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
第5

期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刊物初探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为例

□张丽静∗　吴冕　孙雅馨

　　摘要　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万余种民国刊物中,系统、全面地梳理出民国时期北京大学

创办刊物,形成详细的刊物目录,并按照刊载内容、创刊时间和创办者身份等类别进行初步分类,
通过量化分析总结刊物创办的缘由及特点,从刊物内容价值和刊载信息特征分析,揭示刊物质量

和影响力,阐明这些刊物对于民国时期社会发展、革命运动、学术研究、北大历史记载及民国出版

史的重要作用和价值.
关键词　民国时期　北京大学　刊物　创办　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５．２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１

　　民国时期,大学普遍重视出版活动,把出版工作

视为培养人才、改进教学、提升学术水平等方面的重

要一环[１].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在民国时期的

出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特别是五四运动

以后,从学生、教授及各种社团,到院系和专门研究

机构,纷纷创办各种刊物,无论是综合性学报还是专

业性学术期刊,都保持了较高的水准.北大图书馆

馆藏的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刊物种类繁多、各具特

色,通过系统梳理形成１０１种刊物的详细目录,按照

不同类别对这些刊物进行整体量化分析,可以初步

揭示和阐明刊物蕴含的内容价值和社会影响力,有
助于更好地了解民国社会史及北大历史.

１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刊物概况介绍

民国时期的大学出版可以上溯到晚清,但晚清

到民国时期大学出版的历史演进、社会价值以及所

作出的突出贡献,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

视[１].有关民国时期大学出版的研究虽有些史料梳

理、专题研究类的文章,但总体来看比较零散,不成

体系,对于大学出版物的研究及历史贡献等方面的

论述也明显偏弱,尤其针对某一大学的全部刊物进

行系统研究的更是甚少.民国期间,北大创办了不

少闻名国内外的刊物,如中国最早的大学校刊«北京

大学日刊»、蔡元培先生主持下创办的«北京大学月

刊»、有民国时期最好学术刊物称号的«国学季刊»、
学生创办的知名刊物«新潮»等,都是十分具有代表

性的经典刊物,一直是北大学术及历史研究等领域

至关重要的参考资料.经前期文献调研可知,学术

界对于北大创办的某一种期刊或有研究,但较系统、
完整地梳理北大创办的所有民国期刊并分析刊物特

征及阐明其价值与作用的较为少见.因此,本文基

于北大图书馆馆藏,对北大创办的民国刊物进行目

录式整理与揭示.

１．１　刊物范围界定

民国时期出版的刊物既多又杂,系统梳理某一

主题的刊物颇为不易,首要的难题就是如何界定刊

物范围.关于民国时期北大创办刊物的界定标准

如下:
(１)时间范围.民国时期,即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

北大图书馆收藏最早的北大创办刊物为北大留日学

生编译社主办的«学海»,创刊于１９０８年,时为晚清,
现仅存创刊年２册,且馆藏北大晚清创办刊物仅此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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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种,又未在民国时段范围内,故未收录.
(２)编辑者界定.民国刊物创办者的情形亦较

为复杂,此次收录主要依据为创办编辑者的名称中

明确有“北京大学”“北大”等字样的机构或团体,包
括北大各院系,北大各相关团体和社团、北大校友组

织等,兼及或为北大人组织创办,或与北大各机构、
团体及北大人合作共同创办的刊物.这里所说的

“北大人”,主要指创办刊物时在校的北大学生和教

师.其他因资料缺乏或暂未研究明确的,如只有通

讯处设立在北大或只在北大印刷而无法查证编辑者

与北大之间关系的,如«佛心丛刊»等,则暂付阙如.
(３)“创办”释义.所谓“创办”,即主要着眼于北

大参与刊物的创刊,而非接续或刊物存续出版.之

所以确定这样的刊物范围,一是考虑到民国刊物繁

杂,如不作进一步限定,研究涉及范围则过于宽泛,
不利于具体推进;二是创刊刊物本身可以反映出很

多信息内容,对于了解刊物创办目的、历史渊源及其

内容等都具有更大的价值.如«新青年»,虽与北大

有着密切关系,但该刊是１９１５年９月由陈独秀在上

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发展而来,１９１６年９月第２卷

第１号起更名为«新青年»,且在第２卷第６号出版

时,陈独秀受蔡元培礼聘,加入北大,任文科学长,将
«新青年»也迁至北京出版,故未收录.

