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學報》小史述略
——兼論陳寅恪與《嶺南學報》
兼論陳寅恪與《嶺南學報》
一、前言
1888 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在廣州創建格致書院。1903 年，書院更名為「嶺南
學校」，是為「嶺南」用作校名之始。1927 年，學校易名為嶺南大學，鐘榮光先生
出任校長。自此，嶺大發展為文理商工農醫兼顧的綜合性學府。四十年代，抗日戰
爭及國共內戰致使大批學者避難粵廣，不少人進入嶺大執教。這一歷史機遇，也鑄
就了嶺大最為輝煌的一段學史。1952 年，全國大專院校進行院系調整，教會大學無
法繼續存在，嶺大遂被分割合併至其他數所大學。其中，文理科撥歸中山大學，而
原嶺大校址康樂園也成為中山大學的新居。
表徵嶺大學術成果者，乃二十世紀上半葉世所推重的《嶺南學報》。《學報》於
1929 年 12 月創刊，1952 年 6 月隨著院系調整而終刊。二十三年間，《學報》共刊行
35 期。下文即對《學報》歷史做一個回顧。
二、嶺大創校與《學報》的早期經營（1929—1941）
）
二、嶺大創校與《學報》的早期經營（
1929 年 12 月，《學報》由文哲及宗教史家謝扶雅主持創刊。創刊號<徵文啟事>
寫明，《學報》之刊行乃「期於倡導學問，闡揚真理，賞奇析疑」1。起先數年，《
學報》刊登的論文內容廣涉文學、歷史、工學、農學、醫學等領域。自 1933 年（第
二卷第 4 期）起，始將範圍限定在文史及社會學方面。
此間最為可書之事，為饒鍔、饒宗頤父子合力著寫之《潮州藝文志》的發表。《
藝文志》先由饒鍔編寫，書未竟而饒鍔病逝，其子饒宗頤遂補訂其餘。饒宗頤先生當
年尚未及弱冠，所書已顯現深厚學識。《藝文志》共二十卷，其中十三卷分別發表於
《學報》第四卷第 4 期（1935）及第六卷第 3、4 期合刊（1937）。1937 年，嶺大「
因國難，校址遷移」，《學報》刊行工作「遂致中輟」2。直到 1947 年才正式復刊（
十年中僅 1941 年刊載一期）。而《藝文志》未發表的後七卷，竟不幸於戰火中遭兵
燹遺失。《藝文志》與《學報》的命運可說是息息相關，其已刊之文有賴《學報》得
以留傳；而遺失未刊之稿，終成潮州文化、學界史界之一大損失。
三、學者南來與《學報》的輝煌期（1947—1952）
）
三、學者南來與《學報》的輝煌期（
1948 年 8 月，校董會決定借聘時為南開大學校務長兼經濟研究所所長的陳序經
教授出任嶺大校長一職，以期重振嶺大風采（當時嶺大正面臨經費困擾及師資疲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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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陳序經是著名的「全盤西化論」的倡導者，在海內外享有盛譽。他曾入讀嶺
南中學，1928 年獲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其後兩度執教於嶺大社會學系
。此次接掌嶺大，陳序經立意將嶺大打造成全國最優秀的學府。他於上任前就做了
兩件大事：一是積極聯絡海外華僑捐資，並親自赴港籌得一筆可觀資金。3 二是至
往北平的清華大學、中央研究院、協和醫院等學術機構拜會學者教授，誠聘有意南
下者到嶺大任教（其中不少人曾與陳序經在西南聯合大學共事，如陳寅恪、王力、姜
立夫、吳宓等）。經過陳序經的不懈努力，加之內戰轉劇的歷史環境，不少學者接受
邀請加盟嶺大。至 1949 年，嶺大便已彙聚了一批國寶級教授，可謂是人文薈萃、精
英雲集。其中包括陳寅恪（史學）、容庚（文字學）、王力（語言學）、梁方仲（經
濟史學）、姜立夫（數學）、謝志光（醫學）、莊澤宣（教育學）、陶葆楷（工程學
）、吳大業（經濟學）、吳宓（文學）、陳永齡（測繪學）、吳尚時（地理學）、周
連寬（檔案學）等等。
嶺大的學術地位因此提升到了新的境界。尤其是文史專業，更佔據了舉足輕重
的地位。《學報》於 1947 年復刊後，至 1952 年共刊行 11 期。本校學者中，語言學
巨擘王力先生有<漢越語研究>、<東莞方音>、<珠江三角洲方音總論>、<台山方音>
