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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洪都与２０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事业

□黄雪婷∗

　　摘要　从对燕京大学图书馆建设方面的贡献、参与组织筹备中华图书馆协会年会、图书馆建

筑三个方面阐述田洪都对２０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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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洪 都,英 文 名,Tien HungＧtu、Tien Hung
tu① ,字京镐,山东安丘人,１９００年生② ,武昌文华大

学文学士,文华图书馆学专修科毕业(１９２２年９月

－１９２４年６月),曾任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馆长③ ,
文华公书林助理(１９２２－１９２５年)[１],北平图书馆协

会执行委员、图书馆设计委员会委员[２],燕京大学图

书馆代理主任、主任(１９２８－１９４１年)[３],参与组织

筹备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前三次年会,任协会监察委

员、执行委员以及协会理事[４],«图书馆学季刊»编
辑[５].１９３０年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专门学校

学习专业知识[６],期间(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代理裘开明

管理哈佛大学图书馆汉文文库事务,１９３１年夏赴欧

考察英、法、德、意各国图书馆制度情况,回国后任燕

京大学图书馆主任[７].１９４８年７月被聘为私立武

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训导主任[８].新中

国成立后,曾任职中南图书馆(１９５４年改为湖北省

图书馆)[９].后移居美国,并在美国辞世[１０].

１　对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贡献

燕京大学图书馆是１９１９年伯利夫妇在北京盔

甲厂办的教会学校图书馆,创建之初,存书不及２００
册,地址不过房一间,“本馆始基,亦极偏小”.民国

十五年(１９２６年)新馆落成,“经累年之创造经营,粗
具规模”[１１].田洪都于１９２８年接替洪业代理图书

馆主任,１９３１ 年又被正式聘为图书馆主任,直至

１９４１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田氏作为燕京大学图书

馆黄金时期的主要负责人,对图书馆“所有沿革建设

组织种种事实,颇能了然”[１２].为燕京大学图书馆

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１．１　充实馆藏建设

１．１．１　西文东方学文库

“西文东方学文库”是燕京大学图书馆收藏“关
于研究中国及东方文化之西文书籍”,其中一部分为

建馆之初贝施福主教(BishopJ．W．Bashford,１８４９
－１９１９年)所赠,多为孤刻珍本.１９２８年,哈佛燕京

学社成立,对于该类书籍,特加注意,数量与质量均

有增加[１３].燕京大学图书馆成立“西文中文东方学

书籍审购委员会”,专门负责此类书籍之采购.１９３１
－１９３９年出版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共１３４期,每
期均刊登«新编西文书目录»,其中研究中国及东方

文化之西文书籍亦列其中[１４].至１９３３年,“西文东

方学文库”共有藏书４２７９册[１５].１９３８年较与«美国

各图书馆藏西文东方学选编联合目录»所列各书,仅
缺四种[１６].为当时收藏之最完备,１９５２撤校后,该
类图书由北京大学图书馆接管,成为嘉惠学林的珍

贵历史文化遗产.

１．１．２　善本书

善本书的收藏、整理、编目、校勘、索引是燕京大

学图书馆最大的特色之一,也是田洪都对燕京大

∗ 通讯作者:黄雪婷,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５１８Ｇ９３８X,６５４６１０４３
＠qq．com.

① 田洪都英文名见其发表的«燕京大学图书馆概况»(«图书馆
学季刊»１９２８年第２卷第４期)及«佛罗稜国立中央图书馆»(«文华图
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１９３５年第７卷第３、４合期)时署名.

② 据宋景祁编．中国图书馆名人录,一名,中国图书馆界人名录
[M]．上海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０:１１记载,田洪都时年３１岁,按民国时期
中国人算年龄一般使用虚岁,田洪都应该是１９００年生.

③ 此处存疑,据麦群忠,朱育培主编的«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
典»第４２１页载,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馆长从１９２２－１９４９年北京解
放,一直由陈尺楼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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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乃至中国古籍善本保存所做出的最重要的

贡献.燕大图书馆建有古书特藏库,至１９３３年,“古
刻珍本,可资校勘,而无别种版本者,亦已收藏千余

种.其中以明本,清初精刻本,及抄本居多”[１７].另

外,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文史丛书,较为完整配套,
是当时国内图书馆中此类图书收藏最丰者之一[１８].
田洪都对古籍善本的收集着力尤多,这些在邓之诚

以及顾颉刚的日记中得到充分体现.如邓之诚日

记:(１９３７年)“以«缪小翁诗集»样本交田洪都,嘱其

还文楷斋刻板余价五十元,板片即归燕京”[１９].同

样,在顾颉刚日记中,亦多次出现田洪都购书之内

容,如(１９３２)“审核石渠国、今古书店、善本书室之账

单,改订其价,将送来头本整理一过,即写田洪都

信”[２０].田洪都往往也为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珍贵古

籍以及馆藏目录作序、跋,这为我们了解图书的收藏

过程、版本沿革、著者研究等提供比较准确的信息,
如«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序[２１]、«佳梦轩丛书»序[２２]、
«艺风堂藏书再续记»跋[２３]、«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