(４)刊物类型限定.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刊物

类型,暂限于北大图书馆馆藏已编中文民国期刊,而
未涉及民国图书和民国报纸,如«桥梁工学»«北大生

活»等根据现有馆藏编目信息,亦未纳入.

１．２　馆藏总体情况

北大图书馆藏有万余种民国刊物,根据上述民

国时期北大创办刊物的界定标准,再参考郭建荣的

«老北大出版物述略»[２]文章和姚远的«中国大学科

技期刊史»[３]一书,梳理出民国时期北大创办刊物馆

藏整体情况,共１０１种,３０９册(合订本).
迫于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民国时期北大校址几

经变 迁,数 次 被 迫 取 消 或 与 其 他 高 校 合 并.在

１９２７—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北京大学先后变更

为京师大学、北平大学,又与其他高校合并为西南联

合大学,这一时期创办出版的刊物相对复杂,虽有些

刊物是以联合大学校名为编辑者,也许北京大学是

其创办者之一,但具体创办是否属于北大,尚无法获

得详细资料进行确认.特别是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特殊

时期,哪些民国刊物为北大出版物存在一定争议,研
究者存有不同看法,虽然已发表的期刊论文和出版

图书中,明确列出北京大学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刊物出版

情况,但这段时期,位于北平的“北京大学”实属伪北

京大学.其所创办的刊物应为伪北京大学刊物,目
前所知刊物包括:«北京大学工学院新闻»«北大化

讯»«北大文学»«农学季刊»«农学月刊»«北京大学农

学院气象报告»«国立北京大学医学杂志»«国立北京

大学医学院论文集»,以上８种刊物亦暂未列入目录

统计.

２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刊物分类揭示

北大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百余种刊

物,种类繁多、各具特色,内容涉及广泛,有以时事为

主的评论刊物,有以学术为主的综合性学报和专业

学报,也有纪念性、普及性、娱乐性的应时刊物[２],从
刊载内容、创办者身份、创办时间等不同角度加以量

化分析,有助于更好地从不同层面了解每种刊物的

内容、特点和价值.

２．１　以刊载内容分类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１０１种刊物内容涉及各个

方面,有报道时政消息、评论社会政治、宣扬革命运

动、讨论学术研究的,也有记录校园生活、北大校史、
纪念活动的,还有文学创作等内容,以刊载内容的主

要侧重点为依据进行初步分类,大致可分为时政进

步类、学术研究类、北大校史类、文学艺术类、其他综

合类５种,如表１所示.按现有学科分类属性来看,
这５种类型包含的百余种刊物涉及的学科范围也非

常广泛,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等

各学科领域,结合当今北大学科发展现状可知,学术

刊物与学科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其中,时政进步类刊物涉及历史、政治等学科.

民国时期政局混乱,北大师生利用刊物表达政治观

点、宣传革命思想、唤起民众觉醒,积极投身到社会

革命当中.这些刊物内容主要包括历史事件记载、
政局时事评论、进步思想宣传、革命运动开展等,翔
实记录民国社会的真实现状,为政治、历史等学科留

下了珍贵的史实资料,为研究民国社会史、革命史提

供了重要参考文献.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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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北大创办刊物按内容分类表

类别 期刊名称 种数

时政进步类

«每周评论»«新潮»«国民»«川局促定会会刊»«批评»«评论之评论»«努力周报»«政治生活»«现代评论»«猛进»«国民

周报»«革命周报»«社会批判»«战旗»«国难周刊»«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专刊»«自决»«新地月刊»«北京大学示威运

动专刊»«中国论坛»«青年大众»«认识»«独立评论»«新战线周刊»«理论与现实»«北平周报»«前趋»«每周论坛»«学

生动向»«正声»«新生命»«时代评论»«五四特刊»«独立时论集»

