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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先生发起成立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经过及其影响

□董隽∗　唐红安

　　摘要　刘国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教育和实践三大领域都

作出过巨大贡献.刘国钧先生在创建国立西北图书馆期间,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以促进

馆际交流与合作,推动西北图书馆事业发展.兰州市图书馆协会１９４３年９月列入«筹备国立西

北图书馆计划书»,１９４５年４月８日正式成立,１９４５年７月２１日,西北图书馆奉令停办,刚刚成

立不久的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也随之停止工作.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尽管存在时间不长,但对甘肃

以及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梳理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发起成立的整个过程,
可以看出,刘国钧先生既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图书馆理论家,又是一位具有卓越组织与协调能

力、能够因地制宜把理想变为现实的图书馆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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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钧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在图书

馆学理论研究、教育和实践三大领域都作出过巨大

贡献.１９４３年７月,刘国钧先生来到兰州开始筹建

国立西北图书馆,１９５１年７月离开兰州,整整８年

的时间,先生为创建国立西北图书馆,推进西北图书

馆事业的发展,倾注了满腔的心血,创造了历史性的

业绩.
笔者曾在２００８年发表«刘国钧任职国立西北图

书馆时的业绩»一文,概述了先生的五项主要业绩,
其中就涉及“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促进馆际交流

与合作”[１].在此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之

际,笔者结合自身近３０年图书馆学会工作经历,以
“刘国钧先生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经过及

其影响”为题撰文,缅怀先生的风范和功绩.

１　刘国钧先生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背景

１．１　图书馆协会是图书馆职业专业化的标志之一

１８７６年,世界上第一个图书馆专业协会———美

国 图 书 馆 协 会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ALA)成立.在成立大会上,著名图书馆学家麦维

尔杜威(DeweyM)宣布:“图书馆工作成为专业化

职业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今天的图书馆员可以实实

在在地把自己的工作称作职业”[２].一年之后,英国

图书馆协会成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世界各国纷

纷成立自己的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５年,“中华图书馆

协会”成 立.１９２７ 年,世 界 性 的 图 书 馆 行 业 协

会———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FederＧ
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成
立,中国是１５个发起国之一.从那时起,图书馆协

会成为现代图书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２　早年留学经历

在美国留学时,刘国钧先生从理论到实践多个

角度考察研究过美国的图书馆制度.刘国钧先生自

１９２２年秋季学期至１９２５年春季学期就读于美国威

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并辅修图书馆学课程.１９２３
年,他在«新教育»中发表了«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
一文,多次提到美国图书馆联合会(即美国图书馆协

会)[３].１９２４年春天,先生考察了威斯康星州的水

镇(Watertown)、密 尔 沃 基 (Wilwaukee)、拉 辛

(Racine)、基诺莎(Kenosha)等地图书馆[４].在美留

７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通讯作者:董隽,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９７７５Ｇ８５９２,邮箱:dj８２６＠１２６．com.



2
0

1
9

年
第6

期

学期间,先生对于美国图书馆协会从多个角度有了

深入了解.

１．３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影响

１９２５年４月２５日,中华图书馆协会在上海成

立.１９２５年春,刘国钧先生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回

国,之后就积极参与到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各项事务

之中,先后担任出席美国图书馆协会年会的使者[５]、

执行部副部长[６]、出版委员会主任、图书教育委员会

的委员[７].１９２６年１月,协会会刊«图书馆学季刊»

问世,刘国钧任编辑主任[８].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７日,中
华图书馆协会首届年会在金陵大学隆重召开,刘国

钧与沈祖荣、洪有丰、戴志骞、李小缘、王云五、陶行

知和袁同礼等１５人同被选为执行委员[９].
在图书馆协会事务的参与过程中,刘国钧先生

对图书馆协会之于图书馆事业的协助与推动作用,
有更为深入的切身体会.因此,先生在被聘为国立

西北图书馆筹备委员会主任撰写的«筹备国立西北

图书馆计划书»中,就明确提出要组织图书馆协会.

２　刘国钧先生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经过

１９４２年９月,国民政府第三届国民参政会议在

重庆召开,会上通过了创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议案.

１９４３年２月,提案获教育部批准,并于２２日颁发证

书,聘请刘国钧、陈东源、袁同礼等人组成筹备委员

会,由刘国钧先生任筹委会主任.１９４３年３月２６
日,筹委会在重庆教育部礼堂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

馆址设在西北交通中心甘肃兰州.１９４３年６月,国
民政府以法规形式颁布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委

员会组织章程».１９４３年７月,先生来到兰州,着手

开展各项筹备工作.

