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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大学时期谭卓垣史料挖掘与辨析

□郑锦怀∗

　　摘要　以最新挖掘的中外档案资料为基础,对谭卓垣在岭南学校(岭南大学)的求学与工作

经历重新加以考察与辨析.文章指出,１９１２－１９１８年,他在岭南学校高等小学与中学就读６年.

１９１８－１９２２年,他在升格后的岭南大学就读４年,获文学士学位.大约从１９１９年９月起至１９２２
年２月,他在岭南大学图书馆勤工俭学,接受特嘉女士的指导.１９２２年春季起,他尚未毕业就成

为岭南大学图书馆的正式员工,历任副馆长、馆长,直到１９３７年夏离开.在此期间,他两度休假,
一次赴海格学院执教１年(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学年),一次赴美留学３年(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学年).他全身心

投入到岭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中,在馆藏建设与参考服务两个方面用力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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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位图书馆学博士学位获得

者,岭南大学图书馆史上的第一位华人馆长暨任职

年限最长的馆长,以及中国第一部英文图书馆断代

史的作者,谭卓垣(Cheuk－woonTaam,简写为 C．
W．Taam,１９００－１９５６年)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占有

举足轻重的地位.
自１９３０年起,谭卓垣陆续出现在各种中外工具

书上,但介绍简略,且多有错漏.此外,国内外均少

有学者撰文评介谭卓垣的生平与成就.徐秋禾(徐
雁)与文军主要评介谭卓垣的英文专著«清代图书馆

发展史»[１－２].笔者首次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谭卓垣

的求学、工作与学术成就[３],但当时并未充分挖掘第

一手档案资料,以致文中出现不少错误.周旖利用

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岭南大学档案缩微胶卷、广
东省档案馆收藏的岭南大学档案、岭南大学校内出

版物等第一手档案资料,进一步厘清了谭卓垣的若

干重要生平史实[４],但部分结论值得商榷.美籍华

人学者姚张光天(KuangＧtienYao)着重介绍了谭卓

垣对夏威夷大学图书馆中文馆藏建设与发展作出的

贡献[５],但她对夏威夷大学所藏档案资料的挖掘利

用还不够充分.

总体来看,国内外学界挖掘并利用了越来越多

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增进了对谭卓垣的认识,但仍有

诸多细节问题需要进一步梳理清楚.有鉴于此,本
文以最新挖掘出来的中英文史料为依据,对谭卓垣

在岭南大学的求学与工作经历重新进行考察与辨

析,力争比较清晰地呈现其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

２　谭卓垣的求学经历

２．１　在岭南大学

岭南大学的前身是１８８８年在广州沙基金利埠

(今六二三路)创办的格致书院.１８９０年夏天,学校

因故停办.１８９４年初,学校重新开学.１９００年,学
校迁往澳门,更名为“岭南学堂”,英文校名开始确定

为“CantonChristianCollege”.１９０４年,学校迁回

广州.１９１２年,学校改称“岭南学校”.１９１８年,学
校改称“岭南大学”[６].

关于谭卓垣在岭南大学的求学经历,说法各异.
关于其入学时间,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认为谭

卓垣“约于１９１６年入岭南大学学习”[７].第二种认

为谭卓垣于“１９１７年入广州岭南大学学习”[８].第

三种则是笔者转引广东省档案馆收藏的«私立岭南

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全宗号:３８－１－５２),由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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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垣于１９２２年获文学士学位而推算他于１９１８年入

读岭南大学[９].关于其毕业时间,主要有两种说法.
第一种见载于１９２４年岭南大学校董会(Trusteesof
theCantonChristianCollege,或译为“美国岭南基

