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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对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支持

———以«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簿»德文图书为中心的考察

□程援探∗

　　摘要　李大钊在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积极引进西文图书,配合学校教学改革,促

进了图书馆从藏书机构向教育机关的转型.文章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

书登录簿»中部分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德文图书的梳理和介绍,考察了这些文献在当时北京大学的

教学和学术研究中的作用与意义,进一步论证了李大钊及其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支持北京

大学的教学和科研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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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

钊,同时也是一名卓越的图书馆学家.他于１９１８年

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主持馆政共５年.在任

期间,李大钊从制度建设、馆藏资源建设和馆员队伍

建设等方面,对图书馆进行整顿和改革,使其完成了

从旧式藏书楼到新式图书馆的转型,具备了现代图

书馆的雏形,发展成为国内领先的大学图书馆.李

大钊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和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大钊主持北京大学图书馆后,不仅通过«北京

大学日刊»及时介绍新到馆藏,而且对新到图书的登

录进行重新设计和规范,自１９１９年１月起,建立«西
文图书登录簿»,也就是西文图书个别登录账本,详
细登记每册图书的著者、书名、出版年、出版地、出版

者、页数、经购者或捐赠者等十余项基本信息.因

此,«西文图书登录簿»就成为考察李大钊主持的图

书馆的藏书建设以及对教学科研支持的重要史料.
一个世纪以后,我们重新发现了«西文图书登录

簿»的第一册———«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簿»
(以下简称«登录簿»),虽然不够完整,却弥足珍贵,
是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的重要史

料.虽然当时«北京大学日刊»以“图书馆登录室布

告”的形式发布过一些新到馆图书信息,但毕竟数量

有限,而这本«登录簿»则为我们了解李大钊任图书

馆主任期间的藏书发展对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支持

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史料.
通过对这一册«登录簿»的初步整理发现:此两

年内北京大学图书馆引进的西文原版图书共７０８５
册,其中德文最多,有５０００余册,占西文原版书总量

的三分之二强.考虑德文图书的比重,以及蔡元培

校长留德背景对其教育理念的影响,本文拟以这批

德文图书为基本史料,结合当年北京大学相关历史

文献,来考察这些德文图书对于当时北京大学的教

学和科研所具有的价值与意义,以点带面,揭示李大

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期间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

的发展在文献支持方面的贡献.
这批德文图书的添置,一方面是依据当时的学

科建设、课程设置和教授的学术研究需求购入,以补

充外文馆藏,为教学科研提供文献支持与服务.另

一方面体现了李大钊任内的图书馆在藏书建设上具

有长远的目标规划,兼收并蓄,有预见性地引入了这

批覆盖面广、学术性和专业性较强的高质量外文图

书,丰富了专业资料匮乏的学科馆藏,可以说具有一

定的“先见之明”.尽管部分图书在当时可能并非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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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教授书单所购,但对以后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应当

也有一定的帮助.

１　«登录簿»中登录的德文图书概况

蔡元培于１９１７年１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锐
意改革,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宗旨和学

术氛围,对于图书馆的建设也有自己的计划和主张.
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蔡元培指出:“余
到校任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前所计划者二

事:二曰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

者甚少.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备教员与学生

之参考[１](１４９).”李大钊就任图书馆主任后对此也十

分赞成.由于蔡元培和李大钊的提倡,以及受到北

京大学思想自由风气的影响,“兼容互需”成为北京

大学图书馆藏书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针[２].对各类图

书广泛收藏,兼收并蓄,奠定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广泛

多样、数量庞大的藏书基础.这一时期的北京大学

大量引进西文图书,包括«登录簿»中的德文图书,都
印证了该“兼容互需”的藏书方针.

胡适在１９１７年归国之初,曾对上海市面上的英

文书籍做过考察,结果很失望,认为“大概都是些十

七世纪十八世纪的书”[３].国内当时外文书籍之匮

乏可见一斑.而且,作为主要外文的英文书尚且如

此,德文书更可想而知.在此背景下,李大钊大量引

入的德文书籍,起到了很重要的丰富补充的作用.
«登录簿»中登录的德文图书内容丰富,涵盖了

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各学科领域.其

中约半数以上是文学类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戏剧

等各种体裁,德国著名作家歌德、席勒等的作品也在

其列.本文将关注重点放在其中与教学科研有关的

书籍上,试分析这批图书在当时的教学课程体系和

学术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这批德文图书的来源,笔者推测其中大部

分是李大钊任馆长时期图书馆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

订购的.据当时德文预科班学生罗章龙回忆,他曾向

李大钊建议:“可以趁大战后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

的机会,大量购进德文书籍充实馆藏.他同意这样

做,直接向德国出版机构订购了大量图书[４]”

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恰逢欧战结束,德国战败,无力偿还

债务,导致马克大幅贬值,魏玛共和国出现恶性通货

膨胀.在此背景下向德国出版机构订购大量德文原

版图书,扩充了图书馆的西文馆藏.除此之外,还有

部分德文图书可能是单独订购,部分可能是通过校

内外各方面捐赠、调拨等非购买途径入藏图书馆.
通过初步整理发现,这批德文图书中有不少是

由莱比锡的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雷克拉姆出版社

(Philipp Reclam jun．Verlag GmbH,Reclam
Verlag)是德国一家久负盛名的平装书出版社,１８２８
年由 安 东  菲 利 普  雷 克 拉 姆 (AntonPhilipp
Reclam)在莱比锡成立.他希望能够“以低廉的价

