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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统计分析和期刊文献调阅, 对原北平大学从1928～ 1937年10年间的54种学术

期刊的发展进行系统分析, 并对其工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和女子文理学院的期刊作典型解

剖。认为作为《世界日报》副刊而创刊于1929年1月的《农学周报》为其最早的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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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大学与西北大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虽然这所大学已不复存在, 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 该校

相继成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和国立西北大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即将临近的西北大

学校庆85周年纪念日之际, 我们以其所办期刊为依据, 对其科技学术文化的发展历史作初步探讨。

1　北平大学创校始末与办刊概况

国立北平大学创建于1928年, 是李石曾根据法国模式倡议建立大学区制的产物。1928年7月, 原京师

大学 (即北京大学)改组而成的中华大学改名为北平大学。李煜瀛、沈尹默、徐诵明等相继任校长。原合并

而成的9所高校 (北京大学、法政大学、农业大学、工业大学、医科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女子大

学、艺术专门学校) , 连同在北平的前外交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天津北洋大学、保定河北大学等校, 被统

统改组为北平大学文学院、法学院、第一、二工学院、第一、二师范学院、农学院、医学院、女子学院、艺术

学院和俄文法政学院等11个学院。在各校合并过程中, 遭到普遍反对, 学潮不断, 认为大学区制不合中国

国情, 遂于1929年6月停止实施大学区制度, 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北洋大学等获准从北平大学中独立出

来。北平大学尚余8个学院。1931年女子师范学院并入师范大学。1933年艺术学院独立为北平艺术专科学

校, 俄文法政学院改称商学院。1934年法学院与商学院合并称法商学院。1937年7月迁西安, 与北平师范

大学、北洋工学院合并成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1938年迁陕南城固, 改称国立西北联合大学。该校后又改为

西北大学, 分出西北师范学院、西北工学院、西北农学院、西北医学院。北平大学的主体——法商学院、理

学院等均留在西北大学。实际上, 在北平大学不复存在之后, 今西北大学成为继承其主体的唯一大学。

该校虽仅存不到10年, 但却先后创办了54种期刊, 平均每年新办5种多。其中文理综合性期刊和社会

科学期刊30种 (含工学院主办的4种) , 纯科技期刊24种。文、理期刊在数量上几乎是平分秋色。其中出版

期数较多者为校刊、院刊性质的期刊, 如《北平大学校刊》共出189期, 1937年3月停刊, 一直维持至学校与

他校合并。法学院和以后与商学院合并的法商学院的院刊, 前后亦出版256期, 于1937年5月学校迁陕前

停刊。其女子文理学院于1937年6月创刊而于7月停刊的《妇女与社会》(仅出2期) , 是北平大学坚持到最

后一刻的一份期刊。然而, 为北平大学期刊出版事业画上最后句号的却是北平大学工学院校友总会于

1947年1月在北平创刊的《平工》月刊。这份刊物,“起初是印刷局旧正放假, 继则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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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北平大学创办的期刊 (1929～ 1937)

Tab. The Per iod ica ls of Be ip ing Un iversity (1929～ 1937)

