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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原址小考

□姚伯岳∗

　　摘要　京师大学堂于１８９８年创建初始即有藏书楼的设置.现有文献证明,其第一座藏书楼

的准确位置在原和硕和嘉公主府中路的公主寝殿.可惜该建筑在１９７９年被拆毁,原中路建筑中

只有一座经过后来改建的公主府正殿保留至今.
关键词　京师大学堂　藏书楼　北京大学图书馆　和硕和嘉公主府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５２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３

１　问题的提出

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图书

馆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民国年间编制的各种北京大学纪念册子,都将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创始年认定为 １９０２ 年,比

１８９８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晚了整整４年.但越来

越多的史料和研究成果证明,这种说法是靠不住的.

２０１３年,一 部 雕 版 朱 印 于 清 光 绪 二 十 五 年

(１８９９)的线装古籍«大学堂书目»被北京大学图书馆

古籍编目人员在未编书中发现,铁的事实证明,京师

大学堂创建的第二年四月,不但已有藏书楼的设立,
而且仅中文藏书即有近五万册.笔者作为北京大学

图书馆古籍编目总校,即以此为据并参考其他相关

资料和研究成果,撰写了«在古籍编目中发现京师大

学堂藏书楼的源头»[１]的考据文章,力证京师大学堂

藏书楼的创建年代应该是与京师大学堂创建时间同

步的１８９８年,大学堂藏书楼的第一任提调(即图书

馆长)是李昭炜(１８９８年上任),第二任提调是骆成

骧(１８９９年上任),过去所说的１９０２年上任的京师

大学堂藏书楼第一任提调梅光羲其实是第三任

提调.
此篇文章受到北京大学图书馆领导层的高度重

视,馆务会经过认真研究讨论,于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６
日正式向北京大学提交书面报告及相关证据,请求

将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建馆年代从此前认为的１９０２

年上溯到１８９８年,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校方的认可和

批准.
馆史被改写了! 但新问题紧跟着也来了,即京

师大学堂的第一座藏书楼位于何处?
说到京师大学堂的第一座藏书楼,人们常常会

想起一张非常流行的照片,那就是京师大学堂首任

西文总教习丁韪良和京师大学堂教习们在一座二层

楼前的合影.据说这座楼是京师大学堂所在的原和

硕和嘉公主府的公主梳妆楼,当时是京师大学堂的

藏书楼.

图１　１８９９年京师大学堂教习们在原和嘉公主府后罩楼前合影①

这张照片最初发表在１９０１年伦敦出版的丁韪

良(Martin,W．A．P．,１８２７－１９１６)所著TheLore
ofCathayorTheIntellectofChina 一书中,照片

下的文字说明是“PRESIDENT W．A．P．MARTIN
ANDFACULTYOFCHINESEIMPERIALUNIＧ
VERSITY”(丁韪良总教习与京师大学堂职员)[２].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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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没有明确说明这张照片摄于何时.书前丁韪良

的序写于１９０１年７月１日,此时京师大学堂尚未重

新开办,所以这张照片只能是１９００年京师大学堂暂

时关闭之前所摄,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１８９９年.但

书中没有任何地方说背景的那座楼就是京师大学堂

的藏书楼.该书的中文译本«汉学菁华:中国人的精

神世界及其影响力»(沈弘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２０１０年版)也收入了这张照片,同样没有说明这座

楼是大学堂的藏书楼.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设在公主梳妆楼的说法主要

见于壬寅年(１９０２年)重建后入学学生们的回忆.
如１９４８年出版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收
录了壬寅大学堂师范馆头班生俞同奎所写的«四十

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一文,文中这样写道:“马
神庙的公主府,现在变动很多.当年形状,不妨一

述.大礼堂和后面一层大殿的东西屋,都作教

室.后面大殿,旧称公主寝宫.寝宫的中厅,祀至圣

先师孔子神位.再后面的楼房,相传为公主梳

妆楼当时图书馆就设在梳妆楼里面”[３].
俞同奎是壬寅大学堂师范馆的头班生,所以这里

所谓的“当时”,是指１９０２年京师大学堂重建之时.将

壬寅年重建后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认作戊戌年初建时

的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是一种想当然的做法.

