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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庸先生和他的著作

李小文

馆藏名家文库中收有300 余位名家的手稿，虽然都是名家，可仍有一些我们不熟悉的名

字，需要我们逐一查考，其中就有王庸先生。原来，王庸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地图学

史专家，还曾经是我们馆的同人，舆图组的前辈。

王庸，字以中，生于1900 年，无锡人。父亲是个半耕半读的乡村蒙塾老师，一面教村

童读书，一面从事农业劳动度日。王庸先生兄弟三人，哥哥弟弟都死得早，因此，家里全力

培养他。他与向达“同学于南高师及东南大学，同出于柳诒徵先生之门。后考取清华研究院。”
1
，亲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大师的指导，研究史地之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两年

后，到上海暨南大学、中国公学教书，1931年由陈寅恪介绍出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兼舆

图部主任。1936 年之后，他离开了北京，先后在浙江大学、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云南大学、

西南联大、暨南大学、江南大学、河南大学、苏州社教学院等校教书。1950年到南京图书

馆任特藏部主任，后由郑振铎和竺可桢先生推荐，1954年调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兼舆图组

组长，同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1956.3.14 以心脏病猝发逝世，享年56 岁。

1 谢国桢：《记清华四同学》，载于《瓜蒂庵文集》，274页，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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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 年代初至抗日战争前，北京图书馆聚集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精英，这些人后

来都成了从北京图书馆走出的著名学者，王庸先生便是其中之一。“未几君北来，同馆于文

津之街，君并执教于北京大学。是时同馆供职者，有赵万里、向达、贺昌群、刘节、谢国桢、

王重民诸君，朝夕共处，以编纂之名义，而能各治其所学，在当时或以为旷职，而后各有所

成，殆所谓百年树人者欤。”
2
“他们互相切磋，形成了一个对后来学术界有着重要影响的

学术团体。”
3

在有关王庸先生不多的资料中，都提到他30 年代曾在北平图书馆任职，但没有明确的

起止年代。《北京图书馆同人文选》选收了王以中先生的文章《地志与地图》，文后有一简介：

王以中原名王庸（1900-1956），1931年 7月-1936 年 8 月任编纂委员、舆图部主任。

1954-1956.3任研究员、舆图组组长。这为我们提供了他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准确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王庸先生在北京图书馆工作加起来才7 年，但他主要的学术著作和

成果都是在这里完成的，不仅有地理学的专著，还结合图书馆工作，编纂了多部为广大学者

和读者提供方便的工具书——舆图及地学专业目录和索引。

王庸先生30 年代编纂的目录索引有5 种：

1.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 王庸,茅乃文编 北平图书馆 1933年 174 页

1932年以前馆藏舆图目录，分区域图与类图两大类。全书共列图目2000 余种。补遗收

图25 种。前有茅乃文弁言和凡例。

2.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 续编 王庸,茅乃文编 北平图书馆 1937年 426 页

续编收1934 年至 1936 年入藏舆图2300 余种，分区域图与类图两大类。

3.国立北平图书馆特藏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 王庸编 北平图书馆 1934 年 42页

1918年及 1926年两次编目及新购进的清内阁大库舆图目录的合集。目录标出图名绘制

形式（制法）、尺寸、装裱及出版日期等项目。

4.中国地学论文索引 王庸,茅乃文编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暨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4 214页

1902年至 1922年发表在各种期刊中的中国地学论文分类目录。分地志及游记、地文、民

族、政治、交通、经济、历史、地理图书等八类。前有胡焕庸、张其昀、刘玉峰、钱稻孙序

和作者自序；目录后附地名及作者索引。

5.中国地学论文索引续编 王庸,茅乃文编 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暨国立北平图书馆, 1936

2册

收正编出版后，两年半内国内发表的地学论文目录4000 余条。体例与正编相同。书前有

“本编所收杂志卷数号数一览”。书后有作者后记。附录地名及著者索引。

这些专业工具书在当时受到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

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1901－1998）是王庸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他说“同窗王君

