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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重民在法国期间致伯希和四信考释

□陈恒新∗

　　摘要　１９３４—１９３９年,王重民先生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主要负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

中的伯希和专藏的中文目录编纂工作.吉美博物馆藏王重民先生写给伯希和先生的信札四封,
通过这四封信,可以考见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概貌.

关键词　法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王重民;伯希和;信札

分类号　B９４１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７．０６．０１５

　　王重民先生,字有三,著名目录学家.著述颇

丰,有专著、论文１６０余部(篇)[１],与法国国家图书

馆有关的专著有«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敦煌古籍叙

录»«敦煌曲子词集»等,论文有«阅张介候先生遗稿

记»«欧洲所藏明清之间天主教士译述书录»(此稿现

已散佚)«海外稀见录»«毛凤枝金石萃编补遗稿本»
«记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文献»等[２].王重

民的研究涵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的全部,可见

其用工之勤.
笔者有幸于２０１６年到法国国家图书馆从事中

文古籍编目工作,得以全面了解王重民在法国国家

图书馆的工作.吉美博物馆藏一部分伯希和信札档

案,其中有四封是王重民写给伯希和的,通过这些信

件,可以考见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
一

伯希和先生道席:
敬启者:重民应巴黎国家图书馆与北平图书馆

交换馆员事项,已于九月二十八日抵巴黎,暂寓１３
ruedesécoles(巴黎第五区学校街).拟敬往恭谒

请,示种切,先生何日何时有暇,赐予通知接见为传!
重民不能直操法语,晋谒时,偕王海镜,于道泉,

王静如三先生同往,俾作语言之助,又王海镜等三

君,同时尚有其他询题,敬向 先生请教也,说俟面

陈.敬候.
箸绥.

后学王重民敬上,九月二十九日(１９３４)

１９３４年国立北平图书馆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签

署了交换馆员和出版物协议.王重民以交换馆员的

身份,被派往法国国家图书馆,主要负责法国国家图

书馆藏中文古籍中的伯希和专藏的目录编纂工作.
伯希和在合作项目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所以王重民

首先要去拜访伯希和.
通过此信,可见王重民与法国国家图书馆留学

生王海镜、于道泉、王静如都有密切往来.于道泉

(１９０１—１９９２),字伯源,山东临淄人,著名藏学家、语
言学家、教育家,１９３４年被派至法国巴黎大学学习

土耳 其 文,曾 在 法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任 职.王 静 如

(１９０３—１９９０),河北深泽人,著名西夏学家、语言学

家、民族史学家,１９３３年赴法、英、德等国深造.王

海镜,社会活动家,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期间,创立“旅
法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曾修过伯希和主讲的

课程.

∗ 通讯作者:陈恒新,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８６７５Ｇ９０５５,chx１３９＠１２６．com.

① 信中,王重民为表示对伯希和尊重,在“先生”前空一格,在录入的过程中,保留此空格,下同.

② 隋丽玫提到“１９３４年,应法兰西学院教授伯希和之请求,巴黎国家图书馆跟国立北平图书馆交换馆员.”«亚洲学报»,１９７２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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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伯希和先生道鉴:
第二次续编之金石拓片三箱半,现已编完,共有

９３６种,刻已译出六百种,全编日内可蕆事矣.
第一次所编为３７４种,全数共为１３２０种,王昶

«金石萃编»仅著录１０９５种,则先生所藏,即去其重

复,亦可与王氏前后相辉映矣! 况其中西陲石刻与

其他后出稀见之品,其价值之重要,为王氏所不知

也! 抑重民尤有进者:此中宋代石刻独少,其他最通

行反而偶缺,若以昭陵碑中之«周道务»«房仁裕»«越

国燕太妃»三碑,为中国所不易得者,与北平图书馆

交换,必能得多数所缺之拓片,则当更为完备矣! 谨

查先生所藏后出昭陵四碑,有重份者,有三份者,双

方以有易无,又可互相补助,不知尊意如何也?
闻大驾行将辱临鄙国,先生行后,重民在馆工

作,失人指导,甚以为憾! 以后继编PelliotA．B两库

书目,其编制方法与体例,仍愿面承教诲:如最近肯

于百忙中,赐于接见,至盼至祷!
罗振玉刻西陲石刻录,仍祈惠假作参考!
重民现在住址如下:３０,RueStＧAndrédesArts

paris２
即请

箸安!
后学王重民顿首上,二月五日(１９３８)

通过此信可知,伯希和金石拓片共１３２０种,其
中不乏稀见真品,“昭陵碑中之«周道务»«房仁裕»
«越国燕太妃»三碑,为中国所不易得者”.中国图书

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有交换出版物和摄制缩微胶片

的协定,所以王重民先生提出交换昭陵四碑中稀见

文献的请求.
伯希和虽然不隶属于法国国家图书馆,但是法

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较少,所以伯希和专藏目录的

编纂方法和体例一般由伯希和制订,王重民先生遇

事也需与伯希和一起商定.
王重民所编纂伯希和金石拓片目录,于１９３８年

２月９日完成,手稿题名为«伯希和拓片典藏目录»,
现藏于法国国家图书馆.此目录前有王重民题识:

“本简要目录是伯希和于１９０９年从中国带回拓

片的完整名录.该目录按照中国皇帝在位时间的顺

序排列;经书及佛经集中在后面叙述.我列出每张

拓片的作者、书法家、立碑日期(总是根据阴历转换

成阳历)及地点.附录部分有«沙畹拓片典藏目录»:
主要是元代的宗教敕令和泰山题铭.王重民,１９３８
年２月１９日.”