、<海南島白沙黎語初探>4等方言研究著述。其中，刊登在《學報》第九卷第 1 期的<
漢越語研究>（1948），發表之初便產生轟動，至今仍是國際漢越語研究中的權威性
著作。再如經濟史學大師梁方仲先生，於《學報》先後發表<明代黃冊考>、<易知由
單的研究>、<明代一條鞭法年表>三文，對於明代賦役制度的研究至關重要。其廣徵
博引、嚴謹科學以及對社會經濟的關注，歷來為史學界所推崇。
除本校文史學者的研究成果外，《學報》亦接受不少校外來稿。如古文字學家羅
福頤<敦煌石室稽古錄>（第七卷第 2 期，1947）、<清內閣大庫明清舊檔之歷史及其
整理>（第九卷第 1 期，1948），經史學家朱師轍<清史述聞>（第十一卷第 1 期，1950
）等文，都極具文獻價值。特別是文字學家楊樹達先生（楊氏 1948 年曾至嶺大作短
期訪問講學），1949 至 1951 年間在《學報》上發表的七篇論文尤應予以重視。包括
<論語四章疏義>（第九卷第 2 期，1949）、<古爵名無定稱說>（第十卷第 2 期，1950
）、<積微居彝器銘文說>（同上）、<釋

>（第十一卷第 1 期，1950）、<彝銘中

所見之古人>（同上）、<彝鉻中之本字>（第十一卷第 2 期，1951）、<新識字之由來
>（同上）。其中，<論語四章疏義>一文，乃楊先生在早年著述《論語疏證》的基礎
上，重以群書校勘後，於<為政>「吾十有五」、<八佾>「夷狄之有君」、「子謂<韶>
」、<雍也>「齊一變」四處頗得新意，故撰成<疏義>一文。5但該文自發表後，數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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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來出版的《論語疏證》，皆未補錄此內容。又，楊氏一生於彝器銘文研究用力最勤
，相關成果多收錄於《積微居金文說》中，但該書卻未載《學報》刊發之<彝銘中所
見之古人>、<彝鉻中之本字>二文。就筆者所查，<疏義>、<古人>、<本字>三文似亦
未收於上海古籍出版社諸版《楊樹達文集》中，這一疏漏值得重視。
《學報》刊載之論文，以陳寅恪先生十二篇最為豐碩。嶺大中文系榮休教授馬幼
垣曾言：「陳（寅恪）先生居穗，既關係嶺南文化，復為嶺南大學校史不可或缺之一
部份。」6 下文將就陳氏與嶺大及《學報》之淵源略作表述。
四、陳寅恪與《嶺南學報》
1948 年年底，國共內戰逼近北平。12 月 15 日，陳寅恪一家與時任北京大學校長
的胡適等人，一同乘坐專機飛往南京。儘管傅斯年一再電邀陳寅恪抵臺，但陳寅恪
最終選擇前往廣州。其實早在年初，他已致信嶺大校長陳序經，表示有意赴嶺南休
養。陳序經遂聘請陳寅恪至嶺大任教。 7 相比其後十數年遭受的政治迫害，陳寅恪
在嶺大任教的四年（1949-1952）無疑是生活安定、教研順利的日子。
陳寅恪發表於《學報》的論文，七篇是《元白詩箋證稿》的補充論證，包括<白
樂天之先祖及後嗣>（第九卷第 2 期，1949）、<白樂天之思想行為與佛道之關係>、<
論元白詩之分類>、<元和詩體>、<白樂天與劉夢德之詩>（第十卷第 1 期，1949）、<
白香山琵琶引箋證>、<元微之古題樂府箋證>（第十卷第 2 期，1950）諸篇。前五篇
在陳寅恪執教嶺大前，已在 1948 年發表於《清華大學學報》（第十五卷第 1 期）。
這些文章其後再刊於《嶺南學報》，或許因為當時南北戰事的原因，學術流通受阻。
而陳氏以為年前所投稿未必能在戰事吃緊的北平出版，方復投之於《嶺南學報》。他
對元白詩的研究，在赴嶺大之前蓋已完成，南下後在嶺大數年，當主要從事唐史研
究（詳見下文）。而 1950 年發表於《學報》的兩篇「元白詩」論文，蓋亦是陳氏自
北平攜帶南下的成稿。
值得一提的是，「元白詩」是陳寅恪教學研究的一貫重點：早年在清華大學中文
系，陳氏即專授「元稹白居易」8 等課程；抗戰時期完成《元白詩箋證稿》初稿；執
教嶺大後，任中文系及歷史系教授，開設「白居易詩」課程；9 1952 年嶺大文理科劃