３４

学术研究类

«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数理杂志»«国故»«音乐杂志»«绘学杂志»«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科学常识»«社会

科学季刊»«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国学季刊»«造形美术»«社会科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新教育评论»

«北大化学会年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北大图书部月刊»«国立北京大

学地质学会会刊»«政治学论丛»«史学论丛»«史学»«北大经济学报»«治史杂志»«国立北京大学农业经济学会会刊»

«图书与学习»«北大工程»«医疗通讯»

２８

北大校史类

«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北大学生会周刊»«北大哲学系毕业同学纪念

刊»«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北大学生»(１９３０年创刊)、«北大学生周刊»«北大卅三周年纪念特刊»«北大新闻»

«北京大学周刊»«北京大学五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北大学生»(１９３４年创刊)、«北大校友»«北大周刊»«北大旬

刊»«北大迎新特刊»«北大师大校友会刊»«学生报»«北大半月刊»«北大讲助通讯»«北大清华联合报»

２２

文学艺术类 «歌谣»«语丝»«谷风»«开拓»«牧野»«新梦»«诗音讯»«诗联丛刊»«诗号角» ９

其他综合类 «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励进»«新生»«励笃季刊»«中原文化»«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瓦缶»«学习丛刊» ８

　　学术研究类刊物涉及的学科范围广泛,几乎囊

括所有学科门类,主要包括数学、物理、音乐、美术、
地质、社会、经济、国学、教育、化学、管理、政治、历
史、农业、工程以及医学等,可见民国时期的北大十

分重视学术期刊的创办,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北大蓬

勃且自由的学术氛围.通过刊物发表学术观点、讨
论新方法、引介新理论,学术研究得以长期处于领先

地位,为后人了解当时北大各学科情况保留了重要

的历史资料.其中,如国学、数学、物理、史学等学科

刊物影响尤其深远,对北大的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

也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北大校史类刊物涉及历史、新闻等学科,详细记

载民国时期北大发生的各种事件,不仅包括学校行

政、学术消息、教学举措,还涉及学生开展的大量活

动等,是十分宝贵的校史档案.民国期间北大发生

的重要事件几乎在校史类刊物中都能找到其历史记

录,是后人研究北大历史极为重要的第一手参考

资料.
文学艺术类刊物以文学类为主,涉及民间歌谣、

散文、小说、诗歌、戏剧等,其中有些刊物是借助文学

创作反映当时社会现象或个人经历感受,有些刊物

则有助于了解和学习新思想、新文化,对于研究当时

的文学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影响着

北大文学艺术学科的发展.
其他综合类刊物涉及的学科范围广泛,有些刊

物内容涉及跨学科领域,不能单以某一学科属性归

纳,有些则无法归属到上述４种类别当中,如«北大

广东同乡会年刊»«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亦为

其他综合类.
以上５种相对粗略的内容分类和学科分析,主

要是基于各种刊物创办宗旨和主题内容做出的一种

简单揭示,方便从整体上把握北大创办刊物的总体

情况,了解刊物主要内容倾向,也反映出当时刊物的

真实面貌.
从内容分类结果可知,缘于当时民国社会时局

和背景,北大创办的时政进步类刊物最多.民国时

期,社会局势动荡不安,政权数次更迭,又历经五四

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等特殊历史时期,北大在动荡

之中不断遭到摧残.因此,北大师生十分关注时事

政治和国家命运,不仅积极参加革命运动,还通过大

量刊物进行爱国反帝宣传活动,对推动民国社会的

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其次,作为一所知名大学,北大

在学术研究方面也一直保持引领作用,创办的专门

学术类刊物多达２８种,涉及的学科领域也非常广,
这些刊物对于了解北大过去和当今的学术研究及学

科发展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另外,记载北大历史

类的刊物数量也不少,位居第三.从内容分类对比

可看出,当时北大创办的刊物主要关注三大主题内

容,即时政、学术和校史.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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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以创办者身份分类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百余种刊物,创办者身份

