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与抗日战争时期的北平辅仁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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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耍】

北平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在北平沦陷之后弦歌不辍，讲诵如恒，并得以发

晨。学校师生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延续民族文化生命，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营”
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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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以后，平津地区很快被日本侵略者

立北平大学、私立中法大学、私立朝阳学院等）

所占领，接着整个华北，乃至华东、华中相继沦

陆续迁移到了大后方，继续招生办学，２所高校

陷。在抗日战争时期，沦陷区原有的学校有的内

（私立民国学院与私立北平铁路学院）停办，尚

迁，有的被迫停办，有的被日伪强占实施奴化教

有７所高校继续在原地办学。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８日，

育。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直坚持在北平继续办

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天，日军强占私立燕京

学，既没有迁移，也没有屈从于日本而变成奴化

大学、私立协和医学院，稍后燕大迁往大后方成

教育机关。辅仁大学何以至此？这是值得我们关

都，协和在一年之后才在成都恢复教学活动。市

注和研究的一项课题。

立体育专科学校仍坚持教学活动，１９４３年被迫

一、弦歌不辍讲诵如恒

停办。整个沦陷时期，一直在北平坚持办学的只
有４所高校，它们是私立北平辅仁大学、私立中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

国大学、私立北平国医学院、私立华北国医学

战争以后，“日寇对我高等教育机关摧残甚烈，

院ｂ］‘脚“”。在这４所高校中，后两所规模极小、

滥施轰炸，且肆意杀戮”【ｌ】（嗍’。国民政府很快

学科单一（只有中医），是几乎没有任何名气的

确立了“战时应作平时看”的教育指导方针，以

学校。只有前两所学校是在沦陷地区较有影响的

适应抗战需要…（ｎ∞，并且为了保存教育（特别

坚持办学且抗敌不屈的大学。

是高等教育）实力，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教育政策

辅仁大学为什么能够一直坚持在日伪控制下

和应急措施。譬如，把沦陷区的一批重点大学分

的北平办学，而免除了与燕京大学那样被强占的

别迁移到西南、西北等大后方，调整重组，继续

命运呢？这不能不从辅仁大学的性质和当时的国

坚持教学。据统计，抗战爆发前的１∞所高等学

际关系说起。

校中，有９４所迁移到了内地［２】（瞵），占到８７％。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性质的大学，筹办经

就北平市而言，七七事变发生前，全市有

费主要来自美国本笃会圣文森会院，随后每年的

１９所高校；北平沦陷以后，ｌＯ所高校（国立北

日常办学费用也是主要依靠由圣文森会院和罗马

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

教廷捐助的基金所产生的利息‘４】㈣”。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０５．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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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资本主义各国发生了空前的世界经济危机，

坚持留下来了。他说：。余如南归，辅仁大学数

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萧条局

千青年，有何人能代余教育之？沦陷区正气有何

面。美国本笃会为辅仁大学筹措的原有基金贬

人能代余支持倡导，且余之图书，又不能全部带

值，又不能再在美国募集到一点资金，学校办学

去，支身南逃，尤属不宜。一［ｍ】（呻，“他为着职务

经费变得非常困难。在此情况下，１９３３年，该

（辅仁校长）的关系，始终留在北平，维持这最

校改由经济和人才都十分充裕的另一天主教宗派

后一所大学。”【，】（聊’在陈垣的主持下，辅大师生

Ｄｉｖｉ鹏ＷＩ词）接

与日伪周旋，抗敌不屈，学校因此而弦歌不辍。

团体德国圣言会（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办ｎｌ。该年６月２０日，正式办理了移交手续，