金会”[１０])在美国纽约编印的英文版«岭南大学校长

报告 (１９１９－１９２４)»,称 谭 卓 垣 是 １９１９ 年 文 学

士[１１].但是,这条记录仅仅是孤证,其可靠性存疑.
第二种以«私立岭南大学历届毕业生一览表»为代

表,包括多个年份的英文版«岭南大学布告»,都称谭

卓垣于１９２２年获得文学士学位[１２].那么,谭卓垣

究竟于何时入读,又于何时毕业呢?
笔者在１９１８年岭南学校印刷局刊印的«岭南学

校布告(第二十一号)»中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该

书的“大学各级”部分列出了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学年岭南

学校大学各年级学生的姓名(中文与英文)、最初入

学时间与籍贯,而谭卓垣出现在大学一年级学生名

单中,相关信息如下:“谭卓垣 Taam Cheuk Woon
１９１２新会”[１３].可见,谭卓垣早在１９１２年就已经进

入岭南学校就读了.此外,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学年,岭南

大学共有五个教学层次,包括幼稚园班、初等小学

(一至四年级)、高等小学(一至三年级)、中学(一至

四年级,中学四年级即为大学预科)与大学[１４].以

此为据,可以推知谭卓垣先在岭南学校的高等小学

与中学就读６年,至１９１８年随着岭南学校升格为岭

南大学而升入大学一年级.

１９２１年６月１７日,岭南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当时尚是大三学生的谭卓垣获颁优秀学生荣誉奖状

与国语作文优秀奖状[１５].根据规定,优秀学生荣誉

奖状的获得者不超过学生总数的５％;其评选主要

是看学生的学业成绩,同时也看学生的勤奋程度、参
加的非学术活动及其个人品性[１６].由此可见,谭卓

垣在校期间学习勤奋,成绩优秀,其他各个方面的表

现也非常出色.

１９２２年６月２３日,岭南大学举行毕业典礼.
谭卓垣获颁文学士学位,并且再次获颁优秀学生荣

誉奖状[１７].

２．２　在哥伦比亚大学

１９２４年８月,«岭南»(Lingnan)第１卷第１期所

载«教职员消息»(“StaffItems”)提到:“谭卓垣先

生,１９２２年文学士,本校图书馆馆长,将在休假期间

赴布法罗大学(UniversityofBuffalo)学习图书馆方

法[１８].”布法罗大学当时是私立大学,至１９６２年加

入纽约州立大学系统,改称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

校(UniversityatBuffalo,TheStateUniversityof
NewYork,简称 UB).可以看到,谭卓垣此时就有

赴美国攻读图书馆学的打算,可惜未能成行.

１９３０年３月１７日,«私立岭南大学校报»第２卷

第２期刊登«图书馆谭馆长拟赴美留学»一文,内称:
“本校图书馆长谭卓垣先生自接理图书馆以来,对于

图书管理及征集,固有良好成绩,而尤好学不倦,早
已毕业大学犹以为未足,拟不日赴美,再求深造,经
本校代 向 政 府 领 取 护 照 及 证 书,以 便 早 日 前 途

云[１９].”３月２０日,岭南大学校董会召开第十四次会

议,议决通过:“谭卓垣下学年往美留学经费,拟
请美基金委员会资助,并请准谭卓垣去后在校住宅

仍旧,薪折半支付案.议决通过,并由本会函致美基

金委员会,陈请资助[２０].”可见,１９３０年春季开学不

久,谭卓垣再次计划赴美留学,并且获得校方支持.

１９３０年６月２５日,谭卓垣在广州获得签证,签
证编号是Sec４－e＃２６.６月３１日,谭卓垣在香港

乘坐“秩父丸”(S．S．M．S．ChichibuMaru)轮船前往

美国.８月２１日,他抵达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港.
据其入境登记表显示,他此行自付旅费,最终目的地

是位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预计将在美国呆上

４年[２１－２２].
从旧金山入境后,谭卓垣转赴纽约,入哥伦比亚

大学就读.查«哥伦比亚大学一览(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学

年)»的 “学 生 名 录”,谭 卓 垣 的 相 关 信 息 如 下:
“Taam,ChenkＧWoongr５１２W１２２;LingnanUniＧ
versityCantonChina;BALingnan(Canton)[２３].”
此处,谭卓垣的英文名被误印成 “Taam,ChenkＧ
Woon”;“gr”指的是哲学、政治学与 纯 科 学 学 院

(Faculties of Philosophy,PoliticalScience and
PureScience)[２４];“５１２W１２２”则为谭卓垣所住宿舍,
“W”指位于纽约市阿姆斯特丹大街１２３０号的惠蒂尔学