类型较为多样,有学生发起创办刊物的,如邓中夏、
傅斯年等;有学生组建社团编辑刊物的,如励进社、
猛进社、潜社、火星社、译学社等;有学生组织成立编

委会创办刊物的,如学生会、委员会等;有学术团体、
研究会、学会等编辑出版刊物的,如地质研究会、造

形美术研究会、政治学会、数理学会、歌谣研究会、音
乐研究会等;有院系组织出版刊物的,如法学院、经
济系、文学院等;也有教师组织创办刊物的,如蔡元

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还有诸如报刊社、编辑

部、秘书处等机构编辑出版刊物.以刊物创办者身

份分类,大致可分为学生、教师、社团、学会、院系、机
构６个类别,如表２所示.

表２　北大创办刊物按创办者分类表

创办者 期刊名称 种数

学生

«新潮»«国民»«国故»«北京大学学生周刊»«评论之评论»«科学常识»«北大学生会周刊»«北大学生»(１９３０年创

刊)、«北大学生周刊»«北大卅三周年纪念特刊»«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专刊»«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认识»«北大

新闻»«北大学生»(１９３４年创刊)、«北大周刊»«学生动向»«每周论坛»«正声»«北大迎新特刊»«新生命»«学生报»

«图书与学习»«北大半月刊»«诗联丛刊»«诗号角»«北大清华联合报»

２７

教师 «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月刊»«努力周报»«现代评论»«独立评论»«时代评论»«北大讲助通讯» ７

社团
«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语丝»«励进»«猛进»«北大化学会年刊»«新生»«谷风»«社会批判»«青年大众»«北京大学四

川同乡会会刊»«史学论丛»«五四特刊»
１２

学会

«北京大学数理杂志»«音乐杂志»«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社会科学季刊»«歌谣»«国学季刊»«造形美术»

«社会科学»«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国立北

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政治学论丛»«北大经济学报»«治史杂志»«国立北京大学农业经济学会会刊»
１６

院系
«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新教育评论»«北大哲学系毕业同学纪念刊»«励笃季刊»«自决»«牧野»«北大工程»«医疗通

讯»
８

机构

«北京大学日刊»«川局促定会会刊»«绘学杂志»«批评»«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政治生活»«国民周报»«革命周

报»«北大图书部月刊»«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战旗»«开拓»«国难周刊»«新地月刊»«中国论坛»«新战线周刊»

«北京大学周刊»«理论与现实»«北平周报»«新梦»«前趋»«北京大学五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中原文化»«北大校

友»«瓦缶»«史学»«北大旬刊»«北大师大校友会刊»«诗音讯»«学习丛刊»«独立时论集»

３１

　　其中,北大学生在刊物创办中表现十分活跃,他
们以刊物为媒介,积极投身于民国社会发展、革命运

动和学术研究当中.组织创办刊物的学生中最具代

表性的有:主办«国民»的邓中夏、许德珩,邓中夏为

学生救国会负责人,是李大钊直接教育和培养的进

步力量代表,利用刊物向全国人民进行爱国反帝宣

传;北大文学系、英文系、哲学系的傅斯年、罗家伦、
杨振声、顾颉刚等,在«新青年»影响下,受周作人讲

授的欧洲文学史启发,创办«新潮»,积极倡导新文

化,有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从参与主办刊物

的学生来看,他们或为积极的革命分子、进步力量的

代表,或为学术研究中的佼佼者.
民国时期北大教师创办刊物与学生相比并不算

多,但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如李大钊、陈独秀等革

命先行者和蔡元培、胡适等教育文化界知名人物,他
们通过创办刊物表达和宣传各自的观点主张,无论

是时政革命的,还是学术研究的,刊物影响力一直延

续至今.这些教师不仅是对学生影响最重要的关键

人物,也是革命运动和社会进步的主要助推者,对民

国社会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民国时期受错综复杂的社会思潮、特殊历史事

件和关键人物的影响,北大学生纷纷建立各种社团.
学生社团聚集有志青年,创办的刊物也充分体现了

建立社团的目的和刊物宗旨.刊物具有革命性、学
术性、生活性,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进步,形成了

