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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９日）
起潜吾兄著席：顷奉手书，敬悉种切。拙作草草成篇，猥

承奖饰，曷胜愧恧，《清传引得补辑》之事，弟早有其意，此三

十三种者，不徒所收太少，且无字号为用，殊不宏也。惟洪公

之意，须再俟数年，揆其所以不印，主进行者，盖欲待三十三

种售绝耳。学政年表，关系胜朝一代文运，今兄居然于铅椠

之余编成之，甚佩甚佩。序文一事，自当遵命。弟不免有续

貂之讥耳。洪公闻已于十五日在神户登船，计程日
#

可抵新

陆，其所授诸课远东史让之翁独健，历史研究法改为学期课

程于下季开班。故弟除宋代史一门外，未有兼代之课。燕京

近日已开学一周，诸事皆大致就绪无可告者，仅高密公于本

周娶妇，事先王钟翰君为之四处奔走，大报贫乏，结果喜金闻

有送百元者，有送五十元者，研究生中以碍于王钟翰之面，一

律恭送十元。闻请帖所发虽不少，而所收礼金约有五六百元

之谱，从此少爷少奶之衣装无愁，亦妙事也。唯燕京向无如

此“凑分礼”者，今可谓之破天荒矣。高密公与兄素识，不知

亦曾致帖，“恭候台光”否？顷在高密公喜会上闻翁独健已

至，沪曾相见否？专覆敬颂

撰安。阖第均吉。

弟 崇岐 再拜

九月十九日

按，函及洪业不在燕京大学（以下简称燕大），

翁独健授远东史课程，聂崇岐授宋史课程。查燕大

历史系课程档案，１９４６年课程设置当与此函描述符
合。故可推定此函时间为１９４６年９月１９日。《清
传引得补辑》之事，应是对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

处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编辑出版之《３３种清代传记综合
引得》之补充。洪业认为应待《综合引得》售完后再

做补辑之工作，直至引得编纂处关闭，补辑之事终未

就。学政年表即与前第十五通函同指《清代学政年

表》，是顾廷龙先生于１９４１年检点《清实录》时编写
而成，详论学政与清代学术文化关系，并纂辑重要诸

人传记，初稿曾交夏孙桐①先生审议，未几夏先生仙

逝，《清代学政年表》亦未付梓［１］。

二十三（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４日）
起潜吾兄著席：今晨奉手示诵悉一一，所开传记等内容

目次，搜罗详备，兄为治乙部者入门阶薒，其对学生启迪当非

浅
$

钦佩之至。安志敏君为齐致中在中国大学时高足。去

岁余转学燕京以英语过差落榜，现仍在中大三年级肄业。安

君因齐公之介，曾助鸟居龙藏先生译稿，故对考古略涉门墙

也。前函所询周桓系本校毕业生，在沦陷期间尝任职伪北

大，得列冯承钧门墙，继遂为冯快婿，渠亦为岐“宋史及官制

史”班学生，资地平平，特颇努力耳。今年厂甸冷落异常，书

摊寥寥。前日偕哈燕社同人一游，祗购三部笔记，可见好书

无多矣。嘱寻《内蒙古长城地带》，容遇机图之。此复藉颂

大安。

弟 岐 顿首

二、廿四

按，此函提及顾廷龙开列史部传记目录，供学生

研究参考。又言及安志敏、周桓两人。安志敏１９４８
年毕业于北京中国大学史学系，１９４８—１９５０年任燕
京大学历史系助教，后为著名考古学家。函中提及

本年为安君三年级肄业，故应为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４日。
周桓亦为燕大学生，１９４１年燕大关闭后辍学，
１９４２—１９４５年间，得力老史学家冯承钧之助，研习
西域交通史等，１９４８年春燕大毕业后留校任哈佛燕
京学社研究助理［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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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１９４７年７月１日）
起潜吾兄著席：不通音讯又复月余，想动定佳胜也。日