２　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位于原公主寝殿

其实,一旦将大学堂藏书楼的历史上溯到１８９８
年与京师大学堂的创建同步,不难发现藏书楼所在

位置其实早有明确记载.不过这需要从头说起.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１８９８年７月３日),

光绪皇帝上谕批准创办京师大学堂,并委派孙家鼐

管理大学堂事务.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１８９８
年７月２０日),总理各国事务庆亲王奕劻、许应骙等

奏:“臣等奉命承修大学堂工程,业经电知出使日本

大臣裕庚,将日本大学堂规制广狭、学舍间数,详细

绘图贴说,咨送臣衙门参酌办理,现在尚未寄到.将

来按图察勘地基,庀材鸠工,亦尚需时日,自不得不

权假邸舍,先行开办.臣等查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
有空闲府第一所,房间尚属整齐,院落亦甚宽敞,略
加修葺,即可作为大学堂临时开办之所.如蒙俞允,
应请饬下总管内务府大臣遵照办理.所有开办大学

堂先行酌拨官房应用缘由,理合恭折覆陈.伏乞皇

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同日接上谕:“本日奕劻、

许应骙奏请将地安门内马神庙地方空闲府第作为大

学堂暂时开办之所一折,著总管内务府大臣量为修

葺拨用.钦此.”[４]

可见,在筹建京师大学堂之初,办事大臣们是想

向日本学习,仿效日本的大学校园建设,来规划京师

大学堂的建筑格局.但由于时间紧迫,不得不先采

取借用空闲府第暂充校舍的方法.光绪皇帝更是急

于见到成效,立刻就批准了这个方案.
奕劻等人在奏折中提到的“地安门内马神庙地

方空闲府第”,就是和硕和嘉公主府,坐落在紫禁城

东北角皇城之内的马神庙街北侧.马神庙街系因明

正统十一年(１４４６年)曾在附近为御马监建造过一

座祭祀马神的庙宇而得名,民国时期改称景山东街,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改称沙滩后街.

和硕和嘉公主(１７４５－１７６７年)是乾隆皇帝的第

四个女儿,其母为纯惠皇贵妃苏佳氏.乾隆二十五年

(１７６０)正月封为和硕和嘉公主,因其手指间有蹼相

连,故民间戏称其为“佛手公主”.和嘉公主乾隆二十

五年三月出嫁,乾隆三十二年(１７６７年)九月初七日

卒,年仅二十三岁.其额驸(即丈夫)福隆安是乾隆皇

帝孝贤纯皇后的亲弟弟大学士傅恒的次子,袭“一等

忠勇公”封号,官至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和兵部尚书,
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年)卒,年三十九岁.

和嘉公主府俗称四公主府,系乾隆二十五年乾

隆皇帝专为和嘉公主下嫁而建.东西宽四十丈,南
北长六十丈;府墙由巨型砖砌成,高一丈二尺,厚四

五尺;府北为高房胡同,东西两侧均有夹道.和嘉公

主去世后,福隆安带着他与公主所生之子丰绅济伦

回到公主府东面的一等忠勇公府居住,四公主府随

后也被内务府收回.内务府全称“总管内务府”,为
清代专管皇室事务的机构.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四
公主府改赐给道光皇帝第八女寿禧和硕公主.同治

五年(１８６６年)八月寿禧和硕公主薨,府第又被内务

府收回.此后的二、三十年,公主府一直闲置无人居

住.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初九日(１８９８年１１月２２
日),内务府奉命将和嘉公主府旧第房屋修葺完成后

移交大学堂管学大臣接收,计修缮房屋约三百四十

余间,新建房屋一百余间.之后虽续有添建,但范围

没有扩大.总的来说,草创时期的京师大学堂,其校

舍完全承袭了原公主府的旧有格局.
京师大学堂成立两年后,发生了庚子事变,义和

团焚烧教堂,攻打各国使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面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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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混乱局面,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三日(１９００年７
月９日),临时代管京师大学堂的吏部左侍郎许景澄

奏请将大学堂暂行裁撤,折曰:“窃查大学堂自光绪

二十四年七月经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家鼐议定

课程,奏明开办.嗣值该尚书请假,旋即开缺,蒙恩

派臣暂行管理,曾将该堂功课情形并酌减学生额数

于本年正月、三月具奏在案.现在京城地面不靖,住
堂学生均告假四散;又该大学堂常年经费系户部奏

明,在华俄银行息银项下拨给.现东交民巷一带洋

馆焚毁,华俄银行均经毁坏,所有本年经费尚未支

领,而上年余存款项向系存放该银行生息,虽有折

据,此事无从支银,以后用费亦无所出应请将大

学堂暂行裁撤.”[５]

