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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汉学家“德格乐”考述

□周杨∗　叶新

　　摘要　在整理«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续编有关“德格乐”记述的基础上,通过考证还原了“德格

乐”的真实身份,即大英博物院图书馆掌管东方书籍的罗伯特肯纳威道格拉斯(RobertKenＧ
nawayDouglas).作为英国１９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道格拉斯出版了«中国的语言与文学»
«成吉思汗传»«李鸿章传»等１０部汉学相关著作,在«英国传记大辞典»«大英百科全书»中撰写了

与中国有关的词条,对大英博物院图书馆内的中文书籍进行收集与编目,在英国图书馆学、汉学

领域以及中英书籍交流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　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德格乐　张德彝　李鸿章　域外汉学

分类号　G２５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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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清外交官张德彝一生８次出国,其中５次到

访英国.在他的“述奇”系列中,他经常提到大英博

物院中一位名为“德格乐”的英国图书馆员.此人在

«走向世界丛书»(含“续编”,以下同)中也被王韬(德
格乐)、李圭、郭嵩焘(德罗巴斯、德克伦斯、德罗巴、
得喀勒斯、得格拉斯、德吉利士)、刘锡鸿(德葛兰

士)、曾纪泽(德罗巴)、载振(德诺司)等作者提及,但
译名并不统一,括号内即为提及的译名.据张德彝

等人的著述,德格乐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主要管理

中国书籍,与他们多有往来,交流甚多.按说此人应

该是英国一个较为重要的文化学术人物,但是由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检索条件较为原始,«走向世界丛

书»的整理作注者们对此人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影
响了后人对他全面而深入的认识.实际上经过４０
多年的发展,当代学术界特别是汉学界已经多次提

及甚至研究此人,只是还没有将彼此紧密关联起来.
笔者意图在整理相关域外记述的基础上做一番考

证,还原“德格乐”的真实身份,统一相关认识,以昭

示其在英国图书馆学界、汉学界的卓越成就以及在

中英书籍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

１　«走向世界丛书»中的“德格乐”
张德彝(１８４７—１９１８),晚清汉军镶黄旗人,系中

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第一批的１０名

学员之一.他从１８６６年到１９０２年间８次出国,留
下了出国日记“述奇”系列８种,共约２００万字,随笔

式记录了他在国外的新奇见闻,弥足珍贵.其中到

访英国５次,与此对应的著述依次为:«航海述奇»、
«再述奇»(即«欧美环游记»)、«四述奇»(即«随使英

俄记»)、«六述奇»(即«参使英国记»)、«八述奇»(即
«使英日记»).值得一提的是,他每次都会与大英博

物院中一位名为“德格乐”的图书馆员见面.
笔者以张德彝的有关著述为主,并按时间先后

顺序穿插王韬、李圭、郭嵩焘、刘锡鸿、曾纪泽、载振

等人的相关访英著述,力图对中国人与大英博物院

图书馆和德格乐的交集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１．１　１８６６年张德彝«航海述奇»中的“德格乐”

１８６６年,不到２０岁的张德彝作为同文馆三学

生之一,随受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派遣的斌椿第一次

游历欧洲各国.张德彝到英国伦敦的第三天,也即

同治五年四月初四日(１８６６年５月１７日),就应邀

参观了大英博物院,首先是被称为“集书库”的图书

馆,“至集书库,内悉载天下书籍,共八十馀万卷,亦
有满、汉、回、番各书.当中玻璃照棚,下有桌椅,国
人皆可入内观看,亦可抄录.在北楼遇一英人,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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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格乐者,能华言,颇清楚,且系京音.其人取许多

华书呈阅[１](５０６).”
这里提到它的藏书总量为８０余万卷,其中“满、

汉、回、番各书”均是中国书籍.张德彝在这里遇见

一位“姓德名格乐”的图书馆员,对方能说一口流利

的中国话,而且是北京口音,拿了许多馆藏的中国书

籍给他翻看.按张德彝的说法,此人的姓是“德”,名
为“格乐”.由于这样的提示过于简单,我们很难将

其还原为对应的英文姓名,也就无从得知这位“德格

乐”的具体身份,以及他在英国处于何等地位.
“玻璃照棚”这一段指的是大英博物院图书馆的

圆形阅览室(ReadingRoom),建造于１８５７年,是１９
世纪英国的伟大建筑之一.它位于大英博物院的中

心,１９９７年大英图书馆搬到新馆后,这里成了大英

博物院的阅览室.张德彝和王韬等人在下文中也曾

提及,因不是本文论述重点,以下不作引用和赘述.
这是目前中国人访问大英博物院乃至其所属图

书馆的最早记载.

