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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陈祖怡之新图书馆观实践探微

□蒋秀丽∗

　　摘要　冯陈祖怡是近代中国最早赴海外研修图书馆学的女留学生.她归国后致力于图书馆

事业,执掌过多种类型图书馆,积极参与各种图书馆协会的创建与活动,是近代新图书馆运动的

开拓者和积极推动者之一.此文梳理了她在拓展图书馆教育职能、重视图书馆人才培养、创新中

文编目方法、促进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卓越贡献,以期为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图书馆的职业化和

专业化发展路径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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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活跃在中国图书馆舞

台上的女性图书馆员寥若晨星,接受过图书馆学教

育的中国女性图书馆员更是凤毛麟角,“国内从事图

书馆的人,虽是很多,但女子还不满十余人”[１],冯陈

祖怡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
冯陈祖怡,福建人,原名陈祖怡,号振铎,冯为其

婚后夫姓,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研修

图书馆学,与沈祖荣、刘国钧、戴志骞等同属“中国近

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第一代拓荒者”[２],“我国女

界中之第一人”[３],回国后执掌过多家图书馆,１９１９
年９月至１９２０年,首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１９２０
年１２月至１９２８年９月,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１９２３
年更名为北京师范大学,以下简称北京高师)图书馆

馆长,期间,积极参与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

组、北京图书馆协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等的创建与活

动;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至１９３７年,历任中法大学图书馆

副主任、主任,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兼任中国国际图

书馆上海分馆馆长,举办了世界图书馆展览会,１９３５
年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Ｇ
ation of Library Associations and Institutions,

IFLA)大会,积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推动中国图书

馆事业走向国际化,其成就颇受学术界重视.
然而,有关其本人的研究却很匮乏.用关键词

“冯陈祖怡”在中国知网(CNKI)进行检索,仅检出３
篇相关论文.其中,陈碧香在«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

先驱冯陈祖怡研究»一文中对冯陈祖怡的生平和简

历进行了介绍[４];姬秀丽在«对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

先驱冯陈祖怡的再研究———与陈碧香女士的商榷及

补正»一文中对其生平和职业经历进行了补正[５];刘
劲松和符夏莹在«冯陈祖怡的图书馆思想与实践论

略»一文中对其社会本位图书馆服务思想与实践进

行了宏观上的概述和总结[６],虽是面面俱到,但重点

之处诸如民众图书馆观、图书馆协作观、如何培养专

业人才,及其对北京高师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实践

等尚有待深挖.本文聚焦于冯陈祖怡拓展图书馆教

育职能、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创新图书馆建设与管

理、促进图书馆文化交流等几个重点领域,通过对史

料的深度挖掘与细致梳理,力图从微观层面回答冯

陈祖怡是如何将其对于新图书馆运动的独到见解落

实到具体的图书馆管理与服务中的.

１　按类设馆发展教育

冯陈祖怡对图书馆的社会教育作用有独到见

解,认为“人为理性之生活,除去衣食住,还应求知能

之发展;发展知能之唯一利器,厥为教育,图书馆在

教育上之地位,久为各国教育家所公认;以其能辅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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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育之所不及也.我国正式教育方在萌芽,图
书馆教育亦急宜发展”[７];民众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经

济发展状况不同,接受教育的条件也不同,自然造成

其在认知上的不平等,惟图书方可增进文化,弥补不

足与缺憾;主张设置不同类型图书馆,以满足不同群

体需求[７].具体包括:
(１)为粗通文字的劳动群体设置通俗图

书馆.体力劳动者多因失学而缺乏常识,为

求温饱,常是“耳不闻有道之言,目不见可法

之事,懦者留为下愚,强者颇为盗贼”.若由

图书馆平日对其进行熏陶与诱导,则社会秩

序进化于无形,若再以通俗浅说启发其智慧,
通俗演讲涵养其德行,“随嗜而读可以自娱,
不尤愈于怨穷则咨嗟叹息也”[８],若专门研

习,学以致用,更可振奋其精神,提升其地位,
维持其人道与自尊.

