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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学术当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
支配以达于学术独立境界；人类生存世界贵有
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学术独
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应用愈广。

2019 年，伴随着建国 70 周年华诞的
临近，国内很多高校也迎来了自己的建校
周年庆典，但与如今绝大部分高校“单打
独斗”的庆典方式不同，几年前，曾发生过
一场“五校同庆双甲子”的周年庆典盛事。

2016 年 4 月，海峡两岸上海、西安、
西南、北京、新竹五所交通大学共同策
进、齐声庆贺交大建校 120 周年“双甲
子”，在引起世人关注的同时，也将人们
的目光聚焦于跨越三个世纪的百年名
校———交通大学。

提到交通大学，有一个人的名字就
显得意味深长了。百年前的 1920 年，正是
他首倡“交通大学”之名，并以其胆识、智
慧和热忱，合组创建交通大学。从某种意
义上说，他是真正的交通大学之父，如果
不是他，交通大学的历史和现在肯定是另
外一个版本。

这个人，就是时任交通总长叶恭绰。

交通俊才，深忧人才匮乏

民国时期，北京政府内阁星换、政局
动荡。交通部沿袭清政府邮传部旧制而
设，主管“路电邮航”四政，成为国家重要
的实业机关。1920 年 8 月 11 日，直皖战
争后，靳云鹏复组内阁，曾代理部务的前
交通部次长、此时正在全国推兴实业的专
使叶恭绰被特任为交通总长。这是他第
一次全面主政交通部，时年 39 岁。

从晚清洋务运动中一路走来的铁路
交通事业历经论争，风雨随行，举步维艰。
在邮传部新设立不久后的 1906 年，叶恭
绰便入部担任秘书，熟悉大小部务与人
事。到 1913 年，他已经做到了民国交通部
次长兼铁路总局局长，可谓年轻有为之交
通俊才。对于交通专门教育，叶恭绰深有
体会，他自己就曾做过铁路管理学校和邮
电学校的监督，还因主办交通教育卓有成
绩，获得过教育部的一等奖章。

当时，交通部在上海、唐山各有一所
工业专门学校，其前身分别为南洋公学和
北洋山海关铁路官学堂，皆开办于清光绪
二十二年，后均划归邮传部直辖。两校分
处南北，经 20 余年苦心经营，早已成为国
内实科学生仰慕的学府。在北京，邮传部
于 1909 年自行创设了交通传习所，1918
年，该传习所分设两校，分别为铁路管理
学校和邮电学校，以上四校构成了交通部
高级人才的教育体系。但在当时，人才匮
缺的矛盾依然突出。

放眼此时的国内高等教育，官设大
学不过北京大学、北洋大学、山西大学等
数所，南京高师正在酝酿升办东南大学，
其余多为工业、师范、农业、法政、外语等
专门学校，经教育部备案者总数仅及百余
所。在所有这些高等学校中，交通部四校
其实处于第一阵列。

以 1916 年 4 月，教育部举办的专门
以上学校成绩展览学科评比为例，在所有
参评的 74 所学校中，唐山工业专门学校
以总分 94 第一名列特等给优等奖状，北
洋大学以总分 90.8 第三名列特等给优等
奖状，北京大学以总分 87.9 列甲等给一
等奖状，山西大学以总分 78.1 仅列乙等
给二等奖状。而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
校以总分 83.9 列甲等给一等奖状，交通
传习所以总分 84.5 亦列甲等给一等奖
状。可以说，当时交通部的办学成绩是相
当耀眼的，办学根基相当扎实。

统一学制，责任至为专一

正是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叶恭绰
看到了创设一所高水平大学的前景。

当然，交通教育的问题、瓶颈也是客
观存在的。正如他在 1920 年 12 月 14 日
提交内阁审议的《阁议创办交通大学提案
文》中所分析的———

“四校散设各处，不相联属。教授管
理各为风气，监督既不能周，纠正亦遂乏
术。又四校并设，其中科目有彼此俱设者，
亦有彼此俱缺者；有应增而不增，有可省
而不省者。既嫌复杂，又病缺略。精神既
涣，成绩难期。”

为此，叶恭绰拟以四校合并为交通
大学，他表示，“将已有之学生量其已有之
学科划一增改，据其已达之程度平均分
配，使之继续授业。如是则校制可望统一，
学科可图改良，监督易周而管理与教授均
便于纠正。不必另筹巨款，不必大事更张，
而交通教育可收莫大之益”。

