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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中国最早的天文和气象类期刊《观象丛报》作了历史性考察，并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其所载天体力学、气象观

测学、地球磁力学和大地测量学等方面的论文作了解读，侧重于有关天体力学和地球磁力学的内容，涵盖重力学、
地磁学、相对论等知识． 经与同时期发表的相关文章相比较，认为《观象丛报》发表的这些力学论文，完全不同于晚

清时期的粗浅知识介绍，它促进和深化了天文学与力学之间的学科渗透，在近代中国天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中具有

重要科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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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观象丛报》创刊背景

创刊 于 1915 年 的《观 象 丛 报》( 英 文 名 The
Astronomical and Meteorological Magazine) 是中国最

早的天文和气象期刊，由我国现代天文学奠基人高

鲁、胡文耀、蒋丙然等人创办．《观象丛报》的前身是

《气象月刊》，1915 年 7 月扩充为《观象丛报》，增加

了天体力学、地震、地磁场、历象等知识．《观象丛

报》作为学术性期刊，其内容主要为气象学、天文

学、地球物理学等方面的论文和西方译著． 自 1915
年 7 月创刊以来，直至 1921 年 10 月因经费问题停

刊，共发刊 75 期．
《观象丛报》作为我国最早的气象学学术期刊，

它的作者群仅由数 10 人组成，其中主要作者有蒋丙

然、胡文耀、高鲁、王应伟、谈镐生、叶青、常福元、叶
志、高均、省吾等数 10 人． 其中气象部分执笔者一般

固定为蒋丙然、王应伟两人，从 1915 年创刊至 1920
年完整 6 卷内容合计 60 期 366 篇论文中，他二人就

发表文章 94 篇［1］．《观象丛报》的执笔者虽不多，但

大多为专业人士．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作者是近代中

国知名的天文学家和气象学家． 他们发表的文章通

俗易懂，语言凝练准确，由他们引进和翻译的国外译

著不仅为当时的国民普及了很多天文学的基础知

识，并且有的译著还介绍了当时世界前沿的科学知

识，由他们执笔的《观象丛报》真实地反应了当时中

国天文学界的文人学者们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较高的

工作水平．《观象丛报》诞生之时恰逢辛亥革命刚结

束不久，当时中国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大

规模引进了西方的科学译著，并成立了专门的译书

机构． 正是在这样一个求知若渴的年代，大批青年学

子不惧辛苦，远赴重洋． 一些学子出国后认识到科学

技术的重要性，便把理工科定为了自己学习工作的

主攻方向，其中一部分优秀的留学生甚至在国外获

得了硕士、博士学位，如《观象丛报》的创刊人之一

的蒋丙然先生，1908 年赴比利时双博罗农业大学学

习气象学，获气象学博士学位; 又如《观象丛报》另

一创始人高鲁先生，1909 年获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

工科博士学位． 正是因为这些优秀留学生对天文学

的热爱，才使得《观象丛报》作为专业的气象天文专

刊不仅在数量还有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当时很多其

他期刊． 虽然目前，《观象丛报》并未引起学术界的

广泛关注和足够重视，民国之后学者对它的研究也

少之 又 少，仅 有 零 星 几 篇 的 专 门 研 究，分 别 是

《＜ 观象丛报 ＞ 与 中 国 传 统 天 文 学 的 整 理 和 研

究》［2］《＜ 观象丛报 ＞ 与西方气象学知识的传播与

普及》［3］《＜ 观象丛报 ＞ 与西方天文学知识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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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普及》［4］． 本文旨在对《观象丛报》与天体力学和