１．２　１８６８年王韬«漫游随录»中的“德格乐”
第二位访问大英博物院的中国人是王韬.１８６７

年底,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请他到英国

继续协助翻译“四书五经”,１８６９年初两人一起离英

回国.１８６８年初的一天,王韬也访问了大英博物院

图书馆.在游记体的«漫游随录»中,他提到:
午后,理君雅各至,同游博物院.院建于一

千七百五十三年,其地袤广数百亩.构屋千楹,
高敞巩固,铁作间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以

防火患也.院中藏书最富,所有五大洲舆图、古

今历代书籍,不下五十二万部.其地堂室相连,
重阁叠架,自巅至址,节节庋书,锦帙牙签,鳞次

栉比.各国皆按槅架分列,不紊分毫.其司华

书者为德格乐,能操华言,曾旅天津五年.其前

为广堂,排列几椅,可坐数百人.几上笔墨俱

备,四面环以铁阑.男女观书者,日有百数十

人,晨入暮归,书任检读,惟不令携去[２](１０１－１０２).
王韬也惊异其藏书之富,提到其藏书为５２万

部,与张德彝提到的８０余万册不同,应该是统计口

径不同所致.王韬也遇到了这位德格乐,提到对方

曾旅居天津５年,能说中国话.巧合的是,王韬对此

人的中文称呼与张德彝的一致.他还进一步提到此

人的身份是“司华书者”,即管理中文书籍的图书

馆员.

１．３　１８６８年张德彝«欧美环游记»中的“德格乐”

１８６８年,张德彝第二次到访英国,此次是作为

志刚的译员.志刚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花翎

记名海关道,为三位“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之一,
是清朝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成

员,八月初四日到达英国利物浦港.１８６８年１２月

３０日(同治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志刚无相关日记记

载),他第二次到访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但不再称之

为“集 书 院”,而 是 “卜 立 地 书 院”.“卜 立 地”即

“British”的中文音译.“书院”即“图书馆”之意.他

说:“有卜立地书院德格乐者,能华语,约明往彼讨论

文字.至则呈示华书,与之讲解句法字义,伊颇领

悟.后导游各处,见中建大堂,高数丈,四壁存书以

万万计,而中华、日本书籍尤多,外有发逆伪军师告

示一纸.堂后小屋鳞比,为 诸 生 肄 业 之 所,看 毕

辞回[１](７２５).”
这是张德彝和德格乐第二次见面.据他的叙

述,是德格乐请他到馆内讨论中国文字著述.对方

拿中文书籍给他看,他就给对方讲解了其中的句法

字义,对方很快就领会了.德格乐还领他再次参观

了图书馆,其中颇多中国和日本的书籍,还有太平天

国干王洪仁玕发布的一张告示.

１．４　１８７６年李圭«环游地球新录»中的“扑非色”
李圭于光绪二年(１８７６)九月廿四日抵英国,十

月十一日抵法国游览.他«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提到

“百利替施博物院”(也即大英博物院)时说:
院正中为书库,藏各国古今书七十万册,中

华书约万册.司事衔为扑非色(士子大著

名誉,始有此衔),曾充驻华领事帮办者,深服

是言[２](２８６－２８７).
他没有点出管理中国书籍之人的姓名,只是说

他是“扑非色”,即英文“教授”(Professor)的音译.
因为此人“充驻华领事帮办”,应该就是张德彝和王

韬提及的德格乐,大学教授似乎是他的另一个身份.

１．５　１８７７、１８７８年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等中的

“德克伦斯”等

１８７７年,清朝首任驻外公使也是首任驻英公使

郭嵩焘出使英法两国,副公使即刘锡鸿,张德彝是翻

译官.三人各自留下的«伦敦与巴黎日记»«英轺私

记»«随使英俄记»中都提到了与德格乐的交往,而且

多有交集.

１８７７年２月２７日(光绪三年一月十五日),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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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彝先于两位公使拜访了德格乐,这是两人的第三

次见面:“午初大雪,乘车往拜万斛、司本萨,及大书

院华书长德格乐,亦八九年前旧相识也[３](３３７).”他称

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为“大书院”,德格乐为“华书长”,
即馆内中文书籍部门主任.两天后,德格乐就回访

了张德彝.