同年 12 月 21 日，在呈送大总统徐
世昌的《统一交通教育计划呈文》中，叶恭
绰对交通教育的现状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和说明，并将缺点概括为“组织之无统系”
与“学科之不联络”两端。关于改革的扼要
办法，叶恭绰提出“端在统一学制”。“大学
为统称之名词，大学本体为总揽大纲之学
府。大学分科乃为实行教授之机关，故大
学分科常就适宜之地分建，而精神上则统
属于大学本体。系统至为分明，责任至为
专一。”

叶恭绰明确提出，“拟将该四校校制
课程悉心厘定，分别改良，列为大学分科，
而以大学总其成，名曰交通大学上海、北
京、唐山，四校悉纳入焉。拟此办法可望有

明晰之组织，有一贯之方针。一面补前此
之弊偏，一面图将来之发展”。这体现出叶
恭绰统一交通四校创办交通大学的总体
指导思想。

制度革新，意成大学中枢

在大总统批准和阁议通过后，叶恭
绰又以他缜密的思维、强力的行动，有条
不紊地推进创校进程。尽管遭遇内外阻
力，却不改初衷与理想。

叶恭绰对交通大学的组织架构、学
科布局及发展方向多有创新之举，体现出
他对于高等专门教育的深思熟虑和高瞻
远瞩。至于四校应如何整合、学科如何归
并，如何体现统一之实效，则是叶恭绰和
创校团队的重要工作。

1920 年 12 月 20 日，叶恭绰命交通
部次长徐世章领衔负责筹办交通大学事
宜，交通部内的精英人才帮同筹办。1921
年 1 月，在交通部总务所内组织交通大学
筹备处，各筹备员开始办公，其首要任务
就是制定一部体现叶恭绰办学思想的《交
通大学大纲》。2 月 10 日，交通部以交通
大学筹备处所拟《交通大学组织大纲》呈
请大总统鉴核，并获批准。

《交通大学组织大纲》共有 14 章 38
节，对校名、校址、经费、学制、学程、董事
会、校长、主任及教职员之任用、校长及主
任之权责、评议会、行政会议、教务会议、
教务处、事务处等分章作了规定。交通大
学设经济部，开设交通科、商科；设理工
部，开设土木工科、电气科、机械科、造船
科。经济部与理工部均为本科四年毕业；
设专门部，开设铁路管理科（后又议决将
该科编入经济部）、土木工科、邮电科、电
气科、商船科、机械科、商业科，三年毕业；
设附属中学，四年毕业；设特班，各依学科
与需要临时定之。

该大纲最具特色的是组织架构与学
科筹划。交通大学的理工结合、经管融通
始为学科之底色，董事会设在官办大学中
尚属首次，意在形成大学之中枢。交通大
学虽为部立，校长却由董事会遴选。叶恭
绰后来回忆，之所以如此，就是为了减少
政局更迭给大学带来的冲击，利教育以致
远。他在给大总统的呈文中，特别强调了
大学董事会的核心作用，“举凡规定教员
方针、厘定学制、筹划经费、监督财政、推
举校长各事，胥委由董事会执行以昭慎
重，而固基础”。

交通大学的第一届董事会（准确地
说是唯一的一届董事会）可谓群贤毕至，
阵容强大。3 月 8 日，先后推定严修、唐文
治、张謇、梁士诒、叶恭绰、徐世章、陆梦熊
等 21 人为校董，次日举行交通大学第一
次董事会议，通过《交通大学董事会章
程》，并经交通部核准。票举董事叶恭绰为
校长，嗣后按照大纲由交通部呈请大总统
任命。

3 月 24 日，大总统令派叶恭绰为交
通大学校长。董事会后又推举徐世章任董
事长，郑洪年、钟锷、孙鸿哲任常务董事。
董事会召开多次会议，对北京、上海、唐山
三校的主任、副主任人选及学科调整方案
进行了充分讨论。4 月 7 日，交通大学在
北京设立总办事处，综理京、沪、唐三地学

