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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及会员制度

刘  晓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

摘  要  依据档案资料,对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制度的来源、产生、沿革、组

成情况及历次会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 展示了我国学术界独立探索建立学术评

议制度的过程。研究认为,学术会议和院士制度一样,是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李石曾是学术会议制度的主要领导和设计者,有许多独到的理

解和创新。学术会议既突出北方学界和留法学者群体, 又着眼全国,力求学术评

价的公正。当然,受历史条件所限,北平研究院建立学术会议制度的程序不够完

善,首届会员的推举也缺乏公开透明。分析这一制度的得失, 并与中央研究院院

士制度相对照, 对我们理解我国学术评议和交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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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机构与学术评议机制的建立,是一个国家科学建制化成熟的重要标志。各国国

立性质的科学院,一般都选举院士 (A cadem ician或 M ember) ,只有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

的学者才能当选,并获得国家的认可。20世纪 20年代末,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相继

成立, 没有立即进行院士选举, 而是成立实体的研究所。这是因为现代科学事业处于起步

阶段, 重大学术成就不多, 在国际崭露头角的学者很少, 难以选举。另一重要原因在于,中

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筹备时期实际上更多借鉴法国高等院校的研究院模式, 极为重

视学术研究的蔡元培和李石曾力图借助大学区教育改革, 分别在大学院和北平大学区内

筹备研究院。由于这一教育改革遭遇挫折,加之学术界派系对立, 以留美学者为主体的中

央研究院和以留法学者为主体的北平研究院被迫脱离高校系统,分别在蔡元培和李石曾

的领导下建成实体的研究机构。
[ 1]
下设研究所并开展具体的科学研究, 是我国两大最高

科研机构成立初期的突出特点。

抗战胜利在望之际,为促进战后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完善学术交流、评议机制, 中央

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分别筹备建立院士制度和学术会议制度,二者性质相近,但组织过程

迥异, 既相互借鉴,也不免竞争。目前,学界对中央研究院的院士选举、院士会议等关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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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其制度方面的重要性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 2! 4 ]
但北平研究院建立的学术评议制度尚

未引起足够的注意。北平研究院的创建者和院长李石曾是学术会议制度的主要领导和设

计者, 有许多独到的理解和创新。学术会议既突出北方学界和留法学者群体, 又着眼全

国,力求学术评价的公正。分析这一制度的得失,并与中央研究院院士制度相对照,对我

们理解我国学术评议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具有重要意义。

1 北平研究院的研究所和研究会体制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在创立之初采取务实建院策略的同时, 并未忽略院士制度

方面的建设。中央研究院计划设立评议会, 北平研究院则拟议成立 #学会 ∃, 作为学术评

议机构。随着各研究所的次第设立, 1935年中央研究院成立 #评议会 ∃, 选聘评议员, 以

#指导、联络、奖励学术之研究∃。

北平研究院在李石曾的主持下, 制度方面则颇有创新。李石曾早年留法,曾在巴黎大

学和巴斯德研究所学习,对法国的科研和教育体制十分熟悉和推崇。但他不愿照搬, 而是

按自己的理念和实际情况加以改造。受百科全书派思想的影响, 李石曾在北平研究院的

设计上延续其 #无所不包∃的风格,计划设立天算、理化、生物、人地、群治、国学、文艺等 7

个部, 部下设立研究所和研究会 %。

研究会与研究所并列,是北平研究院的一个重要特点。李石曾解释说:

本院中设立研究所与研究会两种组织,研究所与研究会之区别,各有不同。盖研

究所有机关性质,有研究员及办事人,每日办公。研究会则仅集多数专门人才,于私

人研究之余,在一定时间, 共同集合, 以交换心得及讨论进行方法。研究所有如外国

大学博士实验组及各学院之性质。研究会则与外国大学博士会、学会、研究会等机构

相似,此二者本系两种组织,在本院合二为一, 实为各国所无, 亦为新环境使有新结果

之定例。&

李石曾按早年在巴黎参加各类研究会的体会,认为这类研究会各国 #随时皆有,足以

因之发明新理,获益良非浅鲜 ∃。北平研究院 1929年 10月制定的 组织规程 第 5条

规定:

研究院设若干研究会,或以之替代未经成立之研究所之职务, 或以之扶助其他研

究所之不足。各研究会由院长聘请会员若干人。各研究会各设常务会员及干事各一

人或数人,均由院长聘任。有关系研究所之研究员,均为当然会员。 ( [ 5] , 1页 )

北平研究院研究会中规模最大、运行最为成功的是史学研究会。常务会员为吴稚晖

和李宗侗 (兼干事 )。 1936年升格为史学研究所,所长由徐炳昶担任。水利研究会由副院

长李书华负责,成员多来自华北水利委员会。这两个研究会均聘有多名会员, 数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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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经费和人员,实际成立的只有理化部、生物部和人地部,至 1932年, 共下设物理学、化学等 8个研究所,

史学、水利等 5个研究会。

李石曾: 史学研究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记录 ( 1930 1 7 ) , 国立北平研究院院务汇报 , 1930年, 1卷 1期, 第

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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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

而经济研究会、字体研究会、海外人地研究会更像是微型的研究所,各只有 1! 3名会

员从事研究。除史学研究会 (每月经费 1800元,与研究所相近,远高于其他研究会的每月

500元 )外,各研究会的运行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水利研究会在 1932年后就基本停止了

活动, 经济研究会 1934年后才正式开始工作。而且, 随着各研究所工作的不断扩展,研究

院的经费日益紧张,研究会的经费被削减。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平研究院迁昆明,这

些研究会和其他附属机关全部关闭, 仅保留了包括史学研究所在内的 8个研究所%。北

平研究院初期还打算组织 #学会 ∃, 分别延聘院内外专家定期开会, 研讨各自领域的学术

问题, 惜未实行。

另外,北平研究院各所早期聘有特约研究员。 #特约研究员 ∃系荣誉性质, 不支薪,均

为国内外该领域权威人士。如物理研究所聘有吴有训、叶企孙、胡刚复等,化学研究所聘

侯德榜、吴宪等。北平研究院还聘有多名外籍特约研究员, 如雁月飞 ( P Lejay )、铎尔孟

(A DH orm on)等,他们大部分来自法语国家,显示了北平研究院与法国科学界的紧密联

系。1930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朗之万 ( Paul Langevin)被聘为名誉研究员,这也是北平研