前樵新送来尊编《菊生先生书目》十三册，除自留一册外，余

已分别特赠陆志韦、齐致中、周太初、容氏兄妹三人、燕京大

学图书馆、陈援庵、孙子书、中法汉学研究所、邓文如、陈鸿

舜，诸祈释念并致谢忱。颉刚先生去春挑出未能取走之书，

今春因学校办法变更，已嘱冯续昌君代领，不知冯已有信报

告否？颉刚先生对此事深有误会，今或可冰释□■。岐本知
之，但处理公务不得不尔徇私情，以招物议。他人则可，岐则

绝不肯为。知我罪我，听之而已。图书馆长事，在历农归来

后，校方仍不肯释。岐仔看，经两度力辨，于上月中始许以历

农继任，今晨已正式宣布矣。历农人缘不佳，又遇事苛察，无

田洪都之才，而有其短，深虞其与同仁不能水乳也。燕校即

放暑假，假中拟整理旧稿，俾易米煤之资，迩来物价狂涨，平

津粮源断绝，三五月后恐不易维持矣。《庄子引得》已出版，

俟过三五日发寄赠一部请教。此颂

撰祈！

弟 岐 再拜

七月一日

按，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于１９４７年５月出
版《庄子引得》，据此可推断此函时间为 １９４７年 ７
月１日。是时，顾廷龙先生编成《菊生先生书目》，
寄至聂崇岐处，分赠燕京同仁。又图书馆馆长由陈

历农继任，但聂崇岐对陈评价不高。此外，聂崇岐还

谈及北平物价飞涨，平津地区粮食几近断绝的社会

经济情形。

１９４７年是国民政府社会经济全面走向失控恶
化、经济改革失败的转折年。国民政府自２月开始
实施停售黄金、管制物价、禁用外币、取缔投机等一

系列经济紧急措施，颁布系列经济改革方案，推行金

融改革，增加生产、稳定物价，整理财政、稳定币值，

刺激扩大社会经济建设活动，召开全国粮政会议，推

行《三十六年度田赋征实暨征借粮食实施办法》等

举措，同时推行币值改革［３］，然这一切均告失败，社

会经济危机仍一步步滑向深渊。

二十五（１９４７年１１月２１日）
起潜吾兄著席：今晨奉手书，敬悉一一，史部目录及金石

为我兄专精之学，暨南学生何幸得此良师，不禁为之遥贺也。

岐自摆脱图书馆务，时间略觉从容。本年授课两门，一为中

国通史，一为中国政治制度史，每周六小时，尚能应付。天津

《益世报》所登拙作，端为凑买菸钱，拉杂成篇，不足齿也。

目下正为《燕京学报》赴《宋役法述》一文，大约十二月中可

以脱稿，俟印出后当寄请指正外，此中国官制史亦在整理，倘

无阻碍，明夏或可杀青，届时仍当呈政，并烦代向书商接洽出

版。敝处今秋即就《庄子引得》，兹随函寄赠贵馆一部，至希

鮞（查）收是荷。关于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事，因该所人事

异动，未便进行，容缓图之如何？专上敬颂

撰安！

弟 岐 顿首

十一月二十一日

按，聂崇岐所撰《宋役法述》发表于１９４７年１２
月出版的《燕京学报》第３３期，又据哈佛燕京学社
档案显示，１９４６—１９４７年度燕京大学历史系课程设
置，聂崇岐教授课程与函中所述相符，故可推断此函

时间为１９４７年。自１９４５年底，聂崇岐兼任历史系
副教授、教授。１９４６年，担任哈佛燕京学社办事处
执行干事，工作重心转为办事处事务。

函中所言中法汉学研究所（ＣｅｎｔｒｅＦｒａｎｃｏ－Ｃｈｉ
ｎｏｉｓｄ’ＥｔｕｄｅｓＳｉｎ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１９４１年９月由法国政
府设立，１９４２年 ９月相继成立语言历史组和通检
组。因燕京大学封闭，日军占领燕大，哈佛燕京引得