格 为 所 有 人 提 供 名 著 (Literaturversorgungfür
alle)”[５].该出版社致力于为公众提供价格低廉的

大众流行作品,影响广泛.简洁明快的装帧风格,内
容又有着专业的品质保障,这样的出版物从１９世纪

以来引领着世人从“藏书”走向“阅读”的历程,以至

于几乎整个德语文化界都受其影响[６].雷克拉姆出

版 社 以 黄 色 封 面 的 “万 有 文 库 ”(UniversalＧ
Bibliothek)廉价平装丛书而为人所熟知.日本的岩

波书店、中国的商务印书馆后也仿效,推出类似的丛

书.该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主要是各个时期的重要德

语文学作品,哲学、历史、艺术、政治学和工具书等也

是其主要领域.
经查证,«登录簿»中出现的该出版社的图书封

面印有“ReclamsUniversalＧBibliothek”字样,应为

“万有文库”系列丛书,内容以文学类作品为主,也有

历史、哲学、法学等领域的图书.文学类图书下又细

分为不同体裁,如长篇小说 (Roman)、短 篇 小 说

(Erzählung)、戏剧(Drama)、诗歌(Gedicht)等.
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本来就价格低廉,

加之德国马克大幅贬值,因此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

学图书馆抓住难得的机遇,以比较低的成本购买了

大量有价值的德文书籍.

２　对北京大学教学的支持

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以来,对学校“教授法”
进行了改革,勉励学生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提倡

学生自主学习.在«北京大学二十二周年开学式之

训词»中,蔡元培指出:“诸君须知大学,并不是贩卖

毕业证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

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
不是硬记教员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

学问的[１](１５３).”而此番改革需要图书馆的支持与配

合,图书馆需扩充馆藏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创造有

利条件.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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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也认同蔡元培校长关于“教授法”和教学

体制的改革,在其图书馆学思想中提出了图书馆的

教育性质,认为图书馆不仅是藏书机构,更是教育机

关.大学图书馆的职能应当从古代藏书楼向现代研

究室转变,为大学的教学科研提供支撑.在«在北京

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中,
李大钊指出:“古代图书馆与现在的性质完全不同.
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

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
现在的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是保存书籍,还
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

质[７].”作为教育的机关,大学图书馆应当充实馆藏,
增加与教学科研相关的图书,为师生提供完备的文

献资源保障.“从前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现
在不满意这种制度,在教科书和讲室之外,还由教师

指出许多的参考书作学生自学的材料.按这种新教

授法去实行,若没有完备的图书馆藏了许多参考书,
决不能发生效果[７].”在李大钊图书馆学思想的指导

下,为大学教学和科研服务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的

办馆方针.以下分别从教科书、工具书和课程指定

参考书三个方面,来探讨这批图书与课堂教学内容

的相关性,说明其为教学活动提供文献支持的可

能性.

２．１　教科书

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小册子«国立北京大

学学科课程一览(九年度至十年度)»(即 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学年度)记载,１９２０学年度北京大学本科已设

有１４个系:理科有数学系、物理学系等;文科有哲学

系、中国文学系、德文学系和史学系等.通过对«登
录簿»登录的德文图书的初步整理发现,有一部分图

书是各学科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这里所引进的

德文版教科书一般不会作为正式教材在课堂中使

用:一是阅读德文原版教材要求学习者具备一定的

德语基础;二是当时北京大学各学科所使用的教材,
尤其是人文学科,多数是以任课教师自己编写的讲

义为主,教员有一套自己的课程设计和教学体系.
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部有专门机构负责印制各科的教

材或讲义.很多当时的讲义后来都被正式出版,提
供给其他学校参考、使用,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产生了

非常重要的影响[８].尽管如此,外文原版教科书反

映了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不仅可以为教师编写讲义

提供新的内容和参考,开阔教师的教学思路,延伸课

堂内容,还能够使学生补充更多的专业知识,提高外

语水平,使老师和学生都受益.因此这类德文版教

科书仍可作为教学参考和教辅阅读材料为教学服

务.此处教科书仅包括德文书名中带有“教科书”
(Lehrbuch)字样的图书.«登录簿»中这类教科书共

有１０余种,涉及哲学、心理学、数学等多个学科,以
下选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简要介绍.

(１)LehrbuchzurEinleitungindiePhilosophie/

vonJohannFriedrichHerbart,Leipzig:Verlagvon
FelixMeiner,１９１２

«哲学导论教科书»,作者约翰弗里德里希
赫尔巴特(JohannFriedrichHerbart,１７７６—１８４１),

１９世纪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科学教育学的奠基

人,曾师从著名哲学家费希特.本书为其代表作之

一,在«登录簿»的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１日,登
录号为２００２.

根据课程一览小册子,当时北京大学开设有“西
洋哲学史大纲”“哲学的派别”等课程.

(２)LehrbuchderPsychologie/von Wilhelm
Jerusalem,Wein:WilhelmBraumüller,１９１８

«心 理 学 教 科 书»,作 者 威 廉  耶 路 撒 冷

(WilhelmJerusalem,１８５４—１９２３),奥地利哲学家

和教育家.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３日,登录号

为２０４１.
北京大学在京师大学堂时期就开设了心理学课

程,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期间,北京大学心理学课程

有一定发展.
(３)LehrbuchderPsychologie,BandI,II/

vonFriedrichJodl,Stuttgart:J．G．Cotta,１９１６
«心理学教科书»第１－２卷,作者弗里德里希

约德尔(FriedrichJodl,１８４９—１９１４),德国哲学家和

心理学家.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６日,登录号为

２０４７和２０４８.
(４)LehrbuchderPsychologischenMethodik/

vonAlfredGeorgeLudvigLehmann,Leipzig:O．R．
Reisland,１９０６

«心理学方法论教科书»,作者阿尔弗雷德莱

曼(AlfredGeorgeLudvigLehmann,１８５８—１９２１),
丹麦心理学家,师从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威廉冯特