　刊　　名 　主办部门 创刊年月 刊期 备　注

农学周报 (世界日报副刊) 农学院 1929201 周 存京图
北平大学医学院半月刊 该院出版课 1929202 半月 存北大
农讯 农学院 1929202 半月 共出4期
北平大学区教育旬刊 该校秘书处 1929203 旬 -
建设月刊 法学院 1929203 月 存京图
法学周报 法学院 1929203 周 存京图
北平大学俄文法政学院校刊 该院 1929204 - 共出22期
北平大学第一工学院宿舍运动特刊 该院学生会 1929205 - 仅出1期
谭虎旬刊 俄文法政学院 1929205 - 存北大
前驱月刊 该刊社 1929209 月 存沪图
工学月刊 工学院 1929212 月 存京图
共进 第一工学院 1929 - 存京图
社会改造 法学院 1930204 半月 存南开
戏剧系月刊 艺术学院 1930204 月 存北大
边声月刊 法学院 1930205 月 存京图
北平大学女子学院院刊 该院 1930205 - 存北大
北平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会会刊 该会 1930212 季 -
飞瀑半月刊 法学院 1931 半月 -
俄院学圃 俄文法政学院学生自治会 1931 - 存北大
唯生医学 医学院 1931201 月 存京图
科学月报 法学院 1931202 月 -
北平大学校刊 该校校长办公处 1931204 周 共出189期
山东工学会会刊 该会 1931206 - 存中科院
新农民 农业经济系 1931210 半月 共出10期
抗日旬刊 俄文法政学院 1932204 旬 存北大
北平大学学报 该校校长办公处 1932205 年 共出5期
急起半月刊 法学院 1932207 半月 存京图
现阶段月刊 法学院第一院 1932209 月 存京图
北平大学法学院院刊 该院 1932209 周 共出65期
昙华 该文艺社 1933201 半月 存北大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刊 该院 1933201 周 共出191期
社会论坛月刊 法学院 1933204 月 存京图
法学专刊 法商学院 1933204 不定 存北大
化学季刊 工学院 1933205 季 存吉大
前趋月刊 该刊社 1933211 月 存京图
寒圃 农学院绥远农业学会 1933212 半月 存沪图
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毕业同学总会月刊 该会 1934 月 共出16期
营养专报 农学院 1934 月 存沪图
北平大学工学院半月刊 该院 1934201 半月 存南开
工学季刊 工学院 1934202 季 存京图
赣农 农学院 1934203 - 存京图
晋农 农学院 1934207 季 存京图
北平大学工学院四川工学会会刊 该会 1935206 - 存川图
农学 农学院 1935210 月 共出21期
救亡半月刊 工学院 1935212 半月 存北大
工学专刊 工学院 1936 - 存北大
工学丛刊 工学院 1936 - 存北大
南岭锄声 农学院 1936203 - 存京图
新苗 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 1936205201 - 存中科院
世界动态 该校 1936211 月 存南开
纺织染 纺织工学院 1937201 季 存人大
妇女与社会月刊 女子文理学院 1937206 月 存北大
平工 工学院校友会 1947201 月 存京图
农学专刊 农学院 - - 存川图
抗日特刊 附属高中 - - 存北大
工学周刊 工学院 1929? 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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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病, 最后印刷局又因故停工, 更加稿子总收不齐, 印刷费太昂”〔1〕, 而不得不在1947年3月12日将二、