以中，杭县茅君乃文，服务于北平图书馆，职司舆地努力搜求，研究著述，贡献至多。前既

编辑馆藏地图目录，以公于世，近又利用馆藏各种期刊辑为《中国地学论文索引》…如衣之

领，如网之纲，治学者钥匙在握，文学宝藏举手可得，固不独地理学者，允宜人手一编，他

如地质水利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诸科，均相关及，受其赐者，不在少数矣。”
4

史地学家、教育家张其昀（19O1—1985）也是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同学。1936年应竺

可桢校长之聘，到浙江大学创办史地系，担任教授兼系主任。他在序中说 “北平图书馆规

模之大，文籍之盛，号称全国第一。是馆特长不仅在网罗新旧图籍，宏夸其富，而尤在注意

学术研究，尽其鼓励之方，隐为中国出版界之中枢，此世人所共见也。…工具之书，彬彬日

出，庋藏愈富愈彰中心既定，则各省市之地方图书馆亦待有所借镜，奉为圭臬，而知何为地

2 同上。
3 贺昌群：《贺昌群文集》 商务印书馆，2003年。
4 王庸,茅乃文：《中国地学论文索引》胡序，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暨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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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一部必须置备之图书杂志，庶几四库七阁之盛不能专美于前代，将来地理学界之思源报德

者，当靡有穷尽也。”
5

清华大学日文与历史系教授钱稻孙先生，亦曾做过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他评价说：

“论文索引的价值在搜罗之无遗，分类之细密，适应各方面检寻之周到，而尤在继续之不懈。

说说似乎还不难，做起来才叫不容易。…北平图书馆收藏的东西文学杂志亦甚丰富，取其只

关于中国地学的论文一对视，显见得我之自知，尚不如人之知我，岂非可怕的现象。王君茅

君此作固不仅是工具书而已。”
6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说，王庸“一方面运用目录学的方法，广事搜辑了所有有

关已佚的古代地理名著的记载；一方面又利用在北京图书馆工作的机会，把该馆所收藏的大

量海内孤本或传世极稀的古图古籍全部翻检一过，并择要作出了简要的介绍；这一项工作无

疑是为中国地理学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7

可见专业书目和索引对专家学者来讲还是相当有用的参考工具书。

王庸先生的主要学术研究著作有：

中国地理学史 商务印书馆 1938 年

分原始地理图志及其流变、地图史、地志史、近代地理学之进步等四章。书前有作者的

弁言，并附石刻“华夷图”、“禹迹图”、“王志远地理图”，清内阁大库本“明绘本陕西镇战

守图略”四幅。

对于这部著作，学界评价很高：“是我国第一部地理学史的专著，并且自初版至今已将

近20 年，也还没有同类的书出版过”
8
；“君治历史沿革地理，著有《中国地理学史》，商务

印书馆铅印本，洎后研究历史地理遂成专科，君始启之。”
9
“建国前，对中国地理学史的研

究首推任职北京图书馆的王庸，… 王庸的研究一是其开拓性，都是做前人所未做的研究，

如《中国地理学史》，此前人们对中国地理学的产生与发展，认识模糊，了解不够，由于他

的著作问世，使得人们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迄今50 年，凡欲研究中国的地理学史，无

不把他的著作列为必要的参考书目。二是其实质性，这是指中国古代地理学把地图和地理著

作结合起来，所谓图籍，正是中国地理学的传统特点。他的著作尽管篇幅不是很大，由于抓

住了这一特点，便能揭示出中国地理学的实质性内容。”
10

中国地理图籍丛考 商务印书馆, 1947

王庸先生以《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为题目，共分别著录了（1）“九边总图说”30 种，