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３日(光绪三年二月初九日),张
德彝随同初访的两位公使再次到访大英博物院,这
次是受“家部”(即“内政部”)的正式邀请:

昨接家部来函,请游博物院,英名卜立地石

米由自亚木.午初,同马清臣、张听帆诸君,随

二星使前往.抵其署,有家部帮办旬伊柏、记室

米特佛、威公使、禧在明、有雅梅,暨名儒武阿文

等迎候导引.地广数百亩,构屋千楹.铁作间

架,铅代陶瓦,砖石为壁,皆防火意也.
先看藏书处:堂室相连,重阁叠架,自颠至

址,节节庋书,锦帙牙签,各有鳞次,所藏五大洲

舆地历代书籍,共七万数千卷,槅架按国分列.
其司华书者为德格乐[３](３６０－３６１).
刘锡鸿这一天的日记与张德彝的多有雷同之

处,他在«英轺私记»的“播犁地士母席庵”一节中提

到“余在京师,即闻英伦有播犁地士母席庵者,大书

院也,各国之书必备,到此后急欲一往观之[３](１１１).”
就中文书籍而言,“观其所赠数册,闺阁之绣谱、店窑

之图记,得诸中华者,且纂集以成一编.则其琳琅满

目,得毋有择焉而不精乎? 是当有以进之[３](１１２).”感
觉并不见佳.而“所藏有中国经史诸载籍,云是善

板.典之者为德葛兰士,能华语亦习华文.日暮人

倦,相期异日再观[３](１１３).”张德彝记述中的德格乐,
在他笔下变成了“德葛兰士”.

而同游的郭嵩焘则称陪同观览“布利来斯妙西

阿姆书馆”(即“British Museum Library”的音译加

意译)的德格乐为“德罗巴斯”和“德克伦斯”.
过了三天,也就是同年３月２６日(光绪三年二

月十二日),郭嵩焘在日记中提到:“德罗巴来见,始
询知妙西阿姆掌管汉文书籍,以居中国久,能通汉文

故也.现在京师购买«图书集成»,已出价五千金.
据梅辉立信,须银八千[４](３３７).”这位掌管中文书籍的

“德罗巴斯”或“德克伦斯”又变成了“德罗巴”.他告

诉郭嵩焘说,他和英国驻中国公使馆的汉文正使梅

辉立正在商议购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书,后者

来信说需要８０００两银子.

１８７７年６月１１日(光绪三年五月初一日),郭
嵩焘、刘锡鸿和张德彝又一次应德格乐的邀请来到

大英博物院,都留下了日记记载.郭嵩焘提到:
得喀勒斯约重游妙西恩博物院,观所藏中

国书籍,兼晤伯尔叱.从外堂左一小门引入,内

外两室,上有楼甚小.外室藏印度、日本两处

书,内室及楼房亦间藏有日本书.中国书有目

录,以廿六字母合音编次之,不分门类.所藏国

朝著述为多,杂以小说、时文.所见«通典»、«通

志»、«西清古鉴»,皆内廷本.洪适«隶辨»及«隶

续»,板亦精雅.阮文达公所刻王复斋«钟鼎款

识»,项子京题签,赵子昂书额四隶字绝佳(文敏

隶书未经见);古器五十九种,毕良史笺注十五

种,秦熺所藏也;一德格天阁亦有数种;馀为刘

炎、张诏、洪邃诸家所藏;后跋极多.万历十五

年所刻«通志»,略近内廷本而较大,其板稍模糊

矣.«御批通鉴»内廷本尤精,外间所未见也.
书画卷册,则明永王妃母郑氏辑«古孝经»,仇十

洲为图,文衡山分段书之,凡十八幅.又卞润甫

山水.又乾隆中«平定台湾全图».又«圣迹全

图».又日本人虫鸟花草画册极佳.所见佳者

止此.内典«教外别传»一书,予求之数年不可

得,亦于此见之[４](２２５－２２６).
上次的“德罗巴”又被称作“得喀勒斯”.郭嵩焘

一行这次是应邀专门来看馆藏中文书籍,时间较为

充裕,看得当然细致.
在刘锡鸿«英轺私记»的“英伦之中国书”一节对

这次访问的著述中,郭嵩焘仿佛不存在一般.他对

此的有关记述与张德彝的多有相同.
到了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光绪三年十一月初八

