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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专修科档案学教育初探

□郭鹏　韩娟娟∗

　　摘要　通过梳理现有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厘清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开展现代档案学教育

的确切时间,发掘当时档案学课程的开设背景、教师授课内容、学生选课情况等史料,进一步论证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应为我国现代档案学教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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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新中国成立后的现代档案学教育起点的研

究,学者主要提及的是１９５０年１０月,文华图书馆专

科学校开办的档案管理培训班,以及１９５２年１１月,
国家批准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档案专修班.谈及北

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开展档案学教育情况的只有

模糊不清的只言片语.吴宝康在其著作中提及了

“１９５１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科为培养档案干部,
曾开设档案资料专修班,后因缺乏新教材,该班不久

停办.”[１]赵越提到“１９５１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专科

办过档案专修班.”[２]王德俊认为这是“始办现代档

案教育的尝试.”[３]事实上,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

科在现代档案学教育史上的位置远不止于此.不仅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开始现代档案学教育的时间

要早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和中国人民大学,而且

开设课程的时间长达两年之久.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成立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在王重民的主持

下,已经开设了档案学相关的课程,并不断探索档案

学教育.直至１９５２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

档案学教育被迫终止.本文将从档案整理传统、开
设课程背景、档案学教育发展等方面详细梳理北京

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开展现代档案学教育的这段

历史.

１　北京大学的明清档案整理传统

１．１　造就档案学教育师资

北京大学从民国时期起,就成立专门整理明清档

案的组织,负责整理档案,不仅丰富了历史档案整理

的体例,积累了档案整理经验,并且为以后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档案学教育培养了名师.１９２２年,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向教育部上呈公函———“为
呈教育部请将清内阁档案发归本校事”[４]请求将部分

明清档案拨给北京大学进行整理,陈垣亲自起草公函

予以支持.获准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专门成立

了“清代内阁大库档案整理会”(简称“整理档案会”)
负责这部分档案的分类和整理.其人员主要由研究

所国学门、史学系、中国文学系的本校师生、毕业生和

校外专家构成.其后,在史学系主任朱希祖的提议

下,史学系的部分学生参与了档案整理,并作为实习

功课的一部分.史学系助教傅振伦、研究生郑天挺均

参与了档案整理.长期整理明清档案的实践工作,培
养了他们的档案意识,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档案整理

方法和经验,新中国成立后傅振伦和郑天挺遂成为北

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档案学教育的主力军.郑天挺

调任天津南开大学任副校长后,支持南开大学分校创

办了档案学专业,后又担任中国档案学会顾问,为中

国档案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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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需要档案学专门人才

１９３２年９月,研究所国学门改称为北京大学研

究院文史部,留存的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由文史部

接管.１９３４年６月,明清档案由文科研究所的明清

史料整理室负责整理.１９４６年,郑天挺兼任文科研

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郑
天挺特别希望“我们所藏这些已整理出来的宝贵档

案必须赶快公开,没有整理出来的档案必须加紧整

理.”[５]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培养了郑天挺对档案整理

的热爱,同时也使他认识到档案学教育和培养档案

学专业人才的重要性.北京大学由学生参与明清档

案整理的传统由来已久,为了抓紧整理北京大学留

存的明清档案,培养具备史学和档案学基础的人才,
从１９４９年开始,郑天挺为史学系和图书馆专修科共

同开设了“史料比较与档案整理”这门课程.此后,
郑天挺一直为图书馆专修科的学生开设档案学的课

程,直到１９５２年上半年.

