的繪畫—達理 Dali〈希特勒之謎〉、〈睡〉 圖版 達理 Dali〈希特勒之謎〉、〈睡〉 

154[19]   雲〈山城的怒吼—重慶空襲之夜〉 圖版 雲〈山城的怒吼—重慶空襲之夜〉 

154[24]   戰地速寫四幅—光榮的創傷                                圖版 國立中大教授吳作人作品戰地速寫〈前方臨時傷兵院〉、〈入睡的難民〉、

〈呻吟的傷兵〉、〈等候運送的傷民在站上吃饃〉 

154[25]   戰時新雕塑 圖版   

155[32,33]   漫畫作品 圖版   

156[26,27] 常任俠 嘉陵江畔「漢墓殘跡」 文/圖   

156[36,37] 劉旭滄 良友攝影講術座（其一）〈光與影〉 文/圖   

157[28-31]   畫家到農村去—半天的收穫 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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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6]   神奇的創作—西番宗教藝術 圖版   

158[27]   西番宗教藝術—吉祥天母畫像 圖版   

159[34-36]   良友漫畫之頁                                             圖版 黃駒〈孤島眾生相〉、江棟良〈舞場人物雜寫〉、吳澐作品、馬戈作品 

160[30,31]   中國漫畫協會香港分會素描習作展覽出品之一部 圖版   

160[36] 劉旭滄 良友攝影講術座（其二）〈特殊照相之攝印法〉 文/圖   

161（無）         

162[?]   張善子〈怒吼〉介紹 圖版 張善子〈怒吼〉 

162[?]   冉熙〈三峽天險〉 圖版 冉熙〈三峽天險〉（水彩畫） 

162[?]   美國麥迪克、漢立克 Tamis Maddick&Mead Herrick 合攝〈人體〉天

然色攝影傑作 

圖版   

162[?]   梁永泰木刻〈反攻聲中的前線印象〉 圖版   

162[?] 西諦 〈略譚中國之彩色版畫〉 文/圖   

162[?]   彩色木刻—十竹齋箋譜北平箋譜選輯 圖版   

162[?]   藝術與邦交—中大教授張書旂以百鴿圖呈送美大總統 報導   

163[34]   時人妙墨—陸小曼、翁瑞午聯合畫展出品之一部 報/圖 陸小曼〈山亭默讀圖〉、〈層巒疊翠圖〉、〈宋人斧劈法〉、翁瑞午〈歸

去來辭圖〉、〈行旅圖〉、〈梅林新雨圖〉 

163[36]   黃駒漫畫作品 圖版  

164（無）         

165[34,35]   X 光攝影名作 圖版   

166[28]   人體攝影名作 圖版   

166[29]   湯姆凱萊 Tom Kelley 攝影作品 圖版   

167[31]   徐悲鴻籌賑畫展出品 報/圖 徐悲鴻〈馬群〉、〈李女士像〉、〈喜馬拉雅山〉 

168[18,19]   邠州大石佛 圖版   

168[34]   現代畫展 圖版 倪貽德〈高原〉、〈女人像〉、丁衍鏞〈魚〉、〈女之顏〉、關紫蘭〈水

果〉 



 168

168[34]   張充仁個展 圖版 〈醇酒美〉、〈冷巷〉、〈酒巷晨光〉、〈秋風〉 

168[36]   萬甯吉—不用照相機的照相 圖版   

169[22,23]   中國版畫之西洋化 圖版   

169[24,25]   東方裝飾圖案 圖版   

170[30,31]   連續閃光攝影 圖版   

171[13-16]   戰時木刻—中國木刻家作品運美展覽之一部 圖版   

171[20,21]   一張良友封面的設計與完成 圖版   

172[?]   陶謀基〈櫥窗外〉 圖版 陶謀基〈櫥窗外〉 

 