生公寓(Whittier,１２３０AmsterdamAv．)[２５].
再查«哥伦比亚大学一览(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学年)»

的“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学年学位获得者名录”,谭卓垣在哥

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获得了理学学士学位[２６],而
非通 常 所 说 的 图 书 馆 学 学 士 学 位 (Bachelorof
LibraryScience,B．L．S．).另外,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学年,
哥伦比亚大学在１９３０年１０月、１９３１年２月以及该

学年结束时举行的毕业典礼 (即 １９３１ 年 ６ 月 ２
日[２７])三次授予学位.其中,１９３０年１０月与１９３１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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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获颁学位者的姓名之后分别标注序号１和２,
但谭卓垣的姓名后未标注序号[２８],所以他应当是在

１９３１年６月２日的毕业典礼上获颁理学学士学位.

２．３　在芝加哥大学

１９３１年秋,谭卓垣入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研究

院攻读博士学位.关于谭卓垣的这段求学经历,笔
者至今仍未掌握第一手档案资料.据 １９３２ 年与

１９３３年编印的«中国留美学生年报»,谭卓垣确实在

芝加哥大学攻读图书馆学[２９－３０].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学

年,他住在芝加哥大学校内的斯内尔公寓 (Snell
Hall)[３１].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学年,他搬到国际公寓(InＧ
ternationalHouse)[３２].

钱存训曾指出:“芝大是学季制,一年分为四学

季,每季１１周,如全部时间学习,每学季可选读３门

课程.图书馆学的硕士班必修课１８门,另加论文,
至少两年多方能完毕;博士生要加修９门课程,再写

论文,一般需要２－３年才能取得学位[３３].”因为赴

美求学不易,谭卓垣勤学苦读,仅用２年就修够学

分.１９３３ 年 夏,他 以 论 文 “TheDevelopmentof
ChineseLibrariesUndertheChingDynasty,１６４４
－１９１１”从芝加哥大学获得图书馆学专业的哲学博

士学位(通常称为图书馆学博士学位).他由此成为

继桂质柏之后在美国获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第二

位中国人[３４].

１９３５年,谭卓垣的博士学位论文由芝加哥大学

图书馆发行了一个私藏版本.该书其实是由商务印

书馆在上海印刷的,所以封面加印中文书名«清代图

书馆发展史».后来,徐雁与谭华军合作将此书译成

中文,以译者注的形式对原书中的讹误之处进行修

订和补充,并将书名改成«清代藏书楼发展史».

１９８８年６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将这部中文译稿与

«续补藏书纪事诗传»合为一册出版.

３　谭卓垣在岭南大学图书馆

３．１　岭南大学图书馆早期发展史

关于岭南大学图书馆早期发展史,学界此前多

以岭南大学图书馆于１９３６年９月编印的«岭南大学

图书馆一览»为据:“本馆成立于民国纪元前六年,其
始为教员阅书参考室,规模甚小,在马丁堂三楼,与
博物标本室合并.其后书籍渐增,乃移至二楼西便

两室.其时所藏书籍,多属西文,均为美国人士捐赠

者.主任初为葛理佩氏(H．B．Graybill),次为冯世

安氏(ChesterFuson)及邓勤氏(KennethDuncan).
民国四年格兰堂完成,乃将图书馆全部迁入.民国

六年,本校开办大学,聘请巴罗赞氏(J．V．Barrow)
为主任,馆务逐渐扩充.以前馆长之职,均为教员兼

任,直至民国八年,特嘉女士(JessieDouglass)到馆,
始以全时间办理馆务[３５].”不过,根据当前掌握的第

一手档案资料,这段介绍存在错漏或不确之处.
首先,据１９１５年刊印的«岭南学校布告(第八

号)»,此时兼任图书馆主任①一职的其实是梅姑娘

(JuliaP．Mitchell,全名为JuliaPostMitchell).据

查,梅姑娘是美国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的文

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硕士与哲学博士,曾在美

国多所 学 校 执 教,后 到 岭 南 学 校 担 任 英 语 副 教

授[３６].１９１６年,梅姑娘仍兼任图书馆主任[３７].
其次,据１９１７年刊印的«岭南学校布告(第十

号)»,此时兼任图书馆主任一职的是英语讲师巴罗

(后来才改称“巴罗赞”[３８]).据查,巴罗是美国得克

萨斯大学 (UniversityofTexas)１９１５ 年 文 学 士,

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学年在得克萨斯州克拉克斯维尔中学

(ClarksvilleHighSchool)担任拉丁语教师[３９],１９１６
年到岭南学校执教[４０],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兼任岭南学校