日),郭嵩焘又记载道:“晚接得格拉斯一信,妙西因

管理中国书籍,云新译«元史»一卷[４](３９４).”这一次,
“得喀勒斯”又变成了“得格拉斯”.对方要告诉他的

是刚刚翻译出版了«元史»一卷的喜讯.
德格乐在«伦敦与巴黎日记»的最后一次出现,

是在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１日(光绪四年九月初六日),见
郭嵩焘这一天的日记记载:

姚彦嘉诣铿心登妙西因,观所新购之«图书

集成».司事德吉利士相为庆幸,以为周地球内

第一部大书也.书凡八[六]编:曰天文,曰地

理,曰人伦,曰理学,曰经济,曰博物.八[六]编

内析为三十二品,又析分为六千部,通一万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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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存 琉 璃 厂 积 古 斋 已 历 数 岁,乃 为 英 人 购

得之[４](７４６).
上次的“得格拉斯”又变成了“德吉利士”.他

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６日告诉郭嵩焘,他和梅辉立正策划

购买«古今图书集成»,现在它终于出现在大英博物

院图书馆中.他誉之为全世界“第一部大书”,可能

郭嵩焘在国内都未曾见过.这是英国人的幸运,也
是中国人的大不幸.关于此书的购买过程,笔者曾

在«‹古今图书集成›入藏大英博物馆始末»(«文史知

识»２０１９年第７期)作过详述.

１．６　１８８３、１８８６年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中的

“德罗巴”
接替郭嵩焘出任驻英法公使的曾纪泽著有«出

使英法俄国日记».其中也提到了这位郭嵩焘所说

的“德吉利士”.其中光绪九年五月廿五日(１８８３年

６月２９日)有“德罗巴来,一谈[５](６４２).”光绪十二年三

月初二日(１８８６年４月４日)的记载“至英国书库博

物院,与德罗巴谈极久,归[５](９０３).”“英国书库博物

院”似应为“英国博物院书库”,由于其日记记载甚为

简略,我们无从得知他们谈话的具体内容.

１．７　１９０２年载振«英轺日记»中的“德诺司”

１９０２年６ 月 １２ 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九

日),清朝庆亲王载振也访问了大英博物院图书馆,
他称之为“藏书楼”,“庋藏各国今古图籍三百余万

种”.其«英轺日记»这一天的记载甚为详细,我们来

看他关于“藏东方书处”的内容:
其藏东方书处,区分中、日为两大部薮.中

国典坟虽不备,然通行各本亦十得四五.殿本

如«图书集成»«西清古鉴»,皆以西式装成,储于

箧.宋元堑本不多见,有宋板巾折本«莲花经»
数册,有元刻«韩文考异»,明刻大字本«贞观政

要»,皆精绝.近复搜求唐人绢本及唐宋人手

迹,虽片纸亦珍之.典守者出十数纸以示余,言

得自蒙古喀尔喀部,士人掘地得此求售,因购以

归.有大历、至正、建中等年号,纸墨残毁,真伪

殆难辨矣.是日导余游观者,为是楼掌东

方书籍总理,名德诺司,能操华语,曾为上海英

领事.此堂国家岁费仅八百磅.进以地狭,购

旁地三十五方里,以被推广云[６].
载振提到的«图书集成»即大英博物院１８７８年

买入的«古今图书集成».而为之导览的是“掌东方

书籍总理,名德诺司”.

１．８　１９０４年张德彝«八述奇»中的“德格乐”

１９０４年,张德彝最后一次见到英国老友德格

乐.他在７月６日(光绪三十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日

记记载是:
申初偕内人率孙女乘车西南行二十里,过

太木斯江至德威芝村赴德威芝学堂茶会,伦敦

博物院东方书籍监督德格乐夫妇代请也[７].
这一次德格乐的身份还是“伦敦博物院东方书

籍监督”.“德威芝学堂”即德威士学院(Dulwich
College),位于伦敦市南郊.

