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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发现的史料看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缘

□林树帅∗　邹新明

　　摘要　根据新发现的胡适捐赠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万国公报»、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交换

古籍的书信,并结合其他相关资料,揭示胡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缘.
关键词　胡适　北京大学图书馆　万国公报　单不庵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１．０１７

　　胡适１９１７年任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文
科教授,与北大结缘,一生三度在北大任职,前后长

达１８年之久.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１５日,胡适仓促飞离北

平,在留给汤一介、郑天挺等人的便笺中说:“我虽在

远,决不忘掉北大.”可以说,即使离开,胡适却一直

难以割舍与北大的这份缘分.１９５７年６月４日,胡
适在纽约留下遗嘱,将留存大陆的１０２箱珍贵藏书

以及手稿、书信等资料捐赠北大.
胡适对北大图书馆的捐赠,除了其藏书外,尚有

一些零散的图书资料.２０１６年９月在北大图书馆

举办的“胡适与北大”展览中,就展出了新发现的胡

适购赠北大图书馆的«万国公报»,以及胡适与北大

图书馆交换图书的书信等珍贵资料.胡适对北大图

书馆的贡献,已有专文讨论[１],本文拟就上述零散资

料,结合«胡适藏书目录»及其他胡适资料中的相关

内容,勾勒胡适与北大的特殊书缘.

１　胡适购赠北大图书馆的«万国公报»

１．１　胡适在«万国公报»上的题记

北大图书馆收藏有丰富的清末民国报刊资料,
居国内图书馆前列,其中既有老北大图书馆人多年

的收集积累,也有各种公私收藏的并入捐赠.胡适

购赠北大图书馆的«万国公报»是在２０１６年一个偶

然的机会被发现的.
在北大图书馆藏«万国公报»１８８９年第１卷第１

期的扉页上,有胡适题记:
«万国公报»第一期至第一百三十二期,自一八

八九年(光绪十五年)至一九○○年正月(光绪二十

五年十二月),分装六十六册,十一函.民国十年一

月,我在琉璃厂买的.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
胡适

十,一,三一

此报中有关于京师大学堂的史料,甚可供将来

为北大作史者的参看.
适　　　　

图１　胡适在赠北大图书馆«万国公报»上的题记

在此题记的背面,即该期的英文卷期信息页,另
有胡适的说明:

各册之 英 文 首 页 往 往 有 误 订 者,如 此 页 当 作

Vol．I,No．１,而误以第二十六期之首页当之.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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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可看中文首页.
适　　　　

查胡适日记,１９２１年的日记自４月２７日开始,
因此«万国公报»的捐赠详情不得而知.从题记中我

们可以了解到,胡适对北大史料的重视,以及将珍贵

资料公藏以利来者的宽广胸怀.

１．２　胡适捐赠«万国公报»的价值

«万国公报»原名«中国教会新报»,１８６８年９月

５日,由美国人林乐知(YoungJohnAllen)创办于上

海,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
«中国教会新报»周刊时期,自１８６８年９月至

１８７４年８月,历时六年,共３００期.
«万国公报»周刊时期,自１８７４年９月至１８８３

年８月,历时九年,共４５０期.
«万国公报»月刊时期,自１８８９年２月至１９０７

年１月,历时十八年,共２１６期.
有关研究者指出,«中国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

公报»后,“西学介绍”和“变法宣传”逐渐成为两大重

点内容[２].
胡适所赠«万国公报»,属于第三个时期的月刊,

自第１期至１３２期,占第三个阶段２１６期的半数.
从时间跨度上看,１８９８年的戊戌变法恰在其中,而
京师大学堂就是变法的仅存硕果,因此胡适非常

重视.
第三阶段的«万国公报»,属于广学会的机关报.