究院历史上唯一的名誉研究员。

2 学术会议第一次会议

抗战胜利前夕,我国学术界对战后科学事业的前景抱有极为乐观的态度。经过近 20

年的积累,学术界对外交流日益频繁,在 #院士 ∃制度方面与国际接轨,几乎同时被中央研

究院和北平研究院提上日程。北平研究院经过多年经营,除北平外,在上海、陕西、昆明等

地均有机构,已不满足于 #地方研究院 ∃的形象,因此在制度建设方面也不甘居中央研究

院之后。借鉴中央研究院以及国外综合研究机构的相关制度, 1945年春, 北平研究院即

筹备改组各 #研究会∃,并将拟议中的 #学会 ∃定名为 #学术会议∃,准备推举学术专家为会

员;开会时将进行学术讨论、宣读研究论文、研究有关北平研究院的若干重大问题。
[ 6 ]
但

在 1945年夏送交立法院的 国立北平研究院组织条例草案 中,并无 #学术会议 ∃的设置,

仅规定 #得设通信研究员并得聘请国内外有重要发明或贡献之学术专家为名誉研究

员 ∃&。1946年初,李石曾从美国经法国回国,在重庆即召集了有关 #学术会议∃的首次筹

备会∋。

因忙于国际事务,抗战期间李石曾长期在国外,院务一直由副院长李书华负责。 1946

年 3月 17日,李石曾从重庆到昆明,特主持召开学术会议。 18! 19日, 在昆明北郊黑龙

潭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开预备会,出席者均为院内人士,有徐炳昶、纪育沣、钟盛标、顾功

叙、刘为涛、周发歧、张玺、严济慈、刘慎谔等各所所长及少数研究员。 20日, #学术会议第

一次大会∃即宣告开幕。相比中央研究院仅 # M ember ofA cadem ia Sinica∃的翻译问题就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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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开始后北平研究院停止了对地质学研究所的资助,故不计入。

北平研究院组织条例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2。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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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年之久, #学术会议 ∃召开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而此时学术会议既未制定规程,也

未推举会员,时李书华去英国参加讨论创设 #联合国教育文化组织∃的 #伦敦会议∃,并赴

美国考察甫归,未能出席此会议。

在 18日第一次预备会议上,李石曾讲述了组织学术会议的经过和意义:

现复员在即,此种学术研究会,有从新组织之必要: (一 )为国际之需要; (二 )为

国内之需要。以国际方面言,吾人研究所得,大可发表, 以与外国学者交换意见。以

国内方面言,吾人研究所得,既可报告政府, 又可将研究尚未十分成熟之问题先行发

表,以引起社会人士之注意。犹有进者, 既有学术研究会,则常可以请院外之人到会

讲演。学术会议与院务会议不相同, 前者侧重学术报告,后者侧重行政事项。%

徐炳昶认为,学术会议应分组举行,学理和实用要紧密联系, 并建议学术会议出版的

刊物用中文印刷。同时他还从呼吁重视历史研究讲到中国学术独立问题:

外国学者在外国社会中所寻得之社会现象定律, 决不能完全以之看作我国社会

现象定律。总之, 吾人须力求学术独立。若常跟踪泰西, 人云亦云, 则学术始终

落伍。&

这次会议对学术会议的规程起草、会员资格和人数进行了讨论。如严济慈提到 #谁
人可作学术会议之会员∃的问题,李石曾回答: #所长皆学术优良之人,故应为会员。∃

19日,召开第二次预备会∋ , 讨论了修正研究院组织法的问题, 并决定了次日大会的

报告顺序。下午李石曾等会议人员参观各所。晚上继续开会,讨论复员搬迁等问题。

20日,学术会议在黑龙潭北平研究院礼堂正式召开。主席原定吴稚晖, 因吴在重庆

开会, 故由李石曾任主席。院内在昆明研究人员及通讯研究员出席者包括严济慈、周发

歧、张玺、刘慎谔、纪育沣、顾功叙、钟盛标、齐钟彦、李光亮、张济舟、黄有莘、张忠胤、纪庆

娥、胡媄、凌育宸、李莲塘、刘师锡、张志三、尚爱松、成庆泰、林友苞、程溯洛、夏武平、喻焘、

童寿生、王文田、孙云铸、姚从吾、王序、简焯坡、叶企孙、黄子卿、刘为涛 (下午出席 )等,李

书华的夫人王文田女士也出席了会议。

李石曾致词中称:

本院原有地方性。最初吾人主张我国设立中央研究院及地方研究院。中央者总

其大成,地方者求其普遍。地方研究院原有在浙江及北平各设一处之拟议。但浙江

研究院迄今未成立。政府所承认而辅助成立之地方研究院只有本院。本院研究范

围,原限于北平、河北,以至华北。但战前已分设机关于上海。抗战时期,在云南展开

工作,四川、贵州亦均涉及。事实的演进, 已非地方性的了((早先本院有学会, 由院

内外学术人员组织之; 又有学术会, 由院内人员组织之。其性质, 都同于学术会

议((今天这个会与其说是正式学术会议,毋宁说仍是预备会。将来复员以后, 当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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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昆明第一次预备会会议记录 ,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394, 卷宗号

45。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昆明第一次预备会会议记录 ,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394, 卷宗号

45。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昆明第二次预备会会议记录 ,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394, 卷宗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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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人员聚齐,再开正式学术会议。法国、德国均有研究院。但其研究人员不在研究