许景澄的奏请当天就得到慈禧太后的批准,于
是许景澄立即开始进行裁撤京师大学堂的各项准

备.半月之后,将一切事项料理完毕,最后的手续就

是向内务府移交房屋家具.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

九日(１９００年７月２５日)«许景澄为移交大学堂房

屋咨复内务府»称:“查本大学堂原领房屋共五百零

柒间半,有贵衙门原送清册,毋庸另行开造外,其拆

卸间数及添盖楼房边屋,造具清册,一并移交贵衙门

查照,迅即定期派员前来接收可也.”[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天,许景澄还向内

务府提交了另外一篇呈文,即«许景澄为移交大学堂

房屋、家具等呈内务府文»,其中写道:“本大学堂房

屋业经备文移请定期派员接收在案.兹查原册所列

正所寝殿五间,系大学堂作为藏书楼安放书籍;又后

楼五间安放仪器.现值地面未靖,搬移不便,自应暂

为封锁安放,又有铁柜壹架、书柜两架,内存各项册

籍,亦应暂存.相应咨会贵衙门,请烦查照.”[７]

图２　«许景澄为移交大学堂房屋、家具等呈内务府文»原件

(北京大学档案馆JS０００００９)

这段呈文非常明确地指出,“正所寝殿五间”,就
是戊戌年创建的京师大学堂的藏书楼!

为什么要向内务府另具呈文呢? 因为原公主“寝
殿”作为藏书楼不仅有房屋家具,还有藏书;“后楼五间”
也安放着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这些藏书、仪器

搬移不便,所以只能“暂为封锁安放”.此外还有“铁柜

一架、书柜两架,内存各项册籍”,这些“册籍”应该就是

藏书楼藏书目录、实验室仪器清单等,是非常重要的检

索工具和档案资料.鉴于藏书和仪器的异常重要,所
以有必要提醒内务府予以特别的关注.可见许景澄是

一个办事非常认真负责的好官员.
令人扼腕的是,仅仅三天之后,亦即光绪二十六

年七月初三日(１９００年７月２８日),许景澄竟因反

对鲁莽攻打外国使馆而被慈禧太后下令处死.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九日(１９００年８月３日),京

师大学堂暂时停办,大学堂藏书楼也随之关闭.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

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俄军、德军先后占据京师大

学堂,破坏甚烈.据事变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十

四日(１９０２年１月２３日)«内务府为移交校舍知照

大学堂»称:“查本府官房租库,现在暂看之大学堂房

间,缘于去年五月间,经管学大臣奏明移交本府,尚
未接收,旋于七月间联军入城,彼处房间被俄、德两

国洋兵迭次占据,嗣经退出,所有内外檐装修及游廊

门扇等项,全行拆毁,本府当饬该库派役,于上年九

月十三日复行看守在案.”[８]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 (１９０２ 年 ２ 月 １３
日),事变后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上奏慈禧太后和光

绪皇帝之«筹办大学堂大概情形折»也说:“查大学堂

自去岁先被土匪,后住洋兵,房屋既残毁不堪,而堂

中所储书籍仪器亦同归无有.”[９]

戊戌年大学堂西文总教习丁韪良在其所著«汉
学菁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及其影响力»书中也说:
“义和团焚烧翰林院藏书楼,将京师最丰富的图书收

藏付之一炬,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投入水中

浸泡毁坏.”[１０]他将大学堂藏书楼藏书的毁坏完全

归罪于义和团,而对俄、德两国军队的大肆破坏只字

不提,完全是一副偏袒侵略者的嘴脸.
戊戌年大学堂藏书楼的藏书在庚子事变中大部

毁掉了,公主寝殿在壬寅年重建的京师大学堂则另

充他用,以致后来著史者竟然一笔抹杀了大学堂藏

书楼最初的这段历史,悲夫!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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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格局之分析

