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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簿»

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

□邹新明　陈建龙∗

　　摘要　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簿»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

著、各种社会主义著作、俄国革命有关图书的整理和介绍,以及对这些文献的传播和影响的历史

考察,进一步论证了李大钊及其领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在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进步思想的引进与

传播方面的杰出贡献.
关键词　李大钊　北京大学图书馆　马克思主义　社会主义　俄国革命　西文图书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５．００１

　　１９１８年１月,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

任.他既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

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又是学识

渊博、先知先觉的著名学者和励精图治、成就卓著的

图书馆领导,被国际上尊称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

父”[１].吴晞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九十年记略»中总

结指出,由于李大钊的积极领导和推动,“在中国革

命史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的起点之一;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它是国内第一所利

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２]

最近两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加强了对李大钊担

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引进的革命文献的调查和发掘,
发现了其任期内的«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

簿»(以下简称“登录簿”).通过对这册登录簿的初

步整理发现:仅此两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就引进包括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及其他马克思主义著作,
以及马克思、列宁传记１５种;书名明确是关于社会

主义的图书１５种,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费
边主义、工会主义、工团主义等当时广义上的社会主

义图书１５种;关于俄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２２
种.这些图书的引进,固然与五四前后新思潮新文

化的时代背景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作为图书馆主任

的李大钊的思想倾向和积极推动的结果.上述有关

６７种图书,对于了解李大钊任主任期间北京大学图

书馆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进步西文图书的引进和

传播情况是很好的参考,并且极大地补充了以往有

关资料的不足.
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些西文图书加以整理和介

绍,以期推动有关李大钊先生和这一时期进步思想

传播的研究,并谨以此文作为李大钊先生诞辰１３０
周年的纪念.

１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原著及有关传记

马克思主义原著方面,这一时期引进马克思著

作２种,马克思、恩格斯合著１种,恩格斯著作２种,
列宁著作３种.此外,还引进马克思、列宁传记４
种.限于篇幅,下面择其精要加以介绍.

(１)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
Economy/by Karl Marx,Chicago:Charles H．
Kerr&Co．,１９１８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英文版,其出

版公司CharlesH．Kerr&Co．于１８８６年在芝加哥

创办,由于创办人查尔斯霍普克尔 (Charles
HopeKerr)个人兴趣由宗教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该社出版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相关图书.据介绍,美
国社会党曾通过该出版社向世界各地的革命者提供

５

大学图书馆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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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书籍[３].
(２)Lohnarbeitund Kapital:zurJudenfrage

undandereSchriftenausderFrühzeit/vonKarl
Marx,Leipzig:P．Reclam

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德文版,北京大学图

书馆藏有１９００年相同出版社版,经查证即此书.本

书最初是马克思１８４９年为«新莱茵报»写的社论,以
连载的形式刊出,没有刊完.１８８３年出版第一个单

行本.
(３)ManifestoofCommunistParty/byKarl

Marx,FriedrichEngels,London:WilliamReeves
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

由伦敦的 WilliamReeves出版公司出版,该社在当

时是伦敦比较激进的出版社,曾于１９世纪９０年代

出版“TheBellamyLibraryofFactandFiction”丛
书,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前９章等进步书籍.
«共产党宣言»极有可能也是此丛书的一种.早在

１８４５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曾计划出版一系列关于社

会改革的最好的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著作,但未能实

现.有研究者认为,此套丛书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

出版计划的回应[４].
(４)Landmarksof Scientific Socialism/by

FriedrichEngels,Chicago:Charles H．Kerr &
Co．,１９０７

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里程碑»英文版,通
常译为«反杜林论».

(５)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von
FriedrichEngels

本 书 全 名 为:Herrn Eugen Duhrings
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应即恩格斯的«反杜

林论»的德文版.
(６)TheSovietatWork/byNikolaiLenin,New

York:RandSchoolofSocialSciences,１９１９
列宁的著作,李大钊曾译为«苏维埃政府的要

图».
(７)TheStateandRevolution/byV．J．Ulianov,

London:G．Allen& Unwin,Ltd．
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的英文版.
(８)The Class Struggle/by K．Kautsky,

London:２０CenturyPress
考茨基的«阶级争斗».毛泽东在回忆中说,“有

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
«阶级争斗»,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

著”[５],这３部书,我们在登录簿中都发现了英文版

(«社会主义史»将在有关社会主义的部分加以介

绍).虽然毛泽东当时阅读的是中译本,但从中我们

还是可以看出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些特

点和路径.