机关内工作。我国的两个研究院,研究人员在机关内,作具体工作。此为许多外国学

者所赞许。但学术界之交换意见亦极重要! 吾人应成立一个学术会议章程起草委员

会,以巩固本院此种会议的基础,并为其进展的依据。%

随后,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化学研究所所长周发歧、药物研究所纪育沣、动物研究

所所长张玺、植物研究所所长刘慎谔分别报告了各所的研究成绩和现状。当张玺讲到动

物学研究所注重滇池水产养殖动物研究时, 一贯主张素食、视肉食为 #弱肉强食 ∃之象征

的李石曾提出 #吾人可以经营水产,但可不以动物为对象,如盐,即水产之一∃& ,明确表示

不赞成渔业。但滇池渔业是艰苦时期食物的重要来源,此论可堪发噱。如今我们看到这

些史料,也仍对前辈学人认真而迂阔的态度风神颇感兴味。

北平研究院的通讯研究员叶企孙、黄子卿等也相继发言,均提及复员后各学术机关和

各学科之间的合作问题。并特别注意食物革命, 阐明素食与和平之关系。此外研究员孙

云铸、姚从吾两先生及王文田女士亦先后讲演。∋

20日下午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学术会议的性质和起草学术会议规程的

问题。

李石曾提出,学术会议规程可由院内数人起草。草成寄诸位通信研究员交换意见,以

三个月左右时间完成此项工作。可设起草委员会专办此事。关于学术会议的内容,则包

括探讨各国学术机关的报告及讨论具体科学研究等问题。

叶企孙认为,学术会议范围可扩大,使之具有全国性。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可与中

央研究院合作,其组织序列可列入院组织条例中。其组织之人员可称院员。)

刘为涛提议,因有些问题涉及哲学,故在会员构成方面, 也应当包括哲学家。

李石曾、严济慈和周发歧等均表示,学术会议应当多延请有学问的人参加, 研究问题

的范围不妨宽泛,对社会上一些作假和错误的说法,不宜置之不理,而应予以研究,加以批

判。李石曾还讲到与郎之万的一次谈话, 郎之万认为 #人类应当作的科学工作已经很多,

那有工夫顾及许多闲事∃∗ , 李石曾则不赞成这种态度。

对于本次会议,中央通讯社、中央日报 、云南日报 、朝报 、正义报 、国民日

报 、和平日报 等媒体于 20日、21日曾予以报导。

3 学术会议制度的建立和会员的产生

昆明会议决定,北平研究院将于 1947年在北平召开第二次学术会议,但因为复员工

作迟至年底才完成, 故未能举行。 1948年 1月 12日, 李石曾在上海吴稚晖先生住宅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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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开会志盛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这是沿用中央研究院的译名。 1944年 3月 8! 10日的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二次年会上, M emb er of Academ ia

S in ica的译名暂称 #院员 ∃,直到 1946年 10月第三次年会投票决定译为 #院士 ∃。详见参考文献 [ 3]。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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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会议筹备会谈话会,拟定规程草案及产生首届会员的办法 % ,成立了学术会议第二次大

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名义上以吴稚晖为首,由委员 13人组成, 在上海和北平数次召开

会议, 决议委托院务会议推举本院学术会议第一次会员,由院长聘任之,并决定于 1948年

9月 9日即研究院成立 19周年纪念日在北平召开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

对于筹委会的决议, 1948年 3月 3日和 9日李书华连续主持召开北平研究院复员后

第三、四次院务会议进行讨论。决议先约请六、七十位为首届会员, 将来由首届会员推举

新会员,上限为 500人。学术会议最初被分为天算、理化、地学、史学、社会科学和生物科

学六组。后增加医药、工学、农学和文艺四组, 达到十组。∋ 院务会议将讨论结果送交筹

委会参考。

3月 18日,在北平召开的第二次学术会议筹备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 国立北平研究

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草案 ),内容如下:

第一条  本会议定名为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

第二条  本会议会员分左列两种

   甲  当然会员  本院历任正副院长与现任各研究所所长

   乙  选任会员  选任会员之资格如下

     1 国内外有重要发明或著作之学术专家。

     2 国内主持学术机关满十年以上者。

第三条  本会议除当然会员外其选任会员第一次不超过九十人,经北平研究院

院务会议推举后由院长聘任之。第二次及以后之会员由本会议自行选举。

本会议自行选举初次所选之会员不超过六十人, 以后每年所选举之会员不超过

二十人,至全体会员满足三百人时,非会员出缺,不得选补新会员。

选任会员为终身名誉职。

第四条  本院研究员及通信研究员均得参加本会议。

第五条  本会议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均由大会推选之, 任期三年。本会议

设执行秘书一人,由大会推举之,任期三年。

第六条  本会议暂分下列各组: (一 )天算组 (二 )理化组 (三 )生物组 (四 )地学

组 (五 )历史科学组 (六 )社会科学组 (七 )农学组 (八 )工学组 (九 )医药组 (十 )文

艺组

每组设主任一人由大会推选之, 任期三年。

第七条  本会议每年举行大会一次,必要时得开临时大会。大会开会时讨论有

关学术问题,宣读论文。

会员除宣读其个人研究论文外, 并得介绍其他国内外学者来宣读研究论文或代

为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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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后第三次院务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3。

国立北平研究院概况 ,国立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编印, 1948年,第 11页。

复员后第三次院务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3。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草案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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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到会之会员得委托其他会员代表, 并得用书面提出意见或将其论文托其他

会员代为宣读。

第八条  本会议常会由主席、副主席、秘书、各组主任组织之, 每年至少开会两

次,必要时得开临时会。常会讨论各组工作联系并处理日常会务。

第九条  本规程由筹备委员会通过施行, 如有未尽事宜, 得由本会议大会修

改之。

在该草案中,首届会员名额被定为 #不超过 90人∃,联想到中央研究院即将进行的首

届院士选举名额为 80! 100名,二者的关联显而易见。

1948年 7月 15日,李石曾携新夫人林素珊到北平, 不久住到女儿李亚梅 (字允修 )和

朱广才夫妇的 #广修堂 ∃中,筹备研究院 19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李在

这里会见了北平研究院同仁及李宗仁、傅作义、吴有训、熊庆来等政、学界人士。自此, 李

石曾数次到院召开茶话会和由李书华、李麟玉、严济慈、周发歧、徐炳昶、张玺、刘慎谔等参

加的学术会议筹备会。

筹备第二次学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推举首届会员。根据规程, 8月 13日召开的