(２)为儿童专设儿童图书馆.因家庭经

济困难失学的儿童,其知识教育只能依靠图

书馆,即便是生活富裕有条件上学的儿童,其

家庭也未必都能为其准备完善的自修设备.
儿童图书馆可将多数儿童聚集一起进行引导

与智力开发,借助迎合儿童心理、有益心身健

康的图画、幻灯等,培养其兴趣,开发其自动

力,教育功效会更好.
(３)为学生设置学校图书馆.课堂只能

为学生提供指导,而“阐发精理”则全靠学生

自主学习.欧美各国学校自高中以后,就减

少正课而增加课外阅读量.我国厉行新教学

方法,也提倡自主学习.图书馆是提供自学

的唯一利器,规模较大学校皆宜尽早设立.
(４)为毕业生设普通图书馆,以延续学校

教育之效.学生毕业后,除少数从事服务学

校事业者之外,其他职业者很少再有学习与

修身养性之机会与场所,若无正当娱乐活动,
难免会流弊层生,其在校时的有限之学理难

敌社会上的无限之习俗,“欲自保持永久且不

可得,更无论改良社会矣”.
(５)为女子开设图书馆.自１９０３年清政

府颁布«癸卯学制»开始,女子教育虽已施行

十年有余,但收效甚微,能接受教育的女子依

然是寥寥无几.多数受过教育的女子,虽然

其在校时有强烈的研究学术之精神与意愿,

但为人妻母后不久便失去了在社会上立足的

资本,原因在于社会教育缺乏,难抵习俗,原

有知识退化,教育效能尽失.而未曾进过校

门者更是终身不闻教育,“浑浑以生悠悠以

残”.此乃女子之不幸,国家社会之不幸.
(６)为学者设专门图书馆.学术研究之

专业用书种类繁多、价格昂贵,仅凭学者个人

能力无法悉数购置.专门图书馆可集中财力

购置专业用书,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源,且可聚

同类之学者而研究同类之学问,获事半功倍

之效.
(７)为乡村开设乡村图书馆,配备常识性

的知识和浅显易懂的图书,培养民众农事演

讲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８)为交通不便或者无法亲赴图书馆者,

设流动图书馆,由图书馆“为之运送,尽能力

之所及,以推广其效力”.
总之,冯陈祖怡为不同群体设置不同的图书馆、

开发不同群体知能、实现不同的社会教育功能之图

书馆分类思想,丰富了图书馆的类型,拓宽了图书馆

社会教育的范畴,也提高了图书馆社会教育的价值

与功效.

２　内外兼修培养人才

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不长,许多问题尚未解决,
如古籍分类编目无统一标准,各馆各行其是,统一管

理难,读者利用也不便.２０世纪初,我国曾经掀起

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公共图书馆建设浪潮,但效果甚

微,原因之一在于图书馆学专业人才缺乏.中华民

国成立后,新图书馆事业迅猛发展,各种类型图书馆

数量激增,但人才缺乏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影响图书

馆的发展.图书馆不是藏书楼,图书馆员也不只是

管书,还应指导读者利用.而当时的现状是“图书馆

对于读者未能充分指导,非不愿发挥效用,病在图书

馆教育之师资不可多得,人才缺乏也”[８].
冯陈祖怡认为,图书馆员应以曾受过专门训练、

熟悉教育者来担当,要重视人才培养,并撰文详述人

才培养方法:“男女师范之最终学年,应设图书馆普

通科,专此养成师资,以为指导中小学生利用图书馆

之预备.高等师范及大学附设专修科,专修科毕业

资格介于普通科与专门之间,专为造成助理人才.
设专门学校(及单科大学),专门毕业经实习后,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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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长.其应习之学科,按美国图书馆学校所规定

者”[７],包括建筑法、组织法、监视法等图书馆管理与

行政,选书法、目录学、分类法、购书法、图书解析法、
书架排列法等技术与实务操作;成立讲习会,专门吸

收现时任职图书馆员以便制定和促进图书馆界统一

的工作规范和业务流程;组织图书馆协会,以增进相

互沟通和信息共享、图谋图书馆界共同进步;派遣留

学生借鉴和汲取先进国家之成法,为开展学术研究

提供资源,她呼吁:“夫国家之施教,固希望有特才之

产出,而尤应注意多数知识之平等:此图书馆教育之

所以急宜发展也,愿教育家共起而提倡之”[７].

