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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工作管窥(１９２８—１９５２)

□张彧∗

　　摘要　古籍工作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古籍收藏方面,燕京大学

图书馆以哈佛燕京学社资金购入大量古籍,成为院校合并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存藏的重要

基础.在古籍编目方面,燕京大学图书馆采用“汉和图书分类法”进行编目,还编有«燕京大学图

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中国地方志备征目»等专科目录.在古籍借阅方面,建设有完备的借

阅制度,还通过举办古籍展览,办«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等形式为读者提供服务.在古籍出版方

面,通过石印、铅印、传统刻版等形式出版了以«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为代表的多部古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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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京大学图书馆(以下简称燕大图书馆)所收藏

的古籍,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几十年来,«北
京大学图书馆藏善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稿

本丛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北京大

学图书馆藏历代金石拓本菁华»等古籍影印与整理

丛书,多有燕大图书馆旧藏本.可以说,北京大学图

书馆能够居于国内高校图书馆古籍收藏首屈一指的

地位,燕大图书馆功不可没.总体而言,其古籍工作

涉及古籍收藏、编目、借阅、出版等四个方面.以往

关于燕大图书馆古籍工作的研究论文都是只关注某

一方面,比如张琦、王蕾«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

与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建设»一文重点讨论哈佛

燕京学社对燕大图书馆古籍购买工作的支持,胡海

帆«燕京大学图书馆金石碑帖拓本收藏记略»一文系

统梳理燕大图书馆金石碑帖拓片的收藏,从整体上

总结燕大图书馆古籍工作的论文尚未出现.有鉴于

此,本文拟对燕大图书馆的古籍工作做较为全面的

讨论与研究.
因为燕大图书馆古籍工作真正得到实质性的发

展,是在１９２８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之后,因此本文

研究的年限是１９２８年到１９５２年院系合并之前.

１　古籍收藏途径

燕京大学成立于１９１９年,旧址位于清末北京的

盔甲厂,图书馆条件简陋,藏书有限.１９２６年燕大

搬入新校址,冬天图书馆落成,位于男女两校之间,
占地７２０平方米,是一座中式仿古样式建筑.相比

之前的图书馆,藏书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所藏古籍

也不断增多,其古籍收藏主要通过购买、捐赠、交换

三种途径.

１．１　购买

购买是燕大图书馆古籍收藏的主要途径.１９２８
年,燕大在赫尔基金董事会的支持下,成立了哈佛燕

京学社,固定拨款为图书馆购置国学及东方学书籍,
主要是线装古籍.图书馆设委员会,由主席决定每

年预算案及图书馆主任提议,主任以下设六个部门,
其中负责图书采购的是订购部.洪业任燕大图书馆

委员会主席十余年,１９２７至１９２８年代理图书馆主

任,大力推进燕大图书馆建设,请负责哈佛大学东亚

藏书的裘开明到燕大整顿图书馆.燕大图书馆在购

买中、日、朝文的图书时,也要为哈佛购置一份.如

果遇到善本、珍本古籍,哈佛钱多,便为哈佛买下,燕
大图书馆则以影印的方式留存.如遇有研究价值但

市面上买不到的书,他则千方百计借来影印,一份给

燕大,一份给哈佛[１].洪业还请图书馆职员每周去

市场上买废纸,有一次他在故纸堆里找到了清朝崔

述的«知非集»过渡稿本,其中有赋三首、诗一百六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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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首、词十四首,诗词部分为崔述手迹,此书当时未

有刊刻,是了解崔述文学成就的重要参考资料[２].
正是由于获得了哈佛燕京学社经费的支持,燕

大图书馆藏书量迅速增加.燕大图书馆自１９２８年

获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金支持后,就尽力补充中国

古籍,其购书原则以实用为主,不买宋元明版的书.
到１９３８年前后,所购买的古籍大致可以敷用,才略

及善本,但也为数有限[３].１９３９年,燕大图书馆购

入意大利外交官罗斯藏珍本古籍１０７６种[４],罗斯曾

就读于欧洲最早的汉学研究机构意大利汉学研究中

心那不勒斯东方学院,他爱好收藏汉文书籍,涉及经

史子集四部,史部书籍占了相当的分量[５].由于时

局动荡、职务变动等原因,罗斯几度割爱,比如在

１９２８年曾将一部分书卖给国立北平图书馆,但这次

售卖给燕大古籍却鲜有人知.在卖给燕大图书馆的

这批书中,亦多为史部书籍,如地方志、游记、诏令奏

议、政书、年谱等,此外还有文集、佛经.