讲诵如恒，孑然屹立。

由此，辅仁大学的主办团体由美国本笃会转移到

二、＿抗日大本营一

德国圣言会，使得学校获得了充裕的办学资金和
丰富的人才资源（教授和管理者），而且是沦陷

沦陷期间，被日伪接管或接办的北平其他高

时期能够继续坚持在北平办学而未被日本强占的

校都被迫实行奴化教育，日语被迫作为必修课，

最重要原因。

教材也被改用日文课本，校门悬挂日本国旗，有

１９３７年夏，辅仁大学在全民族抗战的隆隆

的学校蛮横要求师生进校门时，必须向日本国旗

炮火声中继续招生。当时国民政府对于辅仁大学

敬礼。辅仁大学也面临着日伪致府所施加的难以

继续在北平办学是什么态度？又采取了什么政

想象的压力和干扰。日伪政府经常来校调查搜

策？１９３８年６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沦陷

查，师生要不断填写各种表格，学校也要经常填

区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了。一、在沦陷区域之

表报告学生情况。自１９３９年开始日本派遣细井

各级教育，应利用种种方法，使其继续维持，以

次郎以第二外国语教授名义来校监督，ｌ舛２年，

适应抗战需要，而延续文化生命。二、在沦陷区

细井次郎又升为校务长首席秘书，兼任附中学

域应使教育界知识分子对民众宣传中央意旨，以

监。此后派到学校的日籍教师增多起来，学生中

培养民族意识，发动全民抗战需要。”等两条原

也有日伪特务，他价一起对师生实行监视。在此

则。【．“哪’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于北平辅仁大学曾

情况下，陈垣校长与校内德国籍天主教圣言会司

经密令其仍维持现状，充分利用其有利的国际关

‘铎出面与日伪政府周旋，坚持学校不挂日本国

系，联络平津其他具有国际性的教育团体，尽量

旗，不用日文课本、不把日语作为必修课，从而

吸收沦陷区青年，培植爱国人士，延续中华民族

使辅仁大学成为当时沦陷区唯一不悬挂日伪旗

的教育。在沦陷区内。应遵守三项原则：（一）

帜、不读日伪所编的，旨在进行奴化教育课本的

行政独立；（二）学术自由；（三）不悬伪旗，以

大学。

示正义不屈。【７】‘玎’

但是，日伪并不甘心于辅仁大学的孑然屹

辅仁大学能够在沦陷区坚持办学，抵制日伪

立。１９３８年５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华北重镇徐

奴化教育，也与陈垣等具有爱国思想的教职员有

州之后，日伪政府强迫北平全市悬挂日伪国旗，

密切关系。陈垣作为辅大校长和一代史学大师，

并强令群众上街游行，以示庆祝。辅仁大学及其

是学校的一面旗帜和精神领袖，他的言行和态度

附属中学坚决拒绝执行挂旗、游行等无理要求。

对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日伪

结果日伪震怒，强令辅仁大学及附属中学停课３

控制下的北平，像陈垣这样的文化名人，政治上

天，并多次派人找校长陈垣。质问”。陈垣回答

无自由，行为上被监视，经济上十分困难。加

道：“我们国土丧失，只有悲痛，要庆祝，办不

之，身边的师友相继离去，亲人分别。陈垣最初

到！”坚决不挂旗，不游行。与日伪抗争不

也有过离开北平而南下的念头，曾与他的弟子柴

屈。【ｌｌ】‘删

德赓“黄昏斗室话时艰，相约联吟到巴

陈垣先生不仅自己洁身自好，不与日伪往

山州町‘蹦＇．也曾对学生说。迟早还是得

来，决不作有损于民族利益的事情，而且身为教

走ｌ嚣Ｉ’】‘嘣＇。但是，由于丰富而心爱的藏书无法

授和校长，更是不失时机地教导学生不要事敌，

搬迁，更为了辅仁大学，为了辅仁全体师生，他

不要做汉好，不要助纣为虐，不要见利忘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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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只顾目前利益。【Ｉ列在日伪的控制下，沦陷区人

雨感情亲。”【Ｉｌ】（搿’