１９２３年,冯陈祖怡与陆秀联名“呈请中华教育

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图书馆学额培植师

资案”,提出“急行筹备设立图书馆专门学校,以广育

人才,普及全国图书馆事业”“取先进国以为鉴镜”
“遣派留学外国”“每年派送留学名额内,加派图书馆

科”“人才归国后,或任教师,或办图书馆,应实行负

责”[９],是国内公开倡导派遣图书馆学留学生的第一

人.虽然该提案只被收纳并未实行,但为我国图书

馆学专业人才培养埋下了希望的种子.１９４６年,教
育部在选拔留学人员时录取了３名图书馆学专业

学生[１０].

１９２７年１２月,«图书馆条例»公布,其中对馆长

的任职资格和条件有明确规定:“馆长应具左列资格

之一:一、国内外图书馆专科毕业者,二、在图书馆服

务三年以上而有成绩者,三、对于图书馆事务有相当

学识及经验者”[１１],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员已经开始

从职业化向专业化迈步,也恰恰呼应了冯陈祖怡上

述提出的设专门学校(及单科大学),专门毕业经实

习后得为馆长的人才培养计划与方法.１９３９年,教
育部第一七〇五五号训令颁布了«修正图书馆规

程»,明确规定了省市立及县市立图书馆馆长、各部

主任及干事的任职资格[１２],正式确立了我国图书馆

员专业化和分类要求原则,冯陈祖怡之人才培养思

想基本得以实现.

３　困境中发展创新

学校图书馆能否发展,除学校确立正确的领属

关系外,还在于有没有聘用一位精通业务的馆长.
北京高师图书馆能够在困境中艰苦跋涉,不能不提

为该馆建设呕心沥血的女馆长冯陈祖怡,履职８年,
为图书馆立下了“汗马功劳”[１３].

１９１９年９月,冯陈祖怡首任南开大学图书馆主

任,草创之初图书馆经费短缺,“书籍缺乏”[１４],在任

数月,举步维艰,不得已于１９２０年春辞职,先任北京

高师教授,后兼图书馆馆长[１５],履职后首先严抓日

常管理和业务规范,“除修订原有规则誊录登记总簿

外,拟将现行分类法改为最通行之杜威分类法,将现

行固定式 FixedLocation之书架排列法,改为连属

式 RelativeLocation之排列法”[１６],主持编制了多

种中英文事务表册,包括购书手续用片、登录手续用

片、出纳用片、目录检查用片等,同时,参与新馆筹

建,馆务工作呈现出“向上之精神,力求进步”[１６]的

局面.

３．１　筹建新馆

北京高师图书馆“始就本校居中楼房”[１７],“楼
上装书,下设阅览室”[１８],面积小,馆藏少,无法满足

学生需求.校长邓芝園对图书馆之于学生及教育前

途之重要性认识深刻,图谋扩大图书馆,而由普通楼

房改造而成的旧馆,根本无法扩充,便决计筹建独立

新馆,并“于每月行政费项下竭力撙节得三万余元,
以规定新图书馆之计划”[１６].

