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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代西方生物学知识随着传教士的大量涌入而传入中国。为了适应教会兴办的学堂需要，传教士编

写了最早的一批生物教科书。清政府实行壬寅—癸卯学制之后，全国建立了大量的新式中小学堂，清政府及
各级官办机构、民间书坊和部分学堂都出版了不少中小学生物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大部分是根据日本教科书
翻译而来。相对于官办机构，民间书坊占据了清末中小学教科书的主阵地。清末的中小学生物教科书虽然尚
不成熟，但对后来生物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起到了奠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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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近代生物学知识传入中国，可以追溯
到明末第一次西学东渐的时候，专门介绍生物
学知识的译著有传教士艾如略 （Ｊｕｌｉｏ Ａｌｅｎｉ）
的 《性学粗述》，邓玉函 （Ｊｏｈａｎｎ Ｔｅｒｒｅｎｔｉｕｓ）
的 《泰西人身说概》 和 《人身图说》 等。到了
康熙年间，有传教士编写了 《狮子说》 《进呈
鹰论》 等介绍简单生物学知识的书籍 ［１］。后来
清政府实行海禁，第一次西学东渐告一段落。
这一阶段传入的生物学知识非常零散，数量
很少，影响也不大。近代生物学知识大规模传
入中国，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开
始大量兴办印刷出版机构和西式学堂，由此将
近代生物教科书传入中国。
动植物学及生理学和卫生学与人的现实
生活非常贴近，足以引起学习的兴趣。梁启超
在 《读西学书法》 中认为：“动植物学，推其
本原，可以考种类蕃变之迹；究其致用，可以
为农学畜牧之资，乃格致中最切近有用者也。
”
讲到卫生类书籍，梁启超认为“凡自爱之君
子，不可以不讲也”［２］。因此，在第二次西学
东渐的时候，大量的动植物学及生理卫生学书
籍被译介进来，国人也自编了很多相关的书
籍，其中有不少都是作为教科书使用的。
中国近代的生物学教育起始于传教士设
立的教会学校，初期只有生理学和博物学的
零星课程，后来传教士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
员 会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中文名为“益智书会”
，负责编写学校教科书。
洋务运动开始以后，国人建立了一些新式学
堂，这些学堂也有一些教科书，但其中的生物
教科书很少。自 １９ 世纪末开始，有一些新式
学堂和近代出版机构开始编写教科书，其中
以译自日本的居多，国人自编的教科书也逐
渐增加。清政府颁布新学制以后，各地建立了
大量新式中小学堂，对于教科书的需求也更加
迫切。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的教育机关到民

总第 53 期

间的书坊，以至于中小学堂自身，都翻译、编
写了大量中小学生物教科书。
本文将按照历史发展顺序，列举晚清时期
的中小学生物教科书 ①及其编写与出版机构，
探讨晚清中小学生物教科书的主要特点及其
影响。

1 传教士及其出版机构编写出版的生物教科书
最早在中国开办新式学堂的是外国传教
士，为了教学的需要，传教士编写出版了一些
学堂教科书，构成了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批传授
现代科学知识的学校教科书。传教士开办的编
写教科书的主要出版机构有以下几家。
１．１ 墨海书馆

１８４３ 年 ， 英 国 传 教 士 麦 都 思 （Ｗａｌｔｅｒ
Ｈｅｎｒｙ Ｍｅｄｈｕｒｓｔ） 创办了墨海书馆，这是外国
教会在上海创办的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墨海
书 馆 前 后 由 麦 都 思 、 伟 烈 亚 力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ｙｌｉｅ）、艾约 瑟 （Ｊｏｓｅｐｈ Ｅｄｋｉｎｓ） 等人 主持，
编辑有李善兰②、王韬、张福僖等［３］。尽管墨海
书馆并不是专门出版教科书的机构，但是他们
出版的很多书都被用作教科书，其中与生物学
相关的主要有：

合信著 《博物新编》

李善兰 《植物学》

《全体新论》 和 《博物新编》，英国传教
士合信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Ｈｏｂｓｏｎ） 著。 《全体新论》
１８５１ 年出版，分为 ３９ 章，对人体的主要器官
做了系统全面介绍，并附有大量插图，该书
是我国第一部介绍西方生理学的著作 ［４］。 《博

①本文所指的生物教科书，包括书名为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博物学、生理学及卫生学的各类与生物学相关的中小学教科书。
②李善兰 （１８１１—１８８２） 字竟芳，浙江海宁人，清代数学家、植物学家，曾担任墨海书馆编辑、北京同文馆教习等，著有 《方圆阐幽》
《垛基比类》 等，与传教士合译过 《几何原本》 《重学》 《谈天》 《植物学》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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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新 编》 １８５５ 年 出 版 。 该 书 共 分 ３ 集 ， 其
中第 三集分 为鸟 兽 略 论 、猴 类 、象 论 等 １６
部分。
《植物学》，该书分为 ８ 卷，前 ７ 卷由李善
兰与韦廉臣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ｏｎ） 合译，第
８ 卷由李善兰和艾约瑟合译，根据英国植物学
家 林 德 利 （Ｊｏｈｎ Ｌｉｎｄｌｅｙ） 的 《植 物 学 基 础》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ａｎｙ） 译成，１８５８ 年出版。该
书介绍了植物的结构、生理、分类等知识，是
西方植物学知识第一次系统传入中国。 《植
物学》 创造了很多名词术语，如“植物学”
“细胞”等，对于后来中国植物学的发展影响
深远。该书对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 １９
世纪末的日本就有两个译本，即 《植物学和
解》 和 《植物学抄译》 ［５］。
１．２ 益智书会