编纂处无法继续存在，在聂崇岐的带领下，８名引得
工作人员转入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开始以中法

汉学研究所通检组之名编辑出版通检［４］２５３。

１９４５年冬，抗战胜利，原燕京大学、中法大学复
校，燕京大学一批教授和哈佛燕京引得编纂处聂崇

岐等人返回燕京大学，汉学研究所的工作受到严重

影响。汉学研究所通检组工作主要由中法汉学研究

所吴晓玲、邓诗熙、王（女秀）婷三人承担，吴晓玲任

通检组主任［５］４７。１９４７年，中法汉学研究所进行改
组，更名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直接隶属

于巴黎大学［５］４６－４８。此函值中法汉学研究所改组之

后，中法汉学研究通检组仅３人支撑。聂崇岐虽复
回燕京大学，与顾廷龙仍然关心该组的未来发展。

二十六（１９４８年４月１日）
起潜吾兄史席：今晨奉手书，诵悉一切。前寄上引得书

目一份，至希转交贵友。贤郎暑中投考燕校，想能录取。开

学北来可暂下榻敝寓。日昨接洪公信，哈佛约岐出国，大致

不成问题，但岐以薪津仅三千元，揆以目下生活程度之高，绝

不足维持两处费，已覆函拒绝。今秋出国与否，尚未定也。

知关特达。即颂

箸安！

弟 岐 再拜

四月一日

二十七（１９４８年４月２４日）
起潜吾兄史席：顷奉手书，诵悉一一，历农信已转交，今

寄上《史记引得》一部，敬希鮞（查）收。敝处现正编《后汉

书》及《墨子引得》，后者在六月中出版。前者恐须至年终

矣。引得处事在弟出国时，将由王钟瀚君代负责。王君六月

抄可到。陈观胜南巡已回，闻在沪上留二日。特覆藉顿

箸安！

弟 岐 顿首

四月二十四日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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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史记引得》全称《史记及注释综合引得》，

出版于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墨子引得》为引得编纂处
２３种特刊之一，出版于 １９４８年 ５月，又据聂崇岐
１９４８年赴美哈佛大学短期访学史实，推断两函时间
为１９４８年。１９４６年，洪业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讲
学，后因内战滞留美国。因聂崇岐协助洪先生开展

引得工作近二十年，其目录学学术功底深厚，洪业对

此甚为了解，故力荐聂崇岐去哈佛大学讲授目录学。

初期，聂崇岐因生活费用问题举棋不定，至４月方下
决心应邀赴美国哈佛大学东方语言系作短期讲学。

与此同时，自１９４６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２年的王
钟翰回国，任燕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故接替聂崇岐

的工作，任引得编纂处代副主任，主持编纂处日常工

作。陈观胜（１９０７—？），生于夏威夷。１９３１年毕业
于夏威夷大学，１９３４年获燕京大学硕士，１９４６年获
哈佛大学博士，１９４７年接替洪业任哈佛燕京学社北
平办事处执行干事，负责管理学社在燕京大学的工

作及与其他五所教会大学的联络。

二十八（１９５８年７月１７日）
起潜吾兄：前月覆函，计达左右，近况如何？双反交心运

动，贵馆已结束否？此间已进入第四阶段，本月下旬即将结

束。此后将全力投入跃进计划矣。

兹有恳者：敝组拟着手整理王韬著作，其《韬园文录外

编》，闻有十二卷本，而京市祗能觅到十卷本，不知贵馆有十

二卷本否，如有可否假来抄录？如无，则沪上有藏十二卷本

者否？又王氏零星著作甚多，亦请就所见所知者开一简目，

有渎清神。谢谢！

顾太太体气如何？诵芬仍在京否？

朱蓉江已调往武汉科学分院，主要任务为图书馆工作。

?闻，敬问

俪安！

弟 崇岐 上

七、十七

按，１９５２年全国院系调整，聂崇岐经翦伯赞推
荐，任职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三所（今中国社科