校的事务，是为日常总执行及协调机构，
原有的筹备员完成使命。校长驻北京办
公，北京、上海、唐山各校均设正副主任。

在遴选三校主任副主任时，叶恭绰
注意选派与各校有渊源、有学识、有名望
者出任，以孚众望、以利校务。在 4 月 16
日召开的第四次董事会议上，决定毕业于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胡鸿猷任京校主
任、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钟锷为副
主任；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的罗
忠忱任唐校主任、同样毕业于康奈尔大学
和卡利基理工学院的茅以升任副主任，茅
本人就是唐校 1916 年的毕业生；毕业于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张铸任沪校主任、在
美国铁路实习回国的凌鸿勋任副主任，
张、凌二人均是早年沪校的毕业生，凌鸿
勋还是改组前沪校的代理校长。5 月 1
日，叶恭绰和各校主任在北京举行就职仪
式，随即分别赴任。

三校均设教务处、事务处及教务会
议，负责三校各地的日常管理。叶恭绰主
持召开第一次教务会议，讨论了有关“学
历、学科、学生成绩、各科课程、管理方法
以及办事细则”等问题，向三校发出公函，
请教职员及学生对有关校旗、校歌、校声、
校徽、校训及制服等事项共同研究、发表
意见。形而之上的精神、气质素为叶恭绰
所推崇。

五策并举，重塑交大体魂

叶恭绰雄心勃勃，力图重塑交通大
学的体格与魂魄。在开学典礼上，他告诫
交大学子三件准衡，“第一，研究学术当
以学术本身为前提，不受外力支配以达
于学术独立境界；第二，人类生存世界贵
有贡献，必能尽力致用方不负一生岁月；
第三，学术独立斯不难应用，学术愈精，
应用愈广”。

在行动上，叶恭绰的措施也是扎实
而有力的。

首先是增加经费投入。此前，四校的
原有年度经费约为 40 万元，为推进合组
建校，董事会议决交通大学总预算，全年
暂定为 58.3468 万元，较之原来经费计增
38%。筹划开办费 100 万元，由交通部分
三期拨付。交通部也迅速予以落实，将交
通大学增加的经常费 16.8249 万元列入
交通部 1921 年度预算，将开办费 106.34
万元追加于交通部预算。因改组大学急需
修建房屋、添置仪器，第一期开办费 36.34
万元，交通部安排先由天津交通银行拨现
洋 16 万元，余款继续筹拨。同时，交通部
规定，从 7 月起，交通大学月需经常费
48622.32 元，由各路按月拨付。

对于如何筹措交通大学发展所需的
200 万元基金，叶恭绰想到了一个办法，
在与交通银行商定后，他将辛亥革命前，
交通银行所欠邮传部款拨充，但并不提用
该笔款项，仅由交行每年认息七厘，藉充
交大的款。达成共识后，交通部与交通银
行两方换函承认存案。

正是有了经费的保障，三校均新建
了学生宿舍、图书办公楼和实习工厂。叶
恭绰专函聘请唐校肄业生、清华庚款留学
美国习建筑之第一人、时任清华学校建筑
工程师的庄俊担任交通大学建筑师。唐山

学校典雅优美的新大门、北京学校的办公
楼以及上海学校的工厂建筑及设备都是
在这个时候兴建的。可以说，交通大学三
校的校园面貌都有了新变化，一股朝阳之
气蕴于校园溢满社会。

其次是调整学科布局筹设新学科。
至 1921 年 7 月，交通大学完成改组工作，
学科调整方案最终出炉并付诸实施。这是
一个以学科趋势为牵引、兼顾三校历史，
囿于当时条件权衡再三的结果，意在统一
学科，避免专业重叠，各校相同专业调整
至一处。其中，理工部分设上海和唐山两
地，经济部及专门部各科设于北京。上海
学校设电机工程、机械工程两本科，唐山
学校设土木工程本科，北京学校设铁路管
理本科。

叶恭绰认为，四科之设当然未尽大
学之功用，也不能满足交通事业人才之
需，只是限于财力只好对增设学科之计划
分年举办。当时业经筹备计划次第开办的
有上海之造船及纺织科、唐山之市政及营
造科、北京之商业及银行科。