１８７７ 年，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Ｓｃｈｏｏｌ ａｎｄ
Ｔｅｘｔｂｏｏｋ Ｓｅｒｉｅ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成 立 ， 中 文 名 叫
“益智书会”，专事统一编订教会学校教科书。
益智书会编写的教科书影响较大，后来清政
府施行新学制以后，还选用了其中的部分教
科书。益智书会编写的教科书中，与生物学
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傅兰雅著 《植物须知》 和 《植物图说》

英国传教士傅兰雅 （Ｊｏｈｎ Ｆｒｙｅｒ） 曾任江
南制造局翻译、益智书会的总编辑，出版过
科学杂志 《格致汇编》，其中不乏与生物学有
关的科学知识，有些内容也为学堂所采用。
傅兰雅计划为益智书会编写的 《格致须知》
系列教科书为 １０ 集，但最后没有完全编成。
其中第 ３ 集包括 《全体须知》 《动物须知》
《植物须知》，都是生物教科书，这三种教科
书后来均被清政府选用，列入了京师大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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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暂定各学堂书目》 ［６］。 《全体须知》 分为
六章，介绍了人体的骨骼、肌肉、神经系统、
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解剖结构和生理功能，
前面有插图 ４１ 幅； 《植物须知》 分为六章，
介绍了植物的形态结构，前面有 ５０ 幅插图。
傅兰雅还编写了学校挂图用的 《格致图说》 系
列，其中包括 《植物图说》 《全体图》 《百兽
图》 《百鱼图》 《百鸟图》 《百虫图》 等。
《植物图说》 原作者为植物学教授巴尔弗 （Ｊｏｈｎ
Ｈｕｔｔｏｎ Ｂａｌｆｏｕｒ），该书分为四卷，包括 １５４ 幅
插图，侧重于介绍植物各部分的形态结构。［７］
１８９８ 年叶澜编写了 《植物学歌略》 一书，书
前面的插图与 《植物图说》 相同，可以认为叶
氏是在 《植物图说》 的基础上编写 《植物学歌
略》 的［８］。
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的时候，曾经翻译过
《初学卫生编》，原作者为美国盖乐格 （Ｊ． Ｈ．
Ｋｅｌｌｏｇｇ），此后又由上海格致书室重新发售过。
该书分为 ２６ 章，主要是介绍一些卫生常识，
也有一些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知识，每章后
有提纲，书后还有习问。此外，傅兰雅还翻译
过 《孩童卫生编》 和 《幼童卫生编》，这些都
被用作卫生教育的教科书。
益智书会编写的教科书还有潘雅丽 （Ａｌ－
ｉｃｅ Ｓ． Ｐａｒｋｅｒ，潘慎文的夫人） 译编，１８９９ 年
出版的 《动物学新编》。书中动物都给出了标
签，注明属类、特征，并有插图 ３９６ 幅，书
后附有“习问”及系统检索表。英国韦门道
（韦廉臣的夫人） 于 １８８２ 年出版了 《百兽图
说》 与 《百 鸟 图 说》， 两 书 体 例 基 本 相 同 。
《百鸟图说》 中介绍了八类共 １４５ 种鸟。 《百
兽图说》 前面先论人与动物的不同，而后介
绍了十一类共 １３５ 种哺乳动物。韦门道还编
写过 《良马图说》 《家畜玩物》 《名犬图说》
等 。 英 国 稻 惟 德 （Ａ． Ｗ． Ｄｏｕｔｈｗａｉｔｅ） 译 ，
１８８４ 年出版的 《全体图说》 介绍了八幅人体
解剖图。
据王树槐统计，益智书会及后来的教育会
编辑出版的生物学类教科书还有韦明珠的 《动
物类编》、韦约翰的 《卫生要旨》 等［９］。益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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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约瑟译著 《动物学启蒙》 和 《植物学启蒙》

会主要是为传教士在中国办的学校编辑出版
相当于中小学程度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也
被教会学校之外的国人所阅读，起到了生物
学启蒙教科书的作用。

广学会出版的 《动物浅说》 和美华书馆出版的 《省身
指掌》

德华 （Ｍｉｌｎｅ Ｅｄｗａｒｄｓ），原书 １０ 卷，作者节译

１８９２ 年更名为广学会，早期主要负责人是英
国 传 教 士 韦 廉 臣 ， 后 由 李 提 摩 太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Ｒｉｃｈａｒｄ） 主持。广学会主要出版宗教方面的
书籍，也有一些介绍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
学的读物，与生物学相关的较少。如 １８９９ 年
出版的 《动物浅说》，原书选自 《自然读本之
海滨和路旁系列 ２》，全书共分 ４１ 课，主要介
绍了螃蟹、黄蜂、蜜蜂、蜘蛛、壳类等动物的
生活习性。该书曾被作为学堂教科书，并在
民国后再版。 《观物博异》 １９０４ 年出版，法
国 普 谢 （Ｆ． Ａ． Ｐｏｕｃｈｅｔ） 撰 ， 英 国 季 理 斐
（Ｄｏｎａｌｄ ＭａｃＧｉｌｌｉｖｒａｙ） 译，临桂李鼎星述稿。
全书分为 ８ 卷，包括微生物、昆虫类、飞禽
类、生物迁徙不常、植物类、地质类和天文
类。著者和译者在书中用宗教性的语言介绍
自然常识，有些生物现象还使用了 “据说”
等传闻性的口吻，书中有 ２００ 余幅插图，并穿
插了大量的植物学实验。