图书馆主任,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担任岭南大学中学部代

理校长,１９２０－１９２１年入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学

习,随后重返岭南大学担任宗教学讲师[４１].
再次,据１９１９年３月出版的«岭南大学布告(第

十九号)»,特嘉女士此时已经名列岭南大学的“行政

人员名录”,其职务是图书馆馆长[４２].可见,她应当

是于１９１９年３月春季开学之际开始成为岭南大学

图书馆发展史上的第一位全职馆长.据查,特嘉女

士是美国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College)１９０１
年文学士,１９０３－１９０７年任布朗大学图书馆(Brown
UniversityLibrary)编目部主任,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任

纽约协和神学院 (GeneralTheologicalSeminary,

NewYork)特聘编目员,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任 N．W．阿
尔德里奇参议员(Hon．N．W．Aldrich)的私人图书

馆馆长,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任纽约农场主贷款与信托公

司(TheFarmersLoanandTrustCompany)图书馆

馆长[４３].尽管并未接受过专门的图书馆教育,但她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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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根据岭南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情况,本文将特嘉女士之前的“LiＧ
brarian”称为“图书馆主任”,将特嘉女士及之后的“Librarian”称
为“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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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图书馆界工作多年,经验丰富.正因为如此,
«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称“特嘉女士是图书馆专门

人才,富有经验”[４４].

３．２　谭卓垣在岭南大学图书馆的工作经历

根据周旖的考察,当前广东省档案馆藏有１９１９
年９月２日陈德芸呈交给特嘉女士的一份关于中文

馆藏建设的报告,内含中文与英文两个版本,英文版

的文末注明“translationC．W．Taam”(即“谭卓垣翻

译”)[４５].此外,１９２４年英文版«岭南大学校长报告

(１９１９－１９２４)»提到:“三年间,特嘉女士将图书馆的

工作效率提高到了极致,同时也完成了将一位中国

人培养成接班人的重要工作.谭卓垣先生(A．B．
１９１９)作为副馆长已经做得极其高效[４６].”如前

文所述,谭卓垣直到１９２２年６月才获得文学士学

位,所以此处的“A．B．１９１９”肯定是误记.不过,可
以确定,特嘉女士上任以后就打算从中国人当中培

养一位接班人.恰恰是从１９１９年起,陈德芸开始担

任岭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助理[４７],或称副馆长[４８].
谭卓垣亦是特 嘉 女 士 的 培 养 对 象 之 一.至 迟 从

１９１９年９月起,他就以学生助理或学生馆员的身份

到岭南大学图书馆兼职工作.正因为如此,１９３７年

９月３０日«私立岭南大学校报»第１０卷第１－２期合

刊所载«谭馆长离校赴平»一文就指出:“谭卓垣馆

长,服务本校图书馆经已十八年[４９].”
«岭南大学图书馆一览»称:“民国十一年特嘉女

士返国,遂由谭卓垣先生继任馆长之职[５０].”周旖也

认为:“基本可以肯定谭卓垣是从１９２２年开始担任

岭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的[５１].”不过,这种说法并不准

确.首先,据«岭南大学校长报告(１９１９－１９２４)»的
介绍,特嘉女士担任岭南大学馆长的时间为３年.
其次,据１９２２年５月出版的«岭南大学布告(第三十

二号)»,此时特嘉女士已经离开岭南大学,取代她出

现在“行政人员名录”中的人是同为图书馆副馆长的

陈德芸与谭卓垣[５２].而在此之前,谭卓垣并未出现

在岭南大学的教职员名录当中.再次,据«岭南大学

布告(第三十二号)»的封底,岭南大学１９２１－１９２２
学年第一学期从１９２１年９月１５日开始,至１９２２年

２月３日结束;第二学期从１９２２年２月１６日开始,
至６月２３日结束.综合看来,特嘉女士应当是在

１９２２年２月３日第一学期结束之后离开岭南大学.
随后,尚未毕业的谭卓垣便被岭南大学聘为副馆长,
与陈德芸一同负责图书馆的日常工作.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 学 年,未 见 记 载,但 应 无 变 化.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学年,陈德芸与谭卓垣继续同为副馆