和硕和嘉公主府按清代的等级来说属郡王府建

制.根据现有大院格局,再参考«大清会典»中的有

关记述,和嘉公主府为并列三轴线院落组合:西路是

额驸院,为五进四合院.中路、东路分内外院.进入

公主府大门为外院,系车马夫、杂役所居.进入二门

为内院,左侧为中路,有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正面

为称作迎安殿的正殿五间,另有东殿五间,西殿五

间;第二进院落正面为公主寝殿五间及东西耳殿六

间,寝殿前是一宽阔的月台,另有东殿五间及耳殿四

间,西殿五间及耳殿四间;第三进院落正面为上下二

层的后罩楼,俗称公主梳妆楼,有东西耳房各一间.
东路海棠院是花园,最初也有公主大殿和寝殿,后皆

不存.许景澄所说的作为戊戌年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的“正所寝殿五间”,只能是公主府中路正殿之后、后
罩楼之前的公主寝殿.

图３　庚子事变期间京师大学堂大门口

两个中国人为德军磨刀的情景

图４　戊戌年京师大学堂二门(原和嘉公主府内院大门)

壬寅年(１９０２年)的京师大学堂完全是在戊戌

年京师大学堂的原址上重建的,只是于１９０４年沿着

原公主府的西墙又新盖了十五排平房作为学生宿

舍,即后来著名的西斋.１９１２年民国肇建,京师大

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仍使用原来的校舍.到

１９１８年,在和嘉公主府东南方向里许、松公府南面

的汉花园建造了红楼,图书馆搬到了红楼一层.

１９３０年又买下了松公府的全部,作为北京大学文学

院(即一院),图书馆于次年迁到松公府,而原来的和

嘉公主府校舍被当作理学院(即二院).当年和嘉公

主府的平面图今日难觅,但一张民国时期北京大学

理学院的平面图却很常见,从这张图中,我们还大致

可以看到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基本格局.

图５　民国时期的北京大学理学院平面图

(其中红色标出的就是中路的原公主寝殿)

此图中路的第二座建筑就是原来和嘉公主府的

公主寝殿五间.可以看出,寝殿前面有一个院落,东
西各有配殿五间.作为一座大学图书馆,除书库外,
还应当有读者阅览室和内部办公场所等配套设施.
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四日(１８９８年７月２日)由梁

启超起草、和硕礼亲王世铎等领衔上奏给光绪皇帝

的«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第六章第七节具体规定:
“藏书楼设提调一员、供事十员.”[１１]笔者据藏书楼

第一任提调李昭炜所编«大学堂书目»之著录并结合

其他资料统计,到１８９９年底,京师大学堂藏书楼仅

中文藏书就至少有五万多册.这样多的工作人员和

藏书,加上需提供给读者的阅览空间,一座仅有五间

的公主寝殿显然是不够用的.戊戌年大学堂藏书楼

应该有不止一处房舍,在主要作为书库之用的公主

寝殿之外,其东西耳殿或东西配殿,也有可能划出部

分空间归藏书楼使用.
还需指出的是,在有着许多西文教习的戊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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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大学堂,除了中文藏书外,必定还有外文图书的

收藏.我们也确实发现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例如

在上海出版的著名英文报纸«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

与领事馆杂志»(NorthＧChinaHeraldandSupreme
CourtandConsularGazette)１８９９年６月１９日第

１１０４页在标题“ThePekingUniversity”下有这样一

段报道:

TheusualTientsin “reportsoftheclosingof
theImperialUniversity”,have,liketheassturnＧ
ingaChinesemill,comeroundagain．Meanwhile,

buildingstoaccommodate１６０ morestudentsare
rapidlyapproachingcompletion,andthefirstlarge
instalmentofbooksfortheforeignlibrarywillsoon
beontheshelvesofthegreat“TsangShuLou”．
Letushopethatitwillbeonlythebeginningofa
collectionfittoradiate“sweetnessandlight”from
the“Book－storingTower”toalltheinhabitants
oftheUniversityandofPekingtoo．[１２]

沈弘教授将这段英文报道翻译成中文如下:
“通常发自天津有关关闭京师大学堂的报道,

就像驴子拉磨那样,转了一圈,又传到了我们这里.
与此同时,可以容纳１６０多个学生的楼群正迅速接

近完工.西文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即将在偌大的藏

书楼摆上书架.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而这批图书收藏终将从藏书楼顶上向大学堂的所有