三期合刊, 最后终在合刊出版后停刊。这份刊物虽仅出版3期, 但却是连结北平、唐山、塘沽、青岛、东北等

校友总会和分会, 及数百名校友的唯一纽带, 也成为北平大学最后的纪念。

2　工学院期刊

北平大学工学院由始创于1904年的北京高等实业学堂发展而来。1912年改为高等工业学校, 后又改

为北京工业专门学校。1922年改为国立北京工业大学, 1928年并为北平大学工学院。在北京工业大学时

期, 其油漆研究工厂“以传布油漆的基本知识, 并介绍制造油漆应用的新方法、新机械、新原料”〔2〕为宗

旨, 于1926年7月创办《油漆季刊》。

《工学周刊》是组成平大工学院后所办的第一份期刊, 但不久即夭折, 遂于1929年12月创办《工学月

刊》。其实, 月刊的筹办工作约自1929年10月即以开始, 然而出版时已是1930年3月。这主要是因为稿件、

经费和主编者中途去职所致。胡汉民、孙科、郑洪年、沈尹默、萧瑜等为创刊号题辞。欧阳诣任实际主编

(未见创刊号出版即已辞职)。其栏日分为题字、祝词、序文、论著、研究、讲演、译述、调查、科学、专载、专

件、院务、琐闻、介绍、杂俎、通讯等, 是以学术研究为主而兼顾院闻报道的刊物。其分栏略嫌琐碎, 其实论

著、研究、科学等完全可合为一栏。这三栏分别载有: 李荞苹的《国有工业问题之商榷》; 张润田的《我们的

切身问题》; 刘相荣的《本院对于国内油漆工业之供献》; 懒汉的《氢化油类法中之氢的出产问题》; 廖定渠

的《竹料制纸之研究》; 娄执中的《用媒介法染毛法》; 王德周的《染色学说》; 胡友裴的《双曲线函数》和凌

零的《分子之研究》等。其他栏目的文章, 反映了该院对中国糖业、天津化学工业、平东化学工业、北平化

学工业、日货行销等的调查研究, 以及在工厂与学校、中国工业化等方面的探索。

《工学月刊》以“研究学术, 提倡工业为宗旨”, 认为“现在中国国际地位之所以一落千丈, 即由于工业

之无进步。盖工业兴则国强, 工业衰, 则国弱, 工业与国家成一比例, 证之中国数千年之历史, 盖信其不

诬。”因此,“欲求国际地位之提高, 舍提倡工业外无他法, 而提倡工业又必从工业学术研究入手。则工学

月刊之设, 岂可或缓哉。”〔3〕在论及期刊的社会功能时, 该刊的实际主编欧阳诣认为:“工业之振兴, 纯视

科学之进步, 而科学之进步, 又纯视各专门学者之研究。然研究所得若蕴而不宣, 则对社会仍不能有丝毫

之裨益, 故出版物之传达, 乃为不可或缓者矣。试观泰西文明之进步其原因果何在?以吾所知, 亦不外一

实验室与一出版物耳。盖出版物为一切知识思想之媒介, 而科学之昌明与工业之进展, 尤非赖此不为

功。”〔4〕接替欧阳诣编辑工作的柴景旭也进一步认为:“同学们与教授们研究学术, 有如散沙一盘, 彼此不

相关连, 即使有少数同学和教授肯去费心就几个题目去研究, 然终不能借一种特定的刊物来提起大多数

同学和教授们以及院外同志的兴趣, 一齐加入研究, 而蔚成大观。实行这种特定刊物的职责, 本刊现在放

在肩头, 担负起来, 于是这点就成为本刊使命之一”。“学术的研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 必借刊物的传布,

⋯⋯引起社会人士对于工学及其用场的注意, 尤其非借刊物的功用, 不能成功。而宣扬这种精神, 便成为

本刊的主要使命之二。”〔5〕

到了1933年元月,《工学月刊》已停刊一年有余 (出6期后于1931年3月停刊) , 工学院应用化学系鉴于

院中无刊, 遂以工学院名义于1933年5月10日创刊《化学季刊》。孙国封院长为之撰写发刊词, 并称该院应

用化学系,“设立年代之久远, 在全中国首屈一指。”其第一期载有吴承洛的讲演稿《中国基本工业建设问

题》; 方乘的《本院酿造研究会采用发酵新法在理论上及工业上的价值和贡献》; 刘相荣的《四年来油漆及

颜料方面之新发现》; 毛乃琅的《金属硇化物的研究及W erner 氏理论》等。另外还载有该系在北平酿造

工厂、制革工厂、本院工场实习、参观的调查研究报告或改进方案。

《化学季刊》第一期出版后, 又于秋季工学院30周年纪念日复出第二期, 在工学院4个系中特别引人

注意, 故不久由编者提议改为《工学季刊》。因此, 1934年2月出版的《工学季刊》创刊号 (即一、二期合刊)

实为《化学季刊》的第三期、学生的二一工学会考工专栏等的合刊。故其合刊包括造纸法与农产制造、显

色剂染色法、假象牙之制造、肥皂性质、工业酒精制造、棉子油等以化学、化工为主的论文, 间以数学、物

理学、纺织工学等论文和附以二一工学会工业考察报告专栏等。其一卷三期为化学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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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4年春, 工学院纺织系同学会又拟创办《纺织年刊》, 并组成9人出版委员会和聘请张汉文、张