附錄四  《良友》畫報與《上海美術志》、《申報藝術資料條目索引》對照          表格整理：林佩瑜 

刊期[頁數] 出版日期 摘目 性質 上海美術志 申報 

1[15] 1926.02 梁鼎銘作品 報導   1926.1.19[+4]梁鼎銘攜畫赴廣州個展（報導） 

3[11] 1926.04 天化藝術會女會員作品之欣賞 圖版 1926 年 3 月 6 日  天化藝術會在虯江路會址，

舉辦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展出會員作品百餘

幅，分陳四室，以油畫、水彩畫居多。有梁鼎

銘〈渤海帆影〉、卓雪庵〈學宮勝跡〉等油畫、

粉畫。 

1926.2.8[+4],20[+4],27[+1]2.27-3.1 天畫藝術會展覽

（報導）                                     

1926.3.3[+3]3.3-5 天化藝術會展覽（報導）

1926.3.6[+3,+4]伯鈞〈天化藝術展覽會一瞥記〉（文

章） 

6[5] 1926.07 國粹畫 圖版   1926.3.12[15],17,21[+1]3.13-21 保存國粹書畫社展覽 

11[8] 1926.12 畫家錢化佛個人畫展覽會 報導 1926 年 10 月 16 日  錢化佛佛畫展覽會自即日

至 20 日在靜安寺展出。 

1926.10.15[1,11],16[15],20[+1]10.16-20 化佛佛像第六

次展覽會（廣/報） 

17[18,19] 1927.07 日本第一回國際攝影展覽 圖版   1927.5.8[+3]5.3 起國際寫真展覽會在日開會（報導） 

17[22,23] 1927.07 中華藝術大學美術展覽會 圖版
1927 年 6 月  中華藝術大學舉辦美術展覽

會，展出師生作品二百餘幅。 

1927.4.16[7]中華藝大校務之進展：添聘教師、成績

展（報導）                                   

1927.6.9[3]6.10-12 中華藝大成績展，暑校招生（廣告） 

18[18,19] 1927.08 法國美術展覽會作品 圖版   1927.8.1[+3]〈法國巴黎沙龍展覽會之作品〉（圖版） 

20[18,19] 1927.1 天馬會美術展覽之攝影作品 報/圖 1927 年 11 月 5 日  天馬會舉辦第八屆美術展

覽會。即日起在霞飛路(今淮海中路)318 號尚

賢堂展出。展品分國畫、西洋畫、雕塑、攝影

等四部陳列。國畫有王个簃〈蒼松〉、許士騏

〈蜀山旅行圖〉、吳昌碩〈朱竹〉、王一亭〈缶

翁畫像〉等。西洋畫有龐亦鵬〈鶯湖一角〉、

楊清磬〈余光在葉〉、汪亞塵〈金魚〉、江小

鶼〈萬古長青〉等。連日參觀者眾多，至 13

日閉幕。 

1927.11.5[15],8[3],9[15],11[+3],13[15]11.5-13 天馬畫會

展覽於尚賢堂（報/廣）                        

1927.11.8[16]柯定？〈天馬會看畫漫記〉、陳小蝶〈天

馬國畫記〉（文章）                           

1927.11.12[+6] 邵洵美〈給天馬會的信〉（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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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5] 1928.01 著名書畫家吳昌碩遺像 圖版 1927 年 11 月 29 日  金石書畫家吳昌碩于今晨

6 時半在北山西路吉慶裏 923 號寓所逝世，享

年 84 歲。 

1927.11.30[14],12.1[15]書畫家吳昌碩逝世（報導） 

23[18,19] 1928.01 首都第一屆美術展覽會出品選刊 圖版

  