２　档案学课程开设背景

２．１　王重民的贡献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在１９４９年就开设档案

学的课程,并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努力尝试开

展档案学教育,王重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１９３４年至１９３９年,王重民以北平图书馆交换

馆员的身份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工作.１９３６年,傅振

伦取道巴黎回国,王重民和他一起参观考察了东方

艺术博物院、鲁涅尔博物院、法国档案馆等处.１９４６
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王重民在回国之前,专
程至美国国立档案馆参观.１９４７年６月,归国后的

王重民在“述美国国立档案馆”的报告中专门提到,
美国国立档案馆馆长问他中国档案馆的情况,秘书

长又问他中国有什么关于档案的论文,他都没能答

复,遂因此开始关注中国档案馆的发展及学术研究.
没过多久,他找到北平图书馆寄存在美国的一部记

载明代黄册档案馆的专书———«后湖志»,便写了一

篇节要,“述那个明代黄册档案馆的建筑、收藏和南

京太学生的帮同整理,登在国会图书馆的季刊上

(QuarterlyJournal,theLibraryofCongressof
CurrentAcquisitionsVol．３,No．２,PP．２０－２１,Feb．
１９４６)”[６].长达十几年的欧美等国的工作和游历经

历开阔了他的图书馆学专业视野,同时也为其后来规

划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档案学课程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１９４６年,王重民最初构想是希望在北京大学设

图书馆学系,“真要造就高深人才,并非文华所能企

望”[７],但未能如愿.只在１９４７年开始试办图书馆

学专修科,“俟有发展后,将扩充为系.”[８]此后,王重

民不断努力发展图书馆专修科,延揽名师,开设新的

课程,并一直尝试开设档案学课程,探索高等学校的

档案学教育内容.

２．２　开设机缘

１９４７年９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开始筹

备和试办.开办之初仅在中国语文学系里开设了几

门图书目录学的课程.图书馆学专修科的招生对象

是本校文学院的三、四年级学生,选修图书馆学专修

科专业课程满３２个学分,且顺利毕业,就另外授给

一张图书馆学专修科毕业的文凭.１９４９年,北京大

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有了第一届毕业生,分别为张荣

起、陈绍业、董锡玖(女)三人.通过查阅北京大学

１９４９年毕业生学籍档案,这一届学生所修图书馆学

专修科的课程为:“目录学”“目录学实习”“图书馆学

概论”“校勘学”“版本学”“中文编目法”“图书参考”
“四库总目研究”等.“图书馆学概论”一课由袁同礼

讲授.“目录学”“图书参考”和“四库总目研究”均是

王重民授课.第一届毕业生所修课程中未能找到关

于档案学的相关课程.查阅国立北京大学教务处订

立的“民国三十七学年与三十八学年国立北京大学

各院系课程表”[９](如表１),也未见有档案学课程.
表１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语文学系课程表

(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４９年上半年)

科目
上下学期

或全年

必修或

选修

学分

(按半年

计算)

教师 备注

西洋目录学 全年 选修 １ 毛准 图专

校勘学 全年 选修 ２ 王利器 图专

版本学 全年 选修 ２ 赵万里 图专

图书参考 全年 选修 ３ 王重民 图专

中文编目 全年 选修 ２ 陈鸿舜 图专

西文编目 全年 选修 ２ 耿济安 图专

四库总目研究 下学期 选修 ２ 王重民 图专

图书馆学概论 下学期 选修 ２ 袁同礼 图专

中国史料目录学 全年 选修 ２ 赵万里
与史学

系合开

中国近代考

古发现史
全年 选修 ２ 向达 博专必修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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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２月初,袁同礼携家人从上海远赴美

国,而毛准亦由上海转赴台湾.图书馆学专修科的

教学计划被迫进行较大调整.王重民四处延揽人

才,得以在１９４８年第二学期(１９４９年上半年),外聘

了耿济安代替毛准讲授“西洋目录学”,陈鸿舜代替

袁同礼讲授“图书馆学概论”.王重民以此为契机,
重新规划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设置,并向学校申

请聘任相关课程的教师.根据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８日,
“高教会指令 高教秘字第一九二五号文件”[１０],当时

北京大学聘任了４６名兼任教师,后来为图书馆专修

科授课的赵万里、陈鸿舜、袁涌进、耿济安、傅振伦、
聂崇歧均在其列.延聘教师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

修科开始档案学教育奠定了师资人才基础,傅振伦

和聂崇歧分别教授“档案学”和“索引法”等相关

课程.