地球物理学的传播与普及进行分析探讨．

2 天体力学研究

据统计，《天体力学》连载于《观象丛报》的第 1
卷的 1、2 两册，分别为天体力学的历史篇和天体力

学的学理篇，所占篇幅共 15 页． 我们知道天体力学

是力学和天文学的交叉学科，它主要运用力学规律

来研究天体的运动和形状． 早在 17 世纪英国科学家

牛顿就提出了万有引力这一经典力学史上最伟大的

发现，直到 19 世纪天体力学一词才首次传到中国，

由近代中国著名的学者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英

国天文学家 J． F． W． Herschel ( 1792—1871 ) 所 著

Outlines of Astronomy［5］一书，中译本名为《谈天》［6］，

于 1859 年刊行． 李善兰执笔时作了删略［7］． 该书不

仅把近代天文学第一次系统地介绍到中国，而且引

进了有关万有引力的学说和天体力学的内容． 有些

力学专门术语如摄动、章动等都最早见于《谈天》一

书． 时隔半个世纪，《观象丛报》分别从历史和理学

的角度对天体力学做了详细的概述，其中历史篇着

重对“重力”“引力”“潮汐说”三个概念进行了论

述，文中对万有引力定律是这样描述的“空中物体

互引之重力，与其质量成正比例． 与其距离之自乘数

成反比例”［8］． 这样一来就清楚地将万有引力定律 F
= GMm/Ｒ2 中 F 与天体质量 M( m) 、天体间距离 Ｒ2

之间的关系表达出来，其中空中物体互引之重力指

的是太空中两个天体之间的吸引力即万有引力，由

于当时的翻译水平有限，著名的万有引力说也被译

作“重力渐减之说”． 对比同一时期的同类文章，刊

载于《科学》1915 年第 1 卷第 1 期胡明复的《万有引

力之定律》［9］，文章亦直接引用万有引力定律的说

法，并未具体解释说明，可见当时人们对万有引力定

律还停留在初步的认识阶段．
不同于天体力学历史篇着重于对万有引力，潮

汐运动的现象描述和解释，第 1 卷第 2 期的天体力

学学理篇则从数学中微分学的角度对开普勒三定律

分别进行了数学证明． 我们知道天文学的发展离不

开数学、物理学． 文章通过精密的数学演算，成功地

推导出了开普勒三定律．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文章都

配以大量插图，使得读者在阅读具体数学算法的时

候能够参照图示便于理解，甚至可以根据图示自己

进行推导，这样无疑减少了阅读难度． 同样是关于天

体力学的文章，天文学家李晓舫先生发表的《介绍

一种新的天体力学》［10］以数学微积分的思想针对恒

星辐射问题进行了力学推导，进而引入了一种全新

的视角将恒星辐射与质量变化联系起来，这篇文章

发表于 1936 年的《科学思潮》． 时隔 21 年，天体力

学已经从引入和介绍万有引力定律，推导和证明开

普勒三定律发展到能熟练应用微积分原理对质量变

化的力学问题进行分析． 可见中国天体力学虽然起

步晚，但是发展快，这与当时天文学家们所做出的不

懈努力密不可分．

3 地球磁力学和磁力学

我们知道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前进的大道上，涌

现出了一批成绩卓越的科学家，他们对推动中国天

文气象学的进步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1915 年由

蒋丙然、高鲁和王应伟等人在北京创刊的《观象丛

报》一经出版就吸引了许多天文学爱好者的关注．
除了引进天文气象方面的知识外，该期刊还介绍了

大量物理学知识，包括力学、地磁学、电动力学等

方面．
蒋丙然翻译的《实用磁力学》［11］连载于《观象

丛报》1920 年第 6 卷第 2 期和第 4 期，原著是由英

国作家 Sabine 所著． 文中详细地描述了有关磁力的

基础知识，分别从磁力的观测、地磁力方向及水平分

力、地磁力的磁偏度等 10 个方面对磁力进行了研

究． 由于当时技术水平有限，还没有专业人士从事天

文气象观测工作，人们对地磁场的认识几乎都来自

于航海人员总结的经验，而且仅有的几台观测仪器

都是从国外引进的． 据调查，直到 1915 年，中央观象

台气象观测才正式开始，自 1916 年起，由蒋丙然领

导的中央观象台气象科对社会公开发布天气预报，

每天 2 次，在中国领土上开创了中国人发布天气预

报的新纪元［12］． 因此在这样发展严重缓慢的条件

下，当时的学者只能通过引入和翻译西方磁力著作

和总结航海经验为民众普及和传播地磁学的相关知

识，可谓十分艰难，任重而道远．
《观象丛报》中关于磁力学的介绍论文还有零

星几篇，其中《七十年前之中国磁力学》这篇文章记

载了中国人其实早在 19 世纪中叶就对地磁偏转角

进行过观测，观测时间长达 3 年，从 1852 年 1 月 1
日到 1855 年 10 月 31 日［13］． 我国首次提出磁偏转

现象是出自北宋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书中说到

地磁的南北极与地理的南北极并不完全重合，存在

磁偏角． 这也是当时世界关于磁偏转现象最早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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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比欧洲关于磁偏转现象的记载要早 400 年，但直

到 1852 年中国才有学者对地磁偏角进行记录观测，

《观象丛报》发表的这篇《七十年前之中国磁力学》
是对其观测工作进行的一个汇报，可见地磁学在当

时还处于萌芽状态，关于磁偏转的观测工作也未能

得到国民应有的关注． 再如刊登在 1917 年第 2 卷第

1 期《大地磁力质疑》，该论文详细描述了磁偏角是

如何变化的． 有意思的是在文章最后作者胡文耀还

提出自己的疑问，“太阳与地球相去一百四十九兆

公里之遥，电力竟能经此长程而至耶?”，并认为此

事确有研究之价值，希望得到读者的解答． 但是由于

民国初期从事地球磁力学研究的学者寥寥无几，此

问题短时间内未能得以圆满的解决，实属遗憾．
《观象丛报》中关于地球磁力的文章还有《地球

磁力浅说》( 1917 年 2 卷 11 期) 、《地转偏向力之几

何的说明》( 1918 年 4 卷 5 期) 、《地球自转公转之势

力》( 1919 年 4 卷 11 期) 、《地磁气之理论》( 1921 年

7 卷 3 期) 、《亲测水平地磁力之公式》( 1920 年 5 卷

9 期) 五篇，除了蒋丙然的《地球磁力浅说》，其他 4
篇论文均为西方译著，可见当时中国天文学家对磁

力这一现象还处于简单分析和描述的阶段，但同时

期的国外天文学家对地磁学的研究已经能通过数学

的微积分方法对其进行分析和计算．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科学家对磁力这一术语翻译