佶、林兆宗三教授为顾问。到5月底时, 已与银光制版局接洽制各种锌版、铜版, 与大学出版社达成合同在

9月前出版。此时, 工学院出版委员会方乘先生为求全院刊物整齐划一, 力主《纺织年刊》改名为《工学季

刊õ纺织特号》, 并嘱大学出版社停止排印。这就是1934年9月出版的《工程季刊õ纺织特号》的来由。工学

院院长张贻惠和纺织系主任张汉文均为之作序。学生们的发刊词亦指出:“北平大学工学院纺织系为国

立唯一最高纺织学府, 有棉毛纺织染整理、印花之课程, 有羊毛、纺织、染、整理、机械之设备。华北为产羊

毛之区, 故对于羊毛纺织工程尤为注重。本系同学负有发展我国纺织工业之重任, 朝夕研习于课堂, 或实

习于工厂, 已毕业之同学或服务于纺织界, 本会发行此刊, 即以联络先后同学, 发扬纺织学术, 以促进我

国纺织工业焉”。在谈及“纺织特号”的特色时, 又指出:“夫我国学术刊物多矣, 而纺织刊物最少, 即有之

亦皆为棉丝纺织之记述, 鲜有论及羊毛纺织工程者, 故社会人士对于羊毛纺织工业多不明了而漠视之。

本刊有棉毛纺织染整理工程之论著, 而尤以羊毛纺织工程为多, 以唤起国人对于羊毛工业之认识与兴

趣, 实为倡导我国羊毛纺织工业之先锋。”〔6〕

《工学季刊》持续出版至1937年1月3卷1期, 终未逃脱与周刊、月刊一样的命运, 再度中途而废。当初

创刊时, 编者们就不无悲哀地说:“我们应知道月刊和周刊, 早已随时代而死去, 它们既无哲嗣, 复无宗

支, 说它们寿终正寝也可, 说它们不幸短命亦可。”同时, 也担心《工学季刊》“将来是否能由周岁而十岁而

百千万岁”, 遂抱着“今后惟有小心安命, 埋头任事, 做到那里算到那里”的态度办刊。既然“《工学周刊》、

《工学月刊》不幸均仅昙花一现。⋯⋯过去由周刊而月刊, 由月刊而季刊, 将来由季刊而年刊, 而百年刊

⋯⋯”,“断定这许多刊物, 也难逃同样的命运。编者对于本院的院誉, 是不惜拿生命去维护它的, 但对于

这种摆在眼前的事实, 和不能幸免或十二分可能的命运, 终于无法否认。”其实, 不仅编者们对刊物有这

种短命的预言, 其他师生亦有同感,“在工学季刊创刊号将近付印的时候, 有人就带着讥评的口吻, 向编

者表示: 这个刊物之产生, 实含有许多短命的因素。”〔7〕该刊短命的预言和应验, 深刻地反映了北平地区

大学师生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 既想以期刊振兴科技学术又认定必然夭折的痛苦而矛盾的复杂心态。

3　农学院期刊

北平大学农学院由成立于1908年的京师大学堂农科发展而来, 1912年改为北京农业专门学校。1922

年改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1928年并为北平大学农学院。农学院的学术活动特别活跃, 先后成立了农学

会、中国农业化学会、中国林学会、农业生物学会、农业经济学会、中国作物学会、农艺化学学会等。1929

年, 农学院以《世界日报》副刊的形式创办了北平大学最早的期刊《农学周报》, 共办119期, 停刊于1931年

上半年。其后, 相继创办了10余种农学期刊。

3. 1　《农学》月刊

1935年10月1日创办的《农学》月刊 (T he A gricu ltu ra l Science) , 由陈贻尘等主编, 设有特约分组编

辑顾问40人。其每期基本订户达3 000份以上。该刊共办4卷21期, 停刊于1937年7月。它以阐扬农业学术,

促进农村建设为宗旨,“纯以农学为范畴, 不涉及其他普通问题。⋯⋯直接目的为用文字发表农业的学术

及讨论有意义的农业问题; 间接目的则为我生产落后的国家负一部分产业建设的责任”。“本杂志虽产自

北方, 更为北平大学农学院的定期刊物, 但决不划地自封, 很愿意以一部分的篇幅作公共的园地。全国农

学专家或有志于农学的人士, 若有高见或新著, 只要不吝珠玉, 都可放在本杂志上发表。”其内容分论著、

研究、报告、调查、译述、农村通讯等。该刊除发表学术论文和有价值的调查报告外, 还辟有国内国际农事

要闻专栏, 专门介绍国内外农业经济和有关农业生产情况的报道。如1936年10月1日第6期报道了美国东

部水灾、波兰土地改革等; 国内农事要闻中又分农政法令、林业问题、农村金融、棉产问题、农业仓库等栏

目, 内容比较广泛。为了便于查阅, 每年还在刊物上登一次总目录分类索引。该刊创刊之年适逢我国1934

年举行的“杂志年”的次年, 故对当时全国期刊出版形势有所论述。其发刊词指出:“去年号称杂志年, 全

国出版的定期刊物非常之多, 即以各公私学校出版品而论, 也不在少数。今年 (1935年)的情形, 自不亚于

去年, 刊物仍是风发云涌。我们要想在图书馆里逐一的取来披阅, 大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势。”〔8〕对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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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刊形势的估价, 无论确当与否, 这却是高校期刊对这次“杂志年”仅见的评价。