８ 卷，介绍了动物分类总纲、脊骨动物各门

１．５ 美华书馆

（乳养类、羽族类、龙蛇类、蛙类、鱼类） 和

美华书馆的前身是 １８４４ 年在澳门创办、
后来迁往宁波的华花圣经书房，１８６０ 年迁至
上海，由美国长老会主持，负责人是姜别利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Ｇａｍｂｌｅ）。美华书馆侧重于印刷，而
非编辑出版，主要印刷教会书报，也有一些

１．３ 总税务司署

总税务司署是清朝的海关税务机构，１８６１
年在上海成立，１８６５ 年迁至北京，一直为西
方人所把持。总税务司署资助出版了大量书
籍 ， 其 中 有 一 套 《格 致 启 蒙 十 六 种》 丛 书
（或作 《西学启蒙十六种》
），由总税务司署大
臣赫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Ｈａｒｔ） 组织，英国传教士艾约
瑟翻译。这是一套译自英国麦克米伦公司的
科学入门书籍，共计 １６ 种。其中与生物学相
关的包括 《植物学启蒙》 《动物学启蒙》 和
《身理启蒙》。 《植物学启蒙》，原作者为胡克
（Ｊ．Ｄ． Ｈｏｏｋｅｒ），该书分为 ３０ 章，涉及植物的
结构、营养、分类、植物学教授法等内容，并
附有数十幅图。 《动物学启蒙》 原作者为爱

圜节动物的主要特征，并有二百余幅插图 。
《身理启蒙》 原作者为福斯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Ｆｏｓ－
ｔｅｒ），这是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生理学的教科
书，分为 １０ 章，包括运动生理、血液生理、
消化生理和神经生理等，有插图 １８ 幅。这套
书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植物学启蒙》 和
《动物学启蒙》 被京师大学堂颁布的 《暂定各
学堂应用书目》、江苏督学使唐景崇采辑的
《高等小学堂暂用课本之书目》 所采用［１０］。
１．４ 广学会

广学会成立于 １８８７ 年，初名同文书会，

64

总第 53 期

通俗书报和教科书。生物学方面的如 《省身
指掌》，美国传教士博恒理 （Ｈｅｎｒｙ Ｐｏｒｔｅｒ） 著，
１８８６ 年出版，全书共分为 ９ 卷，涉及到运动、
呼吸、消化、神经等生理学知识。登州文会
馆曾将其作为正斋 （相当于高等学堂，含中学
堂） 的教科书［１１］。
《百兽集说图考》，美国范约翰 （Ｊｏｈｎ Ｍ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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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ｌｌ Ｗｉｌｌｏｕｇｈｂｙ Ｆａｒｎｈａｍ） 著，吴子翔译，１８９９
年出版，全书介绍了 １０ 科动物，如四手类、手
为翅类、食虫类、食肉类等，并有大量插图。
该书引用了很多中国古籍中对于动物的记载，
如 《说文解字》 《尔雅》 等。
《动物学详考》，英国魏而斯 （Ｈ． Ｇ． Ｗｅｌｌｓ）
原本，英 国 库 寿 龄 （Ｓａｍｕｅｌ Ｃｏｕｌｉｎｇ） 校 订 ，
宋传典 ①翻译，１９０７ 年初版。该书共 ４ 卷 ２７
章，每章分若干节，依次介绍高等有脊物 （脊
椎动物）、下等有脊物、有脊物长程 （生长发
育）、无脊物，特别是以兔为例介绍了脊椎动
物的各部分生理结构及其功能。本书可做大
学或中学教科书，需要教师根据实际情况选
择教学内容。本书的名词“多用益智书会译
就字样”，并鼓励读者“当亲手剖解物体，潜
心察验，并购置显微镜，详审各体微质，以
得实学”［１２］。
１．６ 上海土山湾印书馆

土山湾印书馆是在上海徐家汇教会办的
土山湾孤儿院里的印刷出版机构，大概成立
于 １８６７ 年，由于孤儿院内有一个慈母堂，所
以这里出版的很多书会注明“土山湾慈母堂印
书局”。这里印刷出版的书籍包括圣经等宗教
读物、教会学校的教科书等，其中也有一些生
物教科书。如 《动物学要》，赫尔瞻 （Ｌ． ｖａｎ
Ｈｅｅ）、朱飞同辑，１９０３ 年出版。该书采用问
答体的形式，介绍各种动物的地理分布及主
要特征，正文有 ２００ 余幅插图，书后附有中西
名词对照表。
传教士兴办的出版机构主要是出版宗教
类书籍，科学类的书籍所占比重相对要小一
些。尽管有些科学类书籍并非专为学堂教学所
用，但是仍然有不少被选作教科书。相比于宗
教书籍和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其他科学
类教科书，生物教科书并不是很多，教科书的
水平也比较低，偏博物性质，大多为入门级的
读物，有些译文较差，条理不清，影响知识的