(Wilhelm Maximilian Wundt),在哥本哈根大学建

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本书是一本供未经过数

学训练的学生使用的心理物理学测量方法手册.登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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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８日,登录号为２１０２.
(５)LehrbuchderPsychologie,ErsterTeil,

ZweiterTeil/vonEdwardBradford Titchener,

Leipzig:J．A．Barth,１９１０/１９１２
«心理学教科书»第１－２卷,作者爱德华铁钦

纳(EdwardBradfordTitchener,１８６７—１９２７),英国

籍美国心理学家,２０世纪初期五大心理学派中结构

学派的领导者.本书原为英文写作,此为其德文译

本.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２日,登录号为２２７１
和２２７２.

(６)LehrbuchderempirischenPsychologie/

vonGustavAdolfLindner,GustavFröhlich,Wien:

KarlGeroldSohn,１８９８
«经验主义心理学教科书»,作者古斯塔夫阿

道夫  林 德 纳 (Gustav Adolf Lindner,１８２８—

１８８７),捷克心理学家、教育家,曾出版过心理学教科

书和捷克语基础教科书.古斯塔夫  弗勒利希

(GustavFröhlich,１８２７—１９０１),曾在耶拿大学学习

心理学和教育学.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
登录号为６５５２,共２７０页.

(７)LehrbuchderWeltgeschichtefürSchulen
/von WelterTheodorBernhard,Rünfter:Copenrath,

１８６４　
«世界史教科书»,作者维尔特西奥多伯恩

哈德(WelterTheodorBernhard,１７９６—１８７２),德国

历史学家、教育家,曾撰写过多部历史学著作.登录

日期为１９１９年２月２８日,登录号为１０１０.
当时北京大学史学系开设有“西洋中古史”“西

洋近世史”等课程.
(８)LehrbuchderebenenGeometrie/vonTheＧ

odorSpieker,Leipzig:E．Stackmann,１９０４
«平面几何教科书»,作者西奥多斯皮克(TheＧ

odorSpieker,１８２３—１９１３)是德国数学家、几何学

家,其编写的此书被广泛使用,重印了许多版本.这

本出版物对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很多著名科学家和

数学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本书的登录日期不详,
登录号为７７６.

当时北京大学数学系开设有“近世几何”“平面

曲线论”等几何学课程.
(９)Lehrbuch der Funktionentheorie / von

WilliamFoggOsgood,Leipzig:B．G．Teubner,１９１２
«函数论教科书»,作者威廉佛格奥斯古德

(WilliamFoggOsgood,１８６４—１９４３),美国著名数

学家,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曾于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来

北京大学讲学,教授“实变函数论”和“复变函数论”.
本书是一本系统阐述实变函数论和复变函数论的教

科书,登 录 日 期 为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 １３ 日,登 录 号

为１４３６.

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学年度北京大学数学系也开设有

“高等微积分及函数论”课程.

９种德文教科书涉及哲学、心理学、历史、数学

等学科,当时北京大学都有相应的课程设置,因此可

以作为教学的参考.这其中心理学教科书较多,应
与蔡元培校长对心理学的重视有关.蔡元培在德国

莱比锡大学留学时,心理学是他最感兴趣的领域之

一,曾听过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威廉冯特(Wilhelm
MaximilianWundt)的“心理学”课程三个学期,因此

有“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

理科”[９]的认识.他 在 任 北 京 大 学 校 长 之 后,于

１９１７年支持陈大齐建立国内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

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３日,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的«国立北

京大学内部组织试行章程»中,在各系设置的第三组

中包括哲学系、拟筹建的心理系和教育系.李大钊

任图书馆主任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设有“心理学及

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等课程.值得指出的是,上
列第四种心理学教材,作者师从的正是蔡元培服膺

的实验心理学创始人冯特,作者还在哥本哈根大学

建立了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因此,可以说,当时德

文心理学教材的引进,是对北京大学心理学科的发

展及蔡校长发展心理学理念的积极响应.

２．２　工具书

在教科书之外,工具书也是课程学习的重要教

辅材料.通过对«登录簿»引进的德文书目的整理发

现,词典和百科全书类的工具书共有２０余种,此处

仅包括书名中带有“词典”(Wörterbuch)和“百科全

书”(Enzyklopädie)字样的图书.以下选择若干具

有代表性的简要介绍.
(１)DeutschesWörterbuch,BandI,II,III/

vonMoritzHeyne,Leipzig:S．Hirzel,１９０６
«德语词典»第 １－３ 卷,作者莫里茨  海恩

(MoritzHeyne,１８３７—１９０６),德国日耳曼语言学

家,哥廷根大学教授,也是格林词典编纂的主要贡献

者之一.此３卷本的«德语词典»是第一部以广泛的

受众使用为基础的科学性词典.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
５９

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对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支持/程援探
TheSupportforPekingUniversitysTeachingandResearchfrom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UndertheLeadershipofLiDazhao/ChengYuantan　　　