良好的学术风气,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同时也培养

了大量优秀人才[４].
民国社会虽长期处于分裂和动乱之中,但北大

学术研究及学术刊物出版并未间断,无论是院系还

是专门成立的学术团体、研究会和学会,都积极致力

于学术问题的探讨、专业观点的发表、先进理念的引

进.从１９１９年起到１９４８年间,陆续创办出版不同

的学术刊物,涉及学科领域特别广泛.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刊物,从创办者身份对比

８８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刊物初探/张丽静,吴冕,孙雅馨

　　ExplorationonPekingUniversityPublicationsinthePeriodoftheRepublicofChina/ZhangLijing,WuMian,SunYaxin



2022

年
第5

期

来看,机构所占比例最大,创办刊物种类较多,这缘

于机构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编辑社、宣传股、
秘书处、纪念会、编委会等各种团体组织.需要说明

的是,真正创办刊物最多的群体其实是北大学生,他
们除了以个体的学生身份参与创办刊物外,还组建

各种社团,以社团等组织的名义出版刊物.由北大

学生们参与创办的刊物多达３９种,大于总数的三分

之一,内容涉及时事政治、革命运动、学术研究等各

个方面,充分体现出北大学生积极要求进步的态度、
主动投身革命的精神、强有力的爱国救国意识以及

学术上的钻研精神,这些刊物对于促进民国社会的

发展、先进思想的传播、革命运动的开展作出了巨大

的贡献.

２．３　以创刊时间分类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刊物创刊时间范围主要分

布在１９１７—１９４９年,除１９２７年、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的

特殊年份年外,北京大学每年都有新的刊物诞生,如
表３所示.统计刊物创办的时间范围及数量,有助

于以时间节点分析不同时段创办刊物的特点.
民国时期北大刊物创办的时间点,受当时社会

历史背景和北大自身影响很大.民国期间,社会政

权不断更迭,长期处于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

命斗争中,北大在动荡之中屡遭摧残,经历也非常复

杂.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于１９２７年悍然宣布

取消北大,与北平其他８所国立大学合并为京师大

学校,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先将其改为中华大学,

表３　北大创办刊物按创刊时间分类表

年份 期刊名称 种数

１９１７ «北京大学日刊» １

１９１８ «每周评论» １

１９１９ «新潮»«国民»«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数理杂志»«国故»«川局促定会会刊» ６

１９２０ «北京大学学生周刊»«音乐杂志»«绘学杂志»«批评»«评论之评论» ５

１９２１ «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年刊» １

１９２２ «努力周报»«科学常识»«社会科学季刊»«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歌谣»«北大广东同乡会年刊» ６

１９２３ «国学季刊»«北京大学廿五周年纪念刊» ２

１９２４ «政治生活»«造形美术»«语丝»«现代评论»«社会科学»«励进» ６

１９２５ «猛进»«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新教育评论»«北大学生会周刊»«国民周报» ５

１９２６ «北大化学会年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新生»«北大哲学系毕业同学纪念刊»«革命周报» ５

１９２８ «谷风»«国立北京大学地质研究会会刊» ２

１９２９ «励笃季刊»«北大图书部月刊»«北京大学卅一周年纪念刊» ３

１９３０ «社会批判»«北大学生»«北大学生周刊»«国立北京大学地质学会会刊» ４

１９３１ «战旗»«开拓»«国难周刊»«北大卅三周年纪念特刊»«政治学论丛»«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专刊» ６