初稿 类书部»序[２４]、«中国历代名人年谱目录»序[２５]

等等.同时,田洪都还聘请专家为购买的珍贵古籍

校勘.值得一提的燕京大学接收章钰“四当斋”藏书

一事[２６],章钰是清末民初著名校雠学家、藏书家,精
于校书,成绩斐然,生平聚书七万余卷,室名“四当

斋”.１９３７年５月章钰过世,１０月,其遗孀及后人

将章氏藏书全部寄赠燕京大学.田洪都作为燕京大

学与章氏后人商议接受的四个代表之一,与章氏后

人签订 了 “赠 与 及 寄 托 霜 根 老 人 四 当 斋 遗 书 契

约”[２７].燕大专辟纪念室收藏,图书馆顾廷龙负责

编其目录,历时四月,编成«章氏四当斋藏书目»３卷

又书名通检１卷,田洪都序之.章氏藏书多校本、抄
本和稿本,极其珍贵,寄赠燕大,使其免于战火.新

中国成立后,这批书之中的普通古籍因赠送给燕大

而随院系调整并入北大图书馆,而其中寄存在燕大

的善本由其后人全部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燕大、代
表燕大图书馆的田洪都以及章钰的后人对章钰藏书

的处理成就了收藏史上的一段佳话.
燕京大学图书馆丰富的古籍馆藏为当时学者的

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其时,洪业领导的哈佛燕京

学社引得编纂处编纂了多种引得,其中的不少参考

资料即来自燕大图书馆,并得到田洪都本人的帮助

或作序言,如«太平御览引得»«佛经子目引得»«日本

期刊三十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等等.当

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周汝昌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发

现敦敏所著«懋斋诗钞»,揭开了曹雪芹生平之谜,周
汝昌也因此走上了研究«红楼梦»的道路,成为红学

的一代宗师[２８].从事古籍工作的一些学者至今仍

公认:过去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购藏的古籍,无论从版

本年代、书品质量、善本标准还是编目水平、目录建

设等诸多方面均优于老北大[２９].这些辉煌的成就,
凝聚着田洪都的诸多心血.

１．１．３　毕业论文

田洪都注重对本校学生毕业论文的保存和整

理,“凡已交本馆者,妥为保存,另编临时目录,以便

检查”,自１９３２年起规定,每年毕业生,须交论文两

份,正本存图书馆,副本存该生所在系部.１９３３年,
图书馆所藏学生论文已达千余册[３０].燕京大学图

书馆将此论文按系部和年代摆放一处,并编分类法

进行 统 一 管 理.院 系 调 整 时 入 藏 ２４６６ 册[３１]①.

２００７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全面启动馆藏燕京大学学

位论文数字化工作,正式发布燕京大学学位论文

库[３２],让这批珍贵的民国手稿资料得以发挥更大的

作用.
此外,田洪都领导的燕京大学图书馆还注重对

地方志、石刻拓片以及报纸杂志的收集,并在其馆报

上发布征集启事,向社会各界征集图书杂志[３３].至

１９４０年,燕京大学图书馆收集了２００３种地方志,共

２００２１册[３４].而石刻拓片在１９３９年就已累积不下

六千余种[３５],至院系调整时,已达到１２０００余张[３６].
对报刊的收集较晚,但后来通过馆藏复本交换等途

径不断增补,至１９５２年已有报纸合订本７７００册,杂
志合订本２２５００余册.待编杂志７９９００余单册[３７].

田洪都在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主任

的十几年间,对于各类型图书的收集是不遗余力的,
对此,洪业(１８９３－１９８０年)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
“图书之收集,多由田洪都、薛瀛白、顾起潜诸君之

力.”[３８]对田洪都为燕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建设所做

出的贡献给予充分之肯定.

１．２　完善组织管理

１．２．１　制定详细全面的图书馆规则

燕京大学设由图书馆委员会决定每年预算案及

由图书馆主任提议之各种事项,图书馆主任管理馆

８９

田洪都与２０世纪初中国图书馆事业/黄雪婷
TienHungtuandtheChineseLibraryintheEarly２０thCentury/HuangXueting

① ２００７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对该批学位论文进行数字化时,
统计数据为２７００余册,见参考文献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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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切事物,制定图书馆规则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燕京大学图书馆规则从１３个方面做出规定,内容涉

及阅览借阅时间、借书权限、图书出纳证及借书券、
普通书籍、指定参考书、普通参考书、特藏图书、杂
志、新闻纸、研究保留书籍、学系图书室、馆际借书、
书库、通则等[３９],规定详细,比较全面.同时,燕京

大学图书馆也利用馆报发布布告及时通报补充各项

规则,保证了图书馆工作的正常有序进行.

