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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兰州大学图书馆命名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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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兰州大学是百年高等学校，
在经历不同社会时期时，多次变更名称。图书馆是学校发展的基础，是文化的象征。

—积石堂，是其悠久历史的标志。后经迁建、扩建，而积石之名沿用至今。顾颉刚先生
在国立兰州大学时期新建的图书馆——
立撰以记此时期兰州大学建设之盛事。
通过研读、梳理、分析顾颉刚撰记，来了解图书馆建立之历程，全面认识积石命名之
寓意。以明命名者之良苦用心，图书馆创建之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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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命名的渊源，介绍设计者、资金来源、建造者等多
兰州大学位于我国西北部甘肃省的省会城
方的群策群力，以告后人，知始创之难焉。另外两篇
市——
—兰州市，为全国特别是西北地区培养了一批
叙记《图书馆概况序》和《昆仑堂碑记》中，也提到了
批高级专门人才。建校已有百余年历史，其渊源可
“积石”之来源。因此，对此三篇文章进行考究，来追
追溯到１９０９年清朝的甘肃法政学堂；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
溯兰州大学图书馆“积石”之名的缘由和寓意。以彰
命胜利后，于１９１３年更名为甘肃公立法政专门学
显命名者之良苦用心，图书馆建造扩充之举步维艰。
校；在孙中山领导的民国期间，各地高校纷纷给校
名加上“中山”
，于１９２７年更名为兰州中山大学；后
一、
积石堂出现之前的图书馆
国民政府批准仅中山大学保留“中山”之名，其他高
校不得使用“中山”
，于是１９３０年更名为省立甘肃大
自明代起，甘肃的行政管理就隶属于陕西，直到
学，１９３１年又名为国立甘肃学院；
１９４５年中国抗日
清代康熙二年，才成为独立的省，但是一直没有自己
战争胜利，于１９４６年更名为国立兰州大学；
１９４９年
的科举场所。
若是甘肃学子想参加科举考试，就必须
新中国成立，全国高等学校统一去掉“国立”二字， 到千里之外的陕西应考。这使得明清两代甘肃的科
最终形成了沿用至今的校名——
—兰州大学。从兰州
举人物稀少，甘肃的文化教育发展受到制约。
时任陕
大学校名的数次变更过程中，可以看出命名不仅反
甘总督的左宗棠立即上书清廷，请求在兰州设立贡
映事物本身的特性，而且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环
院，朝廷批准后于光绪元年（１８７５年）甘肃贡院落成，
境。就如人的名字，不仅寄予着美好愿望，
也反映着那
址在今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内。
《积石堂记》曰：
个历史时期的特点。
“当左文襄公之创建甘肃贡院也，至公堂后，越方池
兰州大学图书馆从仅有一间阅报室到以至公
为观成堂，二堂皆西向，其北为阅卷各房科，制度甚
堂做图书馆，直至１９４８年国立兰州大学期间，才独
盛。其手书联额克保至今，书法厚重沈毅，令人恺然
①
立建造了专用的、拥有自己名字的图书馆——
—积石
想见其德性。……”
可见，甘肃贡院乃是左宗棠之功
堂。这正是兰州大学图书馆建馆、扩充和发展的重
绩也，这为甘肃政法学堂的设立打下了一个好基础。
要阶段，为兰州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０６年，清政府命令各省开办通省法政学堂，甘肃法
１９５６年学校从旧校址迁至天水路新址，于６０年代初
政馆改为法政学堂。１９０９年７月，学校招收了第一届
新建积石堂；
１９９８年又进行了扩建。积石堂已经成为
学生，甘肃历史上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诞生了，
这
兰州大学重要发展阶段的历史标志和兰州大学求学
是甘肃近代高等教育开端的标志，
开启了西北高等教
精神的象征。
育的先河。
兰州大学将１９０９年９月１７日定为建校之日。
积石之名由当时的辛树帜校长所命，历史学家
１９０９－１９１３年， 甘肃法政学堂时期当时仅有阅
和民俗学家顾颉刚先生（ １８９３ —１９８０ ），在兰大执教
报室一间。
《积石堂记》曰：
“民国十六年，马鹤天先生
时撰写《积石堂记》以记载兰州大学图书馆历史，解
任甘肃教育厅长，于斯立中山大学，设礼堂于至公
①顾颉刚．积石堂记［Ｍ］．手写本． 兰州：兰州大学图书馆，１９４８（民国三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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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改观成堂为图书馆，时藏未丰，地固有余裕。”①
《图书馆概况序》 曰：
“今大学所在地即当时之试院，
②
图书馆即至公堂， 积石堂基址即阅卷各房科。”
即
１９２７年，
校名更名为兰州中山大学，
将观成堂改为图
书馆，由于馆藏甚少，因此建筑面积也算够用。国立
兰州大学初，
又将至公堂改为阅览室，
以满足藏书的
空间需求。积石堂之前的图书馆就是甘肃贡院的观
成堂和至公堂。后在阅卷各房科的旧址上建立了积
石堂。