有了经费之后,邓芝園便请清华学校图书馆主

任戴志骞主持规划,聘用德、美、丹麦三国的四位建

筑学专 家、电 器 设 计 师 进 行 独 立 馆 舍 的 图 纸 设

计[１９],从动工兴建到新馆落成仅用１年,冯陈祖怡

全程配合.
新馆规模与设计超前,“纵７２尺、横７５尺,楼高

两级,书库四层”[１６].下层为目录室、杂志室、公共

阅览室;上层为各部研究室与演讲室,能馆藏十万卷

书、容纳五百人[１６],之后多年图书馆一直是该校的

标志性建筑,为师生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图书馆改

进服务提供了必要条件.有学生回忆说:“后来学校

又建筑了一座新图书馆,是座方楼,规模比旧馆大,
装书也比以 前 逐 渐 加 多.新 馆 长 是 冯 陈 祖 怡 女

士”[１８](１３７).

３．２　加强馆藏建设

１９２０年１２月,冯陈祖怡入职馆长时馆藏为:中
文旧书６５５部９５９册、中文新书２２０５部３４２４册、英
文书籍３３２６册、日文书籍２３３６部２８６３册、德文书

籍１０１册、法文书籍２２２１册[１６].

１９２２年,图书馆被划归总务处,由总务长直接

领导,意味着学校将图书馆排除出了教学序列,完全

忽略了其教育职能而降低为藏书库[１９](７３－７４),无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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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从学校办公经费中划拨的经费额度不定,图书

经费严重不足,馆藏建设捉襟见肘.
困境中冯陈祖怡艰苦跋涉,创造条件购买图书,

丰富馆藏,新增中文旧籍１９３部、中文新籍２２２部

２５８册、英文书籍１０５９册、日文书籍２４部５４册[１６].
到１９２２年底,馆藏图书中文３３７５部４８８２册、日文

２３６０部２９１７册、英文４３９５册、德文１０１册、法文

２２册[１３](３０).

３．３　创新中文编目法

近代以来,伴随西学东渐之风,外文图书大量涌

来,传统上的“四分法”已不能完全适应编目需要.

１９１８年,沈祖荣提出“仿杜威法”主张,引起目录编

制大讨论,杜定友、查修、王云五等业界专家“皆受杜

威之影响,而宗旨各殊,类目迥异,撷其特色”[２０].
沈祖荣与胡庆生合编«仿杜威书目十类法»为仿

杜之最早者,虽然注意到了杜威之重宗教、语言且赋

予中国书之号码过少且小的缺陷与不足,只用其“十
进”之意而完全不守其部类名次,但依然陷入“十进”
固定模式中,不能真正按文献和学术实际为基础.
查修的分类法保留了杜威法中大部分类目,虽稍微

有所变通,开辟了新类目,能多收一些中国文献,但
总体仍未以中国文献为着眼点,存在古今中外文献

分类之别.王云五为不改动杜威成法而在分类号之

前增加特殊符号及号码以容纳中国之书者,虽然能

多收录一些中国文献,但中外图书并列、大小不致颠

倒,打破了分类法的系统性,也不便读者查阅[２１].
冯陈祖怡认为图书编目实际上有两大区别:一

是按性质分;一是按文字分.依新式目录法,按性质

区分,如分类目录、分析目录;按文字分,如书名目

录、人名目录,中文编目之困难在于,两项兼而有之,
“按性质区分,或取法四库目录,或仿杜威氏法,虽取

法不一,尚可应用.致划一分类方法.虽为吾人所

切望,然比较复杂而深奥西书文字目录之编制,
向用字母 Alphabitic排列,中文格于文字之异,不能

仿用”[２２].
她调研分析当时使用的中文编目排列方法,总

结主要有以下五种:按«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按笔画

优先排列、按笔画多少排列、按汉字附加罗马拼音从

罗马字母排列、按汉字附加注音字母拼音从注音字

母排列,虽然不敢臆断何者最为适用,但概括起来不

外乎两大标准:前三者主“形”;后二者主“音”.“近
人因赏西文字母排列式之便利,遂有译音之尝试,即

汉字附加罗马字,及附加注音字母”[２２],虽然用心良

苦,只可惜太费周折,编之者也多烦劳,用之者又不

易习惯.因此,她认为前三者较为稳妥,然亦各有

所长:
(１)«康熙字典»部首排列法,以固有之法

治固有之学,最为合理.«康熙字典»为我国

治学者通用,无论精通儒学者还是初学者,均

能适用,虽有冷僻汉字,所属部首也不易记

忆,然而经过训练,再列表说明,必能使用者

得心应手;(２)以笔画先后排列法比较新颖,
学起来亦不难,只是除了检用图书馆目录外,
无其他相当之融会;(３)按笔画多少排列法,
最通俗,凡识字者都能用,但方法太简单,若