长[５３].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学年,谭卓垣休假[５４],已改汉名

的巴罗赞复任馆长[５５],陈德芸仍任副馆长[５６].谭卓

垣原本打算赴美学习图书馆方法[５７],但未能成行,
而是前往位于佛山的海格学院(HaighCollege;后改

称华英学校[WaYingCollege])执教一年[５８].１９２５
－１９２６学年,谭卓垣返校,开始担任馆长[５９],陈德芸

仍任副馆长[６０],巴罗赞则改任馆长助理[６１].１９２６－
１９２７学年,谭卓垣仍任馆长[６２],陈德芸仍任副馆

长[６３].１９２７－１９２８ 学 年,未 见 记 载,应 无 变 化.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谭卓垣仍任馆长[６４],陈德芸则从

岭南大学教职员名录当中消失.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学年,
未见记载,应无变化.

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学年,谭卓垣赴美留学３年.目前

所见,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０日,岭南大学校董会召开第十

五次会议,“议决接纳钟校长荐任下学年各职员如

下:图书馆馆长谭卓垣(谭在留美期内,以委员

会四人代理其职务)[６５].”１９３１年６月２０日,«私立

岭南大学校报»第３卷第１４期刊登了一则题为«谭
馆长卓垣许教员浈阳留学美国期内住眷仍居校中»
的消息,内称:“图书馆长谭君卓垣,去年赴美国留

学,俸薪照给,住眷如前仍居校内.闻谭君因继续学

业,仍留美国,其薪俸住屋之优待办法,经校董会议

决,准再展长一年.仍须由本人正式函请,并允返校

服务为限[６６].”从这则消息来看,岭南大学最初仅同

意谭卓垣赴美留学１年,其性质大致相当于学术年

假.正因为如此,谭卓垣得以照领薪水(折半),其家

眷也照样住在学校提供的寓所中.１年假期结束

后,谭卓垣意欲继续深造.岭南大学校董会同意延

长１年优待办法,但要求谭卓垣亲笔写信申请,并允

诺学成之后回校服务.当然,谭卓垣后来在芝加哥

大学就读了２年,岭南大学应当都同意给予优待.

１９３３年秋,学成归来的谭卓垣继续担任岭南大

学图书馆馆长,并且逐渐在学校管理中扮演了更为

重要的角色.１９３６年１月１５日,他代表岭南大学

校长钟荣光赴南京出席全国基督教高等教育会议.
同年９月２６日,岭南大学校董会召开第四十次会

议,议决聘请谭卓垣担任教务长[６７].
据１９３７年６月出版的«岭南大学布告(第六十

一号)»,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学年,谭卓垣仍将担任岭南大

学教务长兼图书馆馆长[６８].不过,谭卓垣此时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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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北平协和医学院聘为该院图书馆主任,谭氏

将于八月杪到馆视事”[６９].可惜的是,随着“七七事

变”的爆发,谭卓垣无法北上赴任.１９４２年２月,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第１６卷第３－４期合刊所载

«北平协和医学院图书馆»就指出:“原聘定广州岭南

大学图书馆主任谭卓垣氏继长该馆,嗣因事变暴发,
未克北来,仍由副主任赵廷范代理[７０].”但谭卓垣并

未返回岭南大学,而是应邀赴夏威夷大学服务,并在

那里终老①.

４　谭卓垣对岭南大学图书馆的贡献

如前所述,谭卓垣最初是以学生馆员或学者助

理的身份在岭南大学图书馆兼职过大约１年半.