付 雷 晚清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及其出版机构举隅

传播。这些教科书大都是翻译自西方，专门为
学校教科编写的较少。由于当时清政府还没有
实行新学制，这些教科书也就不可能符合学制
的要求。尽管如此，当国人自办新式学堂以
后，这些传教士编写的教科书也有一部分被国
人采用，甚至被列入了政府的教科书目之中。
外国传教士及其出版机构最早将西方的生物
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他们出版的生物类书籍
更具有启蒙的意味。不过，随着中日甲午战争
的爆发，国人开始向日本学习，国内市场很快
就充斥了大量译自日本的生物教科书。总体而
言，传教士编写的中小学生物教科书起到了开
拓者的作用，但数量较少、水平较低、影响面
也很有限。

2 清政府及其官办机构编写出版的生物教科书
１９０２—１９０３ 年，清政府宣布施行新学制，
史称壬寅—癸卯学制，全国各地建立起了大
量的新式中小学堂。随着学堂的增加和入学
儿童的增长，教科书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
当时的民间出版机构如文明书局、商务印书
馆已经先于政府抢占了教科书市场，但是政
府也不愿放弃对教科书的领导权，一直都在
筹划编辑国定教科书。参与编写出版教科书
的政府机构有京师大学堂、学部，以及各地
官书局。
２．１ 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尚在筹办时就建立了译书局，
１９０２ 年还在上海成立了译书分局。北京和上海
的两个译书局存在时间都不长，译介的教科书
也不多。１９０２ 年京师大学堂还成立了编书处，
所编教科书也很有限。后来京师大学堂颁布的
《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 中没有他们自己编译
的教科书。这个书目中的教科书一部分是传教
士编写的，如傅兰雅编的格致须知三种，艾约
瑟编的 《植物学启蒙》 和 《动物学启蒙》，另
一部分主要是民间书坊编译的日本教科书［６］。京

①宋传典 （1875—1930），原名华忠，字徽五，山东青州人。早年在传教士库寿龄 （或作库寿宁） 办的学校读书，1891 年加入基督教。
曾担任中学教员，后从商。

65

第

6

期

20 14 年 12 月 第 9 卷

师大学堂上海译书局编译了几本生物教科书，
主要有： 《博物学教科书植物部》 二册， 《博
物学教科书生理部》 一册， 《博物学教科书动
物部》 四册［１３］。

总第 53 期

统一教科书的首次尝试。不过编译图书局编译
的教科书种类并不多，影响也不大。如 １９０８
年出版的 《中学堂用博物学动物篇》 分为四部
分，即动物分类表、动物学绪论、动物学本论
（分述脊索动物等十一门）、生物泛论 （包括动
植物异同与关系、生物的遗传与进化等），书
中有 １０１ 幅插图。
２．３ 各地官办书局

叶基桢著 《植物学》 教科书及书中的实验插图

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后，因馆舍经费
问题于 １９０２ 年分出，改名译学馆，主要培养
翻译人才。１９０７ 年京师译学馆博物学教授叶
基桢①出版了 《植物学》 教科书，依据他在译
学馆的讲义整理而成。该书前面有总论，后
面有结论，中间分为四 篇 ——
—植物形 态学 、
植物解剖学、植物生理学、植物分类学，每篇
有若干章，并有大量插图。其中在植物生理学
部分，有大量实验介绍；分类学将植物分为显
花植物、隐花植物、原微植物，对于每科植物
均给出模范植物，详细说明其外部形态和效用，
并列举本科其他常见植物；结论部分介绍了植
物的分布、中国植物区系、山地植物分布等。
据书后的介绍，译学馆还可能编辑出版过动物
学教科书。京师译学馆生理学教习丁福保②译编
了 《京师译学馆生理卫生学讲义》，分为总论、
各部分论和各部病理三编，介绍了骨骼、筋肉、
消化系、循环、呼吸系、皮肤、排泄系、神经
系和感觉机能的生理结构和功能、卫生常识和
相关疾病的病因、病理、治疗与预防。
２．２ 学部编译图书局