１９４０年,燕大图书馆购得广东顺德李文田书籍

及碑刻六七十种,时任哈佛燕京学社办公处秘书容

媛为之编目,其中碑刻有二十种,目录见«顺德李氏

所藏碑刻书籍寄存及让与燕京大学图书馆»[６];书籍

有三十四种,目录见«燕京大学图书馆购藏顺德李氏

书籍续志»[７],加起来只有五十四种,可能只是其中

的善本.其中,元刊本如«广韵»«方舆胜览»,明刊本

如«毛诗古音考»«国朝献征录»«荪堂集»«雪堂文

集»,抄本如«傃庵野抄»«帝京景物略节录»,亦有李

氏手校及批点题跋本.

１９４９年,燕大图书馆以折价二两黄金购得徐星

署藏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徐氏后

人经郑振铎先生介绍,找到燕大图书馆聂崇岐先生,
最终以折价黄金二两卖给燕大图书馆[８].庚辰本是

迄今保存最为完整的«红楼梦»早期抄本.
至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燕大图书馆所藏线装书

达３０万册,采购经费百分之九十九来自哈佛燕京学

社北平办事处资助的购书款[９].

１．２　捐赠

捐赠也是燕大图书馆古籍收藏的一个重要途

径,比较著名的有章钰四当斋旧藏.民国二十六年

(１９３７)章先生去世后,将其藏书交其遗孀王丹芬女

士,王女士除将先生的批校本、善本寄存与燕京大学

保管外,其余悉数捐赠燕京大学,共计三千余种.寄

存书籍包括章氏批校本与所藏善本古籍,赠予燕大

的古籍是普通本,但也有部分清初精刻、民国精刻本

等.１９５２年,章钰“四当斋”赠予燕大的书籍全部归

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为广大师生使用,寄存燕大

的书籍计９３７种、６４５６册[１０],则捐赠给了北京图书

馆.无论如何,章氏赠书当是燕大图书馆获得古籍

赠书中最大的一笔.
有些校友也关注母校的图书馆建设,在毕业后

向母校捐赠古籍.比如１９３５年,校友郑德坤就向燕

大捐赠了所藏抄本«河工蠡测».起因是国立北平图

书馆所藏乾隆刊本«河工蠡测»残缺数页,向郑德坤

借抄,郑君“思善本书籍应归图书馆收藏,因决将该

本另邮奉上赠予母校图书馆”,并委托燕大图书馆函

约国立北平图书馆借抄.洪业在收到来信及书之

后,立即玉成此事[１１].该书是一部治河专著,刊本

传世不多,郑德坤所捐赠的抄本具有很高的版本

价值.

１．３　交换

«燕京大学图书馆报»有“捐赠交换图书汇志”栏
目,不定期刊载有各机关及各界人士捐赠或交换的

图书.捐赠占燕大图书馆存藏古籍的比例较少,交
换的就更少了,且交换的古籍以普通本为多,铅印本

如与傅增湘先生交换的«竺国纪游»«藏园群书题记

续集»,石印本的如与庄百俞先生交换的«礼记集说»
«两汉不列传人名韵编»,和刻本如与日本泊园书院

交换的«藤泽南岳先生诗碑略解»等[１２].交换的古

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燕大图书馆古籍的流通以及与

外界的学术交流.

２　古籍收藏数量及特色

１９２８年开始大力搜罗古籍,到１９３３年燕大图

书馆形成自己的收藏特色:“中文书以丛书、方志、文
集、金石为大宗,计已收藏者,丛书六百六十余部,地
方志一千二百余部,诗文集一万余部,金石四百余

部.”[１３](２０)由此可见,燕大图书馆的古籍以地方志、
诗文集、金石拓片、丛书为大宗.对于这四类古籍,
凡是有价值的版本,皆广事罗致,对于孤本,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购买,如果价格太高则借抄以藏之.
北京大学档案馆保存的１９５１年１月３１日«燕

京大学图书馆藏书馆现藏书籍数量与报告表»记录:
已编中日文书籍杂志３１１２００册,未 编 书 籍 杂 志

８４０６８册(以上含古籍);校外机关人士寄存中文书

中,有章氏四当斋书６４４２册,李俨先生中文书７０８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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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燕大图书馆出版书籍库存２８９９７册;缩微胶卷

(国立北平图书馆善本书)２９３盒,木刻版２３８６片;
拓片已经整理４２１１张,未整理(内有副本７８６９张,
二者合计１２０８０张[１４].以上是院系合并之前燕大

图书馆所收藏的与古籍相关的书籍的大致数量.