该刊在论及农业的区域性时认为:“农业受气候和土壤的限制, 各地情形自然互有悬殊。”由此将《农

学》月刊确定在北方的区域范围内, 强调“本志既刊行于北方, 现时执笔的同人, 亦大多同在一个距离不

远的空间之下, ⋯⋯因决定暂以北方为范围, 一切研究或调查的对象, 先以北方的农业作基础。北方人民

的富力远远逊于南方及东南各省, 简括地说, 也是气候较寒, 农期较短之故。然而北方地势, 平原甚多, 假

如作规模宏大的农场经营, 不迥非多山多丘陵之地如南方及东南各省者所可及。依地域分工, 本志确负

有改进北方农业的使命。”其创刊号所载的《中国北方主要林木耐阴性之研究》,《冀南碱地视察报告书》、

《北平坛庙古树虫害考察报告》、《河南焦作市附近的菜园市业》等都属于体现这一特征的内容。这种关于

“区域性期刊”的界定倒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看来期刊的区域文化特征当有更为广泛的内容。

3. 2　《赣农》和《晋农》

如果说《农学》月刊带有区域农业文化的特征, 那么, 农学院的两个同乡会所办的刊物则为这种区域

性期刊的典型代表。

江西同学会1934年3月创刊的《赣农》是为毕业于农学院的江西同乡开辟的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其

宗旨为: 在一定区域内, 于农业教育、农业技术、农村建设等方面, 作一种纯粹学理的探讨。但其主持者的

政治立场, 还是突破了这种“纯粹学理”的界限, 仍为这份刊物蒙上政治偏见的阴影。时任农学院院长的

刘运筹充满偏见地描述了江西苏区的局势, 认为“江西遘赤乱数年, 民生视他省更艰, 赤帜一树, 村落为

墟, 畎亩久尽芜, 匪若弃地而走, 复尽毁食粮, 收复之区, 满目疮痍⋯⋯。”复认为:“江西习农诸君子, 对多难

之桑梓, 所负使命綦钜, 借刊物以言农, 于策画启发之外, 必因地制宜。”〔9〕后者点明该刊的区域性质, 是

确当的。然而前者对江西苏区的描述却纯属颠倒黑白, 反映了曾任国民党政府农政部农政司长和农林部

参事的刘运筹的政治立场。实际上, 学生们却未必苟同, 也并未囿于小小的江西, 而是另有一番高论。学

生们言辞激烈地指出:“我们深切觉到中国生产系统正在继续进行着崩溃的历程, 这崩溃的事实, 业经一

层一层地展开在我们的眼前, ⋯⋯中国农业生产已遭遇了强暴的打击, 感受了严重的威胁⋯⋯天灾人

祸, 重重相逼, 经济力薄之大多数农民, 年年剜肉补疮, 终必全身溃烂而后已。”“我们又感着农学的园地

的确荒芜不堪了! 耕锄的人太少, 践踏的人太多; 真诚耕锄的人尤其少, 冒称耕锄的人特别多。所以在一

个广大的园地, 如其发现几棵萎缩的青苗, 也不过是在野草稗丛仔中一点儿竞存的痕迹罢了!”〔10〕《赣

农》创刊号中载有《发展我省农业之管见》、《对于我省农业院之建议》、《中国农工业与地理上之关系》、

《庐山林业概况》、《南昌农民生活谈》等大量体现该刊区域特征的文章, 表现了分布在各地的江西同学对

桑梓福祉的殷切之情。

农学院的另一同乡会——山西同学会亦步《赣农》之后, 在1934年7月1日创办《晋农》。同样, 该刊以

载有《山西应当注意生产教育》、《山西大同土壤研究》等文章而体现其区域特征。还有与《赣农》相同的

是, 学生们对当时中国农业形势的分析:“年来棉麦入超, 有惊人的数目; 农村破产, 使社会感觉不安。”对

于家乡局势的分析, 同样认为:“一向蛰伏于太行山西, 被帝国主义经济侵略, 贪污土劣剥削下的山西农

民, 他的环境, 更是颠连困苦, 厥状凄惨!”基于这种认识,“本会同人, 志在稼穑, 桑梓罗祸, 不忍恝置。于

是大家集议, 想以一得之愚, 贡献社会, 一是表示我们一些关怀地方的苦心, 一是作为他山攻错的一种辅

助。”〔11〕他们甚至在刊物中提出了改进山西农业的具体建议, 就是积极地讲求畜产, 兴办水利, 提倡造

林, 改良农家副业, 还要改革乡村教育, 刷新乡村组织等。

这些同乡刊物与本世纪初期留日学生的刊物和一二十年代北京的同类刊物相比, 已少了许多指斥

地方政治的锋芒, 而多了许多以实业兴乡, 以教育唤父老的内容。当然, 以政论为主的同乡刊物和以科技

为主的同乡刊物也许不同, 但其联系所学而倾心于桑梓的宗旨却是共同的。

4　医学院与女子文理学院期刊

北平大学医学院由京师大学堂的医学实业馆“发展而来, 1912年改为北京医学专门学校。1924年改

为国立北京医科大学。1928年并为北平大学医学院。女子文理学院由1925年解散之女子师大改设的国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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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大学发展而来, 1928年并为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