遇同笔画字太多,需借助细目来辅助;而细目

标准仍采用部首法.以上三种除了(２)为新

法之外,其余两种方法实质相同,区别在于一

个在纲,一个在目:若以部首分类,则部首为

总纲,笔画数为细目;若以笔画数多少分类,
则笔画数为总纲,部首为细目.[２２]

结合部首和笔画排列法进行中文编目,是冯陈

祖怡的创新,«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制体系大概受此

启发.

４　立足国内走向世界

４．１　推动国内馆际合作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客观上要求图书馆间联

合与协作.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界的联合体,冯陈

祖怡积极参与创建多个协会与活动,推动图书馆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
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是我国图书馆

界人士第一次全国范围大联合,１９２２年成立,第二

年８月在清华大学举办第二届年会.冯陈祖怡携同

事３０人前往,会上与洪有丰、韦棣华等提出“呈请中

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全国各公立图书馆将所藏善本及

一切书籍严加整理布置酌量开放免除收费案”[２３],
针对各图书馆重保存、轻流通、“大率秘而不宣,致学

者无研究之机会.国学何由而昌,我中华固有文化

因之而衰”[２３]之状况,提出包括善本书籍开放、开卷

陈列、阅览免费等办法,对昌盛国学意义重大,体现

了现代图书馆开放管理理念.具体包括:
(１)在六个月内,由本社将此案函请各省

省长转知该属图书馆委员会,或其他管理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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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图书馆团体机关,从速整理图书馆事业;
(２)善本书籍宜存列玻璃架内,如遇人来馆申

请阅览,当酌许之;(３)宜由馆中雇员影印,或

任人抄写,以广流传;(４)如遇人来馆申请借

阅时,倘得相当介绍,当酌许之;(５)仿博物院

陈列法,选择数部,开卷陈列;非但供人浏览研

求,是亦引人入胜之一法.并于每周或每月轮

换一次;(６)易收费限制,为保证限制.各公立

图书馆应备有阅览券.凡受有保证者,径可领

取,凭券入览.[２３]

北京图书馆协会是我国最早创办的图书馆界学

术组织.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８日,北京地区２０余名专家

和图书馆馆员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图书馆协会,
选举袁同礼为会长、李大钊为中文书记,“并提出开

展各馆互借图书,互换出版物等业务活动.但由于

教育部未批准,加以经费困难,不久即停顿”[２４].

１９２４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敦请戴志骞发起并组织成

立北京图书馆协会.同年３月１６日,冯陈祖怡、戴
志骞等人召开筹备会,议决于３月３０日召开成立大

会,并拟定协会宗旨为“图谋北京各界图书馆间之协

助互益”[２５].在３０日成立大会上,戴志骞、冯陈祖

怡当选正副会长[２６].会后,冯陈祖怡认真履职,积
极推进各项工作.在５月１８日常会上,她发表了题

为«中文目录编制问题»的演讲,并出版了一期«北平

图书馆协会会刊»以促进学术交流.１９２９年,北京

图书馆协会改组为北平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１年６月

１４日召开常会,重新分配执委日常会务,“将会务分

为六项,各 推 一 人 负 责  交 际 冯 陈 祖 怡”[２７].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４日召开第三次常会,刚从欧洲归来