民噤若寒蝉，师生碰面，也只能目视而过。在这

辅大的广大师生绝大多数也都坚持进行文化

种特殊环境里，他又不能正面直接告诫学生。因

抗日活动。北平沦陷之后不久，沈兼士、张怀、

当时日伪恢复读经活动，他便利用辅仁大学每届

董洗凡、英千里等辅大几位教授秘密组织“炎

毕业同学出版一份年刊的机会，用中国儒家经典

社”，他们借研究明末清初有民族气节的学人顾

中的话语巧妙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譬如，他为

炎武的学说为名，激发师生爱国家、爱人民、不

１９４０年的《年刊》题词说：“子张问行，子日：

附逆、不投降的热情，以人心不死、国家不亡相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

号召，鼓舞师生奋发图强，刻苦读书，积蓄力

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１３１这里的

量，以待来日报效国家。他们约请北京文教界爱

“蛮貊之邦”，陈垣是用来借指沦陷区。因为他看

国人士参加，辅仁的师生率先纷纷加入。为了团

到个别毕业生在给敌伪做事，甚至欺压国人，心

结更多的爱国人士，１９３９年夏，“炎社”扩大改

里非常痛心，因而劝诫同学们一定严格要求自

组为“华北文化教育协会”。简称“华北文教协

己，做一个正直的人，即使是生活在日伪的控制

会”。协会实行委员会制，沈兼±为主任委员，

下，也不能做言语无信、甚至干助纣为虐之事的

张怀为书记长，张怀、英千里、董洗凡、徐侍峰

人。１９４２年，他为＜年刊》题词说：“孝经日：

以及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牛继昌等人为委员。一二

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

年内会员发展很快，当时在北平的各大学，以及

陷于不义。交友之道，在得切磋之益，毋徒事佚

一些规模较大的文化机关，如故宫博物院、北京

游宴乐，是之谓辅仁。”他告诫学生在日寇横行

图书馆等，都设有华北文教协会支部。后来还在

的环境里交友一定要慎重，切莫认贼作父，不要

开封、济南、太原等地设有分会，在总会领导下

与日伪汉奸分子往来。陈垣校长一再引用＜论

组织各种抗日活动。华北文教协会秘密进行的抗

语》、＜孝经》等经书中的话。谆谆教导学生，日

日工作主要有：在课内外向学生宣传不畏强暴、

伪明知他的深意所在，但因为是引用经书，也对

不受利诱、不向敌人投降等民族意识和爱国思

他无可奈何。【１１】‘附’

想；教育青年刻苦学习，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陈垣在北平沦陷的八年期间杜门谢客，一心

报效国家；向后方输送愿作抗日工作的助教和青

从事教学和写作，撰写了７部专著、１０余篇论

年学生，等等。当时日本宪兵队和伪警察局派了

文。在教学和论著中，他一改过去纯考据史学的

不少间谍、特务到辅仁大学，在他们的监视下，

学风，转而提倡顾炎武的经世致用之学，以笔为

进行抗日工作相当不易，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危

武器，借古喻今，痛斥汉奸卖国，斥责日寇，提

险。荚千里、伏开鹏曾先后被捕，经过营救后释

倡“有意义之史学”，阐发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

放。１９４４年２、３月间，日本为了作侵略中国的

义传统。他说：。‘九—－八’以前，为．同学讲嘉

最后挣扎，大规模搜捕抗日组织和人员。１９４４

定钱氏之学；‘九—·八’以后，世变日亟，乃改

年３月，日本宪兵队再次逮捕英千里，并从他家

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

中抄出华北文教协会主要成员名单。２０日后，

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

校内外华北文教协会的骨干几乎全部被捕，如校

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国思想。所有

内的师生张怀、董洗凡、徐侍峰、欧阳湘、赵锡

《：辑覆》、＜佛考》、《诤记＞、《道考》、《表微》等，

禹、左宗伦、郑国栋、左明彻、孙硕人、朱锦

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

章、葛信益、赵光贤、叶德禄、高要齐、吴师

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

．循、李凤楼、秦晋、孙金铭等３０余人被捕。经

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１Ｉ】㈣”对

４个月的关押审讯后，日寇华北军事法庭把华北

于陈垣在特殊环境下所采取的学术文化抗日活

文教协会主要负责人张怀、英千里、董洗凡等分

动，辅大文学院院长沈兼士曾题词称赞道：“吾

别判处１５年监禁，其余人员分别判处了７年、５

党陈夫子，书城隐此身。不知老将至，希古意弥

年、３年、２年不等的徒刑。他们在日寇监狱里

真。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一编庄诵罢，风

坐了一年多牢，受尽了日寇各种酷刑的折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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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落下了不同程度的终身残疾。但是他们始终

校舍建设有了明显的发展。１９３７年５月，教务

没有屈服，直到１９４５年７月１５日，日本无条件

会议决定成立文理两科研究所，并拟具＜文理两

投降前夕，才获得自由。【１．１

科研究所组织规程＞和担任研究科目的教授名

陈垣、沈兼士、英千里、孙金铭等师生在非

单，呈报教育部核准。【１９１６月。教育部正式批准

常险恶的环境里，把生死置之度外，勇于发扬舍

辅仁大学设立文理科研究所。１９３８年秋，文科

生取义的传统美德和爱国主义精神，抗敌不屈，

研究所史学部、理科研究所物理学部开始正式招

保持民族气节。辅仁大学因此赢得了“抗日大本

收研究生。此后，学校根据师资和设备的发展情

营”的赞誉。ｎ钉（嗍’