2022

年
第6

期

年５月３日,登录号为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２)WörterbuchderPhilosophie,BandI,II/

vonFritzMauthner,Leipzig:G．Müller,１９１０
«哲学词典»第１－２卷,作者弗里茨毛特纳

(FritzMauthner,１８４９—１９２３),奥匈帝国哲学家、作
家和评论家.这部词典按照字母顺序对重要的哲学

词汇和概念进行了详细释义.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

５月１１日,登录号分别为２１４１和２１４２.
(３)Enzyklopädie der Rechtswissenschaft,

BandII,III,IV,V/vonFranzvonHoltzendorff,

JosefKohler,Berlin:Guttentag,１９１４
«法学百科全书»第２－５卷,主编弗兰茨冯

霍尔岑多夫(FranzvonHoltzendorff,１８２９—１８８９),
德国法学家,慕尼黑大学法学教授.１８８９年弗兰茨

去世后,柏林大学法学教授约瑟夫  科勒(Josef
Kohler,１８４９—１９１９)接手了新版本的编辑工作.修

订版的«法学百科全书»主要包括法哲学与普遍法

史、民法、刑法和公法几个部分的内容,范围广泛,全
面介绍了当时德国的法律状况.本书的登录日期为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登录号为６５８４－６５８７.１９２０—

１９２１学年度法律学系开设有“法学通论(预科德

文)”“德民商法大意”“罗马法”等课程,此外还有曾

留学德国的周泽春博士讲授“刑事诉讼演习”课等.
«法学百科全书»可为这些课程学习提供参考.

限于篇幅,德文工具书仅举三例,不仅包括德文

词典,也有哲学、法学等专业性工具书,具有较高的

学术性,可以为当时北京大学的相关教学提供有益

的参考.

２．３　作为德文学系课堂指定参考书的图书

蔡元培任校长期间革新学科和学制设置,开学

术研究与思想自由之风.这一时期北京大学的德语

语言文学学科建设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学校初期分

为预科和本科:预科两年制,共六学期,本科分文科、
理科和法科,德文教学分为第一外国语和第二外国

语进行,设有文科甲德文班和乙德文兼习班.１９１９
年学校机构调整,设１４个系,德文学系成为一门独

立系科[１０].«北京大学日刊»在１９１８年度就刊登了

部分与德语教学和德文学系筹备情况相关的布告、
通知、纪事等,此后还陆续刊载了德文学系的课程设

置和课堂参考书籍,从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时期北

京大学德语教学的课程建设情况.根据«北京大学

日刊»中关于德文学系课堂指定参考书的记载,同时

比对«登录簿»中的德文图书,我们可以发现:«登录

簿»有部分图书是德文学系课堂指定参考书.在文

献资料匮乏的时代背景下,这无疑为德文学系的教

学提供了极大便利,使德文学系的师生有机会阅读

更多德文原版图书.

２．３．１　德文语法类图书

１９１８年１月１２日的«北京大学日刊»(第４４期)
第２版和第３版刊登的«文科外国语用书一览表»中
列出部分德文用书[１１].其中可在«登录簿»中找到

的有以下两种:
(１)DeutscheGrammatikfürAusländerjeder

Nationalität / von Karl Krause,Breslau:J．U．
Kern,１９１３

«外国人学德文语法»,本书是由卡尔克罗泽

(KarlKrause)编写的一本适合外国人学习的经典

德文语法教材,说明简单易懂.根据«北京大学日

刊»记载,该书被列为本科德文乙班的教学用书,登
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８日,登录号为２０８６.

(２)ErstesLesebuch / von Arnold．WernerＧ
Spanhoofd,London:Heath,１９１０

«第一读本»,本书也是一本适合德语初学者学

习的语法书.该书被列为预科一年级使用的德文读

本,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登录号为５１５１.

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４日«北京大学日刊»(第９１期)第

３版«德文教授会纪事»中,列出了各科之德文课程

及应用各书[１２].除了上文中已经提到的«外国人学

德文语法»一书,以下这本在«登录簿»中也可找到:
(３)Willkommen in Deutschland / von

William Eugene Mosher,Boston:D．C．Heath &
Company,１９０９

«欢迎到德国»,本书是美国出版的一本德文阅

读教材,作者威廉尤金莫舍(William Eugene
Mosher)系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College)德文

副教授.在１９１８年３月５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

的«理科学长致顾梦渔教授函»中,夏元瑮称此书“论
德国风土人情颇详”[１３].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４月

１０日,登录号为１７４１.
以上三种德语学习方面的图书,明确为当时北

京大学德语教学的指定用书,因此对当时德语教学

的支持也就不言而喻.

２．３．２　与课程有关的文学类图书

根据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４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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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期)第２版中刊登的«德文教授会通告»,我们可

以了解到,德文学系的教学内容除了语言类课程外,
增加了“德国国情”“文学作品研读”和“修辞学及文

体学”等课程.通告中还列出了“本学年各班应用德

文书籍”,包括读本、小说和戏剧等[１４].其中以下几

本在«登录簿»中可找到.
«威廉退尔»(Wilhelm Tell)是德国作家弗里

德里希席勒(FriedrichSchiller)于１８０４年创作的

一部杰出的戏剧作品,以１３世纪瑞士农民起义为题

材.该书在«登录簿»中登录有两本:
(１)WilhelmTell/vonFriedrichSchiller,BosＧ

ton:D．C．Heath,１９１５
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０日,登录号为１７５４.
(２)Wilhelm Tell /von Friedrich Schiller,

Leipzig:PhilippReclamjun．VerlagGmbH
登录 时 间 为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登 录 号

为５７７１.
«茵梦湖»(Immensee)是德国作家狄奥多施

笃姆(TheodorStorm)发表于１８４９年的一部中篇爱

情小说.该作品在«登录簿»中也有两本:
(１)Immensee/vonTheodorStorm,Boston:D．

C．Heath,１９０２
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３日,登录号为１７７４.
(２)Immensee/vonTheodorStorm,Leipzig:

PhilippReclamjun．VerlagGmbH
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１月１日,登录号为５９４９.
大学图书馆对相关学科教学的支持,不仅在于