院近代史研究所），负责史料编辑室工作，编纂《中

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十余种［６］。１９５８年，全国上下
各行各业开展“双反”运动及“向党交心”活动［７］。

聂崇岐在此次运动中受到批判。１９５８年，聂崇岐兼
任历史三所工具书组组长，并担任国务院古籍整理

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是时工具书组正在整理搜集王

韬著作。函又及朱士嘉调任武汉科学分院图书馆

工作。

此外，在３５通信札中，尚有７通年份无法考者，
大致内容包括：聂赴上海之行程，与王倬云赴后门一

带访“墨”、晤张亮丞先生，及《地学杂志》《中西交通

史料》之搜集，以及《甘肃通志》嘉庆八年至十一年

所载布政使之详情。在此不一一赘述。

结语

上文一一收录并略述聂崇岐致顾廷龙先生信函

情况，由于诸事并论，线索繁多，不免繁琐，以下做一

简要之总结，总论信函所涉事宜。

（１）书籍访求与书市情形。聂崇岐从事历史研
究、索引目录编纂，顾廷龙从事版本鉴定、古籍整理

研究，二人在１９３９年前共事于燕京大学，为哈佛燕
京学社服务，聂崇岐任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副

主任，顾廷龙任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燕京购书

处负责人，在购书工作领域交集颇多。顾廷龙１９３１
年６月毕业于上海持志大学国文系，同年８月考入
燕京大学研究院国文系，并获得美国哈佛燕京学社

奖学金。是时，北平图书馆文津街新馆落成，顾廷龙

时常前往阅览，结识王庸、胡鸣盛、向达、赵万里、谢

国祯、刘节、王重民、孙楷第诸大家，获益良多［８］，逐

渐与书结缘。１９３３年，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采访部
房兆楹、杜联?夫妇离职赴美，洪业邀请顾廷龙担任

燕京大学图书馆采购古书的工作。１９３３年７月，顾
廷龙被任命为中文采访主任，并兼任哈佛燕京学社

汉和图书馆北平采访处主任，直至１９３９年７月。在
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期间，顾廷龙于古书采购，穷尽

多种渠道，尽可能搜罗各种难得之本，尤为注重抄校

稿本。采购部原规定各书店每周一三五送样书三

次，图书馆采购委员会每一、两个月召开会议一次。

顾廷龙到任后，改变此规定，不限书店和时间［８］，使

得燕京大学图书馆可以在最快的时间里获知古书出

售信息，在访购古书上占得市场先机，为燕京大学、

汉和图书馆经手购入珍贵书籍不胜数，对两馆的中

文藏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聂崇岐曾于１９４５
年至１９４７年担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代理主任。在此
之前，因引得编纂工作及其个人宋史研究需要，非常

重视文献资料收集与版本鉴定工作。故二人在访

书、购书方面交流频繁。此批信函主要显现了二人

互相帮助寻访珍贵文献资料的事情，这些资料一方

面涉及聂崇岐研究领域宋史资料的搜集，另一方面

则是合众图书馆所需文献资料。二人分别以北平、

上海两地旧书市场为基础，结合燕京大学图书馆、合

众图书馆及个别所见私人收藏，互补所缺，代抄代

购，其中亦涉及版本鉴别考证等工作，互助互益。正

是这一辈人积极访购珍贵书籍，才有燕京大学图书

馆、哈佛燕京学社汉和图书馆、合众图书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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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

（２）引得进展。聂崇岐是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
纂处和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编纂工作至关重要的人

物，在中国现代索引史上具有重大贡献和重要地位。

自１９３０年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成立起，即在该
处任编辑，１９３３年任副主任。１９４２年创建中法汉学
研究所通检部。１９４５年底复任燕京学社引得编纂
处主任，从事引得编纂工作二十年。哈佛燕京学社