医学院先后主办有《北平大学医学院半月刊》、《唯生汇刊》、《唯生医学》等。其《唯生医学》创刊于

1931年1月, 以宣传医药常识, 促进社会卫生为宗旨。其发行专设有事务部经办, 并在北平清华大学消费

合作社等处设有五六个代售处。其内容大致包括内、外、眼、皮肤花柳、耳鼻咽喉、妇产、小儿、理疗等门

类, 尤以小儿科的研究论文居多。如其第5, 6期合刊中总计不过六七篇文章, 就有《妊娠及育儿月月须

知》、《小儿之人工营养》、《蛔虫寄生于小儿体内所发之症候及其诊断》等3篇小儿医学文章。

女子文理学院先后创办有院刊、《妇女与社会月刊》、《新苗》等, 其中由该院出版委员会主办的《新

苗》创刊于1936年5月1日。其内容包括文、理、农等各个领域, 开设有论著、文艺、专载等栏目。其一、二期

载有张汝朴的《北平近郊数种土壤之分析及研究》; 王泽齐的《皂荚之研究》; 曾树伟的《国防化学常识》;

林兆宗的《化学研究与我国目前之需要》等, 可大致窥知该院以化学为主的研究工作。这棵“新苗”, 规模

颇小, 内容亦简单, 自认为“实在幼稚得很”,“在出版界好比太仓的一粟”。其每期不过四五十页, 学术论

文所占份量亦不很大, 但其旨趣和志气却可谓不凡亦可谓不小。其发刊词引述陶渊明“有风自南, 翼彼新

苗”和“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的诗句点破刊名, 及命意, 并认为:“一切生物莫不从幼稚而来, 幼稚怕

什么?不要紧, 倒是老衰可虑。只要我们有恒心, 勤于灌溉, 又没有欲速之心, 不去做揠苗助长的事, 这幼

稚的青苗自然会有　　生长的希望。⋯⋯将来如果能够特别发达, 由苗而秀, 由秀而实, 那算是理想的收

获了。”〔12〕

参　考　文　献

1　编委会. 编委会道歉启事. 平工, 1947 (2, 3) : 刊头

2　编者. 油漆季刊的宗旨. 油漆季刊, 1926 (费府赛会号)

3　俞同奎. 工学月刊序. 工学月刊, 1929 (创刊号) : 1～ 2

4　欧阳诣. 卷头语. 工业月刊, 1929 (创刊号) : 2～ 3

5　柴景旭. 编辑者言. 工学月刊, 1929 (创刊号) : 2～ 4

6　纺织系同学会. 发刊词. 工学季刊, 1934 (纺织特号) : 1～ 2

7　编辑室. 编辑室的话. 工学季刊, 1934, 1 (1, 2) : 195～ 196

8　刘运筹. 发刊词. 农学, 1935, 1 (1) : 1～ 2

9　刘运筹. 祝赣农. 1934 (创刊号) : 3

10　编者. 发刊词. 赣农, 1934 (创刊号) : 1～ 2

11　编者. 发刊词. 晋农, 1934 (创刊号) : 1

12　编者. 发刊词. 新苗, 1936 (1) : 1

责任编辑　张银玲

A H istor ica l Survey of Per iod ica ls of Sc ience and
Technology Publ ished by the Form er Be ip ing Un 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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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 n the basis of su rvey and invest i2gat ion of the litera tu re on periodica ls a system at ic analy2
sis w as m ade on the academ ic periodica ls pub lished by the fo rm er Beip ing U n iversiyt from 1928 to

1937. A nd a typ ica l analysis w as p resen ted on the periodica ls pub lished by the Co lleges of Engineer2
ing, A gricu ltu re and M edicine as w ell as the Fem ale Co llege of N atu ra l Sciences and L ibera l A rts of

the U n iversity. It is verif ied that the earliest academ ic periodica l w as " W eek ly of A gricu ltu ra l

Science" pub lished in January, 1929 as supp lem en t to the new spaper of "W o rld D 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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