１．２．２　执行规范科学的购书流程

燕京大学图书馆设有严格的购书流程,图书的

购置由专门委员会决定,同时也有教师和学生参与

推荐,最后根据预算分配书款,由专家审定订购[４０].
中文图书开始以普通需要书籍为先,孤刻珍本１９２８
年前后开始留意购置.西文图书依各学系之需要拟

定购置,以教员及学生所介绍之书为先[４１].１９３２
年,田洪都聘邢云林任西文书籍采购,邢云林十分胜

任该工作,并据其几年的实际工作经验写成了«图书

馆图书购求法»,田洪都序之[４２].

１．２．３　统一图书分类

燕京大学图书馆在刚搜罗中文书籍时,国内尚

无适用之中文书籍分类法.田洪都意识到,像美国

«国会图书馆分类法»«杜威十进分类法»,“虽尚称

完备,然以之处置中国书籍,亦未尽善”,为适应中国

书籍的特点,“遂将«杜威十进分类法»内不常用而便

于伸缩之类,改为中国书籍之用,以应急需”[４３].

１９３０年,田洪都赴美学习图书馆学,期间,与裘开明

商议扩充«哈佛大学中文图书分类法»①,并在两馆

统一使用,因此,该分类法又称«哈佛大学燕京大学

中文图书分类法»[４４].该分类法的类目体系是以

“中法为经、西法为纬,大纲则根据魏荀勖«中经新

簿»经史子集及张之洞«书目答问»、别立丛书之次

序,扩充为九大类[４５],书次号则是依据王云五氏的

四角号码编制的著者号[４６].这是当时编制较为完

善的一部分类法,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４７].而西

文编目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并对关于中国之西

文书籍不易伸缩者加以改正[４８],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

此分类法被北京大学图书馆继续沿用.

１．２．４　编制新式目录卡片

卡片目录是近代图书馆界的新发明,每本书有

书名片、著者片及分类片,各种卡片按一定顺序排

列,就成了卡片目录.在没有计算机检索的时代,这
种新式卡片的引进极大便利了读者对检索工具的利

用.田洪都重视这种新式目录卡片的应用,１９３１年

夏,与裘开明达成了联合翻印哈佛燕京图书馆目录

卡片的协议[４９],并专门在馆报上撰文指导读者如何

利用[５０].还订购了美国国会图书馆全套目录片,依
照国会图书馆卡片格式制作,主要做法是:中文目录

卡片用紫黑色字书写著者、书名、分类三种,１９３１年

以前按首字笔画之多寡为序,依永字八法次序排

列[５１].１９３１年以后为与哈佛大学图书馆一致,采用

王云五四角号码排列[５２].西文目录片用打字机打,
有书名、著者、主题三套目录,按字典字母顺排,其中

主题目录极富特色,目录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主题

词表标引,制作十分严谨.总的说来,燕京大学图书

馆目录制作比较规范、详尽.其导片、标题片细致,
检索方便,为学习及研究创造良好条件[５３].

１．３　图书及期刊出版

燕京大学图书馆自１９３１年开始出版书籍[５４],
以明清人著述为多,且均为罕见之本,质量较高.如

明人茂瑞徵的«万历三大征考»、清人汪士奇的«悔翁

诗钞十五卷»«悔翁词钞五卷»«悔翁笔记六卷»等;今
人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等,亦占一定比例.如

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备徵目»、王伊同的«竹汀经史

子答问分类辑».１９３６年开始刊行出版乡土志丛编

系列[５５].燕京大学图书馆刊行书籍形式多样,中式

线装尤为精致,选料优良,用纸上乘,装帧精美.刊

行数量不多,除少数留为馆藏,多用于交换、赠送或

出售[５６].同年,开始出版«燕京大学图书馆报»,至

１９３９年共出版１３４期[５７].刊登图书馆有关布告,图
书序、跋、提要,图书馆使用方法,近期新编中日文、
西文目录,捐赠交换图书目录,工作统计等.其中图

书的序、跋、提要具有极高学术价值,多为学界名人

撰稿,如洪业、顾颉刚、朱士嘉、容庚、顾廷龙等.该

刊影响大,发行范围广,被多个图书馆收藏,并且保

留至今[５８].