说明此目录在１９３８年２月１９日完稿.这部分

金石拓片主要是伯希和使团从自西安碑林博物馆购

得,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国家图书馆汉学家沙畹赠送

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的.

三

伯希和先生道鉴:
重民在图书馆所任工作,于上月秒,已将Pelliot

A．B 两库书内之单行本作完,因集部往往以“诗”
“文”分帙,方志则时时将正续合装,若此之类,著之

目录理应分别;故原有千七百号码者,分析之后,约

可二千五百余种矣! 又统计所有丛书,约可百五十

种,每种以包括十五部书计,亦不下二千二百余种,
况内有几部大丛书,每种均在百种上下,实则恐能超

过二千二百种以上.在此种估计之下,知今年工作,
非要特别努力不可!

然在最近一月内,察看分析丛书工作,每日均能

作廿五,或卅张卡片,则再有三个月,或不难作完.
则以其余时间,从明年春假以后,用一月时间来分

类,用两月时间来清抄,至服务期满之日,当可完成,
重民蒙 先生绍介奖掖,始得来学上国,唯恐墜事,有

负 先 生,今 预 计 如 此,始 获 稍 有 自 慰,故 敢 敬 陈

先生!
暑假时本预想听 先生所授功课一两门,嗣恐时

间不足,未敢前往,今又拟于寒假后,虽从先生受课

一两门,谅与工作可无大妨害.
重民在馆,得稍稍抽阅敦煌卷子,最为快乐,其

四部之书,找出书名者,将近百种,已各作有短跋,明

春可汇印成册,再呈 先生赐教.又“沙州”与西域各

国零碎文件,抄撮尤多.月前,已先将关于白衣天子

者连缀成文,在其称帝十五年中,内政外交,约略可

考.因草稿太乱,未敢呈教;已寄北平排印,印出后

当先送呈.
圣诞节假期之便,重民拟赴伦敦四五日,藉观艺

术展 览 会,更 欲 乘 机 到 British Museum 一 看 A．
stein(斯坦因)所得敦煌经卷,先生如肯写一信,或

写一介绍片,向 L．Giles(翟林奈)先生介绍,尤感.
知　先生太忙,不敢多有晋谒,故先作此信,聊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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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数日后拟再往谒,可减少面谈时间也.即请

箸安!
学生王重民上

十二月十五日(１９３８)

王重民利用工作之暇,听伯希和亲授两门课程,
故称伯希和为先生,自称伯希和的学生,与前两封信

自称“后学”有别.
伯希和这部分藏书,一部分是裴景福、董康、王

仁俊、王树枏、端方、 国公等人所赠送的书籍;一部

分是伯希和及伯希和远东调查队在乌鲁木齐、北京、
上海、陕西等地购买的书籍.其中伯希和 A 藏是伯

希和用远东调查队的资金购买所得;而伯希和B藏

是伯希和用自己的资金所购买以及友人捐赠.其中

张澍稿本４０余种,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这一批稿

本是１９０８年伯希和途经西安,在西安段记翰墨堂碑

帖铺购得.王重民«阅张介候先生遗稿记»对这部分

藏书作了专门考述.
王重民完成金石拓片目录,后接着编撰伯希和

A藏B藏中文古籍目录.通过此信,可知伯希和 A
藏B藏共４７００余种古籍,王重民首先作了卡片目

录,对丛书零种作了一一著录,法国国家图书馆现藏

手稿本[３]是在卡片目录的基础上,法文部分经杜乃

扬修订,抄录而成.
此目录包括题名、责任者、序跋以及刻书年等.

第一章为目录学类、第二章为历史类、第三章为地理

类、第四章为经学类、第五章为哲学类、第六章为文

学类、第七章为辞书类、第八章为艺术类、第九章为

科学类、第十章为丛书及百科全书.目录糅合了西

方分类法及中国传统四部分类法,对于中国读者和

法国国家图书馆读者查阅提供了较大便利.