３　１９４９年秋档案学课程开设

１９４９年７月２３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文

件批准了北京大学正式成立图书馆学专修科.北京

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开始正式招收高中毕业生,两
学年毕业.第一年的课程是重技术,第二年重理论.
此时,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已经聘请到讲授档案

学课程的兼任教师傅振伦和讲授索引法的聂崇歧,
同时与史学系合开了郑天挺教授的“史料比较与档

案整理”一课.图书馆学专修科在１９４９年开始开设

档案学课程,专业课程开设情况如表２所示.
表２　北京大学１９４９年第一学期课程表[１１]

科目
学分(按半

年计算)

上下学期

或全年

授课

教师

必修或

选修
教师职称

图书馆学概论 ２ 全年 陈鸿舜 必修 兼任教授

目录学概论 ２ 全年 王重民 必修 教授

图书常识 ２ 全年

王重民

向达

韩寿萱

必修

向达为教授

韩寿萱为

副教授

工具书使用法 ２ 全年 王重民 必修 教授

阅读指导与

图书馆实习
２ 全年

王重民

陈绍业
必修

陈绍业

为助教

中国目录学文选 ２ 全年 王利器 选修 讲师

中文图书

分类与编目
２ 全年 袁涌进 选修 兼任讲师

西文图书

分类与编目
２ 全年 耿济安 选修 兼任讲师

索引法 ２ 全年 聂崇歧 选修 兼任教授

版本学 ２ 全年 赵万里 选修 兼任教授

档案学 ２ 全年 傅振伦 选修 兼任教授

图书馆管理

与行政
２ 全年 陈鸿舜 选修 兼任教授

专题研究 ２ 全年 王重民 选修 教授

校勘学 ３ 全年 王利器 选修 讲师

中国史部目录学 ２ 全年 赵万里 选修 兼任教授

史料比较与

档案整理
４ 上学期 郑天挺 选修 教授

其中“校勘学”是与中文系合开,“中国史部目

录”和“史料比较与档案整理”两门课程与史学系

合开.
傅振伦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１９４８年秋,北

京大学教授王重民主持图书馆专科,嘱我为诸生讲

授‘档案与资料’一课,并编印讲义.”[１２]图书馆专修

科课程设置规划和课程安排已经证明,档案学课程

是针对专科 二 年 级 学 生 开 设 的.图 书 馆 专 修 科

１９４９年的毕业生,在１９４８年秋的时候正好是专科

二年的学生,如果真如傅振伦所述,那么１９４９年图

书馆专修科的三位毕业生应该选修了“档案与资料”
这门课程.但通过查阅三人学籍表,他们在两年专

科学习阶段 并 没 有 选 修 有 关 档 案 学 的 课 程.而

１９４９年第一学期的课程表详细安排了档案学课程.
同年下半年,傅振伦被聘为北京大学兼任教授.由

此可以确定,１９４９年９月份,也就是新中国成立后

的第一个学期,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才为专科二

年级的学生首次开设“档案学”“史料比较与档案整

理”(与史学系合开)两门档案学的课程和“索引法”
这一与档案学相关的图书馆学基础课程.

４　档案学教育的发展

４．１　课程设置变化

１９４９年,图书馆学专修科试办２年后,向学校

申请改为４年学制本科,并呈递图书馆专修科的课

程草案,档案学被安排于第三、四年讲授.但是北京

大学校务会议没有通过本科申请,只“议决先办二年

专修科,其理由为教授人才不够.”[１３]档案学的课程

因此被改为二年级选修课程.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２日,
因为８月２０日须将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提交给

学校教研室,图书馆学专修科召开第一次科务会议,
讨论决定将二年级的“档案与资料”“索引法”“中国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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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史”等列为重点课程.８天后的８月１４日,该科

召开第二次会议,进一步确定“档案与资料”为选修

课,两学期共４学分,由傅振伦先生担任授课教师.