２　与社会主义有关的西文图书

在五四运动前后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既包括

科学社会主义,也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

义、费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工会主义等.据周策

纵«五四运动史»介绍,１９１９年秋,国内研究社会主

义的团体风行一时,成立了各式研究社会主义、无政

府主义、工团主义的组织[６].据孙百刚翻译,中华书

局１９２３年出版的柯卡普的一本关于社会主义的著

作«社会主义初步»,其第１２章标题为“无政府主义,
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玻尔塞维克”,其中“玻
尔塞维克”今译“布尔什维克”.这表明,当时的学术

思想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都是比较宽泛的.
据此,笔者在整理这两年的西文书目,搜集有关

社会主义的书籍时,不仅包括书名中明确带有“社会

主义”一词的图书,也包括有关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

会主义、费边主义、工会主义、工团主义的图书.根据

这一界定,找到相关图书３０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有:
(１)FrenchandGermanSocialisminModern

Times/byRichardTheodoreEly,NewYork:HarＧ
per,１９１１

作者理查德西奥多埃利(RichardTheodore
Ely,１８５４~１９４３年),美国经济学家,进步运动领导

者.著有关于劳工运动、社会主义,以及其他社会问

题的著作,具有广泛的影响.北京大学图书馆这一

时期购有本书两册.
(２)HistoryofSocialism/byThomasKirkup,

London:A．andC．Black,１９１３
托马斯柯卡普(ThomasKirkup,１８４４~１９１２

年),英国学者,曾撰写１８７５~１８８９年完成的«大英

百科全书»第９版中的“社会主义”词条.该书把社

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流派加以介绍,是前文提到的

帮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建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三

部书之一.«社会主义史»初版于１８９２年,１９１３年

版由英国费边社创始人之一皮司做了增订.北京大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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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这一时期先后购入两册,均为１９１３年增

订版.
(３)MarxianSocialism/byW．P．Larkin,Clark:

Purcell,１９１８
英国人拉尔金(W．P．Larkin)著,据中文版译者

李凤亭介绍,拉尔金是宗教信仰者,但对马克思主义

的态度温和,评价也比较公正.
(４)TheMeaningofSocialism/byJohnBruce

Glasier,London:TheNationalLaborPress,Ltd．
作者约翰布鲁斯格拉西尔(JohnBruce

Glasier,１８５９~１９２０年)是苏格兰社会主义政治家,

１８８５年 加 入 社 会 主 义 者 联 盟,并 成 为 格 拉 斯 哥

(Glasgow)支部负责人.
(５)Socialism in Thought and Action/by

Harry Wellington Laidler,New York:The
MacmillanCompany,１９２０

作者哈里惠灵顿雷岱尔(HarryWellington
Laidler,１８８４~１９７０年),美国社会主义作家、杂志

编辑,政治家.曾任美国工业民主联盟执行主席.
除了本书外,还著有«社会主义思想史»«社会主义计

划和社会主义纲领»等.
(６)TheSocialismofTo－day;ASource－

bookofthePresentPositionandRecentDevelopＧ
mentoftheSocialistand LaborPartiesin All
Countries,Consisting MainlyofOriginalDocuＧ
ments/byWilliamEnglishWalling,NewYork:H．
HoltandCompany,１９１６

编者威廉英格里西沃林(WilliamEnglish
Walling,１８７７~１９３６年),美国记者、工人运动改革

者和社会主义者.本书为关于社会主义的资料性文

献,主要介绍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和工人政党的现

状和最近发展情况.
日本学者石川祯浩在考察当时相关文献的传播

时指出:“在当时的有关社会主义思想的著作中,考
茨基(K．Kautsky)和日本社会主义者所著讲解书的

翻译,以及‘正统派’马克思主义以外的社会主义书

籍,远 比 马 克 思、恩 格 斯、列 宁 等 的 经 典 著 作 要

多.”[７]这一时期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相关文献也具有

类似的特点,即各类社会主义的书籍远比马克思、恩
格斯、列宁等的经典著作要多.