１９２２年春到１９３７年夏,谭卓垣历任岭南大学图书

馆副馆长(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学年春季学期,１９２２－１９２４
学年)、馆长(１９２５－１９３０学年、１９３３－１９３７学年),
其间还曾赴佛山海格学院执教１年(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学

年)及赴美留学３年(１９３０－１９３３学年).简言之,
谭卓垣前后实际执掌(包括跟陈德芸一起执掌)岭南

大学图书馆达１１年半之久,是岭南大学图书馆发展

史上任职最久的一位馆长.由于当前掌握的第一手

档案资料仍然有限,无法介绍谭卓垣的具体作为.
下文将简要介绍岭南大学图书馆在馆藏建设与参考

服务两个方面取得的进展,以便从侧面呈现谭卓垣

的治馆之功.

４．１　馆藏建设

据统计,截至１９２２年５月,也就是谭卓垣担任

副馆长之初,岭南大学图书馆西籍部藏书大约有

１３５００本,中籍部藏书大约有 ２９５００ 本[７１].到了

１９３７年６月,也就是谭卓垣离任前夕,该馆西籍部

藏书大约有４９０００本,中籍部藏书大约有１１４０００
本;拥有３７００多种期刊,其中大约７００种为中文期

刊.值得注意的是,该馆此时已经建成多种专藏,包
括“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收藏跟中国相

关的西文书籍,同时还订阅了大约１００种跟中国相

关的外国期刊)②、广东文献专藏、曾钊旧藏、广东各

地方志专藏、国外科学杂志专藏(主要是利用«岭南

科学学报»与国外科学团体和杂志社建立互换制度,
收集了全球各地出版的６７０多种科学杂志)[７２].可

以看到,在谭卓垣的领导下,岭南大学图书馆在馆藏

建设方面进步很快.１９３７年９月３０日,«私立岭南

大学校报»第１０卷第１－２期合刊所载«谭馆长离校

赴平»一文就援引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季刊»(LiＧ
braryQuarterly)第７卷第３期的调查统计,称岭南

大学图书馆经过谭卓垣的“苦心经营,馆务日形发

展”,而且“以藏书及管理而论,本校图书馆列入中国

著名大学图书馆第五名之前”[７３].
４．２　参考服务

关于参考服务,谭卓垣一直未能撰成专文加以

阐述.不过,从他为何多源与郑慧英的著作分别撰

写的序文[７４－７５],以及朱哲能对他的访谈记录[７６],可
以约略了解他对于参考服务的认识和思考.

在接受朱哲能访谈时,谭卓垣指出,图书馆在文

化与教育方面的主要功能就是“便利研究”[７７].也

就是说,图书馆应当积极搜集和整理文献资料,方便

读者查阅及进一步开展研究.在其为何多源所编

«中文参考书指南»撰写的第一篇序文中,谭卓垣分

析了中国图书馆界的参考服务很不发达的三大原

因,即:(１)中国经济落后,许多图书馆经费不足,无
法设立专门机构,也没有专人从事参考服务;(２)中
国图书馆教育不够发达,培养出来的图书馆专门人

才能力不够;(３)中文参考书籍稀少,且厚古薄今,无
法满足现实需要 [７８].为此,谭卓垣有针对性地通过

编撰参考书籍与设立参考部来推动岭南大学图书馆

的参考服务.
在编撰参考书籍方面,谭卓垣身先士卒.从

１９２８年秋季开始,在谭卓垣的主持下,由２０名工读

生协助,岭南大学图书馆开始编制«中文杂志索引

(第一集)»,至１９３０年夏季完成[７９].不过,受谭卓

垣赴美留学的影响,该书直到１９３５年１０月才由岭

南大学图书馆正式刊印.谭卓垣还对１８２７－１９３４
年在广州出版的定期刊物进行考察,撰成«广州定期

刊物的调查(一八二七至一九三四)»,发表在１９３５
年８月出版的«岭南学报»第４卷第３期上.此外,
谭卓垣还曾尝试编撰一本«汉译西书目录»,至１９３６
年４月左右已经编完６９８０张著者目录[８０].