对已有教学课程所需文献的满足,还在于根据该学

科发展的需要未雨绸缪.下面介绍的«登录簿»中德

国文学图书与１９２３年北京大学德国文学类课程所

选书目的重合,可看作李大钊主持的图书馆对课程

支持具有“先见之明”的一个例证.
根据１９２３年９月１５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１２９２期)中刊登的«德文学系课程一览(十二年度至

十三年度)»(以下简称«课程一览»),我们可以了解

北京大学早期德文学系的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１５].
除了德文成语、尺牍、作文和练习等语言类课程外,
德文学系将教学重点放在德文诗歌、戏曲、散文等文

学作品阅读和德国文学史、修辞学及文体学、语言学

等内容上.
一年级的“德文戏曲”课程选择了德国启蒙运动

时期的重要作家莱辛的«明娜冯巴恩赫姆»(«课

程一览»中译为«军人之福»)作为研读对象.这部作

品是莱辛创作的反普鲁士的５幕戏剧,反映了７年

战争期间的社会现实,我们在«登录簿»发现了两种:
(１)MinnavonBarnhelm /vonGottholdEＧ

phraimLessing,Boston:D．C．Heath,１９０８
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０日,登录号为１７３０.
(２)MinnavonBarnhelm /vonGottholdEＧ

phraim Lessing,Leibzig:Philipp Reclam jun．
VerlagGmbH

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１日,登录号为５２２９.
二年级的“德文散文”课程阅读的是歌德的«少

年维特之烦恼»(«课程一览»中译为«青年维尔特之

悲痛»).这部中篇小说被视为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

期最重要的小说之一,作为歌德的代表作也获得了

世界性的成功.«登录簿»中发现以下版本:

DieLeidendesjungenWerthers/vonJohann
WolfgangvonGoethe,Leipzig:PhilippReclamjun．
VerlagGmbH

登录 时 间 为 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５ 日,登 录 号 为

４７４４,共１５０页.
三年级的“德文戏曲”课程阅读的是席勒的«华

伦斯坦»(«课程一览»中译为«瓦论斯坦»).这是一

部以德国历史上的３０年战争为背景的历史悲剧,被
认为是席勒戏剧创作的顶峰.«登录簿»中有以下三

种版本:
(１)Wallenstein / von Friedrich Schiller,

Leipzig:PhilippReclamjun．VerlagGmbH
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０日,登录号为５７７２.
(２)Wallenstein / von Friedrich Schiller,

Boston:D．C．Heath,１９０２
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４月１０日,登录号为１７５７.
(３)Wallenstein / von Friedrich Schiller,

Leipzig:PhilippReclamjun．VerlagGmbH
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登录号为３６２５.
四年级的“德文戏曲”课程阅读的是瓦格纳的

«帕西法尔»和歌德的«浮士德».
«帕西法尔»这部作品是德国戏剧家理查德瓦

格纳创作的最后一部歌剧作品,讲的是一个人通过

考验成圣的过程.«登录簿»中有以下版本:

Parsifal / von Wilhelm Richard Wagner,

Leipzig:PhilippReclamjun．VerlagGmbH
登录时间为１９２０年９月４日,登录号为３８５１,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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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９４页.
«浮士德»是德国大文豪歌德于１８０８年发表的

一部悲剧作品,在德语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登
录簿»中有以下三个版本:

(１)Faust,derTragödieersterundzweiter
Teil/vonJohann WolfgangvonGoethe,Leipzig:

PhilippReclamjun．VerlagGmbH
此版本有两册,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５

日,登录号分别为４７３２和４７３３.
(２)Faust,BandI,II/von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Boston:D．C．Heath,１８９２/１８９７
此书分上下两册,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３月３０

日,登录号分别为１６９３和１６９４.
(３)Faust/vonJohannWolfgangvonGoethe,

Leipzig:Wartingo
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登录号为６５２４.
上述德文小说、散文、戏剧共计１４种,涉及当时

北京大学一至四年级“德文戏曲”“德文散文”课程,
以及其他德国文学类课程的指定教学内容,而且很

多图书包括多个版本,大致可以看出李大钊主持的

北京大学图书馆对于支持德国文学教学的努力.同

时也体现了这批图书的高质量以及与教学的高度相

关性,对德文学系的学科长期发展具有一定的促进

作用.
除了德语语法教材和德语文学作品之外,«登录

簿»上还有部分与德国文学史类课程相关的图书,可
作为课程补充阅读材料.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３　对学术研究活动的支持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学术研究氛围浓厚,成为新

文化和新思想的中心.校长蔡元培曾在德国莱比锡

大学求学.莱比锡大学深受民主治校的“洪堡精神”
的影响,教学与科研享有广泛的自由.几年的留德

生涯对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大学体制改革思想都产

生了深刻影响,使其成为北京大学精神和中国现代

大学制度的奠立者.在其教育思想中,大学不仅具

有传播知识的功能,也负有创造新知识的使命,教学

与学术研究相统一成为大学的办学理念.蔡元培曾

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中明确提出“大学者,研
究高深学问者也[１](１４７).”

李大钊任馆长时期也倡导研究,重视学术.其

任内引进的德文书丰富了馆藏西文图书资源,为当

时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文献资源支撑.据１９１８年３
月５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刊登的«理科学长致顾梦

渔教授函»记载,“顷图书馆李先生来函,嘱购德文书

数种.弟新自上海及伦敦购到德文文学书及名

家著作 选 本 甚 多,均 存 图 书 馆,教 授 会 亦 可 参

考[１３].”从中我们可得知,时任理科学长夏元瑮曾受

李大钊所托,为图书馆代购德文书.且自各地购入

的不少德文名著,亦可供教授会参考使用.
以下从对留德学者的支持、引进德文戏剧图书

和引领学术与思想前沿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对学术

研究的意义.