入中山大學後，陳氏在歷史系又開設「元白詩證史」等課；直至 1958 年 6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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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因大躍進熱潮而停課，給陳寅恪的授課生涯畫上句號。10
1950 年，嶺大中國文化研究室出版《元白詩箋證稿》，書後將此七篇發表《學報
》之論文合為《附論》，一併刊行。其書出版後，陳寅恪即將之寄予友人。此事可見
於楊樹達先生 1950 年 12 月 23 日致陳寅恪的信。信中言：「昨承賜寄大著《元白詩
箋證稿》……蓋自有詩注以來，未有美富卓絕如此書者也。前於《嶺南學報》讀大著
說唐詩諸篇，即歎其精絕，謂必深入如此而後有真正之文學史可言。」11 《元白詩
箋證稿》寫成多年，作為摯友的楊樹達卻初讀此書，足見陳寅恪「元白」諸作能夠在
學術界廣泛流通，得賴嶺大之及時付梓。何言「及時」二字？乃因陳寅恪來嶺大前十
數年以及之後在中山大學的十數年，著述頻遭劫難——抗戰時期四處輾轉，導致「廿
年來所擬著述而未成之稿，悉在安南遺失。」12 而晚年整理就緒準備出版的文稿，
亦因「文革」查抄而多難覓其蹤。由此可見，《元白詩箋證稿》作為陳氏箋詩最佳之
作，得嶺大協助出版，實為寅恪其人以及整個學術界之幸事。
陳寅恪擅長中古史研究，執教嶺大後，便在歷史系開設了「魏晉南北朝史」、「
唐史專題研究」等課13。《學報》刊載陳氏論文除前述七篇為「元白詩」範疇，其餘
五篇則探討中古史學。包括<從史實論切韻>（第九卷第 2 期，1949）、<《秦婦吟》
校箋舊稿補正>（第十卷第 2 期，1950）、<崔浩與寂謙之>（第十一卷第 1 期，1950
）、<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第十一卷第 2 期，1951）、<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
豪傑」>（第十二卷第 1 期，1952）等文。
<從史實論切韻>、<論唐高祖稱臣於突厥事>、<論隋末唐初所謂「山東豪傑」>三
文，是陳寅恪對於以往研究的進一步發揮：其中<論切韻>與早前發表的<東晉南朝之
吳語>（《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卷第 1 期，1936）遙相呼應。<吳語>指出東晉
南朝士族皆以北音（即洛陽音）為尚14；<論切韻>則詳細分東晉之韻為「南染吳越」
之北音、「夷虜雜糅」之北音以及南朝所保留的洛陽舊音三類，並由此推論陸法言所
撰《切韻》語音系統，乃依洛陽舊音而得。15<突厥事>及<山東豪傑>二文是《隋唐制
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的延續。二書於 1940 年前後著成，其考訂
之精當，見解之獨到，毋庸贅言。陳氏鑒於其書所論未備，故專擇「山東集團」及唐
與突厥關係兩處，作更為詳細的疏證。
<崔浩與寂謙之>這一涉及南北朝人物的課題，是陳寅恪來嶺大後才開始著手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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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此文以崔浩與寇謙之投契關係為切入點，對當時政治、民族、宗教、社會的
發展變化做了深入的剖析。16 至於<《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一文則並非新作， 陳
氏來嶺大前便已發表多次，續有補正：其寫作緣起是因為清華中文系同事俞平伯於
1928 年比較《秦婦吟》各本異同，相贈寅恪，寅恪遂作<讀《秦婦吟》>一文（《清
華大學學報》第十一卷第 4 期，1936）。此文後又有 1940 年昆明印線裝本，改題為<
《秦婦吟》校箋>；1950 年《嶺南學報》本，改題為<《秦婦吟》校箋舊稿補正>；1980
年收錄於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寒柳堂集》，又改之為<韋莊《秦婦吟》校箋>。17