1928.1.5[11]1.1 首都第一屆美術展覽會開展，於第四

中大通俗教育館（報導）                       

1931.5.30[19]汪亞塵〈記首都第一屆美展〉（報導） 

25[13] 1928.04 上海南國藝術學院繪畫上課時情形 報導 1928 年 2 月 26 日  田漢、歐陽予倩、徐悲鴻

創辦南國藝術學院舉行開學典禮。該院設西

畫、戲劇、文科三科，由田漢、歐陽予倩、徐

悲鴻分別任科主任，田漢兼任院長。校址設於

西愛咸斯路 371 號弄堂過街樓下沿馬路的五間

相連的樓房（今永嘉路 373～38l 號）。西畫科

學生有吳作人、劉毅等。 

1928.4.10[7]4.11-25 南 國 藝 術 學 院 旅 杭 （ 報 導 ） 

1928.2.26[5],28[7]2.24 南國藝術學院開學通告，2.26

開學禮（廣/報） 

25[13] 1928.04 日本繪畫家有島生馬氏遊滬攝影 報導
  

1928.2.21[+4],22[+5]寶亭光丹〈日本畫家有島生馬氏

來滬〉（報導） 

25[23] 1928.04 司徒喬〈魯迅畫像〉 圖版 1928 年 3 月 17 日  司徒喬畫展即日至 21 日在

四川路老靶子路（今武進路）口喬小畫室展

出。司徒喬由北平新到上海，與魯迅、孫福熙

時有往來。 

1928.3.21[+5,+6]直〈看司徒喬君的畫〉＊3.17-21 個

展（文章） 

25[30] 1928.04 畫家蔣東籟與文學家周家文女士結婚儷影 報導
  

1928.5.12[+5]畫家蔣東籟與周家文女士之婚禮（報

導） 

34[37] 1929.01 白鵝西畫研究所（方雪鴣油畫、潘思同油畫、

陳秋草油畫、何志貞鉛筆畫、馮秋痕鉛筆畫、

何愛貞鉛筆畫） 

報/圖

  

1928.12.22[+2],27[11]1.1-7 白鵝西畫研究所成績展（報

導） 

1928.12.30[+7]1.1-7 白鵝畫會第一屆成績展（報導）

1928.12.31[+2]〈白鵝畫會展覽之成績〉（圖版）

1929.1.7[11],8[+1]1.1-7 白鵝西畫研究所第一屆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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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素描，添辦函授部（報導）                 

1929.1.18[+5]〈白鵝畫會展覽出品〉（圖版） 

39[32] 1929.09 藝術界—寺內萬治郎、潘天授、陶元慶（小

傳）、李春丹 

報導

  