２．１　善本古籍

燕大图书馆选购古籍,先以教员学生日常必需

参考者为主要,但也注重善本古籍的收藏.“至于古

刻珍本,可资校勘,而无别种板本者,亦已经收藏千

余种.其 中 以 明 本,清 初 精 刻 本,及 抄 本 居

多”[１３](２２),可见虽然燕大图书馆收藏古籍以实用为

主,一般不会买宋元版,但对于一些明清精刻、稿抄

本,也时有购入.
燕大图书馆自民国八年(１９１９)成立以来,就不

断搜求中外古今书籍,每年都有所增加,当然不乏古

籍善本.到了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前后,所藏中西

文书籍已有２５万余册,其中宋椠、元刊、明清精刻、
古今名人稿本、抄本、校本,也有不少.民国二十四

年(１９３５)还入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稿本各一

册,“虽不谓多,可备一格”.又有沈垚«清史稿地

理志»稿本,此稿本详述户口、水道及其历代沿革,往
往为今«清史稿地理志»所不能及.其他如俞宪

«盛明百家诗»、潘江«龙眠风雅»、赵一清«三国志补

注»等书,或为禁书,或遭毁板,皆是难得的版本[１５].
图书馆在一定时间还会举行善本书展览,有记

载的 分 别 是 民 国 十 八 年 (１９２９)、民 国 二 十 年

(１９３１)[１６]、民国二十三年(１９３４)[１７]、民国二十四年

(１９３５)[１８],民国二十六年(１９３７)[１９],其中后面四年

的参展内容及数量,«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均出有特

刊予以记载①.以上四年展览的古籍,有些古籍历

年都有展出,如宋刊本«方舆胜览»、元刊明修本«古
今韵会举要»,有些古籍只在当年展出,如１９３７年展

出的金刊本«大威灯光仙人问疑经».
到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燕大图书馆所藏善本书

已达３８９７种,３９１５８册,其中宋元本近百种,千余

册.还有大量的明刻本、清初刻本、明清抄本、稿本

以及一定数量的敦煌卷子、名人手札、日记,学术价

值及文物艺术价值都很高[２０].善本书的数量大概

占到所藏古籍总量的八分之一.可以说,燕大图书

馆善本古籍收藏工作成果丰硕.

２．２　方志

中国地方志备记山川形势、民风物产、艺文掌

故,具有独特的研究与利用价值.燕大图书馆很早

就注意到地方志的搜集,以期达到存文献、资参考的

目的.朱士嘉编有«中国地方志备征目»,编这部方

志征目,实际上是为了满足燕大图书馆搜集地方志

的需要.在所列４９１２种地方志中,前有“×”者表示

燕大图书馆已有收藏.据笔者统计,截止到民国二

十年(１９３１),燕京大学已藏有７７８种地方志,在所列

２２家收藏单位中名列前茅.
到了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燕京大学收藏的地

方志,已经在全国各图书馆界首屈一指.其他图书

馆收藏的大多是刊本,燕京大学则是珍贵的稿抄本

居多,尤其是乡土志为多,比如湖北、陕西等地的乡

土志稿本,都是罕见者[２１].截至１９４０年,燕京大学

已经收集了两千多种地方志[２２].其中,仅１９４０年

一年就购入方志种５１４种[２３].该年购入的顺德李

氏藏书中有四库未著录书,即翰林院传抄本«四镇三

关志»,根据李氏题识,该书系被抽毁后查禁之书,只
有前九卷,缺第十卷,但有益于了解边防,故命工抄

之[２４].«四镇三关志»是研究明中后期军事史、长城

史和民族关系史的重要参考典籍.李氏传抄本可校

勘传世刊本之误处颇多,比如卷七«制疏考»收有«提
督副都御史何栋修举边防疏略»“地方广远,防守不

足”之“防”字,明万历四年刻本作“方”,该抄本不

误[２５](５３７),又如该疏“今议每区分兵五千,先尽区内

关隘若干”之“干”字,明万历四年刻本作“千”,盖与

上文“千”字形近而讹,该抄本不误[２５](５３８).