１９５１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曾改为图书馆

学系,设置了４年制课程.王重民非常重视课程设

置内容的科学合理,就此特向文华图专、李小缘、吕
叔湘、刘国钧等人征求课程设置的意见.课程设置

草案中“档案学”“资料管理法”等课程分别安排为四

年级和三、四年级的课程(见表３).
表３　图书馆学系课程表(续)[１４](节录)

年级 科目 学分 必修或选修 学期

四 档案学 ４ 选修 全年

三、四 资料管理法 ３ 选修 上学期

其中还计划开设“索引与序列”这门课.“索引

与序列:本学程定为三学分,一学期学程,三四年级

选修.目的:索引是书册及档案资料的锁匙,本科目

即培养学生正确而迅速地编制及利用此种锁匙理

论.本课程包括汉子检字法,本课应与图书编目法

及图书分类法密切联系.”[１５]事实上,北京大学图书

馆专修科已经在１９４９年第一学期开设了由聂崇歧

讲授的“索引法”,１９５０年改为“索引与检索”仍由聂

崇歧担任该课程教师,陈绍业作为助教辅助教学.

１９５１年的课程计划草案中又将此课程名称又改为

“索引与序列”并具体阐明其与档案资料的密切

关系.
这门课由最初的“索引学”改为“索引与检索”,

直至后计划开设«索引与序列»,文华图书馆专修科

档案专修班课程设置内容的影响略窥一斑.因为早

在１９４０年春季到１９４７年秋季,文华图书馆专修科

档案专修班就设置了必修课“检字索引”,４学分,由
皮高品授课.毛坤讲授的“立排序列法”也是必修

课,２学分.由此推断,王重民希望谋求北京大学图

书馆专修科的档案学教育有更大的发展,不仅在课

程设置上多方征求专家意见,而且希望增设与档案

学相关的图书馆学基础课程.

４．２　延聘任职教师

４．２．１　聘任傅振伦

图书馆学专修科要开设档案学的课程,首先需

要聘请能胜任档案学授课任务的教师.傅振伦与王

重民是河北同乡、旧相识.１９３３年４月,河北通志

馆馆长瞿宣颖邀请王重民和傅振伦共同谋划«河北

通志»的编纂方法.１９３６年,两人在巴黎一道参观

考察法国档案馆等处.傅振伦不仅有丰富的档案工

作经验且长于档案理论基础研究.１９２９年,傅振伦

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们考古学会任助教期间,恰
逢朱希祖教授主持整理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工作,因
此涉猎史料档案整理的实际工作.１９３９年１月,国
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张继等提议的“筹办档案管

理总库及国史馆”一案.次年,张继主持在重庆成立

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经由朱希祖介绍,傅振伦任筹

备委员会的编纂干事,参与档案整理.在重庆工作

期间,傅振伦对档案理论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翻译了胡适从美国中央档案馆搜集的欧美资料,
译成«欧美档案馆学论文译丛»１０篇;１９４１年参与拟

订«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１９４６年２月汇编完成

«公文档案管理法»,后由重庆文通书局出版;随后他

又撰写了«档案学概论»一书.

１９４９年秋天,傅振伦被北京大学聘为兼任教

授,开始在图书馆学专修科讲授“档案与资料”这门

课,并编写详细的授课讲义,１９５１年刊印的油印本

讲义现仍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信息管理系分馆.

４．２．２　试图延揽毛坤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１日的图书馆科务会议上,讨论

课程调整的问题.孙云畴建议聘用新的教师,“教学

方面最重要的是师资问题,能增多即可解决问题.”
王重民答复,“四川大学的毛坤,新旧学问全懂,在文

华教了十几年,他本人很同意来.”[１６]王重民专门提

到希望能聘请毛坤,跟傅振伦即将不能继续担任档

案学的课程有关.因为在１９５１年２月,傅振伦申请

去参加６省直土改团,同年１２月获准后,就启程去

了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参加土改.
毛坤是档案学界的知名学者,对我国近现代档

案学教育的发展有重要作用.１９３５年,文华图书馆

专修科奉命设立档案特种教席后,毛坤就开始担任

档案学的教学研究工作.１９４７年受聘为四川大学

教授并兼图书馆馆长.毛坤在文华图书馆专修学校

和四川大学任教期间,主要讲授档案学课程“档案经

营法”“档案编目法”“档案行政学”等;编写“档案经

营法”“档案行政学讲义”等课程讲义,“‘档案经营

法’讲义成为我国第一部档案管理教材”[１７];在«文
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季刊»«中华图书馆协会季刊»等
刊物发表«档案序论»«档案处理中之重要问题»等多