引得编纂处成立之初，仅有聂崇岐、李书春、田继综

三人，开展引得的选题、选本、编纂、校印等工作。初

期出版的引得，多以篇幅不大，编辑不甚繁，而学术

研究又很急需的几部古籍为重点。如《说苑》《白虎

通》《历代同姓名录》等引得。聂崇岐独立完成的有

《仪礼引得附郑注引书及贾疏引得》。１９３３年聂崇
岐担任副主任职后，“佐主任处理日常事务及总负

编校之责”，引得处编纂重点开始转为十三经、二十

四史，及先秦诸子等传统经典文献［４］２５２。１９４２年
前，引得编纂处先后完成除《尚书》外十二经，二十

四史之前四史，及《庄子》《墨子》《荀子》，还陆续出

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作者引得》《艺文志二

十种综合引得》《宋诗记事著者引得》《元诗记事著

者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以及《崔东

壁遗书》《世说新语》《容斋随笔五集》《琬琰集删

存》等［４］２５２。仅聂崇岐独自完成的引得即达１３０００
多页，并创造了一种推算表《各板页数推算表》，促

进引得编纂的精确性。曾任中法汉学研究所通检组

负责人的吴晓玲曾言：聂崇岐是“哈佛燕京大学所

属引得编纂处的实际负责者。”［９］这批信函在细节

处阐述了聂崇岐等人在编制引得过程中的资料搜

集、问题商论以及相关的出版情况和事宜，恰可与哈

佛———燕京学社档案中的相关内容互作补充。

（３）学人情形。信函中提及燕京大学、辅仁大
学，乃至西南联合大学等校众多学人，不仅涉及其教

学、研究情况，又兼有对其个人生活、家庭变化的评

论。尤为特殊的是，哈佛燕京学社自民国期就是一

个由中外合办的特殊机构，对于我国学人颇多资助，

提供了许多出国访学机会，涉及两国汉学学术圈的

往来掌故，聂崇岐等人恰是期间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信函中恰为我们勾连出朱士嘉、陈鸿舜等诸多学人

留美前后的相关情状。

（４）教学科研。聂崇岐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
系，师从洪业，曾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历史系、辅仁

大学历史系。１９４５年起担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师
兼哈佛燕京学社研究员，教授中国通史、宋史、中国

官制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史学史等研

究生课程。其导师洪业对学生的培养素以富有计划

性著称，初时安排齐思和研究春秋战国史，周一良主

治魏晋南北朝史，冯家癉研究辽金史，翁独健治元

史，聂崇岐则治宋史。聂崇岐治宋史，颇得洪业治学

的要义，从来皆以掌握丰富的史料为要务。同时，亦

得益于多年引得编纂工作对其个人在史料考证领域

之训练。此批信函中，涉及其宋史研究者有多处，如

聂崇岐发表之《宋辽交聘考》《宋役法述》等成果；又

如请潘景郑、顾廷龙等留意上海书市有关宋史资料，

协助搜集《四部丛刊》零种、《四部珍本》零种、《宋人

文集》、宋人集部、《广宋遗民录》《仪顾堂集》《克斋

集》《南宋六十家集》等。此外，哈佛燕京学社每种

引得，前有揭示该种古籍之撰述经历、版本流传、内

容及学术价值之序言，类书目提要、书志之功能，聂

崇岐负责撰写引得序言之数仅次于洪业，集中于史

部、集部之古籍，显现其精深的目录学功底。以上所

述种种，皆可作为聂崇岐学术思想研究的基本素材

与关键切入点，颇值得学界留意。

注释：

①夏孙桐（１８５７—１９４１），字闰枝，一字悔生，号闰庵，江苏江阴

人。清光绪十八年（１８９２年）进士，官浙江湖州知府，入民国曾任清

史馆总纂。著有《观所尚斋诗存》《文存》《悔龛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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