二、积石堂之建立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 国民政
《昆仑堂碑记》曰：
府置国立大学于兰州， 任命辛树帜先生为校长， 西北
人士欢忻相告， 甘肃省参议会及省政府决议划兰市
西北萃英门内子城全区为校址。
其地旧为贡院， 清季
③
左文襄公总督陕甘时所创建，广可二百四十亩。”
《
积石堂记》曰：
“至三十五年，中央政府因学院之旧，
立兰州大学，命辛树帜先生长校。……二年之间，积
书至十五万册，
卓然为西北巨藏矣。
于是以至公堂为
阅览室，尽辟观成堂后小屋二十为书库。犹感不足，
相其地宜，各房科旧屋历年久，虞倾圮，乃于三十七
年之夏拆除之，即其基址建藏书楼二座，前楼……，
以为图书馆办公室及研究室、陈列室。后楼……，书
库及阅览室萃焉。两楼所容，计可三十万册。后楼之
北尚有余地，他年海内承平，中外缥缃纷沓而至，两
楼不可胜容，则将增筑书库，期为八十万册之储。”④
《图书馆概况序》曰
“前岁学院改大学， 辛树帜先生长
校……以辛校长之旁搜远绍， 何主任之勇猛精进， 两
美必合， 仅仅二年之力， 轶出他人数十载之功， 其魄
力之沉雄何可及哉！ ……图书馆者， 又教学之根也。
今既镶镶满家， 新得之本不克启箱， 乃更筑积石堂为
新馆， 期为五十万册之藏。
”⑤１９４６年（民国三十五年），
中央政府因为“学院”这类命名陈旧，故立国立兰州
大学，
时任校长的辛树帜先生，
以充实图书仪器设备
为急务，广罗仪器，更竭尽全力购置图书。在辛树帜
校长不畏艰辛的推动下，
何日章主任的鼎力支持下，
二年间，藏书达１５万册，是１９１３－１９４６年间图书购置
总量的４倍，赫然成为西北巨大的馆藏。之前作为图
书馆的观成堂与至公堂已经不能满足空间需求。于
１９４８年夏，
拆除观成堂后面的２０间小屋，
在其基址上
新建藏书楼二座，
可藏书３０万册，并且考虑了国家安
定后图书馆扩充的预留用地。辛树帜校长以积石命
此堂，曰“积石堂”
。自此，兰州大学才有了独立的图
书馆建筑及其名称。