理工部与经济部各科在四年级分设
门类甄于专精，既是交大学科设置的特
点，又适应了交通实业的需要，课程设置
愈趋完善。沪校的电机科设置电力工程
门、有线电信门、无线电信门；机械科设置
机厂工务门、铁路机务门、工业管理门；唐
校的土木工程科设置铁路工程门、桥梁及
构造工程门、市政工程门、水利工程门、卫
生工程门。学科的精细化发展，奠定了交
通大学日后的学科课程规制，适应了高等
教育的发展趋势，成为交通大学合组后取
得的最大收获，叶恭绰称之为“我国专门
教育中的创举亦即欧美最新之趋势”。

按照学科调整规划，唐山学校原铁
路机械科学生全部移沪，美国教授熊爱佛
来应沪校之聘，就任沪校机械科教授兼电
机科教授；美国教授杨以琦改任沪校机械
科教授。沪校原土木科三年级学生及部分
一二年级学生共 30 余人转赴唐校，原土
木科教授、美国人毕登改任唐山学校教
授。上海学校原铁路管理科全部移并京
校，京沪两校铁路管理各班按大学经济部
新课程编入相当年级，邮电学校原高等一
班移归沪校。通过学科调整，交大三校各
有主力学科，形成差异化发展。

第三是推广学额，扩充校舍。三校成
立时，交通大学本科学生不足千人，每科
仅占 200 余人，但学生宿舍严重不足，无
法接纳更多学生。叶恭绰设法筹款，由沪
校在徐家汇购地 70 余亩扩充校舍，拨款
10 万元扩充京校校舍，改建楼房一座，使
京校可容纳学生 500 余人。

第四是联络外国大学改进工程教
育。交通大学成立后，曾与哈佛大学、麻省
理工学院、巴黎大学接洽，拟双方合作改
进中国之工程教育，并由双方共同出资合
作推进。可惜这一计划因叶恭绰的去职而
中断。

第五是派遣毕业生出国留学及实
习。叶恭绰对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不遗余
力。他执掌交通部后不久，即公开向社会
征求国内外毕业的专门人才，亲自约见考
查，择优提拔，不少专才由此脱颖而出。叶
恭绰还指派部员及交通大学三校毕业生
留学及实习，并将此形成交通部常例。通
过这一渠道，不少优秀学生得以官派深
造，为交通实业预备了不少干才。

叶恭绰创设交通大学时，正是民国
政府酝酿高等教育改革、推出“壬戌学制”
的前夕。交通大学办学思想和体制创新大
刀阔斧的推进和展现出的勃勃生机，乃至
1922 年 5 月，高恩洪执掌交通部后对交
通大学决策权的收回，都给予教育界对中
国高等教育的直面与反思。叶恭绰对交通
大学的亲力筹划与创办，虽然只有一年半
的时间，却为日后的交通大学留下许多遐
思，深刻烙上恭绰之印。

（作者为西南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
究馆员、交通大学校史研究专家）

叶恭绰和交通大学的创建
姻杨永琪

近日，一场特殊的图书推介
会在北京举行。说它“特殊”，是因
为发布会的主角是一张地图。只
不过，这张地图在经过几百年的
风雨后，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
我们面前。

这张地图便是河北大学图书
馆的镇馆之宝———《坤舆全图》。
近日，河北大学出版社《坤舆全
图》作了高清摄影和拼接修复，对
其主要文字也做了繁改简和点
校，并对《坤舆图说》进行整理影
印，最终整理为《坤舆全图·坤舆
图说》正式发行。

“该书的发行，是河北大学对
收藏在校图书馆内 《坤舆全图》
的研究和发掘取得的又一新成
果，是我国珍本古籍再生性保护
的一项重要成果，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了珍本古籍‘藏与用’的历
史矛盾。”河北大学出版社总编
邹卫说。

历尽风雨的镇馆之宝

近日，《中国科学报》 记者走
进河北大学图书馆探访。

在位于河北大学图书馆二楼
的古籍阅览室内，悬挂着这样一
幅珍贵的世界地图，它和普通地
图不太一样，是由 8 幅轴高 171
厘米、宽 51 厘米的挂屏式地图拼
接而成，面积近七平方米，足足占
据了展览室的一面墙。

据河北大学出版社学术古籍
分社副社长翟永兴介绍，《坤舆全
图》的作者是比利时人南怀仁，曾
任耶稣会中国副省区会长，是清初
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精
通几何算术、天文历法，为康熙皇
帝讲授过数学和天文学，是康熙皇
帝的科学启蒙老师。