复员后第五次院务会议商定首届会员名单。该次会议也是李书华主持的最后一次院务会

议,严济慈、刘慎谔、徐炳昶、张玺、周发歧、杨光弼出席会议。

在此次会议记录中,保存有一份关于会员名单的讨论稿。从笔迹分析看,该稿最初将

会员分为天算、理化、地学、历史、社会科学、生物六组,继而增加农工医、文艺两组,最后又

将农工医分为农学、工程、医药三组, 这样, 学术会议由十组组成。该稿先是一份初定名

单,然后会上增加提名,同时圈掉被否决者。

天算组初定熊庆来、李珩、陈省身、赵进义,此次会议增加提名江泽涵、张云, 6人均获

通过。

理化组初定吴有训、李书华、严济慈、叶企孙、饶毓泰、钱三强、李卓皓、马士修、庄长

恭、赵承嘏、李麟玉、纪育沣、周发歧等 13人;增加提名林世谨、吴宪、陆学善、高济宇、曾昭

抡、吴学周、高崇熙、袁翰青、杨石先、黄子卿等 10人;讨论通过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

企孙、饶毓泰、马士修、周发歧、吴宪、庄长恭、吴学周、曾昭抡、杨石先、黄子卿、林世谨等

14人。

地学组初定翁文灏、杨钟健、李四光、竺可桢、黄国璋、裴文中 6人; 会议增加提名袁复

礼、孙云铸、尹赞勋、李士林、张印堂 5人, 11人均获通过。

历史组初定徐炳昶、陈寅恪、陈垣、汤用彤等 4人; 增加提名李俨、顾颉刚、张星烺、张

政烺、姚从吾、韩儒林、董作宾等 7人;除韩儒林、张政烺外,其他 9人获通过。

社会科学组初定王宠惠、吴敬恒、胡适、费孝通 4人; 增加提名陶孟和、杨端六、陈序

经、何基鸿、罗喜闻、吴克刚、顾孟余 7人; 吴敬恒、胡适调整至文艺组, 在定审时又加入崔

敬伯, 共确定 10人。

生物组初定李石曾、刘慎谔、张玺、朱洗、张景钺、陈桢、李惠林、胡先骕、周太玄等 9

人;会议增加提名胡经甫、戴芳澜、秉志、童第周、沈同 5人; 结果除李惠林和沈同,其他 12

人获通过。

农学组原为农工医组,初定林可胜;会议专设农学组,另提名刘大悲、戴松恩、汤佩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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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绂、冯泽芳等 5人,获通过。林可胜改医药组。

文艺组提名吴敬恒、胡适、朱光潜、谢寿康、魏建功、陆志韦等 6人, 均获通过。

医药组提名赵承嘏、陈克恢、汤飞凡、李宗恩、朱恒璧、林可胜、戚寿南、朱广相等 8人,

均获通过。

工学组提名魏寿昆、李书田、刘仙洲、朱物华、侯德榜、张克忠、顾毓珍等 7人, 均获

通过。

在该份档案的右侧,有铅笔注明 #石曾先生抬举杨家骆、毕修勺、郑麟、吴克刚、罗喜

闻、林世谨∃。按李石曾早年即信奉无政府主义,杨家骆和毕修勺都是多年追随李石曾的

人。杨家骆编纂百科全书,帮李石曾成就其 #中国狄德罗 ∃的梦想 [ 6]
, 毕修勺是无政府主

义者, 抗战前即受李派遣到法与无政府主义者邵可侣 ( Pau l Reclus)一起翻译 人与地 。

吴克刚和罗喜闻均是留法的经济学家,吴学刚亦信奉无政府主义, 著有 一个合作主义者

见闻录 、生存互助论 、法国合作运动史 等,而罗喜闻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抗战时期曾

在昆明任中法大学训导长和文学院院长。林世谨是法国里昂大学毕业的化学博士,且为

李石曾夫人林素珊之弟。本次会议上, 吴克刚、罗喜闻和林世谨获得通过。值得注意的

是,留法派的主要成员,北平研究院创建者之一、中法大学校长李麟玉, 虽经提名但未获通

过;曾担任过研究会常务会员或干事且为李石曾亲属的朱广才和李宗侗,则未获提名。

此次会议确定的 88人名单中,院内学者 9人,即院长、副院长和各所现任所长等当然

会员, 他们是李石曾、李书华、严济慈、周发歧、刘慎谔、张玺、朱洗、赵承嘏和徐炳昶。除此

之外, 院内在任研究员无一入选。该名单只有文艺部后来增加张元济和沈尹默 2人 % ,经

过 8月 21日学术会议筹备会讨论, 全部通过; 90人名单正式确定并印发各会员 &。研究

院还函告吴有训等被推举为会员的原通信研究员, 不必再兼任通信研究员。

与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提名、评议会选举等程序相比,直接由院务

会议拟定名单的做法实在过于简单化。院务会议由清一色的留法学者组成, 几人的研究

领域只涉及理化、生物和历史, 本身就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和学术派系、学科方面的局限

性,加之名单讨论过程中没有要求明确会员的入选依据,一些入选者的学术成就不够过

硬,名单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因此受到影响。当然,由于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选举已成功完

成,北平研究院在拟定名单时自然可以参照,并突出自己的特点。

4 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

1948年 9月 9日上午 9时,北平研究院在北平中海怀仁堂举行成立 19周年纪念大会

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出席会议的学术会议会员有戴松恩、李士林、马士修、

徐炳昶、李书田、胡经甫、戴芳澜、刘仙洲、费孝通、陈桢、张玺、魏寿昆、李石曾、李书华、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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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员后第五次院务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3。

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编: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录 ( 1948年 8月 )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

宗号 394,卷宗号 44。

国立北平研究院举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394,卷宗号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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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玉、张克忠、杨石先、严济慈、周发歧、朱广相、何基鸿、李宗恩、汤佩松、张景钺、胡适、陈