２．３　文集

文集的收藏也是燕大图书馆的一大古籍收藏特

色.仅１９４０年一年就利用哈佛燕京学社书款购入

诗文总集６６种,比如明嘉靖二十七年刊本«六家文

选»、明崇祯七年刊本«明文霱»、清康熙刊本«湖山灵

秀集»等,诗文别集有４００种,其中不乏善本,如宋刊

本«梅亭先生四六标准»、明嘉靖刊本«杜工部七言律

诗»、稿本«周梗厓手稿»等[２３].截至１９４０年,燕大

图书馆已经收集了大部分清代文集[２２].

２．４　金石拓片

燕大图书馆也注重古籍金石拓片的收藏.燕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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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前三年的展览数量,«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与燕京大学图书

馆的藏书建设»一文已经有列表记载,可参.笔者于孔夫子旧书

网购得１９３７年特刊,可知展出有宋元刊本１２种、明刊本５２种、
清精刊本２１种、名人稿本２３种、名人批校本１７种、名人抄本２８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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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将金石拓片按器物的种类编目,分为甲骨类、
陶瓷类、石类、金类、竹木类、杂器类、印玺、明器、度
量及其他,既有传统的石刻,亦有新发现的甲骨、彝
器,十分丰富.燕大图书馆所藏金石拓片,刚开始不

是很多,然而洪业、顾颉刚、容庚等教授,都比较重视

碑帖拓片的采集,从民国二十年(１９３１)开始,发展势

头迅猛,往洛阳、曲阜等地,访得千余种,该年冬购得

徐瀛从旧藏拓片三百余种,经过陆续的搜罗,到民国

二十七年(１９３８),馆藏拓片已经超过六千种,在馆藏

古籍中已经成为一大宗.抗战胜利后至建国初期,
新增加的拓片数量很少.据学者统计,燕大图书馆

旧藏金石拓本粗略统计为６３９０号,统计的数量不包

括丛拓的子目[２６](６７).

２．５　丛书

燕大图书馆还注重文史丛书的收藏,仅１９４０年

一年就用哈佛燕京学社书款购入丛书４１种,如明嘉

靖本«金声玉振集»、清道光十年刊本«墨庄遗书»、清
咸丰元年刊本«木犀香馆丛书»、清宣统二年活字本

«叶氏存古丛书»、抄本«清梦阁丛录»等[２３],都是比

较稀见的版本.

３　古籍编目

３．１　馆藏目录

燕大图书馆的古籍目录,以卡片目录最为完整.
每书有书名卡片、著者卡片及分类卡片三种,读者可

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查找.每一种卡片按照一定的

方法排列,读者只要知道著者姓名、书名、类别之一

种,均可于各目录中查得.卡片中有关于著者、书
名、出版地、出版年、卷数、册数等均清楚列出.

燕大图书馆在开始搜罗中文书籍时,国内尚没

有适用的中文书籍分类法,故先采用杜威十进分类

法以应急需.自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为使哈佛及

燕京两校图书馆中文书籍分类统一,遂于１９３０年开

始采用裘开明为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编的“汉和图

书分类法”.此分类法以中法为经,西法为纬,详目

则依据晋荀勗«中经新薄»的四部分类法、«四库全书

总目»及清张之洞«书目答问»分类法,别立丛书部,
并扩大为九类,分别是:经学类、哲学宗教类、史地

类、社会科学类、语言文学类、美术类、自然科学类、
农林工艺类、丛书目录类.这种分类法不单纯为古

籍设定,但古籍是包括在内的.
从类目上看,该分类法在继承传统四部分类法

的基础上有所突破,适应了当时西学古籍及通俗文

学古籍大大增加的情况,既考虑到了我国古籍的特

点,也接受了西方学科分类的思想.它集古代目录

分类与现代图书分类于一身,力图将古今中外图书

文献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将“丛书目录”单独分

类,也考虑到了图书本身的形式特征.当时国内的

高校图书馆,大都还采用两套分类体系,如金陵大学

图书馆,汉文用四部分类法,西文则按美国杜威十进

分类法.燕大图书馆采用的“汉和图书分类法”虽然

体例不尽完善,但是适应燕大图书馆当时所藏古籍

大大增加的现实情况,同时也和美国的哈佛大学汉

和图书馆的藏书分类保持了一致.