３．１　对留德学者的支持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汇聚了不少留德归国学

者,形成了独特的治学传统和办学风格.他们不仅

在课堂上教授知识、传播文化,同时也是学术巨擘,
研究高深学问.如物理学家夏元瑮、翻译家杨丙辰、
心理学家陈大齐等,均为北京大学的学术发展和中

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们通过对«登录簿»德文书目的整理发现,部

分德文图书内容与具有留德背景的学者的学术方向

和研究领域相关,能够为其学术研究活动提供一定

的帮助.以下通过几个具体实例探讨«登录簿»中德

文图书为学术研究提供支持的可能性.

３．１．１　夏元瑮

夏元瑮是中国理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

物理学教育的拓荒者之一.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理
科学长、物理系主任.１９０９年赴德国柏林大学,师
从量子物理学家普朗克.１９１３年任北京大学理科

学长,１９１９年第二次赴柏林,结识爱因斯坦,并亲自

邀请爱氏到中国讲学,但未实现.１９２１年翻译爱因

斯坦的«相对论浅释»,１９２２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这是中国第一本介绍相对论学说的译著.

根据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２日«北京大学日刊»的记

载,夏元瑮撰写的«理科大学月刊拟题一»[１６]中,提
出的“气候与人体之关系”这一题目下的参考书,可
在«登录簿»上找到:

DerEinflussvonKlima,WetterundJahreszeit
aufdasNervenＧundSeelenleben,aufphysiologisＧ
cher Grundlage dargestellt / von Bernhard
Berliner,Wiesbaden:Bergmann,１９１４

«气候、天气与季节之影响»,作者伯恩哈德贝

利纳(BernhardBerliner,１８８５—１９７６),德国医学家、

８９

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对北京大学教学科研的支持/程援探
　　　TheSupportforPekingUniversitysTeachingandResearchfrom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UndertheLeadershipofLiDazhao/ChengYuantan



2022

年
第6

期

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致力于精神病学研究.曾获

得莱比锡大学哲学和心理学博士学位,后移民美国.
本书的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２月２日,登录号为１１.

另据１９１８年３月２７日«北京大学日刊»的记

载,夏元瑮撰写的«理科大学月刊拟题二»[１７]中,提
出的“论灵魂与肉体不能分为二物”这一题目下的参

考书,可在«登录簿»上找到:

Die MechanikdesGeisteslebens / von Max
Verworn,Berlin:B．G．Teubner,１９１９

«精神生活的机械原理»,作者马克斯弗沃恩

(MaxVerworn,１８６３—１９２１),德国生理学家,致力

于实验生理学尤其是细胞生理学领域的研究.本书

登录日期为１９２０年５月１２日,登录号为２２７８.
以上两种德文图书都是非常专门且具权威性的

学术性著作,夏元瑮在１９１８年提出书目,北京大学

在１９２０年前后购入.当时购买德文图书的时间周

期较长,此两种图书根据夏氏的研究需求而购入的

可能性极大.

３．１．２　杨丙辰

杨丙辰,原名杨震文,河南南阳人,曾留学德国

柏林大学,著名翻译家.受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

教授、德文系主任.他一生致力于德国文学的教学、
译述以及德国文化的研究,在中德文化交流史上贡

献卓著.
杨丙辰是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创始人,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的第一代中国籍德语教授.不管是早

期在北京大学的筚路蓝缕,还是稍后在清华的重作

冯妇,作为中国“德语文学学科的开创者”,杨丙辰功

劳甚大,值得大书一笔[１８].中国北方学德语的学

生,张威廉、冯至、季羡林、杨业治、田德望等大半出

其门下,这 些 人 以 后 多 成 为 大 师 级 的 日 耳 曼 学

家[１９].除了对北京大学德语系学科建设的贡献之

外,他对德语文学的重要学术贡献则表现在翻译上.
他曾翻译过席勒、莱辛、歌德和豪普特曼等德国作家

的作品,影响颇为深远.而«登录簿»中的德文书目

中有大量德语文学作品,为德文学系教授的翻译和

研究提供了便利.例如 席 勒 的 戏 剧 «强 盗»(Die
Räuber)最早的中文译本(１９２６年北新书局版)就出

自杨丙辰之手.此外还有上文中已列出的莱辛、歌
德等人的作品.

«登录簿»中«强盗»一书的出版信息如下:

DieRäuber/vonFriedrichSchiller,Leipzig:

PhilippReclamjun．VerlagGmbH
«强盗»是弗里德里希席勒创作的一部反封

建、反专制独裁的杰出的戏剧作品.此书在«登录

簿»中共有两本,登录日期都是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
登录号分别为３６２３和３６２９.