况，文、理两科研究所又陆续增设了生物学研究

三、在特殊背景下发展

部（１９４１年秋）、化学研究部（１９４１年秋＞、人
类学研究部（１９４４年）。辅大研究所成立于七七

在日伪横行的特殊环境里，辅仁大学的师生

事变发生前，研究生招收是在事变发生后一年。

们历尽艰辛，克服了日伪的干扰、威胁、利诱和

１９４３年。辅大又设立附属小学及幼稚园，作为

经费拮据等困难，不仅使学校延续下来，两且在

教育系学生实习学校。至此，耱仁大学发展成为

多方面的校务活动还有了稳步发展。表现在师资

拥有研究生、大学本科、中学、小学、幼稚园等

队伍壮大；开始招收研究生；扩大了本科生招生

完整系统的教育机构。

规模，尤其是设立女院，招收女生；增设附属小
学和幼稚园等。

沦路时期，在其它各校或停办、或内迁的情
况下，原属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清华大学

１９３７年４月，辅大以１９９００Ｄ元购得旧恭王

等学校一些教师，由于一些客观原因不能随校内

府。【Ｉ‘】《蹦１９３８年９月，增设女院，由圣神修女会

迁，又不甘心在日伪控制的学校任教，因而不少

主持校务活动，以新购的恭王府作为女院校舍。

知名教授转入辅仁任教，如高步瀛、顾随、张子

当年．文学院、教育学院各系及理学院的数学

高、袁翰青、李霁野、刘盼遂、萨本栋、楮圣

系，开始破天荒地招收女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瞬、杨成章等，从而壮大了教师队伍。

北平曾流行这样一句顺口溜，来概括北平几所著

在沦陷时期，辅仁大学教职员人数、招收规

名大学的情形：。北大老、师大穷，燕大、清华

模、学生结构（从幼稚园到研究生）都有很大的

可通融。辅仁是个和尚庙，六根不净莫报

发展与变化。１９３６年时的辅大招生人数是３３１

名。蚍例所谓辅仁大学是个。和尚庙”，是一语双

人。在校生数８１０人。【４】‘Ｍ’１９３８年时，在校学生

关，一是因为它从创办到１９３７年止，一直都只

达１２６５人（其中，男生９５９人，内有研究生２２

招收男生；二是说由天主教司铎主理校政。。司

人，女生３０６人）。中外教职员人数为１８３

铎”者．“洋和尚”也。所以“六根不净”者就

人。【卸㈣’１９４１年，在校男生增加到１３鹋人，女

请“闲人免进”。但是，从１９３８年夏季起，辅仁

生增加到８９９人，在校生共计达到２２６７人，中

大学部分院系开始一改只招男生、不收女生的情

外教职员已增加到２８３人。乜Ｉ】∞’１９４２年，在校男

况，之后其他院系也陆续招收女生。
辅仁大学在沦陷时期进行了硬士研究生培养
工作。早在１９３３年夏学校董事会决定：“为予毕
业学生有志深造者作各种高深学术之研究起见”，

生又增加到１４３５人，女生又增加到９ｒ７８人，合
计达２４１３人；中外教职员进一步增加到３９６
人。【矧‘哪
学校招生的超常扩大，其根本原因是由于华

并遵照＜大学组织法＞第八条，而设立研究院，

北地区的广大沦陷区爱国青年既不愿意去伪大学

以养成“各项专门人才”。并由校务会议通过了

接受奴化教育，一时又无法离开沦陷区，便纷纷

＜北平辅仁大学研究院入学简章＞，且已作好招收

以考入辅仁为荣。尽管当时辅仁的学费较高，伪

研究生的计划。“们但是，此计划未获教育都批

大学又不收费，但是这些爱国青年就是不愿考那

准。陈垣等人并未因此而放弃进行研究生教育的

些伪校。原先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就读

努力和准备工作。经过三年左右的苦心经营，师

的有些学生无法随校迁移者也转入辅仁，继续学

资队伍进一步壮大，图书资料、理科各实验室、

业。总之，沦胳时期竟然是辅仁大学发展最快和
一３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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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的时期。１９４５年９月，新学年，辅仁大学