３．２　专科目录

３．２．１　方志目录

燕大图书馆注重地方志的收藏,朱士嘉编有«中
国地方志备征目»这部方志目录.这一目录是应时

势需要,根据国内外公私立图书馆存藏以及各丛书、
各私人搜藏之中国地方志目录编订而成的,实际上

反映了燕大图书馆从建馆到１９３０年６月前７７８种

地方志的存藏情况.其著录,仅略举书名及编纂时

期,清以前的详记年号,清以后取年号一字简称,如
康熙称“康”,民国称“民”.编纂时期未详者,于年号

之下加疑问号,无年号则于朝代下加疑问号,朝代年

号皆无考者,则书“未详”.

３．２．２　金石拓片目录

因为燕大图书馆在短短数年间获得了数千件拓

片,馆藏拓片有了一定的规模,哈佛燕京学社的秘书

容媛女士在闲暇之余将其整理编目,前后耗时七年,
该目名曰«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石刻草目»,时任燕

大图书馆主任田洪都将其分十三期(１２２期至１３４
期)在«燕京大学图书馆报»上刊出.该目录刊载了

碑类、墓 志、造 像 三 类,总 数 据 统 计 有 ２９４０ 个

号[２６](６８),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图书馆报停办,容媛的

编目工作也只能停止,因此未能编竣.

３．２．３　类书目录

鉴于类书便于汇辑、材料便于查找、保存佚书可

资辑校的功用与价值,燕大图书馆主任田洪都主持

编写了«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该
书共著录有３１６部类书,皆是燕大图书馆所存藏者.
田洪都组织多人分撰提要,最后由邓嗣禹为之校订.
邓氏是洪业的学生,他编此书用力颇深,因为提要成

于众手,于是他“复遍发群书,重加探讨,出入取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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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疏密得失之间,斟酌损益,稿经数已”,“其中征引

诸书凡 有 刻 本 流 传 者,自 当 覆 按 原 书,以 资 互

证”[２７](４).
在分类上,它根据类书的功用分为十类,分别

是:类事门、典故门、博物门、典制门、姓名类、稗编

门、同异门、鉴戒门、蒙求门、常识门.其性质是一部

解题目录.所著录的内容包括书名卷数、著者姓名、
版本、书册函数、书架号、序跋等,方便读者了解书册

的多寡、版本的优劣并查阅.然后是提要,分为以下

几部分内容:第一,述作者之意;第二,述编纂体例;
第三,述内容概况;第四,述史料价值;第五,考辨有

疑窦之处.«四库全书总目»有提要的,该目基本上

承袭之,比如«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的内容价值承袭

了«总目»,但如“宋«实录»及«会要»等,多今日所遗

佚,而能常见于是书”[２７](１３),则在«总目»的基础上进

一步揭示其辑佚价值,可以说是对«提要»的补正.
提要简明扼要,很有启发性.提要之后附各门类卷

目.在书的末尾,还附有“原分门类各书引得”“本编

著录各书笔画引得”,方便读者以类求书,并查知某

类书提要所在页码.

４　古籍借阅与服务

燕大图书馆的古籍借阅处,主要在图书馆的一、
二层,一层进门左转,是普通古籍出纳处,二层上楼

梯右转第一个房间,是特别藏书处,古籍善本借阅就

在此处.
«燕京大学图书馆使用法»对图书的使用与借阅

有明确的介绍,有“借还图书之手续”“目录使用法”
等１２个部分.该手册制定于民国二十五年(１９３６)
九月,是当时燕大师生借阅图书(包括古籍)的指南.
按照该手册的规定,“所有一切书籍,除报章、普通参

考书、善本及本校毕业论文不能借出外,其他皆可于

开馆时间借出参阅”[２８](１),可见普通本古籍是可以

借阅出馆的.笔者曾在民国二年(１９１３)铅印本王舟

瑶的«默盫集»的内函套上发现的一个贴条,该贴条

是燕大图书馆古籍“借书须知”,分为６条:“１,书经

管理员在日单上登记时日后方可出借.２,借书以两

星期为限,过期不送还者按章规罚.３,本馆保留在

任何时向借书者索回之权.４,还书时务将套内册数

次第排好,书线如有断绝,务告知管理人以便修理,

５,书中纵有错误,请勿涂改,如能将错误处写纸条上

交管理人更善.６,书如失落损坏涂污,概须赔偿.”