广学会成立后,把停办６年的«万国公报»复刊.虽

然广学会的宗旨是出版根据基督教原则编写的各种

书籍,但其“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传教策略,使«万
国公报»在介绍西学的同时,热衷于讨论中国时局.
除了有关京师大学堂的史料外,胡适捐赠的«万国公

报»这段时期,正是变法图强思想日渐兴盛的时期.
受１８９５年中日战争失败的刺激,早期维新思想家提

出的“变法”思想,得到更多爱国有识之士的赞同和

响应.而当时学习西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万国

公报».加之«万国公报»以中国官吏和知识分子为

阅读对象,因此在当时的中国的思想界有很重大的

影响.
据称,光绪皇帝曾阅读«万国公报»,并派人订阅

８９种广学会出版物[３].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有传

教士在皇宫里看到光绪帝所存放的全套«万国公

报»[４].而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早在１８８３年就“购«万
国公报»,大攻西学书”[５].此后在讲学于长兴学舍

时,“凡上海广学会出版之书报,莫不尽量购取.”[６]

梁启超也曾介绍«万国公报»月刊:“至己丑后复开至

今,亦每月一本,中译西报颇多,欲觇时事者必读

焉”[７].
由此可见,«万国公报»是研究晚清思想文化,以

及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刊物.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

在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７日为中山大学图书馆旧书整理部

作«本部杂志书目跋»中,曾明确把«万国公报»与«格
致益闻汇报»«清议报»«新民丛报»«庸言报»等并称

为“三十年来支配全国思想的刊物”[８].
查北大图书馆相关记录,所藏«万国公报»主要

为１８８９－１９００年的第１－１３２期,此外仅收藏有

１９０４年的第１８２期.在１－１３２期中,现存缺６１－
７２、１０９－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４期.此外,第３６期、８５－９６
期有复本.可以说,北大图书馆收藏的«万国公报»,
其主体是胡适当年捐赠的第１－１３２期,其中所缺漏

的６１－７２、１０９－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４期,有可能是馆舍、
机构变迁以及政治运动等原因造成的遗失.

«万国公报»复刊后的头几年,大致每月发行

１０００册左右,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因报道战争和

评论时局,发行量大增.此后大致保持每月３０００－
５０００册,仅戊戌变法至义和团运动期间销量有所

下降.
虽然«万国公报»整体上发行量比较可观,但由

于发行量不稳定,加之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不安等

原因,这一时期的«万国公报»较完整地得到保存还

是比较少见的.
查«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万国公报»月刊

１－１３２期在国内的各大图书馆的收藏情况如下:
表１　国内各大图书馆收藏«万国公报»月刊１－１３２期统计[９]

收藏单位 收藏期号

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１１３－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４－１３２

清华大学图书馆 １２９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

研究所资料室
３３－３５

吉林大学图书馆 ９７－９８,１０７－１３２

上海图书馆 １,１１,６７,７３－１３２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８３,９０,１１３,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０

南京图书馆

３,６－８,３０,４１－５２,５４－５６,７３,

７６－８２,８７－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７,

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２

南京大学图书馆 ７５－８２,９２－９６,１２３－１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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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单位 收藏期号

湖南省中山图书馆
２５,６１－６２,７９,８１－８４,

８７,９０－９５,９７,１１７

四川省图书馆 ８３,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７－１２８

四川大学图书馆 ６７－６９,１２１－１２５

广东省中山图书馆 ３７－３９,４９－５７,８９－９５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
北大图书馆«万国公报»月刊１－１３２期的收藏情况

为３６,８５－９６,１２１期,大致为前文所调查的除胡适

捐赠以外的复本,因此,当时的联合目录中,胡适购

赠的«万国公报»尚未统计在内.从上表各单位的收

藏情况看,最好的是南京图书馆,但也缺６９期,即使

与北大图书馆今藏卷期相比,也有一定的差距.北

大图书馆的收藏可谓一枝独秀,可见胡适此捐赠之

珍贵,以及对北大图书馆贡献之重大.

２　胡适与北大图书馆的图书交换

据«胡适藏书目录»,北大图书馆藏明嘉靖四十

二年刻本«念菴羅先生集»的叙前贴有胡适致皮宗

石、单不广(庵)的一封信.２０１６年９月１９－２３日

在北大图书馆举办的“胡适与北大”专题展中,展出

了这封信的复制件,全信内容如下:
宗石、不广两位先生:

顷奉手书,敬悉两位先生允以校中旧藏多部之

«五礼通考»壹部和我交换一部«罗念菴集».«罗集»
我现有三部,今呈上明刻明印本,计八册.此本系用

暗黑皮纸印的,天崇以后即无此种纸印书,故颇难

得.但我生平不喜收古董版本,收书总期于实用;今

检此集,在实用方面要以雍正本(«四库»即此本)及

光绪«文录»本为更方便,故以此种明刻本奉赠图书

馆,实为两便.«五礼通考»已收到.«书目»二册亦

已收到,并谢.
胡适.　　　