１９４３年９月２３日,«西北日报»发表了著名的

«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简称«计划书»).这

是一份纲领性文献,明确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性质、
地位、目的,从馆址、图书、古物、人员、事业等五个方

面,规划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的建设构想与发展方向.
全文仅２０８７字,可谓字字珠玑.在第五部分事业

中,明确提出组织图书馆协会[１０].兰州市图书馆协

会如果从１９４３年９月列入«计划书»算起,到１９４５
年４月８日召开成立大会,而后伴随国立西北图书

馆停办而停止运营,历时近２３个月,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

２．１　计划筹备阶段(１９４３．９—１９４５．３)
刘国钧先生在这份«计划书»中,对于“学会”与

“协会”做了概念上的区分.认为学会归于研究工

作,主要任务是开展学术交流;而“协会”则归于辅导

工作,主要任务是推进图书馆之间的协助.先生拟

在国立西北图书馆成立后,首先推进组织图书馆协

会的工作.
“五、事业.本馆性质,即如绪言所说,所有事

业,自当设法与之配合,以便书尽其用.决非徒以收

集保存为己足,除参考阅览为图书馆最低限度之工

作,必当妥为办理,无俟赘述外,兹分研究辅导两方

面言之.
甲,研究工作.拟举办者:(六)提倡并组织

各种学会,以研究西北各地各民族之文化.
乙,辅导工作.(五)设法与各省图书馆取

得联络,组 织 图 书 馆 协 会,并 举 行 图 书 馆 馆 员 座

谈会.”[１１]

１９４４年６月１日,国立西北图书馆正式成立,７
月７日,正式开放.开馆之后,先生在«计划书»中提

出的“事业”方面的计划事项便开始有序推进.先是

国立西北图书馆派人员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国立

甘肃学院、甘肃科学教育馆、省立兰州图书馆等机关

开展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洽商工作[１２].
随后,１１月２８日,«西北文化»第４期刊发周枫的

«成立兰州图书馆协会之商榷»一文,简要概述中华

图书馆协会成立后,对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推进

之功,为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营造舆论氛

围[１３].完成前期准备之后,１２月２１日,国立西北图

书馆正式向国立甘肃学院、国立西北师范学院、甘肃

科学教育馆、省立兰州图书馆等机关发出公函,邀请

上述机关共同发起成立兰州图书馆协会[１４].１２月

２３日下午２时,在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室(刘国钧

先生的办公室)召开了“兰州图书馆协会第一次筹备

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立西北图书馆馆长刘国钧、
甘肃科学教育馆研究组主任何景、国立西北师范学

院图书馆主任孙钰、甘肃省立图书馆馆长刘子亚、国
立西北图书馆陈大白、李端揆等６人[１５].会议主席

刘国钧先生报告了发起组织兰州图书馆协会的意义

及经过.对筹备工作事项进行了讨论,形成了如下

决议:
“一、关于本会组织大纲草案已参照中华图书馆

协会组织大纲拟就,暂时修正通过,俟开成立大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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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讨论.二、关于本会发起之方式及办法,由西北

图书馆拟组织协会缘起及会员登记表连同组织草案

各油印若干份送交各发起机关以便开始征求会员.
三、关于机关会员,由各发起机关分别向附设有图书

室之各学校机关及团体接洽.四、关于本会登记事

宜,由西北图书馆派员向社会局洽办.五、本会筹备

会地点,暂设西北图书馆内.六、第二次筹备会议暂

定三十 四 年 一 月 十 日 下 午 二 时 在 西 北 图 书 馆 举

行”[１６].
第一次筹备会议列出拟征求机构会员名单,名

单涵盖政府机关、“党部”、大中专学校、中学、报社、
银行、电厂、社会团体等共３４家单位,并由五家发起

机关分头负责联络[１７].按照第一次筹备会议的工

作分工,国立西北图书馆很快拟定了«发起组织兰州

图书馆协会缘起»[１８],连同«会员登记表»«兰州图书

馆协会组织大纲(草案)»等油印若干份,于１９４５年

元月初分送至各拟征求机关征求会员.«兰州市图

书馆协会组织大纲(草案)»,共九章二十四条,由名

称、宗旨、会员、组织、经费、选举、会议、事业、附则等

组成,第八章专列事业,明确“本会以联系兰州市各

图书馆共同推进图书馆教育为事业范围”,并且“为
处理各项事业便利起见得设置各专门委员会,各会

委员由理事会聘请之”[１９].