成员,乃 至 整 个 北 京 城 的 居 民,放 射 出 甜 蜜 和

光明.”[１３]

沈教授在这里将“theforeignlibrary”翻译为

“西文图书馆”,其实直译为“外文图书馆”也许更加

准确,因为其中肯定还有日文书.至于“Book－stoＧ
ringTower”,本来翻译成“藏书楼”就很贴切,但沈

教授却翻译为“藏书楼顶上”,显然是在刻意地强调

其居高临下的角度,否则怎么能从“向大学堂的所有

成员,乃至整个北京城的居民,放射出甜蜜和光明”
呢? 由此看来,这个存放外文图书的建筑一定是座

楼房.
环顾和嘉公主府中,只有中路的后罩楼是两层

楼房,民间称之为公主梳妆楼.金梁(１８７８－１９６２)
所撰之«光宣小记»云:“大学堂,在后门内,旧为公主

府,乾隆时和嘉公主赐第也.内城不得建楼,惟府内

有楼,可与宫闱相望.”[１４]整个公主府内当时也只有

这一座楼.许景澄呈内务府文所称之“后楼五间安

放仪器”的“后楼”,是在公主寝殿之后,则必定指的

是这座楼.

图６　壬寅大学堂重建后作为藏书楼的后罩楼

这座后罩楼从外面看去,为上下各九楹的廊柱式

二层楼房,那为什么许景澄说是“后楼五间”呢? 我们

从民国时期北大理学院平面图上可以看出,位于公主

府中路的后罩楼所在院落,与前面正殿、寝殿的院落

是一样宽的,前面两座大殿都是五开间加东西耳殿,
而公主楼却是九开间加东西耳房,可知公主楼的开间

宽度要小得多.楼上作为书库开间小没关系,但楼下

需要有活动空间就不能一楹一间了.我们现在看到

京师大学堂时期后罩楼的照片都有三处台阶,也反映

了其重新分割一层空间的状况.壬寅大学堂重建后,
后罩楼全部作为藏书楼使用,官方统计一直是藏书楼

十四间,即楼上九小间,楼下五大间,可见许景澄所谓

的“后楼五间”,就是指后罩楼的楼下一层,这个格局

是在戊戌大学堂时期就定下了的.
理化仪器是为开设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而准备

的,而当时的外文图书内容也多属自然科学方面,二
者相辅相成,集中在一座建筑中存放和利用,应该是

一种合理的配置.联想到壬寅年重建后的京师大学

堂,无论是早期的藏书楼提调,还是后来的图书馆经

理官,都同时兼管博物院事务(先称藏书楼提调兼司

博物院事,后称图书馆经理官兼任博物院管理官),
则戊戌年大学堂藏书楼提调,应当也兼司理化仪器

的购置和保管,对外文藏书和理化仪器的存放位置,
当然有权进行其认为合理的安排了.

撰写该文的«北华捷报»记者,显然已知晓大学

堂拥有一批外文藏书,虽然尚未完成编目,但其典藏

处所就在原公主府后罩楼的楼上.令人痛惜的是,
这批外文藏书还没来得及上架,就在庚子事变中连

同中文藏书一起被毁坏了.

４９

京师大学堂第一座藏书楼原址小考/姚伯岳
AStudyontheFirstSiteoftheImperialUniversityLibrary/YaoBoyue



2
0

1
8

年
第1

期

４　公主寝殿及其前后建筑的结局

北京的王府一般都坐北朝南,东西路可自由配

置,中路则大致相同,自南向北依序为府门、照壁、正
殿、后殿、神殿、后楼、家庙等建筑.和嘉公主府属于

郡王等级,中路只有正殿、寝殿和后罩楼三座大型建

筑,没有单独的神殿.戊戌大学堂被用作藏书楼的

公主寝殿,在壬寅大学堂时期,被当作神殿,又叫圣

人堂,成了供奉孔子神位和学生接受训诫的场所.
据俞同奎所写的«四十六年前我考进母校的经验»所
记:“大礼堂和后面一层大殿的东西屋,都作教室.
后面大殿,旧称公主寝宫.寝宫的中厅,祀至圣先师

孔子神位.因为我们这班学生,在那时代的眼光,都
是外来的邪魔恶道,必须请孔老夫子出来镇压镇压,
所以只好请他老人家暂时屈尊,替公主把守寝室.
朔望并在这一间厅里面,宣传«圣谕广训».”[１５]

作为京师大学堂的神殿,公主寝殿在壬寅大学

堂时期地位很是特殊,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１９０２年１２月１７日)京师大学堂开学典礼的第一

个内容,就是到昔日的公主寝殿、当时的圣人堂前月

台下行礼,然后再出院门转到正殿前进行其他仪

式.①公主寝殿还是大学堂师生合影的首选背景.
从现存照片,大致可见这座建筑当年的庄严面貌.