仍存在很大的争议，据调查，早在 1903 年《新民丛

报》就有《磁气之奇用》一说，一直到 1941 年的《科

学教学季刊》仍有《磁气共鸣加速器及其作用》这一

说法，民国时期引入的自然科学期刊，根据译书者的

水平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人们习惯性把“力”这种无

形的东西翻译成同样无形的“气”或者“波”，如电

气、地磁气、声波、波浪力学等等，这种叫法很长一段

时间没能统一，仅仅在《观象丛报》同一期中就出现

了磁力和磁气两种说法．

4 高鲁与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

《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14］ 一文，载于 6 卷 6
册，作者高鲁是中国现代天文创始人． 高鲁，字曙青，

号叔钦，福建长乐人． 经常以曙青为名发表文章，

1912 年，受民国教育部总长蔡元培的委派成为了新

成立的中央观象台台长． 1922 年，高鲁发起成立中

国天文学会，并任首任会长，在几十年的天文生涯

中，高鲁不仅做了大量革故鼎新的组织工作，而且还

发表翻译了很多天文论著，主要有《日晷通论》《相

对论原理》《图解天文学》《星象统笺》《中央观象台

的过去与未来》等［15］． 他是我国最早传播爱因斯坦

相对论的学者之一，1920 年在《观象丛报》发表了

《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1922 年他编译出版了《相

对论原理》一书，并亲自做科学演讲，向国民宣传和

介绍爱因斯坦理论，为爱因斯坦相对论在中国的传

播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我们知道爱因斯坦一生从未在中国进行过任何

正式的讲学，虽然在北大校长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

先生的几次邀请下，爱因斯坦答应于 1923 年初来北

大讲学，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来成，虽然这是中

国科学界的一大憾事，但是当时为了迎接爱因斯坦

的到来，北京大学诚邀了国内当时一流的学者进行

了一系列关于相对论的讲座，其中有高鲁的《旧观

念之时间和空间》、丁西林的《相对论以前的力学》、
文元模的《相对通论》、夏元瑮的《爱因斯坦生平及

其学说》、何育洁的《相对各论》、张竟生的《相对论与

哲学》等． 这些讲座场场爆满，在中国学界掀起了一股

“相对论热”，从而让相对论这一艰深学问为不少人了

解，这本身就是一种收获． 正如刊载在《观象丛报》6
卷 6 期的《爱因斯坦之重力新说》所述，“欲草此篇为

爱氏新说之介绍，引起国人研究此说之趣味．”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发表于 1905 年，又经过

多年的努力，于 1915 年完成了他的广义相对论． 据

不完全统计，在广义相对论发表 10 年期间，发表在

中国期刊上有关相对论的文章、译著、报告、通讯等

不下 100 篇． 然而，发表在《观象丛报》的这篇《爱因

斯坦之重力新说》是较为专业的一篇，标志相对论

在我国传播的逐渐深化． 这对于时局动荡的中国来

说并不是一件易事，可见当时科学家对这一新兴理

论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

5 结 语

《观象丛报》作为中国最早的天文和气象类期

刊，内容涉及天文学、气象学、大气测量学等内容． 近

年来，人们对《观象丛报》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天文

气象方面，关于天体力学和地球磁力学的论文鲜少

有人分析，其内容涉及天体力学、地磁学、磁力学和

重力学说等经典力学知识． 通过对比同一时期发表

的相关力学文章，可以看出《观象丛报》作为民国时

期较早刊登力学文章的期刊之一，从一定程度上促

进和深化了力学与天文学的学科渗透，在近代中国

天文学的多元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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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观象丛报》的发刊初期我国天文学和力学尚处

在萌芽阶段，专业人才也相对匮乏，但是在其发刊期

间吸引了很多读者，为我国天文学和力学的今后发

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学者通过阅读该期刊，能够及时

了解当时的一些先进的西方科学理论，并在很大程

度上提高了民众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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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make a historical studying on The Astronomical and Meteorological Magazine，the magazine

is the earliest astronomical and meteorological magazine in China． Using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we
unscramble the papers on the celestial mechanics，meteorological observation， geomagnetism and geodesy，

especially focusing on celestial mechanics and geomagnetism，and containing the gravitation，magnetics and the
theory of relativity． Compared with the relevant articles in the same period，mechanical articles published by The
Astronomical and Meteorological Magazine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ose shallow knowledge introduction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which pushes toward and improves the discipline infiltration between astronomy and mechanics，and
it has vital scientific value on the diversified improvements of modern Chinese astr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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