１９０５ 年清学部正式设立，次年成立学部
编译图书局，负责编译教科书，这是国家编写

除了清朝中央政府外，地方政府的官办
书局也编译出版了一些教科书。现仅举几例。
直隶学校司③鉴定，编译处译行，北洋官报局
校印的 《植物教科书》，日本松村任三、斋田
功太郎合著。全书分为 ６ 章，第一章 ５４ 节介
绍了各种普通植物，后面五章分述植物分类、
形态、构造、生理和应用。该书完全是对日
本原书的直译，当介绍日本的植物时，也称
呼“我国”。同一机构还编纂了蒙学课本 《动
物学》，全书共 ２０ 课，介绍了几种代表性动
物如蚕、蜂、蚁、猫、蛙、猿猴等的外形特
征和生活习性，并推而广之到动物的类群 。
直隶学务处出版了 《新编博物教科书》，日本
藤井健次郎著，编译处编译，直隶学务处鉴
定，编译局译行。该书分为三篇，包括植物
１１ 章，动物 １２ 章，矿物 ７ 章，有 ４４ 幅插图，
另附有实验部分。直隶天津学务公所图书课
编辑了 《新编生理学教科书》，该书虽未注明
具体原作者，但是根据其印刷机构为日本人
在东京的印刷所、代售处包括上海的文明书
局和日本的清国留学生会馆来看，该书很可
能译自日本。该书共分为 １０ 篇，介绍了人体
各个系统的解剖结构与生理功能，对于各个
系统和器官的卫生常识较少涉及，只是提到
了止血法、人工呼吸法、食品的营养成分、
近视的预防等。

①叶基桢，苏州人，中举人后留学日本学习农科，曾担任京师译学馆教习、农工商部农事试验场场长等。
②丁福保 （1874—1952），字仲 祐 ，号畴隐居士，又号济阳破衲，江苏无锡人，精通中西医，早年就读于江阴南菁书院、东吴大学、上
海东文学堂，曾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后创办医学书局，编写翻译了大量医学著作，有 《丁氏医学丛书》 留世。
③1902 年，在袁世凯主持下，直隶省设立直隶学校司，下设编译处等部门，1904 年改为直隶学务处，仍设有编译处 （局） 等部门，
1905 年底改设图书课等 7 课；1906 年改学务处为直隶提学使司，设图书等六科，别设学务公所，为提学使司的办公机关。北洋官报局
也是由袁世凯创办的，主要负责发行 《北洋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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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湖北译书局出版了 《动物学教科
书》 （屈德泽编，１９０４ 年）；江楚编译官书局
出 版 有 《植 物 学 实 验 初 步》 （樊 炳 清 ① 译 ，
１９０３ 年）；河北译书局出版有 《生理卫生教科
书》 （邢之襄等，１９０７ 年）；广西学务处出版
有 《乡土格致教科书》 （１９０８ 年，学部意见
为体裁不甚合）。还有其他地方学务机关出版
了各种动植物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大多是
译自日本的教科书。
清政府很想将教科书的编写出版权掌握在
自己手中，以实现对国民思想文化的统制。但
是由于清政府教育机关思想落后、工作效率低
下，因此始终没能编成一整套供全国使用的中
小学教科书，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这些机构
与他们的朝廷一起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清
政府也看到了一时难以实现教科书的完全国
定，于是采取了官编教科书与民间教科书并
行，对民间教科书进行审定的制度 ［１４］。学部下
设审定科，专司对各类学校教科书的审定工
作，陆续颁布了对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中学
和初级师范学堂教科书的审定结果，并推荐了
一部分教科书作为暂用书目 ［１５］［１６］ 。这在一定程
度上实现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同时也成了
民间出版机构行销图书的一种宣传资本。总
体来看，清政府及其官办机构编写出版的生
物教科书数量有限，与民间出版的教科书相
比，没有多少竞争力，影响也比较小。

3 民间出版机构、学堂及个人编写出版的教
科书
与清政府及各地官办书局相比，清末的民
间教科书编辑出版显得更加繁荣。南洋公学等
新式学堂，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
构，以及热心人士纷纷参与到新式教科书的编
写行列，民间编写出版的教科书占据了中小学
教科书的主阵地。这些教科书有的直接译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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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科书，有的根据日本教科书稍加改编而
成，译自欧美的教科书较少，完全自编的教科
书更少。
３．１ 南洋公学

１８９６ 年 ， 盛 宣 怀 在 上 海 创 办 南 洋 公 学
（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先有师范院和外院 （小
学），后建立中院 （中学），其高等小学和中学
都有生物学类的课程。南洋公学设有译书院，
负责翻译编写教科书在内的各类书籍。南洋公
学编写出版的教科书是国人编写的最早的教
科书。储丙鹑②曾经编辑过一套 《理科教科书·
普通问答四种》，１９０２ 年出版。这套书共有四
种，即 《人学问答》 《物理问答》 《地理问
答》 《天文问答》，均采用问答格式。其中，
《人学问答》 涉及人类的起源、种族、体质、
语言等多方面，大致相当于人类学的入门读
物。 《物理问答》 将世间万物分为自然生活物
（即生物）、自然化合物 （主要是矿物）、人力
变化物三种，其中自然生活物部分介绍了常见
的动植物。作者在介绍的时候，采取了生活化
的视角和语言，如“问鱼何以善游”“问枝干
能接之理”等。
３．２ 文明书局

文明书局成立于 １９０２ 年，发起人包括廉
泉、俞复、丁宝书等，是近代较早涉入教科书
出版发行的民办出版机构，在清末民初教科书
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文明书局出版的生
物教科书主要有 《蒙学科学全书》、初等小学
教科书、高等小学教科书、普通教科书、中等
教科书、最新教科书等多个系列。以下列举几
种有特色的教科书。
《中学植物学教科书》 藤井健次郎著，华
文祺译，１９０６ 年初版。全书分为四章，分别
介绍植物的形态及生态、解剖及生理、分类、
分布及应用。对于书中引用的例子，“凡有不
适我国之用者，胥由译者参考他书，或增或芟