的冯陈祖怡跟与会代表分享了其“欧游对于图书馆

之印象与感想”[２８].
中华图书馆协会是全国独立性的图书馆界学术

事业机构,在中国近代图书馆界专业协会组织中最

具影响力.冯陈祖怡全程参与了中华图书馆协会的

创建与运作.１９２０年,北京高师图书馆首次举办图

书馆学讲习会,首次提出全国图书馆组织问题.在

闭幕式上,沈祖荣、戴志骞、冯陈祖怡等均提出“筹建

设立图书馆协会以谋本国图书馆教育的发达为重

要”[２９]这一议题并展开讨论.冯陈祖怡希望成立图

书馆协会、多设立图书馆、重视研究妇孺图书馆问题

等.会议将图书馆教育列为重要议题,并在此基础

上酝酿了全国图书馆协会组建相关问题.１９２５年４

月２５日,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襄助下,中华图书馆

协会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６月２日在北京举行成

立仪式大会,会上鸿儒云集,专家荟萃,梁启超、韦棣

华、教育总长等均到会并发表演说[３０],冯陈祖怡当

选执行委员、«图书馆学季刊»编辑部成员.１９２９年

中华图书馆协会举办第一届年会,冯陈祖怡当选执

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代表会员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组

织的欢迎会上致谢,建议“借党部之力命下属附设图

书馆或阅览室,并恳请党方倡导中央图书馆统一分

类编目、确定学科分类标准”等[３１].在１９３３年８月

第二届年会上,她“介绍一种排架编目法、审定美国

原版«杜威十进分类法»”,并提出“为推广民众教育

拟请本会组织民众教育委员会案”[３２],为中国图书

馆事业谋发展.

１９３０年,冯陈祖怡协助宋景祁编辑«中国图书

馆界名人录»,书中介绍了图书馆界４２３位名人的概

况.１９３４年,她调研了上海８０余所图书馆的概况,
编撰了«上海图书馆概览».这两本书,不仅为当时

的馆际合作提供了依据,也为现代学者研究中国近

代图书馆史提供了非常好的工具.为使国内各图书

馆“一凡他馆所已进行者则不再从事,凡他馆所具备

者则量力补充,俾收分工合作之效而期有当于文化

上之贡献”[３３],她先后撰写了«北京高师图书馆沿革

纪略及新图书馆»«中法大学图书馆概况»«中国国际

图书馆总分馆组织及工作»等文章,为图书馆间沟通

与合作提供方便.

４．２　促进中西文化交流

冯陈祖怡积极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尤其在上海

中国国际图书馆任职期间,贡献卓越.
“中国国际图书馆创办人为蔡元培、蒋中正

初筹备于民国二十一年,其欧洲之部在日内瓦,为总

馆,成立于民国二十二年,馆长胡天石;中国之部在

上海,为分馆,成立于民国二十三年,其组织方式与

总馆一致,首任馆长冯陈祖怡”[３４].中国国际图书

馆宗旨是“传达中国数千年之文化于世界,以期各国

多数人士对于中国有真确之认识,同时介绍西方学

者关于中国国际学术之研究,期待沟通中西文化较

大之效率”[３４].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上海中国国际图

书馆成立之日,冯陈祖怡汇报了该馆筹备经过,并举

办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上海世界图书馆展览会规模空前,前来参展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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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德、法等１６国５０余家图书馆[３５],展品丰富,琳
琅满目,蔚为壮观,吸引多家媒体前来报道宣传.近

代中国最负盛名的«申报»评价其为“洵属我国图书馆

之创举,颇足以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３６].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１－７日,应华北各界要求,在北

京举办了世界各国图书馆展览会,展品全部来自上

海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为保证展品安全抵京,冯陈

祖怡随同展品一起北上,亲临现场指导展览会事宜.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展品陈列状况及筹办人员合影见

图１.“展览会颇得各方好评,不仅有益于中国图书

馆运动,并为沟通国际文化之先声”[３４].

图１　１９３４年“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举办

(图为筹办展览会人员及冯陈祖怡女士[３７])

１９３４年底,冯陈祖怡前往瑞士为中国国际图书

馆添购图书、扩大组织,又扛起了沟通中外文化交流

的重任.１９３５年,在第八届IFLA年会上,她代表中

国国际图书馆向大会介绍该馆概况,把中国图书馆

事业向国际社会做了一次成功展示[３８],在传承中国

文化、促进中西文化沟通合作交流方面,图书馆也被

赋予了全新的使命.