１９３２
«自决»«新地月刊»«北京大学示威运动专刊»«中国论坛»«青年大众»«认识»«北大新闻»«独立评论»«新战线周刊»«北

京大学周刊»«理论与现实»
１１

１９３３ «牧野»«北平周报»«新梦»«前趋»«北京大学五四十四周年纪念特刊» ５

１９３４ «中原文化»«北京大学四川同乡会会刊»«北大学生»«史学论丛»«北大校友» ５

１９３５ «瓦缶»«史学»«北大周刊» ３

１９３６ «北大旬刊»«每周论坛»«学生动向»«北大经济学报»«正声»«北大迎新特刊» ６

１９３７ «治史杂志» １

１９４５ «新生命»«时代评论»«北大师大校友会刊» ３

１９４６ «学生报» １

１９４７ «诗音讯»«学习丛刊»«五四特刊»«国立北京大学农业经济学会会刊»«图书与学习» ５

１９４８ «北大工程»«北大半月刊»«独立时论集»«北大讲助通讯»«诗联丛刊»«诗号角»«医疗通讯»«北大清华联合报»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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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改为北平大学,复改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

１９２９年北京大学宣布自行复校,国民政府于８月６
日将北大学院改为国立北京大学,１９３７年“七七事

变”后,北京大学奉国民政府令南迁至长沙,与清华

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

１９３８年临时大学迁往昆明,４月２日更名为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迁回北京,于

１９４６年正式复学[５].民国时期北大刊物的创办时

间节点、存续时长及出版周期都或多或少受到当时

社会背景、时局变化及历史事件的影响.
从刊物创办时间分类对比图(图１)中可以看

出,自１９１７年«北京大学日刊»创刊起,北大几乎每

年都陆续有新刊物创办.«北京大学日刊»和«北京

大学周刊»除在抗战等特定时段停刊外,前后接续出

版基本贯穿于整个民国时期,是存续时间最长的刊

物.但北大刊物的创办受当时民国社会时局的影响

十分明显.１９２７年７月,北大被宣布取消,与北京

其他大学合并为京师大学校,这一年北大无创办出

版的刊物.另外,１９３２年刊物出版数量增多且达到

峰值,时值“九一八事变”之后,事变激发了北大师

生爱国和抗日的热情,纷纷出版各类刊物宣传抗日

精神、唤起民众觉醒.此外,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北大南

迁昆明,与其他高校合并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除伪

北大刊物外,这一阶段并无单独以“北京大学”名义

创办的刊物.

图１　北大创办刊物按创刊时间分类对比图

３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刊物价值分析

纵观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的百余种刊物,虽
有民国的时代印记,但也具有北大的自身特征.期

刊从诞生之日起就肩负着传递信息的任务,不同时

期不同类型的期刊,担负着不同的使命,发挥着不同

的作用,北大创办的百余种刊物,记载了民国社会和

北大历史,展现了当时社会和革命运动的历史面貌,
反映了北大学术研究水平和发展历程.通过整体分

析刊物的内容特点,可以提炼出民国时期北大创办

刊物的价值与作用,借助刊物自身的栏目设置、出版

周期、载文作者等信息特征,揭示刊物的质量和社会

影响力,为研究民国社会史、革命史、北大校史、出版

史等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３．１　刊物内容价值分析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１０１种刊物,成为北大师

生思潮学派、政治观点的表达阵地,也成为各种力量

整合重组以影响社会的重要手段,师生们期望通过

著文写作影响国运时局[６].当然作为一所大学,也
少不了学术研究和校史史实的真实记载,刊物蕴含

的内容史料极其丰富.

３．１．１　促进社会发展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的百余种刊物记载了当

时社会的真实现状,并在争取民族利益、促进社会向

前发展、民主进步等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主

要是由民国时期独特的时代背景所决定.如«新潮»
和«国民»积极宣传新思想与民主思想,刊载大量宣

传社会民主、进步的文章,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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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新潮»积极倡导新文化,提倡伦理革命、文学革

命和思想革命,有力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国
民»专辟“国内外大事”栏目,邓中夏发表数篇文章开

展反日爱国宣传,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李大钊发

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等文,邓中夏、许
德珩、高君宇、黄日葵等人受李大钊及«国民»杂志的