垣、刘大悲、朱光潜、黄国璋、顾毓珍、魏建功、俞大绂、张星烺、刘慎谔、袁复礼等 35人。在

此之前,北平研究院已致函平津以外各学术会员 % , 寄上聘书、会员录和学术会议暂行规

程,并称因近来交通不便、旅费开支太大, 碍难约请平津以外各地会员出席, 所撰论文请托

付在平会员代为宣读。故出席者不足应到会人数之一半。会员赵进义、杨端六、裴文中、

杨钟健、吴学周、尹赞勋、谢寿康、李文邦、林世谨、李俨等则向会议致电、致信或寄论文。

为表明学术会议的非地方性,李石曾在致词中又抬出吴稚晖, 称自己并非以院长资格

与会, 而是以代理主席的身份, 代吴参加会议。& 为什么李石曾一再让吴稚晖担任学术会

议主席,并曾在吴稚晖家中召开学术会议筹备会呢? 原来早在大学院改革时,吴稚晖、蔡

元培、张静江、李石曾等筹设中央研究院和各地方研究院, 议定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负责

筹备, 浙江研究院由张静江负责,北平研究院由李石曾负责, 而由吴稚晖总其成。吴虽不

担任任何名义,但参与各研究院之事务。∋ 因此学术会议由在政界、学界均具资望的吴稚

晖任主席,就有超越北平研究院地方性的意味。而且, 李石曾也认为自己作为院长,不宜

再兼任会议性质机构的主席,在制度构建方面二者必须分立。

随后,李书华报告北平研究院工作概况, 北大校长胡适代表会员、严济慈代表研究员

分别致词。其中胡适还提出,北平研究院与中央研究院应招收学生并给学位。

下午 3时,北平研究院在中海怀仁堂召开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第一次会议,李书华任

主席, 出席会员包括胡先骕、张玺、马士修、张克忠、戴松恩、袁复礼、陈桢、何基鸿、费孝通、

陈垣、刘大悲、朱光潜、李书华、黄国璋、严济慈、刘仙洲、杨石先、李士林、李宗恩、李书田、

李石曾、魏建功、汤用彤、徐炳昶、刘慎谔、周发歧、顾毓珍、魏寿昆等 28人, 杨光弼列席。

李石曾提议对研究院方针及制度等问题进行讨论。他说自己正在写一本书, 叫做 世界

研究院的中国研究院 ),其中讲到 #研究院 ∃三个字的历史和意义,并比较了法国、德国的

研究院;说明 #学会∃的研究院与 #研究所 ∃的研究院应当联合,研究院既应重视研究所的

设立, 也不能忽略学会的建设。同时,他还阐述了学术与教育、学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

出 #学术应社会化,社会应学术化 ∃等主张。∗ 这里 #学会∃的研究院即荣誉性机构, 如法

兰西学士院、美国国家科学院; #研究所∃的研究院即中央研究院、俄罗斯科学院等实体研
究机构。

本次会议修正通过了 学术会议暂行规程 ,重要修正之处包括: 增加 #本会议讨论有

关学术问题,及有关本院重大问题, 开会时并宣读研究论文∃为第二条, 其他各条依次顺

延。原第二条中选任会员资格下, 增加一项为: # 3 对于有关学术事业有重大贡献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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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平津以外各学术会议会员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国立北平研究院举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394,卷宗号 413。

国立北平研究院举行十九周年纪念大会及学术会议第二次会议开幕式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全宗号 394,卷宗号 413。

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李石曾早年成立#世界社 ∃,从事社会、教育、科研、出版等事业。在他看来, 北平研究院

不过是他设想的 #世界研究院 ∃的一个小部分,正如中法大学是其 #世界大学 ∃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他的 #中

国狄德罗 ∃理想,也是要出版 #世界学典 ∃,即 #世界的百科全书 ∃。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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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第四条列席本会议者增加本院 #总干事、秘书∃。原第六条 #每组设主任一人由大会推

选之,任期三年∃改为 #每组设召集人一人,秘书一人, 由大会推选之, 任期一年,必要时秘

书得代理召集人。∃%原第八条首句改为 #本会议常会由主席、副主席、执行秘书、各组召集

人及秘书组织之 ∃。会议还推选吴稚晖为会议主席, 李石曾、李书华为副主席,叶企孙为

执行秘书。&

10日上午和下午分别召开第二次大会第二、三次会议,会员宣读研究论文,并进行专

题讨论。其中顾毓珍的 大豆研究计划纲要 引起了李石曾的兴趣。李早年研究大豆,故

在致词中大讲大豆的好处。宣读论文环节体现了学术会议在学术交流方面的功能,中央

研究院的院士会议也作了这方面的规定, 但在首届院士会议上并未实现。

在本日的会员大会上,还选定了学术会议各组召集人及秘书 (表 1)。

表 1 学术会议各组召集人及秘书名单 1)

组  别 召集人 秘  书

天算组   熊庆来 江泽涵

理化组   严济慈 周发歧

生物组   刘慎谔 张  玺

地学组   袁复礼 黄国璋

农学组   刘大悲 汤佩松

工学组   张克忠 李书田

医药组   朱广相 汤飞凡

史学组   陈  垣 徐炳昶

文艺组   陆志韦 朱光潜

社会科学组 何基鸿 费孝通

    1) 本院学术会议各组召集人及秘书名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大会结束后, 11日上午召开学术会议常会第一次会议, 出席者为李石曾、何基鸿、徐

炳昶、李书田、严济慈、李麟玉 (列席 )、周发歧、张玺、黄国璋、李书华、刘大悲、刘慎谔、袁

复礼等 13人。议决成立论文整理委员会, 由叶企孙 (召集人 )、朱光潜、袁复礼、刘慎谔、

徐炳昶 5人为委员,将所有宣读论文分类整理后付印。

常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成立选举办法起草委员会, 聘李书华 (召集人 )、叶企孙、何基鸿