①樊炳清 （１８７７—１９３０），字少泉，浙江山阴人。早年生活在贵阳，后以秀才身份考入上海东文学社，毕业后在东文学社翻译日本书
籍，曾协助罗振玉办 《农学报》，辑有 《科学丛书》。后在清学部编译局参与撰写 《学部官报》 并编写教科书。民国后入商务印书馆任
高级编辑，编译了大量教科书。
②储丙鹑，字星远，曾担任南洋公学国文教员、斋务长。

67

第

6

期

20 14 年 12 月 第 9 卷

总第 53 期

馆崛起之后，特别是在进入民国之后，加上中
华书局的强力竞争，文明书局的影响力逐渐下
降，最终于 １９１５ 年并入中华书局。
３．３ 商务印书馆

钱承驹译编的 《中学动物学教科书》 和丁福保译编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 １８９７ 年，发起人有夏
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等，从初期主

《丁译生理卫生教科书》

……凡所称述者，皆有来历，非敢杜撰也。”
而且书中附有精美的插图。 《中学动物学教
科书》 安东伊三次郎、岩川友太郎和小幡勇治
合著，钱承驹译编，１９０９ 年初版。该书分为
上下两编，分别为分论和通论。作者参考了其
他十数种书籍，“又去原书之专言日本者，而
取吾国切近之事实充补之”，除解剖图沿袭原
书外，其余十之三四采自他书。该书注重实
验，书末附有实验用纸，要求学生将六个实验
所得之要件记入。
《丁译生理卫生教科书》 丁福保译，１９０９
年出版，该书源自译者当年去日本调查医学
搜集的医书，高桥本吉、山内繁雄合编，论述
身体各个部分的构造、生理及卫生。在该书的
绪言中，作者将解剖生理卫生学划分为三期，
分别是古说统一时代、欧美新学说东渐时代
和日本新学说输入时代。作者精通中西医学，
介绍了不同时代的主要医学著作，并指出当
时翻译日本生理卫生书的人“率尔操觚，大抵
粗解东文，略知生理，博涉各科学而未尝专精
于一门”。书后附录论述医学源流、古书全体
之谬误、本草之谬误、医理之谬误、中西医学
之会通。该书后来收入 《丁氏医学丛书》。
文明书局是较早涉足教科书编辑出版的
民间出版机构，在晚清时期出版了大量的中
小学教科书，这些教科书的质量还不错，并且
获得了清学部的认可，不少教科书作为学部推
荐的教科书在全国推广使用。早先文明书局的
教科书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但是当商务印书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最新教科书》 系列

要从事印刷商业表册发展到出版各类书籍，自
进入教科书出版领域起，商务印书馆一直是近
代教科书的最大出版商。
清政府实行新学制后，商务印书馆出版了
我国第一套现代意义上的系列教科书——
—《最
新教科书》。其中， 《最新中学教科书·植物
学》 由日本三好学原著，亚泉学馆编译，１９０３
年出版。该书主要是根据三好学的植物学教科
书并参考日本其他植物学教科书编译而成。原
书没有给出中文名和拉丁名的，作者参照中西
植物名录进行了补充。全书共四篇十八章，介
绍了植物形态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分类学。
教育部审定评语为“体例完备，记述简要，最
合中学教科之用。译笔明净，为近时译本所罕
觏。”［１７］ 《最新中学教科书·生理学》 由美国史
砥尔 （Ｓｔｅｅｌｅ） 原著 （原书为 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ｙ），谢
洪赉①译，１９０４ 年出版，该书共分十章，内容
涵盖了全体学 （即解剖学）、生理学及卫生学，
译者认为本书有简明、切近、清晰、问题、广
论等特点。对于名词，译者参考了 《省身指
掌》 《全体阐微》 《中西病名表》 《化学名目
表》 及日本译名和新近译名，并在书末附中西
名目表。为了便于教学，书后还附有问题。

①谢洪赉 （1873—1916），字鬯侯，浙江山阴人，近代基督教著述家，早年毕业于苏州博习书院，后任教于上海中西书院，兼任商务印
书馆编辑，翻译了大量英文、地理、博物等科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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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新 中 学 教 科 书·动 物 学》 由 美 国 人 白 纳
（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ｔａ Ｂｕｒｎｅｔ） 原 著 （原 书 为 Ｚｏｏｌｏｇ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ｅｓ），黄英译述，奚若①
校订，１９０５ 年出版，原作者自序中说自己长
年执教小学，编写的动物学教科书也非常浅
显。全书分为八章，分别介绍了从原生动物到
脊椎动物等各类动物的典型代表的形态、结
构、生理和习性。这本教科书提倡学生野外观
察及实验室探究，书中有不少实验活动的内
容。书后附有动物学中西名目表。这套教科书
均为译作，书前均有参考书目，都强调实验和
野外实践，堪称善本。由于质量较高，这套书
在民国成立后仍被部分学校继续使用。
《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 奚若、蒋维乔②
译述，１９１１ 年出版，根据美国胡尔德 （Ｊｏｈｎ
Ｍ． Ｃｏｕｌｔｅｒ） 的 Ｐｌａｎ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并参考多种西方
和日本植物教科书、辞典编写而成。该书共二
十四章，前半部分主要介绍植物的形态结构和
生态，后半部分详细介绍各类植物，该书定位
于“已习普通学者”，所以在隐花植物方面介
绍更为详细。正如该书叙中所言“顾是书之
译，非其文字之难，而其定名之难”，编译者
在定名上花费了不少功夫，当时已经在日本
出版的主要植物辞典和图鉴都在参考之列。
商务印书馆在 《教育杂志》 第五卷第十号曾向
读者推荐此书，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动物
新论及胡尔德氏植物学教科书，说理精深，立
论新颖，程度尚不浅陋。
”
商务印书馆非常重视教科书的编写，其编
译所汇集了一大批热心于此的编辑和作家，编
写的教科书质量较高，从清末一直到 １９４９ 年
一直占据教科书市场的大半份额。
除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之外，晚清出版