1929.8.13[+5]8.6 畫家陶元慶在杭病故（報導）     

1929.8.15[+6]銘彝〈哀畫家陶元慶〉（文章）

1929.9.10[+7]10.12 故畫家陶元慶遺作展（報導） 

53[35] 1931.01 潘明（白鵝畫會研究員） 報導   1931.1.12,13[11]1.20 白鵝繪畫研究所展覽（報導） 

57[14] 1931.05 留法歸滬之雕刻家岳倫氏個人作品展覽會 報導  1931 年 4 月 2 日  岳倫雕塑展覽會，即日起

在環龍路（今南昌路）法國學校大廳展出十

天。岳倫留法八年，1923 年在里昂美術專科學

校習畫，後至巴黎國立美術專科學校習雕塑，

此次回國舉行個展，有〈孫中山〉、〈廖仲愷〉

等肖像雕塑。 

1931.3.11[10],17[7]3.13-22 岳崙雕刻展（報/廣） 

59[22] 1931.07 中日畫展之中國出品之一斑 圖版  1931 年 6 月 5 日  在日本東京舉辦的中日繪

畫展覽會，昭和皇太后蒞會參觀，歷三小時，

頗加讚賞並選購張紅薇、吳仲熊、陳弢庵、周

養庵四人作品各一幀。另有余紹宋作〈墨竹〉

一幀，為非賣品，皇太后尤欣賞此畫，欲出重

價，購貯內府。特由日本駐杭州領事米內山庸

夫致函余紹宋，謂該畫在東京展出時，觀眾成

為讚歎，推為神品，皇太后欲出巨金購藏，供

皇室賞鑒。余氏字越園，浙江龍遊人，著有《畫

法要錄》等。 

1931.6.1[17],5[+3]自在〈東京大阪開中日美術展覽會〉

＊ 余 紹 宋 墨 竹 為 日 皇 太 后 購 藏 （ 報 導 ） 

1931.6.15[17]海士〈中日畫展之榮譽〉＊余紹宋、紅

薇居士（文章） 

59[23] 1931.07 蒂賽圖案社展覽出品 圖版
  

1931.4.2[11]4.3-6 西湖蒂賽圖案社展覽（報導）     

1931.4.6[+3]岡〈蒂賽圖案畫展〉（文章） 

60[14] 1931.08 上海藝苑美術展覽會 報導
  

1931.4.2[4,11],6[14]4.2-6 藝苑第二屆美術展於明復圖

書館（廣告） 



61[15] 1931.09 上海藝術專科學校學期展覽 報導

  

1931.6.28[+6]6.25-7.1 上海藝專畫展＊王道源、陳抱

一、關紫蘭（報導）                           

1931.6.28[+6]梅溪〈觀上海藝專展覽會〉（報導）

1931.7.4[+9]白雲〈從上海藝專到日本俱樂部〉（文

章） 

64[7] 1931.12 王濟遠〈巴黎白塔〉 圖版
  

1931.10.1[11],4[5,17],6[10],10[14],24[10]10.1-10,10.24-3

1 王濟遠歐遊畫展（報/廣） 

66[46,47] 1932.06 國畫作品 圖版

  

1931.12.26[13]12.27-31 中國藝專第四屆師弟書畫展

（廣告）1932.1.13[13]韋齋〈中國藝術專科展覽記〉

（文章） 

69[25] 1932.09 陳樹人上海個人繪畫展覽 圖版 1932 年 7 月 15 日  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書

畫家陳樹人，將近作二百餘幅，假福開森路（今

武康路）393 號世界學院舉辦個人畫展，即日

至 19 日展出。開幕之後滬上中外各界人士柳

亞子、李石曾、張靜江、葉恭綽、林風眠、蔡

元培、經亨頤、劉海粟、倪貽德、徐悲鴻、王

濟遠、黃賓虹、張善孖，葡萄牙畫家加華路等

均前往參觀，觀眾達三萬人。 

1932.7.12[14],14[8],14,17[15],18[10],20[14]7.15-19 陳樹

人畫展（報/廣）                              

1932.7.16[17]汪精衛〈陳樹人畫集序〉（文/圖） 

70[14] 1932.1 劉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 報/圖 1932 年 10 月 15 日  上海市政府舉辦劉海粟歐

遊作品展覽會，上午 10 時在北京路貴州路口

湖社開幕。參加開幕典禮者有蔡孑民(元培)夫

婦、楊杏佛、葉恭綽、王一亭、錢新之、史量

才、朱家驊及法國文學家高博愛，各國駐滬領

事，各大學校長，文藝界名流三千余人。吳鐵

城市長致詞。畫展轟動全市，每日觀眾達萬餘

人，中外名流柳亞子、郭沫若、張岳軍、孫哲

1932.10.15[15],16[15,16],18[3],19[8],20[16],27[15]10.15-

31 劉海粟歐遊畫展＊市政府主辦（報/廣）        

1932.10.15[17]吳鐵城〈劉海粟歐遊作品展覽會序〉

（文章）                                     

1932.10.16[17]景屺〈從劉海粟談到中西畫〉（文章） 

1932.10.28[10]史勳〈劉海粟的歐遊作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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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吳經熊、馬相伯、于右任、章太炎、林森