篇档案学研究文章.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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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１年之前,国内拥有丰富档案学研究基础且

能担任教学工作的寥寥可数.而毛坤在档案学理论

研究方面著述颇丰,且有多年的授课经验.由此推

断,傅振伦申请到广西参加土改后,就不能再担任

“档案与资料”的教学工作.王重民为了专修科档案

学教育的发展,即计划聘任毛坤,继续开设档案学的

相关课程,并已经向学校提交了名单,但最终北京大

学校务会议没有通过王重民的申请.

４．３　主要授课内容

１９４９年秋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首开档案

学相关课程后,一直不断地规范课程要求,充实课程

内容.经过１年多的教学实践,“１９５１年北京大学教

学计划”中对档案学的专业培养方案较前两年更为

具体了,不但对学分、课时进行了规定,还详细列举

了档案学应教授的理论内容:“我们的国家现在尚未

树立文书档案管理制度,这项工作干部又极缺乏,北
大图书馆系目前非常需要设立档案学科目,以培养

工作干部研讨处理文书档案的正确方法,建立良好

的管理制度档案的理论,至少应包括下列范围:
第一,档案的一般知识:如文书档案的定义、功用、种
类、程式等;第二,中国旧档案的整理:如殷人甲骨刻

辞,两汉魏晋简牍、唐宋书、明清档案、新中国成立前

的档案等整理经过情形;第三,机关团体企业单位普

通文书和机要文书的处理方法,如收文、送阅、交办、
核判、善校、用印、封发、检查旧档等;第四,机关团体

企业单位档案的处理方法:如点收、登记、分类、编
号、立卷、装订、参见、编目、典藏、销毁、调查、阅览、
修整、保藏、检查、编印、流转等;第五档案馆上的种

种问题:如 中 国 档 案 馆 沿 革、组 织 系 统 建 置 干

部等.”[１８]

１９５１年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油印出了傅振

伦授课编纂的«档案与资料»讲义,供学生学习.讲

义内容分为上下编.上编讲授档案相关内容,下编

讲授资料的分类、搜集和整理.上编包括档案的定

义、名称、种类等基础理论知识、古代公文档案及其

整理、现代公文处理、机关档案管理、档案馆及其工

作以及档案专业人才培养等内容.第４２章还着重

介绍欧美等国档案的管理制度和苏联档案的管理制

度.下编主要讲授资料的定义及种类、剪报、电影、
声音等资料如何搜集整理等内容.傅振伦在讲义的

附录中还罗列了３种档案分类表:附录一 中央人民

政府档案分类表,附录二 大行政区或省人民政府档

案分类表和附录三 故宫博物院档案分类表.讲义

内容结合中国国情,且融贯中西,以档案发展历史和

档案工作为研究对象,内容系统且科学合理,理论阐

述与实务指导兼具.
由课程计划内容和实际讲授的课程内容观之,

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当时所开设档案学课程内容

虽然略显单薄,但是已经构建出档案学讲授内容的

基本理论结构框架,中西档案兼顾,为以后档案学教

学内容的充实奠定了基础.