三、
积石堂命名之寓意
（一）明确图书馆地理位置，使其有处可寻
地理位置即人或物所占据的一席之地在空间上
的位置，是立足出处和根本所在。
特定的地理位置具
有相应的地形、
地质、
水文、
降水、
气温、
植被、矿产资
源等自然条件，以及由在此环境下生活的人们所形
成的民俗文化。
凡与人立传，必要介绍人的籍贯和主
要生活过的地方；凡与物介绍，必表明物之出处和所
在的地理环境；命名时，常以地方名或山、川、水命
之，无非是寻个根源。汉语中的人杰地灵、一方水土
养育一方人、寻根问祖、落叶归根等等，也表达了人
与地理位置不可分割的关系。
因此，人或物都是扎根
于某一地理环境的，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兰州大学图书馆的“积石”之名源自永靖积石
山。
《积石堂记》 曰：
“盖永靖积石关峡长达二十余里
……！ 兰州大学居大河之滨，关门于墙北，不数武即
闻之声……少云主席家于临夏，一纵马即至永靖，
以
其乡土之名山题额于菁莪育才之地，知其必有乐于
斯也。……工事既粗成，援校中新筑题以名山之例，
名之日积石，请宁夏省政府马主席少云奠其基……
马公之嘉惠因之以永记”⑥《昆仑堂碑记》曰：“自虎牢
函谷而西， 乃有高原。
自太白六盘而西， 乃有峻岭。
迤
逦至于西倾、祁连之境， 拔海率在五千公尺上， ……
似将直上于天扪星摘斗者然， 是以古代神话多萃集
于西北。……又于曩所谓海家滩子者建筑三堂， 冠以
西北之名山， 曰贺兰、
祁连、
天山， 大启学者崇高之心
⑦
胸。”兰州大学在民国时期在海家滩子修建的课堂、
礼堂均以山名命之，图书馆也以此为例，以积石山名
命。
既表明地处的西北地区多高山峻岭，也寄托了学
者有山一样的胸怀和气魄的愿望。
另外，可取悦马少
云主席，令其家乡的名山广为人知，何乐而不为呢？
马少云即马鸿逵，
１９３３年正式任宁夏省政府主席，
他为
积石堂的筹建鼎力资助，
也因此善举而应被后人铭记。
（二）象征文明起源，点明其主旨
闻其名，如见其人。
好的名字能恰当地表达出事
物的性质，引发人的联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图
书馆作为传播文化的场所，其名称必定与文化、
文明
有关，才能烘托出文化氛围，点明其文化场所的主
旨。
《昆仑堂碑记》曰：
“曰昆仑之丘者， 河、洋、赤、黑
四水之所出， 天帝之下都也。又西曰玉山，西王母所
居……河水出昆仑东北限， 贯渤海， 入禹所导积石
山。……凡四水者， 帝之神泉， 以和百药， 以润万物。
……昆仑四隅之水， 河则流于东海， 赤、弱、
洋水流于