为委员,研究新会员选举方式办法。∋ 该委员会起草的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三次

大会会员选举办法草案 , 是有案可稽的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最后一份文件,全文如下: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三次大会会员选举办法草案

第一条  本办法依据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第四条之规定订定之

第二条  第三次学术会议选举之会员人数不得超过四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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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暂行规程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5。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二次大会第一次会议记录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13。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常会第一次会议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全宗号 394,卷宗号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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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第三次学术会议选举会员提名以左列方法推选之

  甲  学术会议各组每组得推举候选人四人至八人, 依各组会员过半数之通

过推选之。

  乙  会员五人联名得推举候选人一人,但每一会员签名推选候选人不得超

过二次。

第四条  依前条办法推选之候选人, 应提交本会议常会审查核定之。

第五条  第三次大会开会时就常会提出之候选人名单投票选举新会员, 以得票

过半数者为当选,但每组之当选人不得超过六人。

第六条  第一次投票结果当选人未满四十人时应举行第二次投票。第二次投票

应就第一次投票未当选候补人中之得票较多者,提出未足额之加倍人数为第二次投

票之候选人,以得票较多者为当选。

第七条  本办法由本会常会议决施行之。%

学术会议刚刚落幕,深谙时局的李石曾即带上自己的书画物品等离开北平, 经上海旋

抵台湾。1948年 12月 24日,李石曾在台湾发表了 召开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第三

次会议启事
[ 7]

,筹备于次年在台湾召开第三届会议。但国民党政权的迅速溃败以及知

识分子的人心所向,绝大部分会员和北平研究院的科学家,如他倚重的严济慈等各所所

长,以及朱广相、李麟玉等人,都选择留在大陆, #第三次会议 ∃也就成了泡影。

第二次学术会议的召开,是北平研究院落日前的最后余晖。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

北平研究院上下正满怀信心,李石曾也比以往倾注了更多的心血。然而,复员后的条件更

加恶劣,战争和通货膨胀使得正常科研几乎无法进行。在这种条件下,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

研究院仍分别召开学术会议和院士会议, 这不仅表达了科技工作者希望健全国家科研体

制、投入战后建设的心愿, 同时也是他们为争取科研权利、呼吁国家和社会重视科技发展

而作出的努力。学术会议和院士会议的召开, 标志着院士 (会员 )制度在中国正式确立。

李书华在第二次学术会议报告中认为, 经过二十年的发展,中国科学已经实现了从无到

有。他宣称: #以后以学术会议为研究的主体, 以各研究所为实行科学研究的中心。此后

如无特别事故,北平研究院的前途当更光明。∃ [ 8]

但仅仅数月之后,北平研究院的 #光明前途 ∃就画上了句号。1949年 1月北平解放, 4

月南京解放,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相继停止活动。后来成立的中国科学院, 继承了两

院的各个研究所,却没有延续两院的院士 (会员 )制度,而是实行学部制。

5 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与中央研究院的院士会议

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以研究所为主体的组织形式, 使我国科研水平迅速提高,尽

快实现了西方科学本土化。经过近 20年的积累,中国科学家队伍日益发展壮大, 并在许

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样, 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需要, 以及研究院追求学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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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度完善的需要, 终于促成了我国院士 (会员 )制度的正式建立。

在评议会制度的基础上,中央研究院建立了院士制度,第一届院士的提名和选举工作

于 1947年 5月至 1948年 3月进行, 1948年 4月 1日中央研究院正式公布当选院士名单,

9月 23日举行中央研究院成立 20周年纪念会暨第一次院士会议。从此由院士选举评议

会和院士,评议会则成为院士会议的常设评议机关, 保留选举院长、增设研究所等重要权

利。院长、评议会和院士会议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 其制度设计经过多人长期、广泛的讨

论,至今仍不乏借鉴意义。

北平研究院的学术会议和会员制度则由李石曾一手促成,因而能克服战后种种困难,

短期内召开学术会议、推举会员。不过在制度设计上不及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制度精巧。

如名称和学科划分方面,学术会议沿用了建院初期李石曾的规划, 不免陈旧。在制度设计

理念上,李石曾坚持他所推崇的 #分工合作 ∃而非 #竞争制衡 ∃。 #学术会议 ∃与 #院务会
议 ∃只是分工不同,一个负责学术,一个负责行政。学术会议虽设有 #常会 ∃, 但无论学术