等均蒞臨參觀，當場定購畫件。展覽至 31 日

閉幕。 

71[?] 1932.11 新華藝專教授展覽會 圖版 1932 年 10 月 5 日  新華藝術專科學校教授作

品展覽會，即日至 10 日在福開森路（今武康

路）393 號世界學院展出。教授汪亞塵、楊秀

濤、吳恒勤、周碧初、陳抱一、朱應鵬、陳鏡

波、朱屺瞻、徐朗西、徐悲鴻、潘天壽、俞寄

凡、諸聞韻、錢瘦鐵、張大千、張善孖、朱天

梵、張聿光、顧坤伯、張鼎生、江小鶼、郎魯

生、滑田友等均有佳作展出。 

1932.10.4[6]10.5-10 新華藝專教授作品展（廣告） 

71[?] 1932.11 龐薰琴個人展覽會 圖版
  

1932.9.22[10]9.15-25 龐薰琴畫展（廣告）          

1932.9.22[11]紅墨〈參觀龐薰琴畫展之後〉（文章） 

74[?] 1933.02 白社畫展 報/圖
  

1932.12.23[4],24[13],25[15]12.24-26 白社國畫展（廣

告） 

82[9] 1933.11 畫家高奇峰病逝 報/圖 1933 年 11 月 2 日  名畫家高奇峰日前因籌備

參加柏林中國現代美術展覽會來滬，準備赴

德，不料風寒病發，即日下午 3 時疾終於大華

醫院。高奇峰曾參加孫中山領導的革命運動，

並致力於藝術，蜚聲中外。喪事由其義女張坤

儀主持，遺囑將所居天風樓，捐公作為畫院之

用。作品分贈世界及國內各博物館、美術館。

1933.11.5[13]高奇峰畫師逝世續聞（報導） 

82[28,29] 1933.11 巴黎中國美術展覽會 報/圖
  

1933.11.25[14],28[12],29[14],12.5[15],6[14],8,14[12]巴

黎中國畫展經過（一～七）（報導） 

82[30] 1933.11 決瀾社畫展 圖版 1933 年 10 月 10 日  決瀾社舉辦第二屆繪畫展

覽會，自即日起至 17 日在福開森路(今武康路)

1933.10.9[17]10.10-17 決瀾社第二屆繪畫展於世界學

院（報導） 



世界學院展出。 

88[4] 1934.05 比國現代美術展覽會 報/圖 1934 年 4 月 21 日  比利時駐華大使紀佑穆男

爵主辦比國現代美術展覽會，下午二時半在江

西路口漢密爾頓大廈開幕。會場佈置精美，用

灰色布作底，室內鋪飾地毯，展出油畫 52 件。

印有目錄。蔡元培、外交部司長朱鶴翔、交通

大學校長黎照寰等前往參觀。 

1934.4.19[11]4.22-5.6 比國在滬開現代圖畫展（報導） 

88[26,27] 1934.05 柏林中國畫展 圖版
  

1934.1.6[7]1.20 中國名畫展於柏林＊劉海粟（報導）

1934.1.21[15],2.17[18]1.20 柏林中國美展開幕（報導） 

90[8] 1934.07 莫斯科中國畫展 報/圖   1934.6.21[5]中國畫展在俄舊京舉行（報導） 

93[13] 1934.09.01 徐悲鴻歸國 報導   1934.8.4[15],17[16],18[13]徐悲鴻離俄返國（報導） 

94[6] 1934.09.15 倪貽德個人畫展 報導
  

1934.9.16,20[13]9.15-23 倪貽德個展於大陸商場（報

導） 

94[6] 1934.09.15 吳印咸、許幸之聯合展覽會 圖版 1934 年 11 月 11 日  許幸之、吳印成繪畫攝影

展覽會即日起至 13 日在八仙橋青年會九樓展

出。 

1934.11.13[+5]許幸之、吳印咸展於八仙橋青年會（報

導） 

105[13] 1935.05 捷克中國美術展覽會 報/圖   1935.3.27[14]中國藝展在捷京開幕＊梁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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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8] 1935.05 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於四月八日起在上