在谭卓垣的领导与带动下,岭南大学图书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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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谭卓垣在夏威夷大学的工作经历,可参见郑锦怀与李刚合

撰的«夏威夷大学时期谭卓垣史料考辨»(载«图书馆论坛»２０１９
年第１２期).
关于岭南大学“中国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的具体情况,可
参见周旖的«岭南大学图书馆“中国问题研究”西文专藏研究»
(载«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２年第１０期)与«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中国

问题研究”西文出版物专藏研究»(载«图书馆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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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积极编撰各类参考书籍.比如,何多源编有

«中文参考书指南»,由岭南大学图书馆于１９３６年９
月刊印,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还编有«馆
藏善本图书题识»«战时经济参考书目»«海南岛参考

书目»«战时参考资料书目»«国学书目举要»«抗战时

期我国出版之文学史学期刊»等多种参考书籍.又

如,李景新广泛收集广东史地文献,编成«广东研究

参考资料叙录史地篇初编»一书,由岭南大学图书

馆于１９３７年刊印,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再如,岭
南大学图书馆还集中全馆力量编撰或者试图编撰多

种参考书籍,包括«全国政府公报索引»«广州市图书

馆中文书联合目录»«西文杂志目录»«馆藏中日文期

刊目录»等.
岭南大学图书馆还力邀馆外专家学者编撰专业

性较强的参考书籍,再由该馆列入“岭南大学图书馆

丛书”印行,以便为其参考服务提供文献支撑.比

如,陈守卿编译、谢扶雅校订的«汉译英文历代日本

人名录»由岭南大学图书馆于１９３５年９月刊印.又

如,陈德芸编撰的«古今人物别名索引»由岭南大学

图书馆于１９３７年１月刊印,至今依然是文史研究必

用的工具书之一.
一旦拥有较为丰富的参考书籍,设立专门机构

来提供参考服务就成为可能.１９３６年暑假,谭卓垣

指出,岭南大学图书馆将“增开参考指导部”[８１].

１９３６年９月１６日,岭南大学图书馆正式设立参考

部,由何多源担任第一任部主任[８２].在该馆内部,
参考 部 与 总 务 部、中 文 部、西 文 部 并 列,地 位 相

当[８３].其职责如下:“１．解答阅者疑难问题.２．协助

阅者搜罗参考材料.３．指导阅者使用本馆目录,杂
志索引以及其他参考书籍[８４].”参考部的设立在岭

南大学校内引起了很大反响.教职员与学生遇到问

题,都乐于向参考部工作人员寻求帮助,并且得到满

意的解答[８５].

５　余论:有关岭南大学开设的图书馆学课程

此前似乎未见有资料提到岭南大学曾经开设图

书馆学课程.但是,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笔者发

现,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岭南大学教育学系开设了一

门“图 书 馆 管 理 法”课 程 (英 文 称 “LibraryTechＧ
nique”).这门课程持续一个学期,每周开课１小

时.它旨在“阐述学校图书馆尤其是小型学校图书

馆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其设备、组织与管理提出确实

可行的建议.”其授课方式是讲座、讨论与实习相结

合[８６].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学年,岭南大学教育学系继续开

设“图书馆管理法”课程[８７].此后,未见记载.囿于

史料,笔者无法判断这门课程的开设是否跟谭卓垣

有关,也不清楚其具体开设情况与效果,只能留待后

续查考.
当前来看,岭南大学是继文华大学(华中大学)

与金陵大学之后第三所独立开设图书馆学专业(或
课程)的教会大学.此外,１９２６年７月８日至８月７
日,华东地区各教会大学在苏州东吴大学联合开办

华东基督教暑期大学(或称暑期学校),并且开设了

一门初级图书馆科课程,“注重现在流行之图书馆方

法,以求实用,务求适合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大
学图书馆三种之运用”[８８].该课程由李小缘、黄星

辉等人主讲[８９],有六男二女选修,共计上课２２次,
每次平均三小时,上午上课,下午参观或实习[９０].
或称“此后每届暑校,均设图书馆学组”[９１],但迄今

未见详细记载.那么,除了以上这些,是否还有其他

教会大学独立或联合开设过图书馆学专业(或课

程)? 这无疑需要研究者们加强对各教会大学档案

资料的挖掘、整理与辨析.

致谢:感 谢 匿 名 审 稿 专 家 对 本 文 提 出 的 修 改

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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