影响,纷纷成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阶段的基本力

量[７].这些北大人及北大刊物,为推动当时社会的

进步与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

３．１．２　推动革命运动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百余种刊物包含大量进步

刊物,作为宣传革命理论、介绍先进思想、团结人民、
揭露和打击敌人的锐利武器,这些刊物在传播革命

真理方面有着巨大的功绩.民国期间,北大师生不

仅亲自组织参加革命运动,还十分重视发挥革命报

刊的作用.如北京大学非常学生会创办«北京大学

示威运动专刊»,以“为挽救中华民族的沦亡,为唤起

被压迫人民的大团结”[８]为创刊目的.这一刊物翔

实记录了北大学生争民主、争自由的英勇斗争史实,
对学生运动的发展做了方向性规划,不仅对北平学

生运动起到了引领作用,对现代中国革命史的研究

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再如«每周评论»,刊物的宗

旨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９],与五四运动紧密结

合,设有“山东问题”“对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舆论”等
专号[１０],热情宣传反帝反封建主张,歌颂俄国十月

社会主 义 革 命,促 进 了 马 克 思 主 义 在 中 国 的 传

播[１１].这些记载对研究革命运动与革命历史都具

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３．１．３　引领学术研究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的百余种刊物中有２８
种学术类刊物,涉及学科范围广泛,涵盖了各学科领

域.可见,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十分重视学术期刊

的创办和出版,也充分体现了当时北大的学术氛围.
期刊中包含的丰富科研成果、学术体制、教学理念,
足以反映当时学科研究现状、水平、进展和趋势,是
后人研究学科历史的重要材料[１２].如北京大学数

理学会创办的«北京大学数理杂志»,以研究数学、物
理为宗旨,为同学们提供共同研究的平台,主要以发

抒心得,交换智识,增进研究数学物理之兴趣为目

的[１３].该杂志对了解当时国内外数学、物理学界动

态和学术发展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是我国最早

比较完整地向国内介绍外国数学学术团体的刊

物[１４].再如«国学季刊»,其发刊宣言在当今仍具有

指导意义,被学界称为“国学研究大纲”“国故学上的

空前伟论”[２],刊物所载部分文章如王国维的«五代

监本考»、顾颉刚«郑樵著述考»等时至今日仍具有参

考价值,为研究民国时期国学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

考资料.

３．１．４　记载北大校史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创办的百余种刊物除了学术

性、进步性外,还有记事性,其中涉及记载北大校史

类的刊物多达２２种.这些刊物记载了北大在民国

期间发生的各类事件,涉及学校行政、北大学生、社
团活动等各方面情况,是后人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的

重要参考资料.当今许多研究民国史、高等教育史、
北大校史、北大人物史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即使是撰

写亲身经历的回忆录,也要借助这些旧期刊来回溯

过去,真实还原那段时期的历史.如校刊«北京大学

日刊»及接续出版的«北京大学周刊»,不仅报道北大

行政及学术消息,发布上级训令及学校文件,通报新

到图书,还登载北大的各学科课目、学校设备和集会

通知等内容,并且刊载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的章程、宣言通告、会议记录等重要文件.凡是民国

期间北大发生的重要事件基本在«北京大学日刊»等
刊物上都能找到其历史踪迹.它是当今学者查找民

国时期北大历史资料和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相关情

况的重要来源,也是研究中国现代教育史、文化史、
社会史的重要文献.

３．２　刊载信息特征分析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百余种刊物本身所承载的

信息内容,包括栏目设置、出版周期、载文作者等都

具有不同特点,反映出民国时期刊物出版的特征,也
体现了北大创办刊物的特色,从中可以看出北大创

办的百余种民国刊物的质量及其社会影响力.

３．２．１　刊物栏目设置

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每种刊物,都有明确的办

刊宗旨和创刊目的,并发表创刊词,刊物的栏目设置

与刊物的主旨和学科属性息息相关,刊物载文也力

求切合每个栏目设置.刊物也多有明确的宣传和受

众群体,有些刊物还带有明显的、鲜明的思想倾向.
其中,学术性刊物的栏目有按载文内容设置的,但多

以刊文类型设置.刊物栏目一般包含专题问题论

述、学界消息报道、学术观点讨论、先进思想引介等.
时事政治类刊物的栏目一般包含历史纪实、时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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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杂感杂谈、专载特载、主张思想的介绍和宣传等.
如学术类刊物«国故»,旨在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以
研究学术,推求真理为主旨[１５].栏目分九门:通论、
专著、遗著、艺文、杂俎、记事、外稿选录、著述提要、
通讯,内容偏重于对先秦诸子百家典籍的考据论证.
该刊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贡献.再如政治