３　关于俄国问题及俄国革命的图书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对有关俄

国问题和俄国革命的图书的引进非常重视,最知名

的就是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的

北京大学“图书部典书课通告”(当时图书馆改称图

书部),通告列出了“本校所有关于俄国问题之参考

书籍二十三种”[８].
笔者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

文图书登录簿»时,发现上述２３种图书中有１６种在

登录簿中有记录,仅缺７种.这表明,１９２０年底公

布的这份书目,主要是李大钊任主任期间购买的.
下面重点介绍与２３种俄国问题书目重合的１６

种图书中比较重要的著作.
(１)The Red Heartof Russia/by Bessie

Beatty,NewYork:TheCenturyCo．,１９１９
作者贝西比蒂(BessieBeatty,１８８６~１９４７

年),美国新闻记者、编辑、剧作家.曾以战地记者的

身份到俄国８个月,见证了俄国十月革命,本书即以

此经历为基础写成.
(２)Russiaafterthe Revolution/by Charles

EzraBeury,Philadelphia:GeorgeW．Jacobb,１９１８
本书既包括作者穿越俄罗斯、波斯、土耳其等地

的旅行记录,也包括俄国革命的介绍,第６章专门介

绍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情形.本书作者查尔斯
埃兹 拉贝 里(CharlesEzraBeury,１８７９~１９５３
年),美国律师,银行家,天普大学第二任校长.

(３)Bolshevik Russia/byÉtienneAntonelli,

NewYork:AlfredA．Knopf,Inc．,１９２０
作者艾蒂安安东内利(ÉtienneAntonelli,

１８７９~１９７１年),法国经济学家,一战后期曾以军事

专员的身份到俄国,得以见证十月革命及随后的事

件,本书就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记录.本书法文版出

版于１９１９年,１９２０年出版英译本.
(４)TheRussianRevolution/byLeonTrotsky,

London:Unwin,１９１９
作者 托 洛 茨 基(LeonTrotsky,１８７９~１９４０

年),俄国革命家,１９０５年革命领导者,１９１７年十月

革命的组织指挥者,苏联共产党领袖.本书主要内

容为１９１７年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５)TheProletarianRevolutioninRussia/by

VladimirIlichLenin;LeonTrotsky,New York:

TheCommunistPress,１９１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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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列宁与托洛茨基合著的«俄国无产阶级

革命».
另外,我们在登录簿中还发现了６种与俄国革

命有关的图书,比较重要的有:
(１)Six WeeksinRussianin１９１９/byArthur

Ransome,London:G．Allen& Unwinltd．,１９１９
作者阿瑟兰塞姆(ArthurRansome,１８８４~

１９６７年),英国作家和新闻记者.１９１９年１月３０日

与两位挪威记者和一位瑞典记者从斯德哥尔摩出发

到苏维埃俄国访问,同年３月中旬离开.本书是作

者在苏维埃俄国期间的见闻记录,包括与列宁的

谈话.
(２)TheBullittMissiontoRussia/byWilliam

ChristianBullitt,NewYork:B．W．Huebsch,１９１９．
作者 威 廉  克 里 斯 琴  布 利 特 (William

ChristianBullitt,１８９１~１９６７年),美国外交官、新
闻记者、小说家.曾以巴黎和会代表的身份与列宁

谈判,本书是作者在美国外交委员会的证词.作者

后曾出任美国驻苏联首任大使.
(３)TenDaysthatShooktheWorld/byJohn

Reed,NewYork:Boni&Liveright,Inc．,１９１９
作者约翰里德(JohnReed,１８８７~１９２０年),

美国新闻记者、诗人,社会主义活动家,以本书闻名.
本书是关于十月革命的详细记载,有列宁的导言.

４　在马克思主义及进步思想传播中的作用与影响

关于这一时期上述６７种西文图书的阅读和传

播,因为资料的关系,我们只能略作探讨.