海舉行預展會 

報/圖 1935年 4月 8日  倫敦中國藝術展覽會上海預

展會，上午在仁記路（今滇池路）中國銀行舊

址開幕。門首懸“倫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上

海預展會”橫額，國旗飄揚，場面壯觀。入門

為可容數百人之大休息室，陳設花木，進門處

置簽名簿並發售中英文展品目錄。展出全為我

國藝術之結晶，上起夏商周三代，下迄唐宋元

明清，總類達千件。分陳六室，一室為明清書

畫摺扇，二樓二室為唐五代宋金元明清書畫、

緙絲，三室為銅器，四、五兩室為宋金元明清

瓷器，六室為珍本古書、玉器、景泰藍、剔紅、

瑪瑙、犀角雕刻。珍品雲集，琳琅滿目。7 日

招待會，中外各界人士六百餘人出席。 

1935.4.8[7]參觀倫敦中國藝展上海預展—故宮出版

各種刊物（廣告）                             

1935.4.28[+3]陀〈倫敦預展會印象記〉（文章） 

105[18] 1935.05 中國美術會第二屆美展 報/圖
  

1935.3.20[4]4.15 中國美術會第二屆美術展，徵集作

品啟事（廣告） 

105[18] 1935.05 南京藝風展 報/圖   1935.4.1[7]5.11-19 藝風第二屆展於南京（廣告） 

111[20] 1935.11 中華獨立美術協會第二回展 圖版   1935.10.11[15]10.10-14 中國獨立美術協會展（報導） 

111[46,47] 1935.11 全國木刻聯合展覽 圖版 1935年 10月 17日  首次全國木刻聯合展覽會

在上海巡迴展覽。展出中國現代木刻版畫創

作、世界木刻版畫名作及中國古代版畫。有鄭

野夫、李樺、賴少其、羅清楨、沃渣、張望、

藍伽等人的現代中國木刻版畫，頗為引人注

目。唐弢撰文〈全國木刻聯合展覽會印象記〉

在《申報‧自由談》刊出。 

1935.10.10[24],11[15],20[20],22[12]10.10-20 全國木刻

聯展於中華學藝社（報導）                     

1935.10.17[15]唐弢〈全國木刻聯合展覽會印象記〉

（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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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22,23] 1935.12 比國現代繪畫展 報/圖 1935 年 11 月 30 日  比利時駐華公使館舉辦比

利時現代美術展覽會，由紀右穆公使主持，下

午 2 時在漢密爾登大廈開幕。展覽至 12 月 10

日閉幕。展出作品分五室陳列計 131 件。大部

系油畫，亦有水彩畫，盡出名家之手。比國現

代名畫家貝斯·巴斯坦、富列德列、畢莎、萬德

李勒、溫李培格等均有作品參展。 

1935.11.1[12],18[4],27[10],12.1[13],2[14],4[11],10[8] 比

國現代美展，11.17 於南京中央大學開幕，11.30-12.9

於上海福州路漢密登大廈＊油畫（報導） 

114[26,27] 1936.02 張充仁氏的作品 報/圖

  

1936.2.21[12]2.22-3.1 張充仁藝術展＊馬相伯、蔡孓民

等主辦（報導）                               

1936.4.6[8]蔡元培、吳鐵城、馮相伯介紹張充仁畫室

啟事（廣告） 

116[16,17] 1936.05 中國美術繪畫展出品 圖版

  

1936.3.5[5],4.3[6]4.18 中國美術會第四屆美展徵品啟

事＊新華藝專（廣告）                         

1936.3.15[20]鄭午昌〈願與中華美術協會諸同志共

勉〉（文章）                                 

1936.3.15[20]向培良〈我加入美協的願望〉（文章） 

118[28,29] 1936.07 劉海粟近作畫展 圖版 1936 年 7 月 1 日  劉海粟二度歐遊作品展覽

會，展品 300 件。下午在南京路大新公司四樓

舉行預展，吳鐵城市長參加揭幕典禮，蔡元培

主持。參加典禮的有英、美、法、德、俄、日

各國駐滬領事和王一亭、沈恩孚、黎照寰、王

曉籟、高劍父、梅蘭芳、王濟遠、吳蘊初等各

界人士千餘人。2 日正式展出，至 19 日閉幕。

1936.6.29[11],7.1[7,16],2,4[15],5[4],6[13],20[14]7.2-19

劉海粟二度歐遊作品展於大新公司（報/廣） 

121[46,47] 1936.10 第二次全國木刻畫流動展覽會作品選刊 圖版 1936 年 9 月 27 日  第二回全國木刻流動展覽

會自廣州為第一站展出後，又相繼在杭州、南

京、揚州、溫州、南昌、紹興等地巡迴展覽，

1936.10.5[13]10.6-8 第二回全國木刻流動展於八仙橋

青年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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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展品運抵上海，將擇日展出。 