３．１．３　陈大齐

陈大齐,心理学家,１９１４年任国立北京大学心

理学教授,１９１７年在北京大学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心

理学实验室,１９１９年参与发起哲学研究会.１９２１年

留学德国柏林大学.１９２２年冬回国,任国立北京大

学哲学系教授、主任.译有«儿童心理学»«审判心理

学大意»«逻辑大意»等.著有«心理学大纲»«迷信与

心理»«哲学概论»等教科书和著作.
陈大齐虽然１９２１年才留学德国,但他早年留日

期间即系统学习德语,他根据讲义整理出版的«心理

学大纲»兼采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和美国心理学家詹

姆士学说,上述德文心理学方面的教材对陈氏的心

理学教学和相关研究应有帮助.
陈大齐留德后主要转向哲学研究,据１９２３年９

月１２日«北京大学日刊»中刊登的«哲学系课程一

览»,陈大齐负责讲授一门“近世认识论史”课程,主
要内容是叙述自笛卡尔 (Descartes)起至黑格 尔

(Hegel)止各家认识论上的重要学说[２０].该课程所

列参考书中,«现代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两
卷本可在«登录簿»中找到:

Das Erkenntnisproblem in der Philosophie
und WissenschaftderneuerenZeit,BandI,II/

vonErnstCassirer,Berlin:B．Cassirer,１９１１
«现代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第１－２卷,

作者恩斯特卡西尔(ErnstCassirer,１８７４—１９４５),
德国哲学家,受学于马尔堡的新康德主义传统,发展

出一套独特的文化哲学,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认识论、
科学论、哲学史的著作.本套丛书共４卷,是一部经

典的问题导 向 的 哲 学 史 著 作.本 书 登 录 日 期 为

１９２０年４月２７日,登录号为１８７３和１８７４.
此书也是李大钊主持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藏书

建设方面不仅满足于当下,而且着眼于未来的一个

例证.

３．２　引进德文戏剧图书

在留德学者之外,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更有一

批知识分子广泛阅读和译介、研究西方戏剧、小说等

文学作品,期以文学为工具改良社会,改造落后国民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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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以胡适等

人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提倡戏剧改良,对
中国现代戏剧的改革与戏剧理论的发展有着开创性

意义.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指

出:“一种文学有时进化到一个地位,便停住不进步

了;直到他与别种文学相接触,有了比较,无形之中

受了影响,或是有意地吸收人的长处,方才再继续有

进步[２１].”“现在中国戏剧有西洋的戏剧可作直接比

较参考的材料,若能有人虚心研究,取人之长,补我

之短;扫除旧日的种种‘遗形物’,采用西洋最近百年

来继续发达的新观念,新方法,新形式,如此方才可

使中国戏剧有改良进步的希望[２１].”他认为中国文

学之进步须学习他国文学之长处,中国戏剧之改良

须以西洋戏剧作为比较参考的材料,取长补短.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引进的这批德文图书中有不少德国

经典戏剧作品,与当时戏剧改良之思潮相呼应,为学

人研究和译介西方戏剧提供了参考资料.
胡适本人在留学期间阅读过德国戏剧作品,如

莱辛的«军人之福».他对这部作品评价很高,认为

“此剧为赖氏名著,德国曲本进化,是剧实其先河.
氏盖以全力经营,故全书无一懈笔,真不朽之作.他

日当译之,以为吾国戏曲范本云”[２２].这部莱辛的

戏剧在«登录簿»中有两种(详见上文“与课程有关的

文学类图书”部分).此外,在引进和研究西方戏剧

的过程中,挪威现实主义剧作家易卜生的戏剧受到

关注.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出版了一期 “易卜生专号”,
刊登了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和易卜生的三部剧

本.我们在«登录簿»中也发现了易卜生的部分德文

版戏剧作品,例如«玩偶之家»«人民公敌»«群鬼»等.
著名戏剧家、剧作理论家宋春舫曾留学瑞士,精

通英文、德文、法文等多种语言.他也是中国现代剧

坛上较早推介和研究西方戏剧及戏剧理论的著名学

者,曾于１９１８年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欧洲戏剧”.
宋春舫于１９２３年发表的«宋春舫论剧»第一集共收

录了他“自从一九一六年回国以后,在京沪各日报及

杂志中所发表的论说及演稿”[２３],共１６篇,系统介

绍了一战前后西方戏剧思潮及剧作.其中,在«德国

之表现派戏剧»和附录«世界名剧谈»中,宋春舫对德

国戏剧,尤其是德国的表现派戏剧都有较为深入的

研究和论述.他所谈及的德国剧作家奥古斯特斯

特林 堡 (A．Strindberg)、亚 瑟  史 尼 兹 勒 (A．
Schnitzler)、赫尔曼苏德尔曼(H．Sudermann)、奥

托埃里希哈特本(O．E．Hartleben)等人的作

品,在«登录簿»中均有登录.

３．３　引领学术与思想前沿

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入的这批德文图书,反
映了主任李大钊的开放眼光以及追踪世界潮流的态

度.这批书籍中有不少反映当时西方最新学术思想

的著作,不仅支持了教学、科研,一定程度上也引领

了当时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前沿,对北京大学学术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李大钊本人除担任图书馆主任

外,同时也是一名学识渊博、勇于开拓的著名学者,
在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都卓有建树.
作为学者的李大钊在五四时期广泛介绍和研究西方

学术思想,对其本人学术体系的建立以及当时中国

学术思潮的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据罗章龙回忆

称:“我那时是预科德文班的学生.李先生对德国哲

学、史学、文学艺术都怀有很大兴趣,常以自己不能阅

读德文原著为憾,要我随时向他提供德国学术思想界

的近况,包括政治、经济、文史、哲学等方面[４].”可见

李大钊对当时德国学术和思想界动态的深切关注.
李大钊曾在北京大学史学系、政治学系等开设

“唯物史观”“现代政治”等课程,还在北京大学、北京

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讲授“史学思想史”.其史学论

著«史学思想史»一书收录了他的“史学思想史”课程

讲义,对欧洲近代史学思想流派进行了评介,其中便

涉及到德国各种历史哲学流派和学者,如西南学派

的代表理恺尔特(HeinrichJohnRickert,今译作李

凯尔特)和文蝶儿般德(Wilhelm Windelband,今译

作文德尔班).李大钊谈到:“德国西南学派,亦称巴

丹学派,此派在日本颇盛行.日本学坛一般把西南

学派 和 北 德 的 马 尔 布 尔 西 学 派 合 称 为 新 康 德

派[２４].”“西南学派,创始于文蝶儿般德(W．WindelＧ
band),而理恺尔特(H．Rickert)实大成之,拉士克

(E．Lask)复继承之[２４].”我们在«登录簿»中发现有

李凯尔特的著作«定义的准则»(ZurLehrevonder
Definition,vonHeinrichRickert,Tübingen:J．C．B．
Mohr,１９１５)、«认识的对象»(DerGegenstandder
Erkenntnis,vonHeinrichRickert,Tübingen:J．C．B．
Mohr,１９１５),文德尔班的著作«论自由意志»(Über
Willensfreiheit, von Wilhelm Windelband,