类刊物«政治生活»,刊物使命是“要领导全国国民

向:奋斗反抗的政治生活走!”[１６],辟有评论、特载、
杂感等栏目,以刊登时政评论为主,积极宣传中共的

革命纲领和方针,用马列主义观点点评时事,对提高

党员、进步分子的斗争水平起到了很大作用.

３．２．２　刊物出版周期

民国时期政局动荡,内忧外患不断,北大屡遭摧

残,导致北大创办的民国刊物多有停刊、复刊、改刊

的经历,刊期不稳定,出版周期不固定,持续时间长

短不一,停刊、复刊此起彼伏,有些停刊时间和停办

原因则不详[１７].如«歌谣»,该刊为周刊,每月出版

四期.１９２５年因北大研究所将歌谣列入«研究所国

学门周刊»,因而不再单独出版,后于１９３６年４月北

大恢复歌谣研究会,遂重新复刊,后又因１９３７年“七
七事变”的爆发而停刊[１８].再如«北大半月刊»,北
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编辑出版的公开刊物.１９４８年３
月２０日出第１期,宗旨是“藉这个小刊物,把我们的

声音带出学校去,把我们的不平,把我们的渴望和要

求,诉说给全国的人民”[１９].因该刊文字较为激烈,
违背当时统治者的意愿,１９４８年９月被迫停刊,共
出１１期.民国时期北大出版的刊物刊数本就不多,
加上出版周期不定,又因革命运动、北大校址的变

迁,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

３．２．３　刊物载文作者

民国时期政局变动频繁,思想文化不断碰撞,无
论学生还是教师,无论个人还是团体,都充分认识到

刊物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希望通过创办刊物、刊载文

章影响政局态势、社会发展、革命运动和学术研究.
从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百余种刊物可以看出,刊物

的创办者、编辑者乃至载文文章的发表者,既有民国

社会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也有思潮学派的发起者,还
有学术研究的先行者,更有进步力量的代表者,诸如

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邓中夏、傅斯

年、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顾颉刚等,可谓名人大

家云集,师生相得益彰.北大这些文化名人办刊,社
会影响力很大,利于思想的传播和宣传,办刊效果显

著,也正是这些期刊担负着引领风尚、影响社会舆论

的作用,对于中国文化革命的胜利进而推动中国政

治革命的成功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６].如«每周评

论»,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倾向,先
由陈独秀主编,后由胡适主编,主要撰稿者有陈独

秀、胡适、李大钊、周作人、高一涵、张申府、王光祈

等.再如«北京大学月刊»,办刊目的即:尽吾校同人

力所能尽之责任;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习;释校外学

者之怀疑[２０].刊文作者包括:校长蔡元培,法科教

授陈启修、马寅初,文科教授陶履恭、朱希祖、钱玄

同、陈汉章,理科教授王仁辅、丁绪贤、冯祖苟、何育

杰,工科教授陈世璋等,充分体现了北大创办刊物的

质量和社会影响力.从刊文作者统计可知,还有众

多北大学子也纷纷动笔刊文,不仅对社会而且对个

人发展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北大图书馆藏民国时期北大创办的百余种刊

物,无疑是考察民国时期北大和当时社会的一个重

要资料库,掩藏在历史尘埃中的事实,往往不得不从

故纸堆里去找寻[１].这些刊物或与北大校史有关,
或与北大学生有关,又或与学术研究及当时社会发

展历史有关,一直都是研究者珍视的民国文献.经

过较为系统、完整地初步梳理,整理出的这１０１种民

国时期北大创办的刊物,为研究者提供了初步的资

料目录辑要,鉴于篇幅有限及刊物体量庞大,后期将

继续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研究,以期更好地为相关

学术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文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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