十二,四,十八.
收信人皮宗石,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即馆长.

单不广,时任北大图书馆中文部主任.信中主要内

容,是胡适想用自己比较难得的明刻明印本«罗念菴

集»交换北大图书馆藏有多部的«五礼通考»的想法,
得到皮、单两位北大图书馆负责人的同意.胡适在

收到«五礼通考»后,将自己所藏«罗念菴集»送交北

大图书馆,此信为随书所附,大概图书馆收到书后将

此信贴在书上.
从信中可知,当时北大图书馆藏书的管理比较

宽松,允许私人与图书馆交换图书.从版本和文物

价值上说,胡适的«罗念菴集»要远比«五礼通考»珍
贵,反映了胡适藏书重实用、轻版本的特点,这也是

一般学者藏书与藏书家藏书的一个重要区别.胡适

晚年重审“«水经注»案”,广泛收集«水经注»版本,对
于他来说,只要是相关的版本都很珍贵,而不考虑版

本的早晚和稀缺程度.
查«胡适藏书目录»,未检到原属北大图书馆的

«五礼通考».北大图书馆胡适藏书的线装部分当年

分类打散入古籍库,现在整理的«胡适藏书目录»是
根据当年所留的卡片目录查找原书整理出来的,其
中或有遗漏.另查北大图书馆古文献资源库,收有

«五礼通考»共计１２种,其中或许即有胡适与北大图

书馆交换所得者,因北大图书馆线装书准备搬迁,暂
时不能查考,只能留待以后了.«五礼通考»２６２卷,
不同版本,少则７０余册,多则上百册,不太可能遗

失.胡适交换所得者大致随当年胡适留存北平的藏

书一起,重回北大图书馆,可谓藏书史上的一段

趣闻.

３　单不庵书信中所见胡适与北大图书馆的交往

单不庵是浙江萧山人,１９２０年到北大任教,同
时兼图书馆的工作,曾负责编写中文图书书目,并曾

任中文部主任,１９２５年底因家事南归.
单不庵长于考据校勘,与胡适在学术上有过交

流讨论,他任职北大图书馆期间给胡适的书信,留下

了一些胡适与北大图书馆交往的资料.
«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中收录有单不庵致胡适

书信７封.其３月２６日的短信说:“«泾川志»已查

过,校 中 却 无 是 书,先 生 允 为 觅 得 一 部,不 胜 感

盼”[１０].可知胡适曾答应为北大图书馆代为搜购

图书.
单不庵３月２９日给胡适的短笺中又说:“«三鱼

堂集»录毕奉缴,即希察入为荷”[１０].查«胡适藏书

目录»,收录有«三鱼堂文集»,为清康熙四十年刻本.
书衣有胡适题记:“此本内凡关于吕留良的文句都挖

出了.颉刚有补抄本,我借来写完全.(他有一书未

钞,今无从补.)十三,三,廿三,胡适”.根据此题记,
单不庵此信大致应写于１９２４年.查北大图书馆古

文献资源库,有«三鱼堂文集»七种,因此,单不庵信

６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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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说的“录毕”,不是全书抄录,只是将刻本“挖出”文
字抄录补全.大致应为胡适补抄之后,又将此书借

给北大图书馆抄补.
以上两封短信,可见胡适对北大图书馆藏书的

关注和支持,为他与北大图书馆的书缘添两段佳话.

４　胡适赠北大图书馆的其他图书

«胡适藏书目录»中,收录了胡适赠北大图书馆

的图书６种[１２],包括:
(１)«墨子经说解».
(周)墨翟撰,(清)张惠言述,清宣统元年上海国

学保存会影印本.
书衣有胡适题记:“今天我出城就医,正值神州

国光社大减价之期,此书每部只售一角二分大洋,故
我买了几部回来,把一部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胡

适.九,十一,廿六.”
胡适曾对«墨子»有过深入研究,因此颇留意各

种版本的收藏.从题记看,书虽便宜,事情虽小,却
说明胡适遇到好书的时候,总会想到北大图书馆.