３　参加组织筹备中华图书馆协会三次年会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于１９２５年,其宗旨是“研
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间之协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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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与前案上之本或有出入之处.请校对斟酌为份.至佛教部分最

好先请专家细阅一遍,然后付印.国际关系部分似觉太简,应否扩充

当希裁夺.见参考文献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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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５９],存世２４年,共举行六次年会.其中参加人

数多,图书馆学家云集,且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影

响巨大的是前三次年会.田洪都在此三次年会中提

出了许多议案.
第一次年会于１９２９年在南京金陵大学举行,田

洪都代表北平图书馆协会参会,当选为监察委员.
其着重从图书馆管理的实际出发,提出以下议案:统
一杂志以及报纸大小,以便装订以及编制索引;训练

图书馆专门人才;中文书籍编目及分类;图书馆建筑

应注意之问题以及图书呈缴本制度[６０].其中图书

呈缴本制度具体操作为:请求教育部规定凡在国内

之出版物均需由著作人检送一份交国立图书馆收

藏,(如能交各省区民众图书馆一部尤佳)俾使国内

出版品集中.虽然该议案最终没有通过,但其内容

充分体现了田洪都对图书收集方式的远见.
第二次年会于１９３３年在清华大学举行,田洪都

参加筹备了此次年会,并任执行委员,图书馆经费组

副主任.提出四个有关争取图书馆发展经费的议

案,如请求教育部拟定各级图书馆经营经费标准,并
列入图书馆规程;请中英庚款董事会拨款建筑中央

图书馆;请中央拨款扩充全国图书馆事业;以及请教

育部规定补助私立图书馆经费[６１]等等.田洪都认

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广大仁人志士的孜孜

追求,也特别需要整个社会、国家政府的重视和

支持.
第三次年会于１９３６年在青岛举行,田洪都参与

筹备并任年会总委员会委员、图书馆协会讨论会主

席、图书馆行政组书记.田洪都就图书馆购书以及

统一分类法方面提出三个议案.如请协会代向各报

馆交涉每次另印质料优良之报纸寄至各个图书馆;
请协会筹办消费合作社经营订购图书,承办图书馆

用品以谋便利及节省经费;请协会负责印行全国图

书馆藏书薄式联合目录[６２]等.

４　图书馆建筑

燕京大学图书馆落成之后,田洪都认为“本馆之

建筑,似甚宏大,而以建筑之不甚合式,未免大而无

当”,因此,他提出几条建筑学校图书馆应注意之处,
如预定每年购书经费;额定学生若干;内部之配置及

容积;馆基四周应留将来扩充之余地;建筑之设计,
须商之图书馆专家,不可由工程师任意规划等切合

实际的建议[６３].１９２９年,田洪都在中华图书馆协会

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对于图书馆建筑应注意之数

点»[６４],针对图书馆馆址之选择;馆宇之方向;图书

馆建筑本身应注意之点;内部之配置;图书馆之设置

等五个方面做了简单扼要的撰写,这对当时如火如

荼的图书馆建馆热潮具有指导意义.如建于３０年

代初的江西省立图书馆建筑材料、防火装置、电灯线

路等均考虑了田洪都所提出的建馆要求[６５].１９３６
年,田洪都发表«中学图书馆最低限度设备之大

纲»[６６],针对中学图书馆之组织、馆舍及设备、经费、
职务等方面做了非常细致的说明,对当时中学图书

馆的各方面建设提出非常具体的指导.

５　结语

目前国内对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更多提及

的是洪业、顾廷龙、梁思庄等,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可能一方面是由于田洪都并未留下学术代表作,相
对刘国钧、杜定友、裘开明、皮高品、毛坤等一批民国

图书馆学家留下皇皇巨著,田洪都对图书馆学的贡

献更多表现在他对燕京大学图书馆的管理以及组织

筹备中华图书馆协会上.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田氏在

日据时期因周作人“力荐燕大旧主任田君(田洪都)
仍主其事”[６７],最终出任伪职,尽管 “洪业替他辩说

他是为保护图书馆藏书,动机是正确的,但没法说服

别的教授”[６８].这种政治污点一直伴随着田氏的工

作以及政治生涯.新中国成立前夕,田洪都被聘为

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授兼训导主任,但由

于听从校方安排,阻碍进步学生声讨国民党反动当

局,受到激烈的审查,还一度被捕入狱,“师资如王震

寰、田洪都之流,在其还未交代清白之前,教部可协

同校方加以选定或去取”[６９].田洪都作为２０世纪

初“文华系”的代表人物之一[７０],为中国图书馆事业

做出了应有之贡献.目前,国内图书馆界对其研究

几乎空白,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资料更是欠缺,１９９０
年代初编写的三本图书馆学情报学的辞典,周文骏

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词典»、王绍平的«图书情报辞

典»、来新夏的«图书馆学 情报学 档案学简明辞典»
均未收录田洪都.本文权作抛砖引玉,期待同仁更

多之发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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