①④⑥顾颉刚．积石堂记［Ｍ］．手写本． 兰州：兰州大学图书馆，１９４８（民国三十七年）．
②③⑤⑦顾颉刚．上游集［Ｍ］．上海：上海合众图书馆，１９４９．

111

南海。……黄河源者，《禹贡》所未详， 骞至于阗， 观其
地多玉石， 与山、
玉山若相符， 又于阗之西， 水皆西流
注西海； 其东， 水东流注盐泽， 与旧传河水之贯渤海
也亦近似， 遽谓自盐泽而下， 河水潜行地中， 至积石
而出， 为中国河， 得河源矣。
”①ｐ３０－３１顾颉刚先生从神
话传说入手，
讲述了昆仑山乃是通天之灵地，河水即
黄河水乃是神泉，由昆仑东北出，流入东海。烘托出
西部地区的神秘感、神圣感。接着讲述了汉武帝时
期，
张骞出使西域，
在阗发现玉山和河流方向与神话
中记载不谋而合，遂认为积石山为中国河之源头。
《积石堂记》解释，积石在山海经中乃是“禹所积之
山”，
禹贡则称之是“导河积石”
。
因地势险峻，
古人至
此，难以进入溯黄河之源，就认为此地是导河之始，
是禹所积之山，
称积石山。
后来，
人们沿流溯源，到了
闷摩黎山，
认为禹应当从这里开始导水，
命此山为积
石山，
而以前的转命名为小积石。
黄河水乃是中国母
亲河，
是中国农耕文明的孕育地；大禹是我国第一个
王朝的建立者，
开启了奴隶社会。
这两者都被视作文
明之起源。图书馆取名为积石，
表达图书馆是文化之
源头，
是民族兴盛之基础，
国家发展之根本。
（三）意喻学子孜孜进取之精神，持之以恒之积
累，
以寄托其期望
人们常把学习过程比喻为登山，
或是逆流而进，
来说明学无止境且行进艰难。
《积石堂记》曰：
“盖永
靖积石关峡长达二十余里，两山相逼，如削如截，黄
河中流，若处沟渎间，……抑凡教于斯学于斯者，无
日不挟策而洛诵，则又安可以忘积石堂。
”② 积石山
所处地势险峻，难易通过，若无进取溯源精神，难以
通过此峡，
学习上若不进取，
难有突破。
导河积石，积
石成山，非一日所完成，学习也是每日积累的过程。
在此教书和学习的人，
每日出入积石堂，
孜孜不倦地
学习。
《昆仑堂碑记》 曰：
“诸生来学于斯， 诵书听讲，
集会游艺， 陶陶以乐， 愿辄顾念此缔造之辛劳而有以
自振奋也。
……当知屋宇可得而毁， 唯此为之于不可
③
为之日之精神则永永不可磨灭者尔。
后来人应念
”
及建造之艰辛而受到激励，明白屋子可以建造和毁
掉，而这种在艰难时期完成建设的精神是永永远远
不可磨灭的。从建造过程中，汲取不畏艰难，乐于奉

献的精神。
（四）警示饮水思源，勿忘建立之艰辛，以明做人
之本
《积石堂记》 曰：
“师生所饮无一滴非取诸河者，
饮水思源，讵可以忘积石……水也，书也，固皆校中
人所不得须叟离者也。……群策群力，旦夕不懈，用
能于金融波动之际，百日而功成，此不可不记以章之
④
者也，
”
兰大师生所饮用之水都取自黄河，所学之知
识都取自积石堂。
对于学者而言，生命之水和生活之
根本——
—书都是片刻不能缺少的。
饮水思源，知恩图
报，勿忘母校培育之恩。
顾先生在记载国立兰州大学
建设的同时也彰显了辛校长的贡献。
前人栽树，后人
乘凉，勿忘建设之初的艰辛和奉献。
《图书馆概况序》
曰：
“兰州为西北铃健， 大学储才以待用， 得辛校长之
安排措置， ……左辛二公并为湘人， 先贤后贤， 若合
符节， 宜为永传之嘉话。”⑤左宗棠建立了甘肃贡院，
辛树帜校长促成国立兰州大学的大发展，他们二人
都是湖南人，是启发兰州文明的贤者，应流芳百世。

四、
结语
１９５６年，兰州大学从旧校址迁址天水路新址，即
现在的盘旋路校区。
新建图书馆于１９６２年落成，建筑
２
面积７８００ｍ 。受当时苏联影响，建筑呈现俄式风格，
继续沿用
“积石堂”
之名。
随着学校规模的不断扩大，
以及对图书馆加固的需求，在１９９８年由邵逸夫先生
捐助部分款项，教育部批准立项扩建盘旋路校区图
书馆（积石堂），面积至２１０００ｍ２。这座建筑已成为兰
州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标志性建筑，而其名字为兰州
大学学子铭记于心。积石堂——
—作为兰州大学图书
馆建设转折时期的标志，饱含寓意，明确兰州大学的
地理位置，象征着中国文明的渊源，激励着兰大学子
前进，警示饮水思源、感恩图报的人文精神。幸而有
顾颉刚先生关于国立兰州大学建设盛事的撰记，才
使我们知晓兰州大学图书馆之历史沿革，体会到辛
树帜校长、何日章馆长等人知难而进，创始之艰辛。
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都是促进西部发展，兰州
作为西北地区的重要城市，将乘着时代机遇，迎来辉
煌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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