２　“德格乐”身份之考证

在«走向世界丛书»相关游记中,书后编制的“人
名索引”对这位“德格乐”均语焉不详.张德彝的«航
海述奇»仅把“德格乐”注明为“英人”.他的«欧美环

游记»和«随使英俄记»有“德格乐”,无注释,«八述

奇»则无“德格乐”.刘锡鸿的«英轺私记»注明“德葛

力士(英汉学家)”[３](２３７),但正文中却是“德葛兰士”,
应该是编校之误.王韬在«漫游随录»的称呼与张德

彝相同,不过该书后的人名索引把“德格乐”错成“德
格尔”,无注释.另外,曾纪泽的“德罗巴”、载振的

“德诺司”均未出现在书后的人名索引中.
郭嵩焘的«伦敦与巴黎日记»篇幅最多,在每卷

的卷尾均有注文,书后索引最为详尽,有１３７页之

多.就“人名索引”而言,光“外国人”索引就有８页.
但是德罗巴斯、德克伦斯、德罗巴、得喀勒斯、得格拉

斯、德吉利士这六个译名无一列入.
就本文要研究的主题而言,必须首先破解“德格

乐”是谁,才能知晓他在英国文化界和学术界的地

位.就上述诸位的记述,我们能得到的信息是:在大

英博物院图书馆掌管东方书籍,曾在中国五年,会说

中文,翻译过«元史»,购买了«古今图书集成»,有教

授身份,晚年掌管德威士学院.经过笔者多方搜索

和考证,这些信息都强烈地指向了一个人,即罗伯

特 肯 纳 威  道 格 拉 斯 (SirRobert Kennaway
Douglas,１８３８—１９１３,以下简称“道格拉斯”).笔者

曾在«‹古今图书集成›入藏大英博物馆始末»一文中

对道格拉斯有所简介,以下展开论述.
道格拉斯去世于１９１３年５月２０日,同年１０月

出版的«大英皇家亚洲文会杂志»(TheJournalof
theRoyalAsiaticSocietyof GreatBritainand
Ireland)即刊登了他的讣闻“罗伯特肯纳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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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斯爵士”(SirRobertKennawayDouglas).«大
英图书馆杂志»(TheBritishLibraryJournal)１９９８
年“春季号”(Spring１９９８)刊登了“罗伯特肯纳

威道格拉斯爵士和他的同时代人”(SirRobert
Kennaway Douglasand Contemporaries). 在 于

英布朗(YuＧYingBrown)这篇论文出现之前,国
内对道格拉斯几无所知.

综合两文特别是后者的介绍可知,他１８３８年８
月２３日出生于德文郡塔拉顿(Talaton)的拉克贝勒

大宅(LarkbeareHouse),１９岁时在伦敦国王学院

(KingsCollegeofLondon)师从著名汉学家苏谋斯

(JamesSummers)学习汉语,第二年被派往中国从

事外交事务.在五年时间里,他辗转任职于香港、北
京、天津等地的使领馆,做过英国驻华公使馆第三助

理、驻天津副领事等职.由于他精通汉语,１８６５年

回国后即应苏谋斯之邀,进入大英博物院图书馆,任
职达４２年之久.１８７３年接替去日本的苏谋斯,担
任伦敦国王学院的汉文教授一职,每周授课两次.

１８８０年,他被提升为馆长助理,主管地图收藏工作.
虽然此项工作非他所愿,但是他做了１２年之久.与

此同时,他也没有放弃自己擅长的汉文、日文书籍收

藏和编目工作,因为馆内并没有其他专家可以胜任.
他参与创建和组织了在巴黎举行的第一届国际东方

学家大会(InternationalCongressofOrientalists,

１８７３年),他也是在伦敦举办的第二届国际东方学

家大会(１８８０年)的主席.１８９２年,他被任命为新组

建的东方书籍部主任,即载振所说的“掌东方书籍总

理”、张德彝所说的“东方书籍监督”.他曾任大英皇

家亚洲文会的副会长兼托管人.１９０３年,他担任了

德威士学院院长,同年被册封为爵士.１９０７年在图

书馆东方部主任任上退休.１９１３年５月在格洛斯

特郡的阿克顿特维尔(ActonTurville)逝世,享年七

十五岁[８].

３　道格拉斯的学术贡献

由于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长期掌管中文书籍收

藏工作,以及长年担任伦敦国王学院汉文教授等,道
格拉斯在汉学、图书馆学两个领域以及在中英书籍

交流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３．１　汉学领域

上文提到,在１８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的晚上,郭嵩

焘接到道格拉斯的来信,信中谈及“新译«元史»一

卷”.此即他刚刚翻译出版的«成吉思汗传»(The
LifeofJenghizKhan).在前言中,他指明他所编

译的原本有三种:一是明朝宋濂(SungLeen)的«元
史»(YuanShe,或TheHistoryoftheYuenDynasＧ
ty);二是清朝邵远平(ShaouYuenＧping)的«元史类

编»(YuenSheLuyPeen,或 TheHistoryofthe
YuenDynastyClassifiedandArranged);三是清朝

陈允锡(ChinYunＧSeih)的«史纬»(SheWei,或 The
WoofofHistory).前言最后的署名机构是伦敦国

王学院.
而早在两年前,他在特鲁布纳出版社(Trübner

&Co．)出版了«中国的语言与文学»(TheLanguage
andLiteratureofChina),收入了他以伦敦国王学

院汉学教授身份在英国皇家学会(RoyalInstitution
ofGreatBritain)发表的两次演讲:１８７５年５月的

“中国的语言”(TheLanguageofChina)、１８７５年６
月的“中国的文学”(TheLiteratureofChina).