四

伯希和先生道鉴:

P２７７０论三德之卷子,今已考知即«金七十论»,
全部经卷,尚未考知书名者,四部书仅数卷,而佛经

约百卷,道经数十卷而已,重民于道经尚未研究,佛

经则因馆内无«大正藏经»,甚不方便,若再假以时

日,百卷佛经之内,尚不难考出一部分也.闻先生将

于八月十五日离巴黎,重民亦将于八月二十三日赴

美,八月十日前后,愿谒先生辞行.先生中国书法直

逼晋唐,如蒙用毛笔赐书一短幅,作为纪念,无任感

荷.专此,即请

箸安!
学生王重民敬上

２３/juillet(七月)/１９３９

此时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已经接近

尾声,这封信是王重民临行前,写给伯希和的.首先

向伯希和陈述了考述敦煌卷子的进展情况,其次向

伯希和辞行,并请求伯希和赠送书法作品以作留念.
由于中国政府对于敦煌卷子保护不力,大部分

流失海外,激励着中国学者与外国汉学家一较高低,
王重民“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在这些写本上,除
了展阅卷子和编目之外,还选出较有价值卷子,摄制

缩微胶卷”[４].王重民在信中说“得稍稍抽阅敦煌卷

子,最为快乐”,可见王重民对敦煌卷子尤为珍重.
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敦煌卷子研究方面,自叙

曰:“余来巴黎,瞬将周岁又八月矣.假中,曾北游柏

林,西至伦敦,与公私收藏家接谈.知余访书所应注

意之点,约有四端:一曰敦煌遗书,二曰明清间天主

教士华文著述,三曰太平天国史料,四曰古刻旧钞四

部书罕传本.然余第一步所最致力者,厥在敦煌佚

书,故所记亦较他项为多”[５].通过此信可知,敦煌

卷子中,除了道教文献,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文

献及佛经大部分已经考述清楚.
伯希和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间,为法国国家图书馆

购置了三类古籍:第一部分是众所周知的敦煌卷子,
第二部分是１３２０种金石拓片,第三部分是伯希和 A
藏B藏４７００余种中文古籍①.通过以上信札,可知

王重民主要负责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汉籍中的伯希和

专藏的目录编纂工作.
法国国家图书馆旧藏的９０８０种汉籍②,法国汉

学家古恒,在１９０２－１９１２年间,为这部分藏书编纂

了中法文目录.王重民对这部分藏书中的太平天国

文献、天主教文献、«钦定蒙古源流»等有专门研究,
其中«钦定蒙古源流»一书中夹有翁独健写给王重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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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王重民为伯希和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带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的三

种典藏编写目录,首先是拓片和大量书籍.参见:[法]蒙曦,[法]罗
栖霞译:王重民巴黎往事追记(１９３４－１９３９),版本目录学研究第五

辑,第１－３５页.
这部分是法国国家图书馆在１９１２年以前陆续收藏的中文

古籍,其中包括和刻本以及越南刻本,主要是欧洲传教士带回法国,
然后捐赠给法国国家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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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考述此书的作者:
重民先生著席:

«蒙古源流»撰人之名称,严格言之当作‘萨纳囊

彻辰洪台吉’.‘萨纳囊’(即‘萨囊’之简莭对

音),名 也 (蒙 古 人 称 名、不 称 姓);‘彻 辰’(蒙 语

‘Сэцэн’之对音,美也,善也,贤也;元时对音作‘薛

禅’,元世祖之蒙古谥号即为薛禅汗),封号也;‘洪台

吉’,汉‘皇太子’之蒙古对音,爵位也.曰‘小彻辰
萨囊台吉’(‘台吉’系‘太子’之对音),盖其曾祖父

‘库图克台’已有‘彻辰洪台吉’之名讳也(?).是否

有当,尚乞裁正.
弟独健谨覆.
廿八年六月廿三日

信札落款为“廿八年六月廿三日”,即１９３９年.
翁独健,蒙古史研究的专家,精通英文、法文、俄文、
蒙古文等多种文字,著有«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斡
胱杂考»,主编«蒙古族简史»«全元诗»«中国民族关

系史纲要»,参与总校«元史»等.翁独健为伯希和的

弟子.由此信可见,翁独健、王重民保持着密切的学

术往来.
对于王重民在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工作,杜乃扬

说:“国立北平图书馆给我们派来最优秀的目录学

家,他在五年的外派期间完成了超人的工作:所有

敦煌馆藏的鉴定、伯希和 A藏和B藏印刷书籍的系

统目录、沙畹和伯希和使团的拓片目录、现代东方语

言学院的中文藏书目录、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拍摄敦

煌主要中文典藏的缩微胶片”[６]可见王重民的

工作赢得了法方的肯定和赞赏.

致谢:感谢法国国家图书馆苏菲(Sophie)女士

提供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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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fWangZhongmininFrenchNationalLibrary

ChenHengxin

Abstract:１９３４—１９３９,Mr．WangZhongminworkedintheFrenchNationalLibrary．HismostimporＧ
tanttaskwastocataloguethecollectionofPelliot．TherearefourletterscollectedinMuséeGuimetwhich
wasfrom MrWangtoPelliot．WecanoutlineawholepictureofWangZhongminsworkintheFrenchNaＧ
tional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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