５　结语

冯陈祖怡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

女性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实践家,是最早到海外研修

图书馆学的中国女留学生,归国后致力于图书馆事

业,在拓展图书馆教育职能、培养专业人才、创新中

文编目方法、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卓越

的贡献.她的图书馆分类思想和教育观,拓宽了图

书馆社会教育的范畴,在内忧外患、国弱民贫的时

代,为中国民众寻求到了精神乐土.她对阅读的精

神追求和“随嗜而读”观,提高了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她首次公开倡导派遣图书馆学留学生,有力推动了

我国图书馆员职业专业化的发展进程.她所推行的

一系列图书馆管理方法与举措,为中国图书馆的建

设和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范本.她在中国空前软弱、
中西方之间无法构成对等关系之时,放眼世界,不遗

余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将我国图书馆事业推向新

纪元,引领我国图书馆事业向现代化图书馆转型.
因此,冯陈祖怡在中国图书馆界的作用和地位

在中华民国时期便已得到公认.在宋景祁等编的

«中国图书馆名人录»、樊荫南编纂的«当代中国名人

录»中,她与中国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沈祖荣等人同

时在册,足见其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影响之巨大、
作用之重要.

参考文献
１　杜定友．图书馆与女子职业[J]．妇女杂志,１９２８,１４(４):５－８．
２　韦庆媛．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J]．大学图

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３６(３):１０２－１１８．
３　宋景祁．中国图书馆名人录[M]．上海:上海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０:１１１．
４　陈碧香．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先驱冯陈祖怡研究[J]．图书馆理论

与实践,２０１４(２):１０１－１０４．
５　姬秀丽．对中国现代女性图书馆先驱冯陈祖怡的再研究———与陈

碧香女士的商榷及补正[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８(６):１０９
－１１２．

６　刘劲松,符夏莹．冯陈祖怡的图书馆思想与实践论略[J]．国家图书

馆学刊,２０１７,２６(５):１０６－１１３．
７　冯陈祖怡．图书馆教育急宜发展之理由及其计划[J]．教育丛刊,

１９２３(６):４－９．
８　冯陈祖怡．图书馆之责任与人生[J]．上海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９(９):２．
９　冯陈祖怡,陆秀．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各省教育厅增设留学

图书馆学额培植师资案[J]．新教育,１９２３(２－３):３１６－３１７．
１０　教育部留学考试录取图书馆学三名[J]．中华图书馆学协会会

报,１９４６(４－６):９．
１１　中央教育法令:甲、条例:图书馆条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公

布)[J]．大学院公报,１９２８(１):３２－３５．
１２　修正图书馆规程[J]．浙江省政府公报,１９３９(３１７９):７－８．
１３　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百年馆庆纪念册

[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５．
１４　天津市图书馆志编修委员会．天津市图书馆志[M]．天津:天津人

民出版社,１９９６:３５２．
１５　樊荫南．当代中国中 名 人 录 [M]．上 海:良 友 图 书 印 刷 公 司,

１９３１:３２７．
１６　冯陈祖怡．北京高师图书馆沿革纪略及新图书馆[J]．教育丛刊,

１９２３,３(６):３－４．
１７　陈宝泉．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报告:１９１８[M]//朱有瓛,高时良．中

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下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５８７．

１８　李希章．北高生活片段[M]//«学府丛刊»编辑组．学府丛刊:第一

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５:１３７．
１９　董乃强．中国高等师范图书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５０－７４．
２０　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１５

－１１７．
２１　倪梁鸣．论２０世纪中国目录学成就[D]．合肥:安徽大学,２００７:

５６－５８．

０２１

冯陈祖怡之新图书馆观实践探微/蒋秀丽

MicroscopicStudyonthePracticeofT．Y．FengＧChensNewLibraryView/JiangXiuli



2022

年
第3

期

２２　冯陈祖怡．中文目录编制问题[J]．北京图书馆协会会刊,１９２４
(１):５４－５７．

２３　洪有丰,冯陈祖怡,韦棣华．呈请中华教育改进社转请全国各公

立图书馆将所藏善本及一切书籍严加整理布置酌量开放免除收

费案[J]．新教育,１９２３(２－３):３０８－３０９．
２４　张树华．北京近代图书馆的产生、发展和现状(四)[J]．大学图书

馆学报,１９９０(４):５３－６２．
２５　筹备北京图书馆协会开会纪[N]．新闻报,１９２４－０３－２１(１９)．
２６　各省教育界杂讯[N]．申报,１９２４－０４－０６(１０)．
２７　本刊讯．北平图书馆协会常会[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１,６

(６):１７．
２８　国内消息．北平图书馆协会三次常会[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１９３６,１２(３):１８－１９．
２９　曹配言．北高图书馆讲习会闭幕式志盛[N]．晨报,１９２０－０８－２１(７)．
３０　中华图书馆协会之进行[N]．申报,１９２５－０５－２９(１１)．
３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闭幕[N]．申报,１９２９－０２－０３(１９)．
３２　冯陈祖怡,张桂田,何日章,等．为推广民众教育拟请本会组织民

众教育委员会案[C]．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１９３３:３７－３８．
３３　冯陈祖怡．上海图书馆概览[M]．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４:１．
３４　冯陈祖怡．中国国际图书馆组织系统及经过:沪分馆馆长冯陈祖

怡谈话[J]．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１９３４(４－６):２３．
３５　世界图书馆在沪展览[J]．青岛教育,１９３４,２(５):８－１０．
３６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今日开幕公开展览[N]．申报,１９３４－１０－１０

(２０)．
３７　髙九洲．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举办之世界图书馆展览会[J]．北

晨画刊,１９３４,２(１３):１．
３８　邱东江等．国际图联(IFLA)与中国图书馆事业(下)[M]．北京:

华艺出版社,２００２:４－５．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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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Y．FengＧChenistheearliestfemalestudentofmodernlibraryscienceabroadinthemodＧ
ernChina．AfterreturningtoChina,shedevotedherselftolibrarianship,tookchargeofvarioustypesofliＧ
braries,participatedactivelyintheestablishmentandactivitiesofvariouslibraryassociations,andwasone
ofthepioneersandactivepromotersofthemodernNewLibraryMovement．Thispapersummarizesher
outstandingcontributionsinexpandinglibraryeducationfunction,attachingimportancetolibrarytalent
training,innovatingChinesecataloguingmethodandpromotingculturalexchangesbetweenChinaandthe
West,soastoprovideusefulreferenceforfurtherunderstandingtheprofessionalizationandprofessional
developmentpathofmodernChineselibraries．

Keywords:T．Y．FengＧChen;Library Management;Library Association;Eastand WestCulture
Communication;NewLibraryMovement



«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由中华书局出版

２０２２年４月２３日———世界图书与版权日(俗称世界读书日),中华

书局出版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锦贵教授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
(精装,上下卷).该书的前身是«中国纪传体文献研究»(北京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６年).自该书出版至今２６年来,王锦贵教授继续对这一主题不

懈研究,即使２００９年荣休后,仍投入极大精力研读、思考和撰写,一部

６０万字的«中国纪传体文献通论»终于告竣.这是王锦贵教授历经数十

年不懈努力,倾毕生精力完成的代表作.
«通论»是当今国内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我国“二十六史”和中国纪传体文献的学术专著,集大成、富新

意.该书以“二十六史”为经,以共性问题为纬,从“纪传源流”到“纪传经典”,逐一论述、论证、剖析和总结,揭
示中国纪传体文献的来龙去脉、重要成就、重要意义、重要影响、重要知识点、重要问题等等,以求通过研究五

千年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进一步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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