“这幅世界地图有彩色版和
墨色版两种版本，其墨色版在台
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国会图书馆、
法国国会图书馆等有收藏，而河
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坤舆全图》
可能是海内外仅存的一幅彩色
版，是一件稀世珍品。”翟永兴说。

堪称稀世珍品的《坤舆全图》
为何珍藏于河北大学？

河北大学古籍中心主任马秀
娟告诉记者，河北大学 1921 年建
校，前身为传教士创办的学校。学
校聘请的教师中，有许多是河北
献县张庄天主教堂的传教士。他
们对南怀仁非常敬重，收集了许
多与南怀仁有关的物品，其中就
包括了 1925 年搜购的这幅南怀
仁绘制的《坤舆全图》，并做了复
制品。在《坤舆全图》复制品前的
序中写到，当时这幅图已经是稀
世罕有。

“河北大学最早在天津，初名
天津工商大学，为法国天主教耶
稣会创办。《坤舆全图》就曾张挂
在河北大学的前身工商大学的招
待室。1970 年，河北大学迁到保
定，《坤舆全图》也随河北大学的
搬迁来到保定，一直完好地存放
在河北大学图书馆，成为这里的
镇馆之宝。”马秀娟说。

“历经百年风雨，河北大学的
很多资料已经散失，唯有《坤舆全
图》保存完好。”马秀娟说，《坤舆
全图》见证了河北大学更名、搬迁
等所经历的每一段历史，尤其见
证了河北大学一代又一代广大师
生对“实事求是”校训精神的执着
与坚守。

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又一铁证

作为清初西方的天主教传教
士，南怀仁一直竭力传播西方文
化，但碍于当时中西文化差异甚
大，一般人很难接受西学。于是，久
谙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奥的南怀
仁，将中国特有的二十四节气时间
表绘于图中，更顺应当时的天朝大
国和世界中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将

《坤舆全图》绘制成以中国为中心，
以穿过清朝京师的经线为子午线，
用来契合“中央之国”思想观念，寻
求皇权支持与文化认同。

“《坤舆全图》是当时中国人
认识世界和了解世界不可多得
的资料。如今，它对我们研究中
国地图学、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

流以及中国的领土变化等，也都
具有重要的价值。”河北大学历
史学院教授张殿青认为，通过它
可以了解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
一个侧面。

据介绍，《坤舆全图》对海洋
的标志尤为明确精详。图中明确
反映了四大洋的水域分界，其对
大西洋与小西洋（即印度洋）的明
确标准在地理学水域命名上堪称
一大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坤舆全图》
在现在东海、黄海海域的位置
上，明确标有“大清海”字样，而
现在的钓鱼岛位置恰恰就处在
这一海域内，并以清晰标注的

“火岛”为名。显然，这是钓鱼岛
自古以来就隶属于中国领土的
又一铁证。

力促学生全面发展

为了挖掘《坤舆全图》的学术
价值，河北大学于 2017 年 11 月
11 日成立了坤舆全图研究所。

在“河北大学坤舆全图研究
所”挂牌成立仪式上，时任河北大
学副校长杨学新表示，文化交流
发生在两个或多个具有明显差异
的文化圈之间，而 15、16 世纪是
世界格局变化肇始之际，包括中
国在内的东亚诸国逐渐被裹挟到
西欧主导的近代化进程中。“当我
们的人民和国家通过不懈的努力
摆脱了被压迫的历史，并继续奋
进之时，我们也要回望历史，重新
认识变局之初东西方之间的交流
与碰撞。”

“《坤舆全图》具有重要的文
物、文献以及版本价值，对其精神
财富和科学宝藏进行开发和有效
利用，可以有效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马秀娟说。

近年来，收藏《坤舆全图》的
河北大学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已经
成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文学院、
新闻学院、宋史中心等学生教学
的基地。另外，每年图书馆都举办
关于《坤舆全图》等珍贵馆藏的古
籍精品展览，对学生进行爱校教
育以及传统文化教育。

“如果说南怀仁在当时科学
技术尚不发达的情况下，依靠实
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胸怀世界的
开放精神，成就了《坤舆全图》的
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那么，一代
代河大师生对于《坤舆全图》的潜
心研究与发掘传播，凭借的也正
是对于‘实事求是’校训精神的执
着与坚守。”张殿青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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