付 雷 晚清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及其出版机构举隅

中小学生物教科书较多的民间出版机构还有
教育世界出版社、作新社、会文学社、教科书
译辑社、上海科学会编译部等。这些出版机构
多是由在日本的或者已经回国的留学生发起
成立的，编译的教科书大多译自日本，但也有
译自欧美的。其中作新社和教科书译辑社的教
科书还被清政府选作学堂教科用书。仅举一
例，教科书译辑社的 《中学生理教科书》 一
册，１９０２ 年出版，该书主要是根据美国斯起尔
著生理卫生学译成，译者何燏时③又参考其他书
籍进行了补充，正如译者在例言中所说，这本
教科书的语言比较平易，在介绍完各部分的生
理结构和功能后，每编后面都有相关的疾病病
因病理，且在每编最后有总括表格；书后附有
看病摘要、消毒法、急救法、解毒法等卫生常
识；全书末尾是 ４３１ 个问题，方便复习。此外，
书中还有大量插图和实验。教育部审定评语为
“于人生生理上之普通知识，已胪举无遗，译笔
亦颇修洁，于中学教授用或家庭自修用，皆极
相宜”［１７］。该书论述清晰，语言平实，切合教
学，因此也被清政府指定为学堂教科用书。
除了以上介绍的出版机构之外，还有上海
普及书局、东京东亚公司、上海科学书局、时
中书局、新学会社、科学仪器馆、上海理科书
社、清国留学生会馆、中国图书公司、东京启
文书局、上海益智社、上海商学会、启文社、

教科书译辑社出版的 《中学生理教科书》
及其中的插图

①奚若 （１８８０—１９１５），字伯绶，江苏吴县人。毕业于东吴大学，加入基督教卫理会，留学美国奥柏林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上海小
说林社成员，曾任商务印书馆编辑、董事，翻译、编辑了大量中小学教科书。
②蒋维乔 （１８７３—１９５８），字竹庄，教育家、哲学家，江苏武进人。早年肄业于南菁书院，１９０２ 年加入中国教育会，参与筹备民国临时
政府教育部，曾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辑、江苏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校长、光华大学教授、诚明文学院院长等。
③何 燏 时 （１８７８—１９６１），字燮侯，浙江诸暨人，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曾任京师大学堂教习、工商部矿政司司长、国立北京大学校长，
后投身商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浙江主任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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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智学社、群益书社、彪蒙书室等。这些出版
机构主要分布在上海，有的是在日本出版，在
国内发行，他们出版的教科书以编译日本教科
书为主，自行编写的较少。

篇》，田吴 炤 翻译日本斋田功太郎的 《生理卫
生学》，黄立猷编的 《最新动物学》，王建善编
的 《普通动物学》 等。

３．４ 其他教科书

4 结论

除了以政府、大学堂、教会或民间出版机
构等名义出版的教科书之外，还有一部分生物
教科书是由一些个人编辑出版的，这些人都是
对编写教科书、传播生物学知识比较热心的教
师或留学生，其内容有翻译自外文教科书的，
也有自编的。有的通过出版机构代为出版，有
的自己印刷发行。

晚清出版的生物教科书，以壬寅—癸卯学
制为界，学制前的多为传教士编写出版的，其
来源多是欧美的生物学书籍。有的是专为学堂
教科书编写的，有的则是为了普及生物学知
识，被一些学堂选作教科书。传教士编写的教
科书，大都没有系统的逻辑体系，也不是按照
学级或者学生的年龄结构有意识编写的。其内
容较为基础，基本上都是初等教科书。
清政府颁布壬寅—癸卯学制后，全国各
地兴办了大量的新式中小学堂，教科书的编
写出版进入了新的时代，开始服从并服务于
学制要求。参与其中的有政府官办的出版机
构，也有民间出版机构。不过在学制施行之
初，各出版机构编写的教科书并不统一。大
部分教科书是译自日本或者欧美，自编的教
科书很少。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和各出版机
构对于教科书的编写尚未达成一致的规范，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的情况下新式教育刚
起步，一切都还处在摸索和模仿阶段。直到
清朝结束统治，晚清学部也没能建立完善的
教科书编写出版体制，更没有编写出完整的
符合其学制系统的教科书。
学制改革后编写出版的教科书，从作者上
来看，有政府编译机关的专职人员、民间书坊
的编辑、中学教师和留学生等，其中留日学生
在日译教科书方面贡献颇多。他们编写的教科
书，绝大多数是由日本的教科书翻译而来 （包
括部分译自在中国学堂上课的日本教习的讲
义），而且大都没有做进一步加工，如直接采
用外国的动植物进行说明，不合中国国情。只
有较少的教科书在编写教科书的时候，能够参
考多种教科书，且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修