４．４　学生选课情况

根据北京大学图书馆学图书馆专修科毕业生学

籍档案,１９５０年的毕业生共１１人,其中８人在１９４９
－１９５０年度选修档案学及相关课程,１９５１年的毕业

生共１３人,其中５人,在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度选修档案

学及相关课程,具体选课人数及选修课程如表 ４
所示.
表４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学生选修档案学及相关课程情况

学生姓名 选修年度 毕业年度 选修课程

赵新月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史料比较与档案整理(上)、索

引法

万瑞兰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史料比较与档案整理(上)

张兢敏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史料比较与档案整理(上)、索

引法

佟增功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档案学

李德宁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档案学、索引法

李锡琏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史料比较与档案整理(上)、索

引法、档案学

董葆珊 １９４９－１９５０ １９５０ 档案学、索引法

张克赟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１９５１ 档案与资料

冯秉文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１９５１ 索引与检字

杨国钧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１９５１ 档案与资料、索引与检字

徐建国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１９５１ 档案与资料、索引与检字

沙树贤 １９５０－１９５１ １９５１ 档案与资料、索引与检字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开设的档案专业课程

允许全校各系的学生选修.通过１９４９－１９５１年间

课程异动情况的档案记录发现,不仅本专业学生选

修档案课程,许多中文、历史、考古、法律、经济、东
语、生物等其他专业的学生加入到档案学的学习中

来.根据“１９４９－１９５０年间课程异动表”中记载:
“档案学课程的选修人数为３４人,在图书馆专修科

同年开设的所有选修课中,修读人数为最多(其中本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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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８人、外系２６人).”[１９]北京自然科学博物馆主任

甄朔南先生,早年就读北京大学博物馆专修科时,选
修了档案学的课程,学习成绩优异.傅振伦教授曾

评价其“期终为第一,好学深思,对档案研究有新颖

的理解.”[２０]

５　档案学课程停开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在１９５１年的“档案学

教学计划”中明确指出:“苏联档案专科学校是培养

档案工作干部的主要机构,他规定五年毕业.这种

制度在现在的中国还难以做到.”[２１]因此,考虑到中

国现阶段对档案工作人才的迫切需求,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专修科计划开展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本

土化档案学教育,并制定了详细的教学计划内容.
但由于国家政策方针的影响,此教学计划未能实施.
根据１９５１年第二学期北京大学文学院的课程表,郑
天挺讲授的６学分的“档案管理”课程,因其去参加

土改而被迫停开.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大调整,郑天

挺奉调南开大学历史系,这门课程也就此取消.同

年,傅振伦因土改不再在北京大学授课,王重民尝试

延揽毛坤而不得.此时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已经没有可以承担档案学课程教学的教师.

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开始,高校开始学习苏

联模式,发展专门学院,培养专门人才.１９５２年１１
月１２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批准了中国人民大学设

立档案专修科.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就此确定了

新的办学方针和任务:(１)培养大型图书馆、国立图

书馆、政府及科学研究机关图书馆(资料室)的干部;
(２)造就图书馆学校的师资;(３)编辑图书馆学教科

书和教学参考资料.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因为缺

乏师资暂时停开的档案学课程,此后也不再列入教

学计划,再也没有开设过档案学的相关课程.北京

大学图书馆专修科的档案学教育就此终止.

６　现代档案学教育的起点

现代档案学界的知名学者吴宝康认为近代档案

学教育发轫于１９３４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特种教席,标志着我国档案教

育的问世.”[２２]关于民国时期的教席,王云五主编的

«万有文库»第二集«伽利略传»在“第二章 大学教

席”中写道,伽利略“不得不觅一较优裕之地位,巴达

(Padua)大学之教席仍有缺额,伽利略早于一五八八

年申请.”[２３]据此推断,民国时期“教席”一词应解释

为教师岗位,即教授某种课程的职位.１９３４年,私
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特种教

席,即说明其开设了档案管理的课程,设置了档案管

理的教师岗位.“因为讲档案管理课程的教师拿着

教育部 资 助 的 薪 俸 ,所 以 又 被 称 为 ‘特 种 教

席’.”[２４]依照吴宝康先生对近代档案学教育开端的

判断标准,１９４９年９月,北京大学图书馆专修科开

设傅振伦讲授的“档案与资料”和郑天挺讲授的“史
料比较与档案整理”两门档案学专业课程,应该成为

中国现代档案学教育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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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同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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