（2）“边镇合志”30种，（3）“各边镇别志”64 种，（4）“各路关卫区分记”91种；又以《明

代海防图籍录》为题目，著录了有关明代海防的图籍101 种。 这样，仅王庸先生的《中国

地理图籍丛考》一书正、附录所著录的有关南北边防图籍著作就达388 种之多。

中国地图史纲 三联书店, 1958

内容包括：中国的原始地图及其蜕变，中国古代地图及其在军政上的功用，裴秀制图及

其在中国地图史上之关系，山水都邑与州郡图经之蜕变和结集，地图的造送与十道图，方志

图与贾耽制图，十八路图与边境图，朱思本舆地图和罗洪先广舆图的影响，纬度测量和利玛

窦世界地图，第一次中国地图的测绘，近代中国地图的测绘，共 11章，前有谭其骧的弁言。

弁言中说，这“是一部已完成了初稿而未及改定的遗稿”，“也是我国直到目前为止唯一无二

的地图史。”
11

5 王庸,茅乃文：《中国地学论文索引》张序，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暨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 年。
6 王庸,茅乃文：《中国地学论文索引》钱序，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暨国立北平图书馆，1934 年。
7 谭其骧：《中国地图史纲》弁言，三联书店，1958 年。
8 同上。
9 同注 1。
10 刘盛佳编著：《地理学思想史》，1990 年。
11 谭其骧：《中国地图史纲》弁言， 三联书店，195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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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先生认为：“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中国地理学史》和《中国地图史纲》是两部最

重要的代表作。由于我国过去学者对地理学史这一科学向来不够重视，非但不会有过全面而

系统的专著，就是单篇论文也很少；因此作者动手撰述这两部书时，前人的研究成果可供他

采撷的绝无仅有，书中的材料和论点，基本上都是作者直接从原始材料中钩稽整理出来的；

换言之，两部书对于中国地理学史这一科学而言，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
12

王庸先生不仅学问深厚，著述甚丰，其为人也深为老友、同辈称道。“君为人外圆而方

内，与人浑浑然不见圭角，而赋性耿介，愤世嫉俗，持之以正，廉洁自守，敢与恶势力作斗

争。未尝面责人过，微言温穆，而使人自觉改正。…在无形中匡余不逮，受益实多，盖南方

之强者也。”
13
“王先生待人极宽厚，而律己甚严；工作很认真负责，却从不计较个人的名位

与待遇，在旧社会里他疾视反动势力一似仇雠，极不妥协，解放以后又能勇于自我改造，竭

力争取入党；他的为人，在多方面都是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他从事文教工作30 年，既是

一个好教师，造就了许多后进人才；又是一个好的图书馆工作者，办好了北京图书馆舆图部

和南京图书馆特藏部；又是一个有成就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为我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

产”。
14

使朋友们没想到的是，正当他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自己的知识才华时，却因心脏病

突发去世，令人震惊意外。谢国桢先生说“君体健于余，饮食过人，…孰意其先我而逝哉！”

王庸先生走后第二天，老友贺昌群、谭其骧为他撰写小传。不久，他的手稿被其家属捐赠北

京图书馆。

现馆藏王庸手稿有：

1中国地理图籍丛考： 甲编 141 页 毛笔手书原稿，有他人代抄 商务印书馆赠

2中国地图史纲 100 页 毛笔手书原稿 殷绥真赠

3水经注札记 282 页 毛笔手书原稿 殷绥真赠

4读史札记 110 页 毛笔手书原稿 殷绥真赠

5图书分类上错误与紊乱的原因及其改善的初步意见 1 册 复写本修改稿 殷绥真赠

6《中国历史参考图谱》题词 王庸题 1页 毛笔手书原题 高君箴赠

行文至此，方才意识到今年刚好是王庸先生过世50 周年。时光荏苒，当下馆里知道先

生的人已经很少了。在我们了解王庸先生的生平和学术成就，阅读他的著作，翻看他的手稿

时，常为先生的过早离去而感到惋惜，偶尔也会想像先生的样子。某天，竟意外见到一帧先

生的照片，比想像中的更为文弱清秀，一如他的字。他们那代学者，真的很让人敬佩。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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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学史 王庸著 商务印书馆 1947

中国地图史纲 王庸著 商务印书馆 1959

瓜蒂庵文集 谢国桢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贺昌群文集 贺昌群著 商务印书馆 2003

地理学思想史 刘盛佳编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

12 谭其骧：《中国地图史纲》弁言 ，三联书店，1958 年。
13 谢国桢：《记清华四同学》载《瓜蒂庵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
14 谭其骧：《中国地图史纲》弁言，三联书店，1958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