４．１　李大钊本人阅读和研究过其中一些书籍

李大钊在«新青年»１９２１年第９卷第３号上发

表的«俄罗斯革命的过去与现在»一文在介绍列宁的

著作时说:“列宁的著作译成英文的我只看见有«无
产阶级的革命»(是集合列宁与托罗十基最近的演说

而成的,纽约共产党印书社印行)«苏维埃政府的要

图»(纽约 RandSchool印行)和«国家与革命»三
种.”其中«无产阶级的革命»应即我们前面介绍的书

目中的TheProletarianRevolutioninRussia,出版

社纽约的 TheCommunistPress即李大钊所说的

“共产党印书社”;«苏维埃政府的要图»应即我们所

列书目中的SovietatWork,出版社纽约的 Rand
SchoolofSocialSciences,即李大钊简称的 Rand
School;«国家与革命»应即我们所列书目中的The

StateandRevolution.加之李大钊此文写于１９２１
年,也就是在登录簿之后,可以大致确定,李大钊阅

读的此３种列宁英文著作,都是来自当时的北京大

学图书馆.

４．２　北京大学进步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下积极从

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

«社会主义史»的译者李季,１９１８年北京大学毕

业后,一度返乡,后在北京大学补习班谋得教职.李

季在１９２０年３月给胡适的信中开头即说:“阔克泼

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生于上星期内已将第一章译

出来了;今特着听差将译稿送上.”[９]信中所说“阔克

泼”即今译的“柯卡普”.本文所列«社会主义史»,在
登录簿中的有２种,登录日期分别为１９１９年５月２
日和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８日.故我们可以大致推断,李
季翻译«社会主义史»时,有可能就是根据北京大学

图书馆这一时期购入的英文本.
新潮社主要成员罗家伦曾翻译«俄国革命史»

(原标题注明“著者塞克”),自１９１９年４月１９日起

在«晨报»上陆续连载;国民社创办的«国民»杂志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第２卷第１号上发表了李泽彰翻译的

«马克思和昂格斯共产党宣言».
笔者注意到,本文所列６７种图书,与当时北京

大学社团和机构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收藏书

目有重合之处,鉴于当时西文有关文献比较稀缺,这
些重合的图书也有调至有关机构的可能.即便不是

调入,也极有可能是受到李大钊和他主持的北京大

学图书馆相关收藏的影响.

１９２０年３月,在李大钊的指导和支持下,北京

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又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
立,该学会后来又建立“亢慕义斋”收藏马克思主义

文献.１９２２年２月６日,该学会在«北京大学日刊»
上公布了“亢慕义斋”的藏书,经比对,与本文６７种

书目重合的有以下４种:
(１)马 克 思 与 恩 格 斯 合 著 的 Manifestoof

CommunistParty(«北大日刊»书目误作Bommuist
Manifests)

(２)考茨基的EthicsandtheMaterialistConＧ
ceptionofHistory

(３)列宁与托洛茨基合著的 TheProletarian
RevolutioninRussia

(４)艾伯特里斯威廉姆斯(AlbertRhys
Williams)所著Lenin:TheManandHisWork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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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晞在«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一文中指

出:“亢慕义斋虽然在名义上不隶属于图书馆,实际

上却是李大钊主持的北大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的组成

部分,亢慕义斋的图书很多是由图书馆转来或代购

的,”[１０]上述４种重合的图书为此说提供了佐证.
此外,由北京大学学生区声白等无政府主义者

发起创办的通信图书馆于１９２０年７月７日在«北京

大学日刊»上刊登的“通信图书馆启事”中,公布了新

到英文书籍１２种,经比对,与本文６７种书目重合的

有以下２种:
(１)爱德华雷诺兹皮斯(EdwardReynolds

Pease) 所 著 History of the Fabian Society
(Fabian,«北大日刊»误作Tabian.)

(２)列宁的SovietatWork
除上述２种图书,两个书目还包括了几位相同

的作 者,如 詹 姆 斯拉 姆 齐麦 克 唐 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约 翰  斯 帕 戈 (John
Spargo),托洛茨基(LeonTrotsky).