这是道格拉斯汉学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起

点,此后一发不可收拾.以下是他的著作目录:
(１)«中国的语言与文学»,特鲁布纳出版社

１８７５年初版;
(２)«成吉思汗传»,特鲁布纳出版社１８７７年

初版;
(３)«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和绘本目

录»(CatalogueofChinesePrintedBooks,ManuＧ
scriptsandDrawingsintheLibraryofthe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院１８７７年初版,１９０３年再版;

(４)«非基督教的宗教体系:儒教与道教»(NonＧ
ChristianReligiousSystems:Confucianism and
Taousim),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SocietyforProＧ
motingChristianKnowledge)１８７９年初版;

(５)«中国»(China),基督教知识普及协会１８８２
年初版,１８８７年、１８９９年、１９００年再版;

(６)«华语鉴»(AChineseManual),克罗斯比
洛克伍德出版社(CrosbyLockwoodandSon)１８８９
年初版,１９０４年再版;

(７)«中国传奇»(ChineseStories),威廉布莱

克伍德出版社(WilliamBlackwoodandSons)１８９３
年初版;

(８)«中国社会»(SocietyinChina),英尼斯出

版社(A．D．Innes& Co．)１８９４年初版;
(９)«李鸿章传»(LiHungchang),布里斯－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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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佛斯特出版社(Bliss,SandsandFoster)１８９５
年初版;

(１０)«欧洲与远东(１５０６—１９１２)»(Europeand
theFastEast,１５０６—１９１２),剑桥大学出版社(CamＧ
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０４年初版.

这１０本著作,既有学术性专著,也有通俗性甚

至时事性作品.惟一被翻译成中文的«李鸿章传»就
属于后者.该书问世的当年,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

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第二年他则作为

大清国全权特使,进行了为期半年多的八国之旅,并
于当年８月到达英国伦敦并四处参观,曾发出“天下

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的感慨.道格拉斯在自序

中提到他“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搜集资料,并以此为

据,希望在本书中向读者还原李鸿章生活的原貌”.
而«李鸿章传»的出版为李鸿章的英伦之行做了很好

的铺垫.
蔡尔康、林乐知撰写的«李傅相历聘欧美记»(即

«李鸿章历聘欧美记»)记录了这次李鸿章八国之行.
在“英轺载笔上”中提到,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

日(１８９６年８月８日)曾到访了“大博物院”,未曾提

到是否到过图书馆和见过道格拉斯.而在随后的

“英轺豫论”中则有这样一段记述:“英博物院博士狄

鸽垒狮,向慕李中堂之勋业,因而钩稽掌故,排比心

得,以西文著中堂年谱,纸贵一时[９].”在书后的“人
名索 引”中,则 有 “狄 鸽 垒 狮 (Douglas,１８３８—

１９１３)”,也即道格拉斯.“中堂年谱”即他撰写的«李
鸿章»,出版后畅销一时.他还在«泰晤士报»发表了

一篇对李鸿章俄德之行的评论,称赞李鸿章“固一国

之老臣,且大臣而又能臣也[９](１２９).”
«李鸿章»一书曾两次被我国出版社翻译出版,

首先是«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

“裱糊匠”»,由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策划,李静韬等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１月出版.该书在“出
版说明”中指明该书是西方世界第一本关于李鸿章

的传记,而且出自晚清在华外交官之手.中国人写

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记则要到他去世后当年即１９０１
年才由梁启超撰写出版,即«李鸿章»,又名«中国四

十年来大事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在该书的

序言中指出:“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

«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

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

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

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

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

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

国进步的业绩[１０].”
然后是张维军译的«李鸿章传»,２０１４年６月由

法律出版社出版.在“中文版编辑说明”中指明它是

向当时的英国读者介绍李鸿章这位国际风云人物的

一本书.关于原作者,则承认“我们所知的不多”.
值得一提的是,道格拉斯还参与撰写了«英国传

记大辞典»)(DictionaryofNationalBiography)
和«大英百科全书»(EncyclopediaBritannica,１９１１
年版)中与中国有关的词条,人物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德 庇 时 (JohnFrancisDavis)、威 妥 玛