年化学硕士，著名有机化学家、院士）、娄少怀

注册学生为２２７１人，１９４６年２月，第二学期开

（１９４２年毕业于美术专修科，著名画家）、王光

学时，注册学生数减为２０６７人∞】，较之沦陷时

英（１９４２年毕业于化学系本科，杰出的实业家、

期学生数明显减少。这是由于原来内迁的各高校

新中国国家领导人）、王光美（１９４３年毕业于物

开始在北平陆续复校，部分转投其他高校的缘

理系本科，１９４５年物理学硕士，著名社会活动

故，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抗战时期辅仁大学

家）等。

是沦陷区爱国青年欣欣向慕之所。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不同性

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的八年间，辅仁大学共培

质的学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处理办法。国民政府

养本科生２１９９名，平均每年毕业２７５人，另有

鉴于辅仁师生抗敌不屈的爱国精神，除明令嘉奖

数十名研究生毕业阱】。其中有的’人后来成长为

外，并特准追认沦陷时期辅大毕业生的学

著名的学者、科学家、院士、新中国的领导人，

籍洲剐。

如赵光贤（１９４０年史学硕士，著名历史学家）、

在七七事变７０周年之际，我们不能忘记在

刘乃和（１９４３年毕业于史学系本科，１９４７年史

当时绝大多数民族文化教育机构内迁的情况下，

学硕士，文献学家）、史树青（１９４５年毕业于国

还有私立北平辅仁大学这样一所高校一直坚持在

文系本科，１９４７年史学硕士，著名考古学家、

沦陷区办学，抵制日伪奴化教育，延续民族文化

文物鉴赏家）、葛信益（１９４１年毕业于国文系本

生命，满足沦陷区爱国青年的求学愿望。陈垣、

科，文字学家）、俞敏（自北大转入，１９４０年毕

沈兼士、英千里、张怀等一批爱国学者、师生在

业于国文系本科，语言学家）、叶嘉莹（１９４５年

非常特殊和困难的条件下，与强敌周旋，不事

毕业于国文系本科，著名中国古典诗词学家）、

敌、不附逆，勇敢而顽强地进行文化学术抗日活

张秀亚（１９４２年毕业于西语系本科，著名作

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笔十分宝贵

家）、蒋丽金（１９“年毕业于化学系本科，１９４６

的财富，值得我们大力弘扬和长久继承。

注释：
［Ｉ］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Ｍ】．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８．

［２］罗永萱．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述评
［Ｊ］．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１）．
［３］李铁虎．抗战时期北平高等院校的兴衰［Ｊ】．北京
党史研究，１９９５（４）．
［４］孙邦华．辅仁贝勒府：辅仁大学［Ｍ］．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４．
【５】１９２８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私立学校条例》和
＜私立大学及专门学校立案条例＞，要求私立学校董
事长和校长必须由中国人担任．１９２９年，辅仁大学
遵照教育部有关法规，改组董事会和管理机构．张
继被推举为董事长，董事会聘请陈垣为校长，原校
长奥图尔改任校务长．

［８］刘乃和．陈垣在抗战时期［Ａ］．刘乃和．历史文献
研究论丛［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杜，
１９９８．

［９］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陈垣先生［Ｊ］．东方杂
志。１９４４（４０：７）．陈平原，夏晓虹．北大旧事
［Ｍ】．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８．
［１０］周国亭．北平沦陷期间探险记［Ｎ】．正义报（开
封），１９４６．１２．２２，１９４６．１２．２３．刘乃和，周少川，王
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Ｍ］．沈阳：
辽海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１］刘乃和．励耘承学录［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ｊ

１９９２．

［１２】关沫然和刘耀祖在所写的《日伪统治下的师大女
校＞（《北京市东城区文史资料选编＞第三辑，１９９２

［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寨资料汇编

年，第１９页）一文中说陈垣曾在日伪所办的伪北

［Ｒ】．第五辑第二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

京女子师范学院担任兼职教授，果如此。陈垣自己

出版社。１９９７．

曾经事敌，也就违背了他本人一贯对学生的教导。

［７］王绍桢．辅仁大学校史［Ａ］．董鼐．学府纪闻：私

对此，我查阅了现收藏于北京师范大学档案馆中的

立辅仁大学【Ｃ］．台北：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伪北京师范学院和伪北京女子师范学院的档案，从

１９８２．

这两所学校当时出版的教职员一览表或其它相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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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中，没有发现陈垣担任伪大学教师的档案记录。