122[38,39] 1936.11 中華美術協會第一屆選刊 圖版 1936 年 9 月 24 日  中華美術協會舉辦第一屆

美術展覽會，在南京路大新公司四樓畫廳開

幕。陳列作品三百餘件，分國畫、油畫、雕塑

三部，另辟近代名家作品陳列室，有任伯年〈赤

壁夜遊圖〉，李梅盦佛畫，陳師曾〈山居圖〉、

〈牡丹〉等，並有康有為、梁啟超書法精品，

及該會已故會員張弦的遺作（油畫、素描、國

畫等）。連日中外觀眾踴躍，各報紛紛報導。

展至 30 日閉幕。 

1936.9.8[7],9[12],24[2],29[14],10.1[15,19]9.24-10.2 中華

美術協會主辦第一屆美展，於大新公司（廣/報）

1936.10.9[14],14[2,8],15[12],19[18]10.14-22 張弦遺作

展（報導） 

122[54,55] 1936.11 全國漫畫展覽會出品選刊 圖版 1936 年 11 月 4 日  第一屆全國漫畫展覽會在

南京路大新公司四樓畫廳開幕。由《時代漫畫》

發起，經過半年籌備，從全國徵集的二千餘件

畫件中選出七百餘件展出。各界人士前往參

觀，對葉淺予、魯少飛、張光宇、張正宇、黃

堯、張文元等人作品尤為稱賞。國府主席林森

于 5 日上午前往，掏出銀幣一毫，自購票一張，

進入展覽場詳細參觀，對魯少飛、黃堯等作品

極為贊許。《漫畫界》出版全國第一屆漫畫展

覽會作品專號。至 11 日閉幕後，將赴南京、

長沙、廣州、南昌、西安、成都等地展出。

1936.11.10[18] 劉獅〈全國漫畫展評〉（文章）

1936.11.12[+2]徐疾〈第一屆全國漫畫展覽觀後感〉

（文章） 

123[32,33] 1936.12 嶺南畫家胡藻斌作品 圖版   1936.12.8[13]12.12-15 胡藻斌往京畫展（報導） 

123[32,33] 1936.12 吳公虎〈雄心驚百獸〉、黃哀鴻〈嘯虎〉  
  

1936.12.17[13],19[8]12.19-24 嶺南名畫家吳公虎、黃哀

鴻合作展（報/廣） 

124[12] 1937.01 上海市立博物館即將正式開放 報導 1937 年 1 月 10 日  上海市立博物館自籌備以 1937.1.9[11],10[12],11[9]1.10 上海市博物館開放（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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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積極徵集有關文獻展品，斐然可觀，于上

午 9 時半開幕。展品分陳兩大部類：一為歷史

部，以上海歷史為中心；一為藝術部，以我國

固有藝術為主，有書畫、雕刻以及美術工藝

品。共有陳列品二萬件。博物館面積一萬九千

平方米。第一室陳列露香園刺繡、金漆佛像、

石刻造像等；第二室為鹽場、紡織、漁輪、漁

船模型，龍華塔模型，文房用具等；第三室為

日常實用器物；第四室為石器、玉器、銅器、

陶器、印璽等；第五室為化石、甲骨；第六室

為殉葬明器；第七室為建築模型；另有第一展

廊、第二展廊、第三展廊、第四展廊。 

/圖） 

125[32,33] 1937.02 上海美專圖案系二二級級友會主辦之圖案展

覽會出品—實用美術展覽 

圖版 1937 年 1 月 12 日  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圖案系

舉辦圖案展覽會，即日至 17 日在南京路大新

公司四樓畫廳展出。 

1937.1.11[11],12[6,11],13[16],15[7]1.12-17 上海美專圖

案系二二級級友會圖案展（報/廣） 

127[17] 1937.04 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 報導 1937 年 3 月 7 日  教育部決定：參加第二次全