(ThomasFrancis Wade)、理雅各、儒莲(Stanislas
Julien)、玄 奘 (Hsuan Tsang)、成 吉 思 汗 (Jenghiz
Khan)、曾 国 藩 (Tseng KuoＧfan)和 李 鸿 章 (Li
HungＧchang)等,地名如广州(Canton,China)、满洲

(Manchuria)、蒙古(Mongols)、北京(Peking)等[１１].
不可否认的是,他是英国１９世纪最重要的汉学家之

一,其汉学成就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掘和肯定.

３．２　图书馆学领域

作为当时著名的图书馆学家之一,道格拉斯在

图书馆学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中文书籍的收集

和编目上.１８７７年３月,英国哈福德郡的斯蒂芬
奥斯丁出版社(StephenAustinandSonsofHertＧ
ford)出版了CatalogueofChinesePrintedBooks,

ManuscriptsandDrawingsintheLibraryofthe
BritishMuseum,１９０３年出版了增补版.这部八开

大本、多达３４４页的目录,２０１０年１２月由西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名为«１８７７年版

大英博物馆馆藏中文刻本、写本、绘本目录»,域外汉

籍珍本文库编纂出版委员会为此书增加的音序索

引、笔画索引、勘误表达１４９页之多.
这是西方世界编制的第一部大型中文书目,著

录了大英博物院收藏的约２万册中国古籍,编纂者

即为道格拉斯.他在该书的前言中提到:
本书目包括的中国图书于不同时间、不同

条件逐渐被收藏.图书馆小部分馆藏来自是汉

斯斯隆(HansSloane)、哈利父子(Harleian)、
旧皇室和兰斯顿(Lansdowne)等遗产.而主要

馆藏,一 是 来 自 １８２５ 年 赫 尔 (John Fow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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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l)先 生 所 赠;二 是 １８４３ 年,英 国 皇 室 将

１８４２年在鸦片战争中所获得的中国图书赠予

图书馆;三 是 １８４７ 年,英 国 政 府 把 从 马 儒 翰

(JohnRobertMorrison)先生购买的中文图书

赠予图书馆.自那时起,通过购买、获赠等多种

方式,大英博物院不断扩大中文藏书规模,现拥

有约２００００册图书[１２].
道格拉斯进馆以后,在３种主要馆藏的基础上

购买和收集中文书籍,到此书目出版之前已经藏有

约两万册之多.该目录中的书籍按作者名的首字母

顺序进行编排;如果书名或书中任何地方没有出现

作者名,书籍则按书名中的人名或国家进行编排;如
果署名中没有出现人名或国家,书籍则按书名主题

词或关键字进行编排.另外,该目录还编制了另一

套检索系统,可以通过书名检索书籍.
由于中国的作者不仅有自己的姓氏,还有文学

上的称谓,有的甚至有谥号,因此道格拉斯在编纂该

书目时,尝试为这些作者设定一个统一的称谓,从而

减少作者的称谓数,有利于英国学者的研究和读者

的阅读.
道格拉斯采用马礼逊主编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oftheChineseLanguage)中的拼字法,
原因之一是中国学者十分熟悉该拼字法,之二是该

拼字法也适合英文读者.
他还提到在该书目的编纂过程中,借鉴了英国

汉学家伟烈亚力(AlexanderWylie)的«汉籍解题»
(NotesonChineseLiterature)和理雅各翻译的“四
书五经”的前言.

在前言的最后,他还提到斯蒂芬奥斯丁出版

社排版时使用了来自上海制造的汉字.
«万国公报»先后两次对于这本中文目录进行了

报道.在１８７８年第４７７期(１８７８年２月２３日刊行)
上刊登的«博物院制成中国各种藏院之书目»提到:

英国博物院中各国各色物件无不齐备,而

书中有中国古今各种书籍并有抄本、画图等书,
犹有外国人翻译中国之书,俱藏博物院中藏书

之所.有人至院,欲看何书,悉于目录中检查,
便可翻阅.而各国之书业已定有目录,惟中国

书尚未明定目录.兹英国专请一位先生将院中

所藏中国各色书名集成目录,刊印成功.嗣后

有人往看中国书,便可先行查阅目录,而看欲见

之书也.