４．３　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中文翻译传播

６７种图书中,有１６种在１９２０年前后被译成中

文,分别是:
(１)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德文版.该书

被收入１９２１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全书”中,
袁让翻译(在“马克思全书”的广告中,译者为袁湘),
译名为«工钱劳动与资本».此书在登录簿中的登录

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２日.
(２)«共产党宣言»英文版,«共产党宣言»被陈望

道全本译为中文,１９２０年８月由社会主义研究社出

版,后收入人民出版社的“马克思全书”.登录簿的

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９日.关于陈望道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底本,有一个广为传播的说法,即陈

独秀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英文版交给

陈望道,陈望道带回家乡翻译.虽然不少研究者认

为,陈望道所据应为日文译本,但也不排除其参考英

文版的可能.从时间上看,登录簿中登录的这本英文

版«共产党宣言»,也有可能就是陈独秀借出的那本.
(３)列宁«国家与革命»的英译本.马林在１９２２

年７月１１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提到“列宁

的«国家与革命»已由一个中国同志翻译出版.”[１１]本
书在登录簿的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４日.

(４)列宁的SovietatWork,由李立翻译,中文

译名«劳农会之建设»,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出版,收入人民

出版社的“列宁全书”丛书.本书在登录簿的登录时

间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８日.
(５)考茨基的«阶级争斗»,由恽代英译成中文,

１９２１年由新青年社出版,收入«新青年丛书».本书

在登录簿的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３月１９日.
(６)理查德西奥多埃利(RichardTheodore

Ely,１８５４~１９４３年)所著FrenchandGermanSoＧ
cialisminModernTimes,由黄尊三翻译,１９２２年在

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题名为«近世社会主义论».
本书在登录簿的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８日.

(７)柯卡普«社会主义史»１９１３年皮司增补本,
由李季翻译,新青年社１９２０年１０月出版,收入«新
青年丛书».本书在登录簿中有２册,登录日期分别

为１９１９年５月２日和１９２０年１月２８日.
(８)英国人拉尔金所 著 MarxianSocialism,

１９２０年１０月由李凤亭在东京完成译稿,书名为«马
克思派社会主义»,收入“共学社丛书”之“马克思研

究丛书”.１９２２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书在登录

簿的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９)苏格兰社会主义政治家约翰布鲁斯格

拉西尔(JohnBruceGlasier,１８５９~１９２０年)的The
MeaningofSocialism,由刘建阳译成中文,题名«社
会主义之意义»,大致译成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２３年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收入“共学社丛书”之“社会丛书”.
本书在登录簿的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６日.

(１０)哈里韦林顿莱德勒(HarryWellington
Laidler,１８８４~１９７０年)的SocialisminThought
andAction,由李季译,陶孟和校,中文题名为«社会

主义之思想及运动»,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年出版,为
“世界丛书”之一种.本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２
册,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６日.

(１１)约翰亨特哈利(JohnHunterHarley,

１８６５~１９４７年)的Syndicalism,由李季翻译,中文

书名为«工团主义»,新青年社１９２１年出版,“新青年

丛书”之一.本书在登录簿上的著录时间为１９１９年

１１月１７日.
(１２)乔治罗伯特斯特林泰勒(George

RobertStirlingTaylor)的TheGuildState,由沈泽

民译成中文,书名为«基尔特的国家»,上海商务印书

馆１９２２年出版,收入“共学社今人会丛书”.本书在

登录簿上的著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３日.
(１３)爱德华雷诺兹皮斯(EdwardReynolds

９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簿»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引进与传播/邹新明,陈建龙　　
AcquisitionofMarxismandRelatedBooksinWesternLanguagesfrom１９１９to１９２０ByLiDazhao/ZouXinming,ChenJianlong　　　



2
0

1
9

年
第5

期

Pease)的 HistoryoftheFabianSociety,由薛嘘成

和沈端方翻译,中文名为«费边社史»,１９２２年由上

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共学社社会丛书”之一.本

书在登录簿上的著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月１３日.
(１４)克鲁泡特金的ConquestofBread,由巴金

翻译,书名译为«面包略取»,１９２７年由克氏全集刊

行社出版,收入«克氏全集».本书在登录簿上的著

录时间为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９日.
(１５)克鲁泡特金的 ModernScienceandAnarＧ

chism,由黄凌霜译成中文,中文名为«近世科学与无

政府主义»,１９１９年出版,收入“进化丛书”,该书出

版不久就被北洋政府查禁.本书在登录簿的登录日

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８日.
(１６)克鲁泡特金在巴黎的演讲 ThePlaceof