黄明藻编 《应用徙薪植物学》 与钟观光编 《理科通
证·动物篇》

１９０８ 年，植物学家钟观光①编写了 《理科
通证》，１９０９ 年由新学会社发行。这是他在创
办理科实习学校后写的教科书，其中的 《动物
篇》 主要参考日本书籍编写而成，介绍了几十
种代表性动物，并概述了动物的分类、分布和
进化。对于每种代表性动物，作者都给出具体
的科属类别，并介绍它们的形态、习性、分类
以及与外界的关系。作者突出了值得注意的知
识，如强调人猿同祖论并非指人是由猿猴变来
的，蝙蝠不是鸟类等等。这本书充分体现了作
者的渊博学识，书中时见古代典籍和民间传说
中的动物形象，作者一一对其进行了考证。
其他个人翻译或编写的教科书还有很多，如黄
明藻编写的 《应用徙薪植物学》，湖南中学堂
汪鸾翔编写的 《中等动物学讲义》，吴良驹翻
译日本安东伊三次郎的 《生物界之现象·动物

①钟观光 （１８６８—１９４０），字宪鬯，浙江镇海人。曾中秀才，组织过“思明实学会”
、创办科学仪器馆和 《科学世界》 杂志，后任教于北
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钟观光是我国最早大量采集植物标本的科学家，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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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另外，这些教科书对民国后教科书的编写
出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包括教科书的编写体
例、使用的名词术语，很多都源自译自日本的
教科书。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日本教
科书对中国的影响仍然是有限的，国人在编译
教科书的时候，一开始就没有忽略来自欧美的
教科书，而且越来越多的自编教科书更加重视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尽管在民国初年，仍然有
不少教科书是参考日本的教科书编写的，但是
后来随着欧美留学生归国，以及国内教育的发
展、出版机构的成长壮大，自编教科书、参考
欧美教科书编写的教科书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日本教科书的影响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后迅速
减弱。
与传教士和政府官办出版机构相比，民
间出版机构在教科书的出版上显得活力更足。
有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专门出版机构组
织专业编辑编写出版，也有留学生翻译引介
交由出版机构出版。不同的出版机构，在教
科书的编写出版上用力不同，在社会上的影
响力也有差异。早期以教科书为主业、实力
较强的有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但是进入
民国以后，又有中华书局异军突起，文明书
局在竞争中逐渐处于颓势，直至被兼并；商
务印书馆越做越大，并将教科书作为主攻业
务，既有强有力的编辑团队，又汇集了一大
批名家参与编写，使其教科书质量得到了充
分保障，稳坐近代教科书出版市场第一把交
椅。而其他的小书坊，则在市场竞争中逐渐
败退，要么被兼并，要么直接倒闭了，他们
出版的教科书很快就淡出了市场，对社会的
影响自然有限。尽管是民间出版机构，他们
也都注意响应政府的教育政策，当学制变革、
教科书审定之时，他们也会及时调整教科书
的出版策略，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如商务印
书馆的“最新教科书”就是典型代表。另外，
较大的出版机构还有意推出系列教科书，体
现出其编写出版教科书的实力。
在新式生物教科书传入之前，中国传统的
生物学还停留在“博物学”阶段，动物学和植

付 雷 晚清中小学生物教科书及其出版机构举隅

物学更大意义上是“鸟兽草木之学”和“本草
学”。动植物的解剖学、生理学都是新科学，
即便是西方的动植物分类学也与中国传统的
分类方法差异甚大。可以说，晚清的中国人接
受西方生物学知识尽管有一定的基础，但更多
地是在接受新学。而学习的主体不只是新式学
堂中的学生，但凡对新生物学有兴趣的人也都
开始学习了。这可以从当时学人编纂的丛书窥
见一斑，如汪钟霖的 《教科百种全书》 （又名
《蒙学丛书》
） 收录了 《植物学问答》 《动物学
问答》 《植物学新论》 《动物学新书》 等多种
生物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主要译自日本敬业社
出版的动植物教科书，曾经在蒙学公会的 《蒙
学报》 上刊载。还有张一鹏 １９０２ 年的 《便蒙
丛书初二集》，小仓山房 １９０１ 年的 《富强斋丛
书续集》，１９０２ 年天津开文书局的 《新学备
纂》 等都收录有晚清出版的生物教科书。晚清
民初的各种书目提要中，也都收录有晚清出版
过的比较重要的生物教科书，如梁启超的 《西
学书目表》、徐维则的 《增版东西学书录》、顾
燮光的 《译书经眼录》、赵惟熙的 《西学书目
答问》 等。
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是晚清的中小学生物
教科书毕竟开启了以新式教科书传播现代生
物学知识的道路，在传播现代生物学知识的同
时，为此后更高水平生物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
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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