其中提到大英博物院所藏中文书籍文献没有编

定目录,不便检索,因此请一位先生编成目录,予以

出版,但未指明这位先生是谁.而在«万国公报»

１８７８年第５０１号(１８７８年８月１０日刊行)上刊登的

«英库华书»中则进一步提到:
中国书籍,已共得三万余种.近有英儒都

哥拉斯缮订其目,需纸三百四十四篇,中国书名

尽录于其上.各国书名亦尽录于其上.故斯时

伦敦城内习华语、读华文极称简便焉.以活字

版摆列刷印,由本国京都通行,渐可推暨于遍国

中矣.
这里提到编目的是“英儒都哥拉斯”,即是英国

学者道格拉斯.结果是“习华语、读华文极称简便”,
为学习汉文的英国人士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该目录编纂出版时,«古今图书集成»的购买还

在筹划之中.上文提到郭嵩焘在１８７７年３月２６日

和１８７８年１０月１日的日记中提及了这部大书.前

者是说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汉文正使梅辉立从北京给

他来信说要出５０００两银子(约１５００英镑)购买该

书,后者则说明道格拉斯庆幸已从北京琉璃厂的积

古斋购得该书.这是梅辉立和道格拉斯通力合作的

结果.梅辉立在北京寻找卖家和出价,而道格拉斯

则努力取得大英博物院托管人的全力支持.１８７７
年１１月,这宗中英两国之间最重要的购书交易最终

敲定,直到１８７８年７月才运抵大英博物院.
与中国收藏«古今图书集成»的目的不同,大英

博物院购买此书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西方学者和读者

查阅的需要,因此对它进行了必要的包装和编目加

工.正如载振的«英轺日记»记载,“殿本如«图书集

成»«西清古鉴»,皆以西式装成,储于箧[１３].”这固然

是道格拉斯的功劳.而该图书馆的另一位汉学家翟

林奈(LionelGiles)则“改订为七百四十五本,洋装

巨册”[１４].１９１１年,翟林奈又进一步编制出版了«钦
定古今图书集成索引»(AnAlphabeticalIndexto

theChineseEncyclopedia),将条目英译(附中文),
按英文字母为序编排.

除此之外,１８９８年道格拉斯还编纂出版了«大
英博物馆馆藏日文刻本和写本目录»(Catalogueof
JapanesePrinted Booksand Manuscriptsinthe
LibraryoftheBritishMuseum),并于１９０４年推出

了增补版.另外,道格拉斯在掌管该馆地图部时也

编纂了关于地图的两卷本目录,虽然这并不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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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所在,但这是他的职责所系.
以上从«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续编”中的有关

“德格乐”的记述出发,还原了道格拉斯的真实身份,
历数他在汉学、图书馆学领域的学术贡献以及在中

英书籍交流方面的功绩.这只是对这位英国著名汉

学家和图书馆学家展开研究的第一步,希望有更多

的学者能够关注和研究这位英国学者.
最后要说的是,关于“道格拉斯”注释和索引上

的缺陷,并不是«走向世界丛书»(含“续编”)的孤例.
依笔者之见,虽然钟叔河先生等人在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的整理工作极具开创性,但是由于学界的参与不

够,导致整套丛书的人名索引不全,注文过于简略,
妨碍学界对相关书籍的进一步解读和研究,这种缺

陷一直延续至今.按说出版者应该以２０１６年“续
编”的出版为契机,通盘考虑这套丛书及其“续编”,
联合学界力量,参考最新学术成果,借用网络搜索工

具,对全部内容特别是索引和注释部分作全面的修

订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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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ontheSinologist“Degele”oftheBritishMuseum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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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ysortingoutFromEasttoWest:ChineseTravellersBefore１９１１anditssequelabout“DeＧ
gele”,theauthormakesatextualresearchtorestorehistrueidentity,thatis,RobertKennawayDouglas,

whoisinchargeofOrientalbooksdepartmentintheBritishMuseumLibrary．AsoneofthemostimporＧ
tantsinologistsinBritaininthe１９thcentury,Douglaspublished１０SinologyrelatedworkssuchasChinese
LanguageandLiterature,BiographyofGenghisKhanandBiographyofLiHongzhang,wroteentries
relatedtoChinaintheGreatDictionaryofBritishBiographyandEncyclopediaBritannica,andcollected
andcataloguedChinesebooksinthelibraryoftheBritishMuseum,whichisagreatcontributiontotheacaＧ
demicfieldsofbothLibraryScienceandSinologycircles,aswellasbookexchangesbetweenChinaand
Bri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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