［１８］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呈送教育部关于研究院章程，请

假如陈垣担任了伪校的教师，学校当时的教职员表

准予设立，．并请将前报研究生陈样春等一并准予备

中是绝对不会不写或遗漏作为文化名人的陈垣的名

案［ｚ】．辅仁大学档案·案卷号：Ｍ（现藏于北京

字的！显然是关、刘二人回忆有误．

师范大学档案馆，下同）．

［１３］这句话出自‘论语·卫灵公＞．

［１９］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呈请说贴［ｚ】．辅仁大
学档案·案卷号：明．

［１４］孙金铭．狱中纪实——勿忘国耻［Ｊ】．辅仁大学校
友会．辅仁校友通讯，１９蝤（总１７）．孙金铭．忆

［加］校史［Ａ】．辅仁大学年刊［Ｃ】．北京：辅仁大学，

张怀院长［Ｊ］．辅仁大学校友会．辅仁校友通讯，
１９％（总１８）．郝德元．抗战中的辅仁校友会［Ａ】．

１９３９．

［２１］校史［Ａ】．辅仁大学年刊［ｃ】．北京：辅仁大学，

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印．辅仁往事（一＞［Ｃ】．２∞６．

［１５］陈垣讲话［Ｎ】．正报（北平），１９４５－∞讲．刘乃

１９４２．

［２２］校史［Ａ】．私立辅仁大学一览：民国三十二年度

和。周少川，壬明泽。邓瑞全．陈垣年谱配图长编
［Ｍ】．沈阳：辽海出版社，∞∞．

［ｃ】．北京：辅仁大学，ｌ舛３．
［２３］校史［Ａ】．辅仁大学年刊【Ｃ】．北京：辅仁大学，

［１６］校史［Ａ】．辅仁大学年刊【ｃ】．北京：辅仁大学，

１９４６．

［２４］该数据是根据＜辅仁大学年刊＞（１９３７年、ｌ粥８年、

１９３８．

［１７］这句顺口溜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北大老、师大穷，

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０年、ｌ舛１年、ｌ舛２年、ｌ舛３年、１９４４

惟有清华可通融”。朱海涛．北大与北大人——

年、ｌ舛５年）和＜辅仁大学历届毕业男女人数表＞

。北大老”【Ｊ］．东方杂志，１９４４（４０：１１）．陈平

（辅仁大学，ｌ舛７年）等书刊上的资料综合统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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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傅种孙先生简介
1.1 傅先生基本情况介绍
傅种孙先生(1898～1962)1898年2月27日生于江西省高安县.1920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毕业,留母校附中(即现北京师大附中)任教;1921年任母校
数理部的讲师;1928年任教授:抗日战争以前,曾先后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1933年当选北平(北京)市数
学会理事长秘书;1935年当选中国数学会评议委员兼<数学杂志>编辑;1945年11月至1946年8月在牛津大学、1946年9月至1947年11月在剑桥大学考察
;1947～1962年任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1956年前曾兼系主任;在1949～1957年间,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务长(3年)及副校长(5年);1952～1957年任北京
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数学会及其北京市分会常务理事,<中国数学杂志>及其后身<数学通报>总编辑;1962年1月18日病逝于北京.

2.期刊论文 夏道平:一位杰出鄂籍思想家、经济学家、翻译家 纪念夏道平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将在华中师范大
学和湖北经济学院举行 -湖北社会科学2007,""(10)
夏道平(1907～1995),湖北大冶人,1935年毕业于国立武汉大学经济学系,抗日战争爆发时弃笔从戎,后转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研究室主任
.1949年到台湾后,辞去公职,曾与殷海光等人一起担任<自由中国>半月刊主笔.后来先后任政治大学、东海大学、辅仁大学、东吴大学教授和中华经济研
究院特约研究员.

3.期刊论文 张滂 忆邢其毅教授 -大学化学2003,18(2)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邢其毅教授从苏北回到北京，在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化学系任有机化学教授。我则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从海外
归来，在燕京大学化学系得到一个教授有机化学的职位。新中国成立后，教育部在1952年提出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仿照前苏联把工程学科和文理
法学科分别组成工科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北京的3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并组成了今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3校的化学系合而成为
北京大学化学系。我与邢其毅教授有幸相识并成为北京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教研室的同事，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4.期刊论文 宁可.杨生民.Ning Ke.Yang Shengmin 对《成庆华史学文存》一书的介绍与评价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7,""(1)
成庆华教授从1936年起,先后在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求学,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的北平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北京师范
学院(1993年以后改称首都师范大学)建立,成庆华先生被调入师院历史科(1955年改为历史系)任教.