Tübingen:J．C．B．Mohr,１９１８)、«序论»(Präludien,

BandI,II,vonWilhelm Windelband,Tübingen:J．
C．B．Mohr,１９１９).此外,这一批图书中还包括有德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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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马尔堡学派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著作«现代

哲学与科学中的认识论问题»(见上文“对留德学者的

支持”)、«实体概念和功能概念»(Substanzbegriffund
Funktionsbegriff,vonErnstCassirer,Berlin:B．Cassirer,

１９１０).李大钊的德国历史思想可能主要是从日本

或通过日文书籍获得,但这些德文书籍的引入,却表

明了他对德国历史思想原版文献的重视,以及对更

多学者从原始文献深入研究的期望.这些德国历史

哲学著作的引进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李大钊个

人的学术旨趣,还为当时国内史学理论的建构和马

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文献资料.

４　结语

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内涵丰富,他明确提出

现代图书馆不仅是收集和保存图书文献的地方,还
应作为研究室而兼有教育职能.因此,大学图书馆

应为教学与科研服务.李大钊同时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

“兼容互需”的购书方针,多渠道加强文献资源建设;
配合北京大学的教学改革,将图书馆与学校教学科

研密切结合,以发挥其教育机关的作用.
中国近代在教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还较为落

后,学科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亦没有现成的办学经验

和中文教科书可资借鉴.在此背景下从国外引进一

些经过教学和实践检验的、在国外相关学科领域使

用效果较好的教科书和教学辅导书,不仅能够学习

西方大学的教学内容,而且可以进一步完善当时的

教科书建设和课堂教学水平.对于学者来说,大量

引进的德文原版学术性著作,可以开拓他们的学术

视野,帮助其汲取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及研究领域的

前沿信息,推动其专业领域的学术研究.根据北京

大学图书馆«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西文图书登录簿»,这一

时期图书馆引进了大量德文图书,其中包括部分教

科书、工具书、课堂指定参考书等,是在教室之外对

课堂教学内容的有益补充.同时,这批德文图书也

可服务于教师的学术研究.一方面,有留德背景或

懂德文的学者可以从中找到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可

利用的文献资料.另一方面,在五四时期这批德文

书中的文学作品尤其是戏剧为学者提供了阅读和译

介西方文学作品的资源,反映德国最新学术思想的

著作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具有世界眼光和先进思想

的学者,引领了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学术和思想前沿,
对新文化和新思想的传播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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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upportforPekingUniversitysTeachingandResearchfrom
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UndertheLeadershipofLiDazhao

—AnInvestigationCenteredontheGermanBooksinRegisterBooksforWesternLanguagesfrom１９１９to１９２０

ChengYuantan

Abstract:DuringLiDazhaostenureasthedirectorofthePekingUniversityLibrary,heactivelyintroＧ
ducedWesternlanguagebooksandcooperatedwithteachingreformtopromotethetransformationofthe
PekingUniversityLibraryfromacollectioninstitutiontoaneducationalinstitution．Thearticlerevealsand
introducessomeGermanbooksrelatedtoteachingandresearch,whichwerefoundinRegisterBooksfor
Westernlanguagesfrom１９１９to１９２０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TheauthorstudiestheeffectandsigＧ
nificanceofthesecollectionsintheteachingactivitiesandacademicresearchactivitiesofPekingUniversity
atthattime,andstatestheremarkablecontributionofLiDazhaoandthelibraryinsupportingtheteaching
andresearchofPekingUniversity．

Keywords:LiDazhao;PekingUniversityLibrary;GermanBooks;TeachingandResearch;Register
BooksforWesternLangu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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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dagogicalExplorationofReadingTherapyCourses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
—Takingthe“ReadingandMentalHealth”Courseof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asanExample

WuLichun　ShanGuanxian　ZhaoChenjie　ChenChanghua

Abstract:ThelibraryofNanjingUniversityofAeronauticsandAstronauticshasincorporatedthetheoＧ
ryandpracticeofreadingtherapyintothecurriculumsandsetupthe“readingandmentalhealth”courseto
popularizereadingtherapyandimprovetheeffectivenessofreadingtherapy．ThecourseintroducesthetheＧ
oriesandmethodsofreadingtherapythroughclassroomteaching,guidesstudentsreadingbehaviorand
solvesstudentspsychologicalconfusionthroughinteractivereadinganddiscussion．Takingthiscourseasa
case,thispaperstudiestheconstructionobjectives,contents,teachingmodesandcourseevaluationmethＧ
odsofthereadingtherapycourseforscienceandengineeringcollegestudents,andpreliminarilyconstructs
ateaching mode based onthetheory and methodsofreadingtherapy,supported bythereading
bibliographyofsixspecialtopics,basedonreadinginteraction,discussionandscientificevaluation．

Keywords:ReadingTherapy;ReadingTherapyCourse;MentalHealth;Teaching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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