(２)«文木山房集».
四卷,(清)吴敬梓撰,上海:亚东图书馆,民国二

十年(１９３１年).
此书书衣有题记:“此书系胡适之先生赠与北京

大学图书馆,二十,九,四”.另书内所贴标签上写有

“胡适先生赠书”.胡适对古典白话小说很重视,做
了很多考证文章.１９２２年前后,胡适觅得乾隆本吴

敬梓«文木山房集»,认为“在当时为天地间仅存的孤

本”.１９３１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据此刻本排印一千部

发行.胡适这里赠送的即是亚东图书馆的排印本.
此书内收有胡适«重印文木山房集序»和«吴敬梓年

谱».
值得指出的是,据有关研究,胡适后来将此书的

珍贵原刻本也赠送给了北大图书馆[１１],此可以补

«胡适藏书目录»所附胡适赠北大图书馆书目之缺.
«文木山房集»原刻本,现藏北大图书馆.书衣

有胡适题记:“敬赠 北京大学图书馆 胡适.卅七,
八,四”[１１].赠书时胡适任北大校长.

此书内封又有胡适题记:“吴敬梓«文木山房集»
四卷,附吴琅诗词,各一卷,我在民国十一年在北京

购得,价值一圆五角.此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史料,
在当时为天地间仅存的孤本.我用此集作底子,特
别是集中的«移家赋»,参考«全椒志»,始能写成«吴

敬梓年谱».胡适”[１１].
(３)«胡思永的遗诗».
胡思永著,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４年.
此书封面有题:“送给北大图书馆,胡适赠”.
胡思永是胡适的侄子,曾追随胡适,也喜做白话

诗,不幸英年早逝,胡适将其诗集删改整理出版,并
赠送北大图书馆一册.

(４)«西游记考证».
此书出版信息不详.封面有胡适题记:“敬赠北

京大学图书馆,胡适”.
胡适的古典白话小说研究成绩很大,且在当时

具有示范意义.
(５)«哲学的改造».
杜威著,胡适、唐擘黄译,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年.
扉页有题记:“胡适之先生赠”.杜威１９１９年来

华讲学,胡适是主要的促成人之一.他也是当时介

绍杜威思想的主力.

图２　AStudyofChinesePaintingsintheCollection
ofAdaSmallMoore扉页上胡适的题记

(６)TheChinese Renaissance:The Haskell
Lectures,１９３３/byHuShih．Chicago:TheUniＧ
versityofChicagoPress,１９３４．

此书扉页有胡适题记:“送给北大图书馆,胡适,
一九三四,七,十”.

此为胡适１９３３年在芝加哥大学介绍新文化运

动的英文演讲集,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称之为“中国的

文艺复兴”.
此外,北大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亚林于近日新

发现一种胡适赠送北大图书馆的英文图书:

AStudyofChinesePaintingsintheCollection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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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aSmall Moore/byLouise Wallace Hackneyand
YauChangＧFoo．London;NewYork:OxfordUniverＧ
sityPress,１９４０．

此书扉页有胡适题记:“敬赠北京大学图书馆,
胡适,卅五,九,廿四”.另钤有“胡适”朱文方印.

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０日,胡适正式接任北大校长.
此书可看作胡适就任北大校长之后送给北大图书馆

的“见面礼”.
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就对图书馆在教育上的重

要作用有了深切的体会和高卓的认识.因此在北大

期间,他一方面积极推进图书馆新馆舍的建设,一方

面对于图书馆藏书方面尽心尽力,在持续捐赠图书

的同时,还为馆藏的发展积极谋划,甚至亲自出面代

为购买.此外,胡适与当时北大图书馆主任毛子水,
以及中文部主任单不庵等人都有很深的交往,来往

书信中也常涉及学问和图书.胡适为北大图书馆馆

藏的发展和丰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反过来他的研

究工作也得到了北大图书馆在藏书方面的积极支

持,由此与北大图书馆结下了深厚的书缘.
胡适在北大任职１８年,对于北大和北大图书馆

都有很深的影响.然而十分遗憾由于胡适线装书和

其捐赠北大图书馆的图书被分类散入其他图书之

中,我们很难将他与北大图书馆的书缘尽述,权作引

玉之砖,期待将来有更多新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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