算上投往嶺大的《南國》等其他刊物的論文，陳寅恪於嶺大任教期間，總共發表
了二十餘篇論文。然陳寅恪於嶺南四年的研究成果絕不止於此，其更為史界推崇的<
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論韓愈>、<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等文，即因 1952 年嶺
大的瓦解以及《學報》的終刊，不得不轉投他處。18 此事雖無關學術界之得失，而
於嶺大、《學報》而言，實乃一大遺憾。斯人已逝，但陳寅恪與《學報》之「因緣」
卻不應就此結束——相信《學報》復刊之日，必會秉承先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
想」的治學理念。
五、《學報》的復刊及展望
1967 年 9 月，嶺南校友在香港籌辦嶺南書院，開始嶺大復校的第一步。1991 年
，嶺南升格為香港頒授學位的大專院校之一，並於 1999 年正名為「嶺南大學」。同
年，在中文系在馬幼垣教授的帶領下，展開了《嶺南學報》復刊的嘗試。惜此次只維
持三期，便因馬教授退休離港等原因於 2006 年停止了。《學報》在港復刊面臨的挑
戰和困難不言而喻，然「編輯新卷所獲之經驗實非可得自他務者」19。此次嘗試，為
以後復刊的努力提供了珍貴的借鑑經驗。
《學報》本次復刊事宜，由嶺南大學講座教授蔡宗齊主持籌策。《學報》將延續
以古典文史哲為研究領域的一貫傳統，並且擴展涵蓋面，刊登探討傳統學術和文化對
現當代中國社會影響的文章。《學報》秉承「倡導學問，闡揚真理，賞奇析疑」的精
神，同時又力圖促進中西學術深度交流，開天下學問一家的風氣。爲此，《學報》將
與北京大學國際漢學研修基地袁行霈教授與伊利諾伊大學厄巴納—香檳校區蔡宗齊
教授共同創辦，由杜克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期刊《中國文學與文化》（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簡稱 JCLC）結爲姊妹雜誌。《嶺南學報》刊載的論文

16

陳美延編：《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
（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20-158。
陳美延編：《陳寅恪集·寒柳堂集》
（北京：三聯書店，2001 年），頁 122-156。
18
<唐代之李武韋楊婚姻集團>發表於《歷史研究》第一期（1954 年）、<論韓愈>發表於《歷史研究》第二期
（1954 年）、<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發表於《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第一期（1956 年）。此三篇後皆收錄
於《金明館叢稿初編》。
19
馬幼垣：<編者言>，《嶺南學報》新第 3 期，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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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有來自漢語世界具有較高學術含金量的投稿，還有 JCLC 所接受英文論文的中文
版。同時，《嶺南學報》還將為 JCLC 推薦優秀中文論文，翻譯或改寫后用英文出版。
兩個姊妹雜誌將嚴格遵循匿名審稿的原則，以確保論文的質量，並爭取做到接近同步
刊登論文中英文版本。
《嶺南學報》自最初創刊至今已近一個世紀，相信嶺大同仁之戮力同心，爭取海
内外專家學者的大力支持，必能無愧前賢，宏揚嶺大重文史研究之傳統，彰顯嶺大百
年學術精神，使《學報》成為中外學者交流切磋的學術平台，躋身學界一流學術刊物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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