会议还是 #常会∃,并没有明确的监督制约或推举院长、所长的权力, 只是突出学术交流功

能,如规定宣读论文, 介绍国内外科技成就, 常会讨论各组工作联系等。按李石曾在北平

研究院具有超然之地位,但因忙于社会事务, 院务一直由副院长李书华主持, 整个抗战期

间仅到过昆明一次。战后李石曾回北平研究院即召开 #学术会议 ∃, 而由李书华召开 #院

务会议 ∃,都表明自己无意过问院务, #学术会议∃评议权的缺失, 与之不无关系。在学术

会议的召开程序上,李石曾率性而为的行事风格则显露无遗。 #第一次学术会议∃既未通

过任何规程,也无正式会员,仅经过两天的筹备会即宣布召开,从会议的内容和形式看,不

过相当于一次筹备会。学术会议的首届会员由院务会议推举并由院长聘任, 因此显得不

够开放,受主事者的主观影响较大。

从院士 (会员 )会议组织规程看,院士与会员的产生方式、评价标准、组织形式等方面大

致相当而又略有区别。人数方面,首届院士人数规定为 81! 100人,嗣后每年选举不超过 15

人,结果首届院士实际当选 81人。而首届会员人数规定选任会员至多 90人,以后每年增选

20人,会员还包括由院长、所长组成的当然会员。结果实际推举会员也为 81人,加上当然会

员共 90人。在院士 (会员 )构成上,院士会议分为数理、生物和人文三组,学术会议则分为天

算、理化、生物、地学、农学、工学、医学、史学、文艺、社会科学十组。资格方面,都主要按照科

研成果和对科学事业的贡献进行评选。院士和会员在职能方面则稍有区别,院士会议有 #议

定国家学术之方针∃及 #讨论政府委托事项∃%的任务,为学术会议所无。

同时当选首届院士和会员的有 36人, 他们是陈省身、李书华、严济慈、吴有训、叶企

孙、饶毓泰、庄长恭、吴宪、曾昭抡、吴学周、陈桢、秉志、胡先骕、戴芳澜、张景钺、童第周、翁

文灏、李四光、杨钟健、竺可桢、汤佩松、俞大绂、侯德榜、林可胜、陈克恢、李宗恩、陈垣、陈

寅恪、顾颉刚、董作宾、汤用彤、吴敬恒、张元济、胡适、王宠惠、陶孟和。会员张云、赵承嘏

和胡经甫虽非院士,但都曾担任过中央研究院评议会评议员。说明这些人的学术成就得

到了不同学术机关的公认。

同时,两个名单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 ( 1)产生方式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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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北平研究院 #当然会员 ∃制度造成的差异。中央研究院的院长、总干事和各所所长虽

为当然评议员,但并未保留 #当然院士 ∃的资格,院士完全通过公开选举进行,而北平研究

院的首届 #会员∃由院务会议推举,将院长、副院长和各所所长都列为当然会员。 9名当然

会员中仅有 2名被选为院士 (李书华、严济慈 ) ; ( 2)学科划分造成的差异。院士初选时划

分了 20多个学科,几乎涵盖当时我国所有的学科,而学术会议仍坚持李石曾在建院初期

固有的学科划分理念,并有 #文艺组 ∃这样与我国学科体系较为脱节的分组。 ( 3)北平研

究院仍未摆脱地方和派系色彩。过于偏重北方高校和科研机构 (在北平的会员占到 44

名 )以及具有留法背景的学者 ( 23名 )。 ( 4)学术会议由李石曾一手推动, 会员名单中存

在较多诸如机构、亲友、学术派别等私人关系方面的考虑。如刘大悲在华法教育会,沈尹

默在北平大学区,何基鸿在北平大学,罗喜闻在中法大学,崔敬伯在早期平研院, 皆是李石

曾倚重之人。亲属关系则例如李书田为李书华之弟,马士修为李麟玉之婿, 朱广相为李石

曾之婿朱广才的兄长,林世谨更是李石曾的妻弟。虽然也说明了这些科学事业的开创者

不少来自 #学术世家∃,但推举程序的不完善容易导致这种做法授人以柄。

因第二次学术会议闭幕后仅一个月国民党即在北方溃败,学术会议并未举行过会员

的选举。不过北平研究院参与了两次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候选人推举工作。 1947年的首

次院士选举,北平研究院推举李书华、严济慈、赵承嘏、庄长恭、周发歧、纪育沣、张玺、沈嘉

瑞、刘慎谔、林镕、朱洗、徐炳昶等 12人为候选人 % , 结果李书华、严济慈、庄长恭当选。

1948年 11月北平研究院提名徐炳昶、周发歧、纪育沣、张玺、沈嘉瑞、朱洗、刘慎谔、林镕

等 8人为 1949年度院士候选人。在提名公布时,刘慎谔还致信北平研究院秘书杨光弼,

称 #本人既为本院学术会议会员,已足情愿放弃中院院士候选人之资格,谨提请改推林镕

先生为该项候选人,以示公正。∃&当然北平研究院未从其请,乃将二人同时上报。

附录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录
1)

组  别 姓  名 籍  贯 当选时任职 (曾经任职 ) 留学经历 2) 备注

天
算
组
6
人

熊庆来 云南弥勒 云南大学校长 留法

江泽涵 安徽旌德 北京大学数学系主任 留美

陈省身 浙江嘉兴 中研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 留德 中研院院士

赵进义 河北东鹿 西北大学理学院院长 留法

李  珩 四川华阳 华西大学教授 留法

张  云 广东开平 中山大学天文学教授 留法 中研院第 1、2届评议员

理
化
组

人

李书华 河北昌黎 平研院副院长、(中研院总干事 ) 留法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严济慈 浙江东阳 平研院物理学研究所所长 留法 中研院院士

周发歧 河北蠡县 平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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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组  别 姓  名 籍  贯 当选时任职 (曾经任职 ) 留学经历 2) 备注

理
化
组

人

吴有训 江西高安 (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 )、(中央

大学校长 )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2届评议员

叶企孙 上海市  清华大学理学院院长、(中研院

总干事 )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饶毓泰 江西临川 北京大学理学院院长、(平研院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

留美 中研院院士

马士修 河北蠡县 中法大学理学院教授 留法

庄长恭 福建晋江 平研院药物研究所所长、(中研

院化学所所长 )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吴  宪 福建侯官 中央卫生实验院北平分院院长、

(北平协和医院教授 )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届评议员

曾昭抡 湖南长沙 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西南联

大教授 )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2届评议员

杨石先 浙江杭州 南开大学教授、(西南联大化学

系主任 )

留美

黄子卿 广东梅县 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 留美

吴学周 江西萍乡 中研院化学研究所所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2届评议员

林世谨 上海震旦大学教授 留法

生
物
组
 
人

李石曾 河北高阳 平研院院长 留法

朱  洗 浙江临海 平研院生理学研究所所长 留法

张  玺 河北平乡 平研院动物学研究所所长 留法

刘慎谔 山东牟平 平研院植物学研究所所长 留法

陈  桢 江西铅山 清华大学生物系主任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2届评议员

秉  志 河南开封 中央大学生物系教授、(静生生

物调查所所长 )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胡先骕 江西南昌 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中正大

学校长 )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戴芳澜 湖北江陵 清华大学教授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2届评议员

张景钺 江苏武进 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 留美 中研院院士

周太玄 四川成都 四川大学教授、平研院动物所特

约研究员

留法

童第周 浙江鄞县 山东大学教授 留比 中研院院士

胡经甫 广东三水 燕京大学生物系主任 留美 中研院第 1届评议员

地
学
组
!
人

翁文灏 浙江鄞县 行政院长、(地质调查所所长 ) 留比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李四光 湖北黄冈 中研院地质学研究所所长 留英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杨钟健 陕西华县 中央地质调查所技正、(平研院