5.学位论文 张越 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 2006
陈垣，中国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陈垣自1927年起担任天主教辅仁大学的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和院校合并后，辅仁大学的部分并入北京师范
大学。陈垣又继续担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直至1971年去世为止。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担任辅仁大学校长期间所从事的高等教育实践活动，并试图从中归纳、整理和提炼出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这
不仅是因为辅仁大学作为天主教会在华兴办的一所著名教会大学，其规模不大，在大陆的办学时间不长(1927-1952年)，但同其他教会大学一起，在办学
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教学实践等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了西方近代高等教育的模式，从而在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还因为陈垣并非是一名天主教徒而执掌辅仁大学，其学识、品格、先进的开放的教育管理理念在其
中起到关键作用。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陈垣作为辅仁大学校长期间的教育管理实践活动，而辅仁大学作为一所知名教会大学这一特殊背景，使笔者首先要对中
国教会大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历程有一个全面而深入的了解。
自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接管教会大学以及1952年院系调整、院校合并后，中国大陆的教会大学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长久以来，教会大学作为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对中国人民进行精神毒害的桥头堡和主要阵地，受到学者乃至社会各界人士
的口诛笔伐。的确，教会大学由西方传教士创办，教育经费来自外国差会、国外人士的捐款和中国政府的教案赔款，以在华传播基督教福音为主要目的
，在国外注册，颁发外国而非中国政府承认的文凭和学位证书，日常教学和管理活动为外国人把持，中国教职员工地位低下，是不折不扣的“文化租界
”。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教会大学的中国学者，对于教会大学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历史地位的看法和观点有了很大转变。立
场和态度更加公允、客观。在承认教会大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进行文化渗透的同时，人们也注意到，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一个积极改变自
身，力图适应环境的过程。
教会大学产生于19世纪末，起初设立的目的是为了培养教会所需的本土化中高级人才，并吸引中国社会的上层人士入学以传播基督教。教会大学发
展的鼎盛时期在20世纪初至30年代。其中历经非基督教化、收回教育权、抗日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其间，教会大学改由向中国政府注册，其教育目的
虽然力图坚持传播基督教教义，但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已经逐渐转向为中国社会服务，培养中国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教会大学为中国教育事业带
来了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究其能够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的根本原因，在于它部分满足了中国人在那个救亡图存的特
殊年代里渴望获取西方先进知识，以期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愿望。
20世纪初期，中国的天主教精神领袖英敛之、马相伯有感于来自英、美、德等国的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办起一所所高等学府，中国政府自办的京师大
学堂、北洋大学堂也陆续开办起来，而天主教高等教育在中国，却因传教士办学方针和法国保教权的干扰而迟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辅仁大学就是在这
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建立的。其两位首创者，天主教徒马相伯和英敛之先生，有一腔爱国热忱与报国之心，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教宗首肯在华设立天
主教辅仁大学。陈垣参与创建了辅仁大学，并于1927年接替了病故的英敛之担任校长的职务。其时，国民革命战争如火如荼，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
高涨。时代的影响和首创者的风格使辅仁大学自创建之日起就带有与其他教会大学明显不同的特色。辅仁大学在设立时向中国政府注册；虽然学校的日
常管理事务大权仍操于天主教士担任的校务长之手，但陈垣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高尚的人格与情操、开放的办学理念、先进的教育管理思想，深深地
影响着学校的发展。
陈垣，作为一名史学家，学术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享誉海内外；作为一名教育家，能够不拘一格延揽人才，既重视教学，又重视科研活动，使辅
仁大学不仅成为国学研究之重镇，又是传播现代科学技术的先锋。在陈垣的培养与感召下，辅仁大学的教师与学生中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社会活动家和政治家。
建国后，在担任新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期间，陈垣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中来。他拥护党的领导，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改造
和发展自己的学术研究，为北师大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研究陈垣的高等教育管理思想，不仅是对历史的回顾，而且对发展现代的高等教育事业有着重要的、积极的意义。陈垣的爱国主义教育观和学术观
、开放的人才选拔和培养观念、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育人品德，是他教育管理思想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引证文献(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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