可见普通古籍是可以借阅出馆的,两星期的借用期

限亦与手册«燕京大学图书馆使用法»“借书权限”之
规定相合[２８](４).

善本书籍典藏号前缀NC,在善本阅览室,不可

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览,在图书馆二层,开放时间是

每天上午９时至１２时,下午１时至５时(周日下午

关闭).中文善本古籍每函算一种,在馆内借阅每次

不得超过两种,但同一种书如果函数过多,则每次不

能超过三函,如果需要看后续部分,则须将前借之书

交还再取他种,究其原因,是“免致堆积桌上,妨碍他

人阅览”.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当时的善本阅览室

“室内狭隘”,所以该手册规定“若同时借阅者过四人

以上,可 暂 携 至 参 考 书 室”,在 三 楼 的 阅 览 室 阅

读[２８](１０).对于古籍丛书的借阅,该手册还进行了单

独的规定,除列举丛书书名与细目外,每一子目各作

分析卡片一份.在借书时不仅要把书架号抄在索书

单上,还要标明册数,否则出纳处会将该丛书全部

出借.
为方便学生了解古籍信息,燕大图书馆利用校

内各种刊物公布图书馆古籍工作的最新动态.创刊

于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５日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是学

生了解古籍工作情报的最重要的渠道,它不仅刊载

新购买、捐赠与交换、征求、新出版古籍的目录,还有

当时一些名家写的序录、题跋、考证文章,方便师生

迅速掌握图书馆的古籍信息.由于复校后未能复

刊,因此该报只有１９４０年之前编的目录.此外,燕
大图书馆还将一些古籍情报刊登在«燕大周刊»等杂

志上.

５　古籍出版

燕大图书馆还积极利用其丰厚的收藏开展古籍

出版工作,主要出版了«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从

１９３０年开始,到１９４０年断断续续共出版十五部古

籍,具体书志信息如表１所示.
这套丛书以清人著作为主,多是铅字排印本,也

有石印方式的影印本,刻本不多.各书的底本多是

稿本、抄本,比较稀见.比如清人奕赓所撰«佳梦轩

丛著»,在清时只有稿本存世,民国二十一年(１９３２),
燕大图书馆花重金从旧家购得稿本.初无总名,因
为书中有“佳梦轩”之名,故题为 «佳梦轩丛著».该

丛著收书十一种,如«括谈»一书记载清代朝政公规、
章服制度、通礼等,«官见所及»等书按编年记载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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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

题名 作者 版本 出版时间

«袖海楼杂著» (清)黄汝成 石印本 １９３０

«知非集» (清)崔述 石印本 １９３１

«宋程纯公年谱» (清)杨希闵 铅印本 １９３４

«不是集» (清)浦起龙 铅印本 １９３５

«春觉斋论画» 林纾 铅印本 １９３５

«佳梦轩丛著» (清)奕赓 铅印本 １９３５

«太平天国起义记

(附英文原本)»
韩山文 铅印本 １９３５

«纪录汇编选刊» 燕京大学图书馆 铅印本 １９３５

«万历三大征考» (明)茅瑞征 铅印本 １９３６

«悔翁诗抄» (清)汪士铎 刻本 １９３６

«悔翁词抄» (清)汪士铎 刻本 １９３６

«悔翁笔记» (清)汪士铎 刻本 １９３６

«神庙留中奏疏» (明)董其昌 铅印本 １９３７

«乡土志丛编» 张国淦 石印本 １９３７

«蓬庐文抄» (清)周广业 铅印本 １９４０

仪制、掌故、旧闻、遗事等,都是研究清代典章制度、
宫廷生活的第一手史料.因为这部丛书是孤本秘籍

且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燕大图书馆主任田洪都“心
焉闵之.因节缩经费,为传刻之资.因以«东华