AnarchisminSocialisticEvolution,最早于１９１６年

由涓声翻译,发表于«民声»第２９期,题名译为«社会

主义进化中之无政府主义»;然后是邹德高翻译,在
«创造»１９２２年第１卷第１期上发表的«“无政府主

义”在“社会主义”进化中的地位»,此译文又发表于

«北京大学日刊»,１９２２年２月７日、８日、１３日连

载,并注明由高一涵校;最后是范天均翻译的,发表

于«民钟»１９２５年第１２、１３期.本书在登录簿的登

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２６日,晚于涓声翻译,早于邹

德高、范天均翻译.
以上１６种中译本中,属于当时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马克思全书”２种,列宁全书１种.亢慕义斋不

仅收藏马克思主义著作,还组织英、德、法翻译组,着
手翻译相关文献.据早年参加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

罗章龙回忆:“根据人民出版社通告(广州昌兴新街

二十八号),该社编译社会主义新书和重版书籍共计

四十八种,其中标明康明尼斯特丛书十种,列宁全书

十四种,均系亢慕义斋翻译任务.又马克思全书十

四种,是 亢 慕 义 斋 与 上 海、广 州 同 志 分 任 编 译

的,”[１２]经比对,人民出版社当年通告中除上述翻译

出版的３种外,目前未见流传的书目中的图书与本

文６７种图书重合的还有:“列宁全书”中的«国家与

革命»«无产阶级革命»(即本文书目中的«俄国无产

阶级革命»).鉴于“亢慕义斋”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均有北京大学背景,我们可以大致推断,１９１９~１９２０
年由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的马克思主

义及相关文献,极有可能为人民出版社组织翻译出

版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提供了一部分原始文献底本.

５　结语

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恰逢一战

结束、十月革命胜利、五四运动等重大事件前后发

生,由于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信仰,以及当

时各种进步思潮的影响,他在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

期间,对引进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书刊,起到了积

极的领导和推进作用.从相关文献的引进与传播、
中文译本的翻译等方面考察,北京大学图书馆在传

播马克思主义及其他进步思潮方面,开风气之先,并
与当时的进步思潮积极互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

响,李大钊在其中的巨大作用功不可没.

附:６７种西文图书简目
１．AContributiontotheCritiqueofPoliticalEconomy/byKarlMarx,
Chicago:CharlesH．Kerr&Co．,１９１８．
２．LohnarbeitundKapital:zurJudenfrageundandereSchriftenaus
derFrühzeit/vonKarlMarx,Leipzig:P．Reclam,出版年不详．
３．ManifestoofCommunistParty/byKarlMarx,FriedrichEngels,
London:WilliamReeves,出版年不详．
４．LandmarksofScientificSocialism/byFriedrichEngels,Chicago:
CharlesH．Kerr&Co．,１９０７．
５．UmwälzungderWissenschaft/vonFriedrichEngels,出版信息不详．
６．TheSovietatWork/byNikolaiLenin,NewYork:RandSchoolof
SocialSciences,１９１９．
７．TheStateandRevolution/byV．J．Ulianov,London:G．Allen&UnＧ
win,Ltd．,出版年不详．

８．TheFutureBelongstothePeople/K．Liebknecht;S．Zimand,
WalterWeyl,NewYork:Longmans,Green,andCo．,１９１８．

９．KarlMarx:BiographicalMemoirs/by W．Liebknecht,Chicago:
CharlesH．Kerr&Co．,１９０１．
１０．EthicsandtheMaterialistConceptionofHistory/byK．Kautsky,
Chicago:CharlesH．Kerr&Co．,１９１８．

１１．TheClassStruggle/byK．Kautsky,London:２０CenturyPress,出
版年不详．

１２．MarxianSocialismandReligion/byJohnSpargo,NewYork:B．
W．Huebsch,１９１５．

１３．KarlMarx/byKarlDannenberg,NewYork:RadicalReview,１９１８．
１４．KarlMarx/byJohnSpargo,NewYork:B．W．Huebsch,１９１２．
１５．Lenin:TheManandHisWork/byAlbertRhysWilliams,New
York:Scott&Seltzer,１９１９．

１６．FrenchandGermanSocialisminModernTimes/byRichardTheoＧ
doreEly,NewYork:Harper,１９１１．

１７．TwentiethCenturySocialism:WhatItIsNot;WhatItIs:HowIt
MayCome/byEdmondKelly,NewYork:Longmans,Green,and
Co．,１９１３．