地质学研究所研究员 )

留德 中研院院士

袁复礼 河北徐水 清华大学地质系教授 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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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组  别 姓  名 籍  贯 当选时任职 (曾经任职 ) 留学经历 2) 备注

地
学
组
!
人

孙云铸 江苏高邮 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 留德

尹赞勋 河北平乡 中央地质调查所所长、(平研院

地质学研究所研究员 )

留法

裴文中 河北滦县 中央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新生代

研究室主任、(平研院地质学研

究所研究员 )

留法

李士林 (察绥矿产调查所所长 ) 留法

竺可桢 浙江绍兴 浙江大学校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黄国璋 湖南湘乡 北平师范学院教授、(中英庚款

董事会立地理研究所所长 )

留美

张印堂 山东泰安 国立清华大学教授 留英

农
学
组
5
人

刘大悲 四川叙永 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场长 留法

戴松恩 江苏常熟 农林部中央农事实验所北平农事

试验场场长

留美

冯泽芳 浙江义乌 农林部棉产改进处副处长 留美

汤佩松 湖北蕲水 清华大学农学院院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

俞大绂 南京市 北京大学农学院院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

工
学
组
7
人

刘仙洲 河北完县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北

洋大学校长 )

魏寿昆 天津市 北洋大学教授 留德

李书田 河北昌黎 北洋大学工学院院长 留美

朱物华 江苏江都 交通大学教授 留美

侯德榜 福建闽侯 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工程师、总

经理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张克忠 天津市 南开大学化工系主任 留美

顾毓珍 江苏无锡 经济部北平工业试验研究所所长 留美

医
药
组

8
人

赵承嘏 江苏江阴 平研院药物研究所所长 留英 中研院第 1届评议员

林可胜 福建厦门 国防部军医署署长、(协和医学

院教授 )

留英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陈克恢 江苏青浦 美国丽利制药厂药物研究所所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

汤飞凡 湖南醴陵 中央防疫实验处处长 留美

朱恒璧 江苏丹徒 上海医学院院长 留美

戚寿南 浙江宁波 中央大学医学院院长 留美

李宗恩 江苏武进 北平协和医学院院长 留英 中研院院士

朱广相 四川江津 中法大学医学院院长 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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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录

组  别 姓  名 籍  贯 当选时任职 (曾经任职 ) 留学经历 2) 备注

史
学
组

9
人

徐炳昶 河南唐河 平研院史学研究所所长 留法

陈  垣 广东新会 辅仁大学校长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陈寅恪 江西修水 清华大学教授 留德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顾颉刚 江苏吴县 平研院史学研究所历史组主任 中研院院士

姚从吾 河南襄城 河南大学教授 留德

张星烺 江苏泗阳 北平辅仁大学史学系主任 留美

董作宾 河南南阳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 中研院院士

汤用彤 甘肃渭源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

李  俨 福建闽侯 陇海铁路局工程师

文
艺
组
8
人

吴敬恒 江苏武进 平研院学术会议主席 留日 中研院院士

张元济 浙江海盐 商务印书馆董事长 中研院院士

胡  适 安徽绩溪 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沈尹默 浙江吴兴 (北平大学校长 ) 留日

谢寿康 江西赣县 (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 ) 留比

陆志韦 浙江吴兴 燕京大学代理校长 留美

朱光潜 安徽桐城 北京大学教授 留法

魏建功 江苏如皋 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社
会
科
学
组
∀
人

王宠惠 广东东莞 司法院院长 留美 中研院院士

顾孟余 北平市 (北京大学教授兼教务长 ) 留德

陶孟和 天津市 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 留英 中研院院士及第 1、2届评议员

何基鸿 河北藁城 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 留日

杨端六 湖南长沙 武汉大学教授 留英

陈序经 广东文昌 广州岭南大学校长 留美

崔敬伯 河北宁河 立法院立法委员、(平研院秘书 ) 留英

费孝通 江苏吴江 清华大学教授 留英

吴克刚 台湾大学经济系主任 留法

罗喜闻 湖南华容 (中法大学文学院院长、浙江经

济调查所所长 )

留法

  1) 本表根据北平研究院编 国立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录 ( 1948年 8月 )、陶英惠 国立北平研究院初探

( 近代中国 , 1980年第 16期,第 90! 114页 ),以及其他相关材料整理。

  2) 有些学者曾留学数国,此表作了简化处理。

致  谢  写作过程中,刘钝研究员、王扬宗研究员、郭金海副研究员,以及审稿专家提

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并给予鼓励,原学术会议会员魏寿昆院士接受作者采访,在此深表

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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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ationalAcademy of Peip ing sAcadem ic Council

andM embership System

L IU X iao

( In st itu te for theH istory of Na tural S cience, CAS, B eij ing 100010, Ch ina )

Abstract Based on original archives, th is paper studies the origin, creat ion, reform, constitu

t ion and history of the A cadem ic Council of the NationalAcadem y of Peiping ( NAP ), in order to

show the process of the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of the assessm ent system in Ch ina s scient ific cir

cles. T he system of the Academ ic Council of the NAP, and that of the academ icians o f the Academ ic

S inica, w ere both the outcom e o fCh ina s sc ientif ic undertak ings hav ing developm ent to a certain lev

e.l The ma in leader and advocate of the NAP Academ ic Council system was L i Shizeng, who intro

duced many unique concepts and innovat ions. Due to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the NAP, the Academ ic

Council elected m ore members from am ong sc ientists trained in France and from the univers ities of

northern China, but it cast its gaze across the whole country and strove for mi partiality in academ ic e

valuation. O f course, the system was not perfect, espec ially the election of the f irst group ofm em

bers, which lacked transparency. Analyz ing the pros and cons of this system, and contrast ing itw ith

the academ ic ians system o f the Academ ia Sinica, contributes greatly to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n

dat ion and advancem ent of academ ic assessm ent and communication in China.

K ey words NationalAcademy of Peiping, L iSh izeng, Academ ic Counc i,l m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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