图７　光绪癸卯年(１９０３年)京师大学堂仕学、

师范两馆师生在神殿(即原公主寝殿)前合影

图８　１９０３年底京师大学堂欢送３９名学生

出国留学在神殿前合影

民国时期,公主寝殿前面的西配殿及其耳殿一

度成为北京大学理学院的图书室,算是延续了这个

院落旧日的一点儿风貌;而公主寝殿本身却褪去了

至圣先师的神采,只是作为理学院的大教室被使用,
昔日风光不再.

壬寅大学堂重建,后罩楼被用作藏书楼,光绪三

十年(１９０４年)改称图书馆.据光绪三十三年(１９０７
年)底的统计,马神庙校区房舍共十九所、三座、十三

处、五百七十九间,其中藏书楼上下共十四间.直至

清末,京师大学堂图书馆的馆舍位置和格局一直没

有发生变化,楼上作为书库藏书,楼下作为阅览室接

待读者,“随墙一律安置木架、玻璃大柜,存收书

籍”[１６].由于空间紧张,后来对后罩楼进行了改建,
将门窗位置前推至廊柱外边,以扩大室内面积.后

罩楼所在的院落也进行了一番修整,将东西院墙拆

掉,但保留了原有院墙的院门牌楼,庭院中树荫蔽

日,别有一番韵味.民国初期该楼仍作为北京大学

图书馆使用.２０１５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孙家红先生

在法国里昂发现一张摄于１９１２年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庭院照片②,其当面的主体建筑就是这座改建后的

后罩楼.[１７]１９１８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到沙滩红楼,
后罩楼又恢复了其在戊戌大学堂时期的身份,作为

图９　摄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４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庭院

　　照片,正面建筑就是前廊经过改建的后罩楼及其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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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学部教学学务»卷六十七载京师

大学堂当年开学典礼安排的告示底册:“十七日示:十八日午刻开学.
提调率学生仍依斋舍次序鱼贯而行,诣圣人堂前月台下行礼.又示:
祀礼毕,管学大臣更衣,堂提调率两馆学生由院右门出,至前堂阶下

分班北面立.”———转引自郝平著«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

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该照片刊于１９１３年２月１日的法国«插图»(Lillustration)

杂志,见«插图合集:中国,１８４３－１９４４»(LesGrandsDossiersDe
Lillustration．LaChine．HistoireDunSiècle１８４３－１９４４)[M],

Paris:LivredeParis,１９８７: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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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实验仪器存放室使用.
原公主府中路最前面的正殿在京师大学堂时期

用途不详.民国时期,是著名的北京大学大讲堂(或
称大礼堂),许多名人的演讲在此进行,刘半农的葬

礼也曾在此举办,因此被许多文献记载,被许多人

回忆.

图１０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二院用作大讲堂的原和嘉

　　公主府正殿,其后的建筑就是原公主寝殿

图１１　经过改建门窗推至廊柱外边的原公主府正殿今貌

　　１９５２年,北京大学迁往西郊,与原燕京大学合

并.１９５５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迁入北大二院旧校

区.１９７９年,在唐山地震中受损的后罩楼和前面的

公主寝殿均被拆除,在其原址上建起两栋超长的出

版社职工宿舍楼.原公主府中路建筑中,只有最前

面的公主正殿侥幸独存,但也被翻新改造,并将门窗

位置前推至外边廊柱一线,非复昔日旧貌.更匪夷所

思的是,紧邻原正殿当面,不知何时修建了一座中江

华宴餐厅,公主正殿之前仅余一狭长隙地.昔日居

于校园中心的巍峨建筑,今天委屈地蜷缩在现代不

伦建筑的阴影下,令人睹之神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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