國美術展覽會展出作品由政府出資，選精品購

送故宮博物院永久保存。                  

3 月 19 日  第二次全國美術展覽會已收到各

方送來展品達八千餘件。並聘定專家組成展覽

會會刊編輯委員會，滕固為主任，倪貽德、劉

獅、謝海燕、鄭克昌、溫肇桐、馬公愚、鄭午

昌、王遠勃、陳抱一、丁衍鏞、施翀鵬等二十

人為委員。 

1937.4.1[11],9[3],13[2],20[13],23[10]4.1-23 全國美展開

幕＊南京（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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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31] 1937.05 第二次全國美展選輯 圖版 1937 年 4 月 1 日  教育部第二屆全國美術展覽

會經評選，參加展出作品三千五百餘件。其中

上海參展各類美術作品近千件。即日至 20 日

在南京國府路國立美術館展出。 

 

150[?] 1940.01 勵志社美術股畫展選                      圖版   1940.1.7[3]英大使參觀抗戰畫展＊勵志社（報導） 

150[?] 1940.01 青年美術學會第一屆畫展選                圖版 1939 年 12 月 22 日  青年美術會舉辦第一屆美

術展覽會，自即日起在 28 日在南京路大新公

司四樓展出。 

1939.12.22[2]12.22-24，26-28 青年美術學會第一屆展

於大新公司（廣告） 

162[?] 1941.01 冉熙〈三峽天險〉（水彩畫） 圖版 1941 年 4 月 21 日  冉熙水彩畫展即日至 27

日在大新公司四樓畫廳展出。 

1941.4.22[5],24,26[7],27[11]4.21-27 冉熙水彩畫展於大

新畫廳（廣/圖） 

162[?] 1941.01 藝術與邦交—中大教授張書旂以百鴿圖呈送

美大總統 

報導
  

1940.12.20[4]中大藝術系教授張君贈畫美總統＊繪

鴿，蔣總裁親筆題寫「信義和平」（報導） 

163[34] 1941.02 時人妙墨—陸小曼、翁瑞午聯合畫展出品之一

部 

報/圖 1940 年 12 月 21 日  陸小曼、翁瑞午國畫展覽

會即日起在大新公司東廊展出。原定 27 日閉

幕，延至 29 日。 

1940.12.28[7]12.21-29 陸小曼、翁瑞午合作畫展於大

新畫廳（報導） 

167[31] 1941.06 徐悲鴻籌賑畫展出品〈馬群〉、〈李女士像〉、

〈喜馬拉雅山〉 

報/圖
  

1941.5.13[11]徐悲鴻在南洋＊印度、新加坡（報導） 

168[34] 1941.07 現代畫展 圖版 1941 年 6 月 21 日  丁衍鏞、倪貽德、關良和

女畫家關紫蘭集合現代青年畫家多人之力作

一百三十餘件，舉辦現代繪畫展覽會，即日至

22 日在大新公司四樓畫廳展出。 

1941.6.16[7,8]6.16-22 大新公司現代繪畫展（廣/報）

1941.6.16[8]肇桐〈倪貽德的作品論〉（文章）、澤

人〈現代繪畫展覽會〉＊丁衍鏞〈魚〉（報導） 

168[34] 1941.07 張充仁個展 圖版 1941 年 6 月 15 日  張充仁雕塑繪畫展覽會即

日至 22 日在靜安寺路（今南京西路）西僑青

年會展出。展出後作品大部已被定購。 

1941.6.14[7],15,20[10]6.15-19 張充仁雕塑繪畫展（廣/

報）1941.6.14[10] 紹〈記藝術家張充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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