录缀言»先为刊布,余将次第授梓”[２９],体现出

燕大图书馆古籍出版的宗旨,即出版一些难得的价

值较高的本子.因为原稿本讹误较多,故经薛瀛伯

详校后铅印出版,保证了该书的质量.«乡土志丛

编»则将燕大图书馆收藏珍本方志影印出版,虽然只

出版了陕西岐山县、城固县、神木县等十县的乡土

志,却为研究陕西地方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除出版丛书外,燕大图书馆还单独印行一些古

籍.比如民国十八年(１９２９)刊印孙怡让的«尚书骈

枝»一卷,此前仅有１９１２年铅印本.又如民国三十

七年(１９４８)刊印南宋谢深甫编集的«庆元条法事

类»,此书之前仅有数种抄本存世,燕大图书馆刊本

使此书化身千百.

６　结语

在哈佛燕京学社经费的支持下,燕大图书馆开

展了各方面的古籍工作,在古籍收藏、编目、借阅、出
版各个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这些成绩离不开

洪业、田洪都、容庚、顾颉刚、聂崇岐等诸位前辈学者

的共同努力,他们深厚的学术功底与敏锐的学术眼

光极大地推动了燕大古籍工作的开展.他们都具有

专门之学,在古籍收藏、编目、出版工作中都亲自上

手,开展深入的利用与研究,或撰序跋,或撰提要,充
分揭示燕大图书馆所藏古籍的价值.燕大图书馆以

其丰厚的古籍收藏、精细的古籍编目、便捷的借阅服

务、专业的古籍出版工作,完美展现了古籍保护的高

级境界,堪称民国时期高校图书馆界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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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theManagementofAncientBooksofYenchingUniversityLibrary

ZhangYu

Abstract:ThemanagementofancientbooksisanimportantpartoftheworkinthelibraryofYenching
University．YenchingUniversitylibrarypurchasedalargenumberofancientbookswiththefundsofHarＧ
vardYenchingsociety,whichbecameanimportantbasisforthepreservationandcollectionofancient
books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afterthemergerof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termsofcataloging
ancientbooks,YenchingUniversitylibraryadoptstheChineseＧJapaneseBookClassificationMethodand
alsocatalogsspecializedcataloguessuchastheFirstDraftoftheCatalogueoftheLibraryofYenchingUＧ
niversity (theDepartmentofReferenceBooks)andthecatalogueofChineselocalchronicles．YenchingUＧ
niversityhasestablishedacompleteancientbookcirculationsystem,andprovidesreaderservicesby
holdingancientbookexhibitionsandrunningYenching UniversityLibrary Newspaper．Manyancient
booksrepresentedbythe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 Series werepublishedthroughlithographic
printing,letterpressprintingandtraditionalcutblockprinting．

Keywords: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AncientBooksCollection;AncientBooksCataloging;
AncientBooksBorrowing;AncientBooks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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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ServicesforStudent
WellＧbeinginUKAcademicLibraries

LiuQianwen　TanDajun

Abstract:Providingservicestomeetcontemporaryuniversitystudentshealthylearningandliving
needsisaninnovativewayforUKacademiclibrariestosupportteaching,studyandresearch．Withonline
surveyandlibrarianconsultation,thisstudyinvestigatesservicesforstudentwellＧbeingin３０UKacademic
librariesandanalyzes３ofthemwithcaseanalysismethod．UKacademiclibrariesprovideinformationreＧ
sources,physicalspacesandeventstosupportstudentwellＧbeing．Theservicestrategiesincludeadvocating
cooperation,settingupserviceteam,valuingspecialneeds,askingcustomerstoinvolveinserviceand
strengtheningservicemarketing．Chineseuniversitylibrariescanintegrateideaofsupportingstudenthealth
intoservice,workwithcampuspartnersandseeksupportivesocialagencies,formteamstodeliverservices
forstudentwellＧbeing,payattentiontocrisisstudentgroupandhighＧpressurephase,aswellasvalue
studentshealthneedsandimproveservicevalue．

Keywords:UK;AcademicLibrary;SupportService;StudentWellＧ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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