１８．AHistoryofBritishSocialismvol．１/byMaxBeer,London:G．Bell
andSons,Ltd．,１９１９．

１９．HistoryofSocialism/by Thomas Kirkup,London:A．and C．
Black,１９１３．

２０．AnInquiryintoSocialism/by ThomasKirkup,London:Longmans,
Green,andco．,１９０９．

２１．InternationalSocialismandtheWar/byArthurWilfridHumphrey,LonＧ
don:P．S．KingandSonLtd．,１９１５．

２２．MarxianSocialism/byW．P．Larkin,Clark:Purcell,１９１８．
２３．TheMeaningofSocialism/byJohnBruceGlasier,London:N．The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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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LaborPress,Ltd．,出版年不详．
２４．RevolutioninGermany/byKarlDannenberg,NewYork:Radical
Review,１９０６．

２５．Socialism/byRobertFlint,Philadelphia:J．B．Lippincott,１９０６．
２６．Socialism: New and Old/by William Graham,London:
Trubner,１９０８．

２７．Socialism/by Correa Moylan Walsh,New York:Sturgis &
Walton,co．,１９１７．

２８．Socialism/by Edwin Clyde Robbins,New York:The H．W．
Wilson,１９１５．

２９．SocialisminThoughtandAction/byHarryWellingtonLaidler,
NewYork:TheMacmillanCompany,１９２０．

３０．TheSocialismoftoＧday/byWilliamEnglishWalling,NewYork:
H．HoltandCompany,１９１６．

３１．TheNewUnionism/byAndréTridon,NewYork:B．W．Huebsch,１９１４．
３２．AnIntroductiontoTrade Unionism/byG．D．H．Cole,Westminster:
FabianResearchDepartment;London:G．AllenandUnwin,１９１８．

３３．Syndicalism/byJohnHunterHarley,London:T．C．&E．C．Jack,
出版年不详．

３４．EconomicsandSyndicalism/by Adam WillKirkaldy,London: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１４．

３５．Syndicalism:ACriticalExamination/byJamesRamsayMacDonald,LonＧ
don:Constable&Co．,Ltd．,１９１２．

３６．SyndicalisminFrance/byLouisLevine,NewYork:ColumbiaUniＧ
versity,１９１４．

３７．TheGuildState/byGeorgeRobertStirlingTaylor,London:G．
Allen& Unwin,１９１９．

３８．A Guildsmans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by Arthur Joseph
Penty,London:G．Allen& UnwinLtd．,１９２０．

３９．History ofthe Fabian Society/by Edward Reynolds Pease,
London:A．C．Fifield,１９１６．

４０．FabianEssaysinSocialism/byBernardShaw,London:FellingＧonＧ
Tyne;NewYork:WalterScottPublishing,１９０８．

４１．ConquestofBread/byPeterAlexeivichKropotkin,London:ChapＧ
man& Hall,１９１３．

４２．LawandAuthority:anAnarchistEssay/byPeterAlexeivichKroＧ
potkin,London:WilliamReeves,出版年不详．

４３．AnAppealtotheYoung/byPeterAlexeivichKropotkin,出版信

息不详．
４４．ModernScienceandAnarchism/byPeterAlexeivichKropotkin,
London:FreedomPress,１９１２．

４５．ThePlaceofAnarchisminSocialisticEvolution:anAddressDeＧ
liveredinParis/byPeterAlexeivichKropotkin,London:William
Reeves,出版年不详．

４６．TheRedHeartofRussia/byBessieBeatty,NewYork:TheCenＧ
turyCo．,１９１９．

４７．TheSouloftheRussianRevolution/byMoissayeJosephOlgin,
NewYork:HenryHoltandCompany,１９１７．

４８．RussiainTransformation/byArthurJudsonBrown,NewYork:
FlemingH．RevellCompany,１９１７．

４９．RussiaaftertheRevolution/byCharlesEzraBeury,Philadelphia:
GeorgeW．Jacobb,１９１８．

５０．Bolshevik Russia/byÉtienneAntonelli,New York:Alfred A．
Knopf,Inc．,１９２０．

５１．TheRussianRevolution/byLeonTrotsky,London:Unwin,１９１９．
５２．RussiainUpheaval/byEdwardAlsworthRoss,London:Unwin,１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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