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３日,«西北文化»第１０期刊发«发
起组织兰州图书馆协会缘起»一文(该文与之前发给

各机关的有所区别),阐明发起兰州图书馆协会的背

景意义、宗旨、事业、会员和发起机关名称等,进一步

扩大社会宣传[２０].

１９４５年３月６日,国立西北图书馆分别致函各

发起机关,定于本月十日下午二时举行第二次筹备

会议,商讨成立事宜[２１].３月１０日,兰州市图书馆

协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召开,确定召开成立大会日期、
向社会局办立案手续、正式征求会员及准备召开成

立大会等事项[２２].

２．２　成立运行阶段(１９４５．４．４—１９４５．７)

１９４５年４月４日,国立西北图书馆以兰州市图

书馆协会筹备会的名义向各发起机关、机关会员单

位和个人发出召开成立大会的公函,“敬启者,本会

业已筹备就绪,兹定于四月八日下午一时在励志路

社会服务处举行成立大会,敬请派员参加为荷”[２３].

４月７日,«西北日报»刊发预告消息“兰州市图书馆

协会筹备就绪,明天下午一时在励志路社会服务处

开成立大会”[２４].４月８日下午１时,兰州市图书馆

协会成立大会在社会部兰州服务处四照厅召开.兰

州市政府社会局教育科长范致瑞、甘肃省政府社会

处代表梁炳辰、陇上名人水楚琴等出席会议并致辞,
发起机关代表、机关会员和个人会员等共７０余人参

加会议.
刘国钧先生任临时主席,向大会报告了成立兰

州市图书馆协会的背景、意义、目的及其筹备经过,
“希望协会成立以后,本市各图书馆取得联络彼此交

换意见,研究图书馆学术,共谋图书馆事业之发展.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将对于现代化图书馆运

动之推行,兰州市图书馆事业之发展及对于西北文

化之贡献一定很大”[２５].会议讨论并修订通过了会

章,票选了理监事,其中理事当选７人,依次为:刘国

钧五十六票,袁翰青四十九票,刘子亚四十四票,陈
大白二十九票,何日章十五票,李端揆二十二票,孙
钰十六票.监事３人:黎锦熙十七票,郭维屏十五

票,李蒸十四票[２６].
这份名单聚集了当时兰州文化界的知名人士.

袁翰青,时任甘肃科学教育馆馆长,解放后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李蒸,时任国立西北师范院院

长.黎锦熙,时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务处主任,

１９１４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是毛泽东的

历史老师[２７],抗战胜利后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院

长.郭维屏,时任甘肃学院教务主任.
成立大会召开当天,甘肃两大报纸«西北日报»

«甘肃民国日报»分别刊发特刊.«西北日报»特刊发

表了黎锦熙的«联合书目的重要性»、陈大白的«西北

图书教育之瞻望»、袁翰青的«科学研究与图书馆»等
三篇文章[２８].«甘肃民国日报»特刊发表了刘国钧

先生的«现代图书馆与文化»、何日章的«中华图书馆

协会的成立及其事业»两篇文章[２９].这些文章的选

题与内容,很好地诠释了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意义、
宗旨和工作目标.两大特刊如此大篇幅宣传图书馆

和图书馆协会,在兰州、甘肃乃至西北都还是第一

次.１９４５年４月１７日,«西北文化»刊发署名文章

«向兰州市图书馆协会进一言»[３０],进一步引发社会

学者对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未来工作的讨论.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２—２３日,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筹

备会致函各发起机关“敬启者查阅兰州市图书馆协

会业于本月八日正式成立,本会自应结束.兹送上

成立大会记录及本会开支账目清单各一份,即希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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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为荷”.会议记录详细记录了成立大会召开的经

过,大会主席刘国钧先生的报告、指导机关代表致

辞、会议决议、选举结果等内容.开支账目清单通报

了成立大会经费收入与支出情况,五家发起机关每

家出资１０００元,详列了支出明细,单位到角[３１].５
月７日上午,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在省立兰州图书馆

举行第一次理监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袁翰青、郭维

屏、黎锦熙、孙钰、郑安伦、何日章、何锡嘏、刘子亚、
李端揆等人.由刘子亚主席决议要案多起:(一)协
会会址设省立兰州图书馆;(二)推选刘国钧、袁翰

青、刘子亚为常务理事,刘国钧为理事长;(三)继续

征求机关会员、个人会员;(四)编制兰州市联合图书

目录;(五)编印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丛书;(六)举办图

书馆学讲座;(七)出版定期刊物[３２].

２．３　停办(１９４５．８)
其时,国立西北图书馆各项工作有序推进,读者

服务、文化研究、图书教育、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初

见成效,却也是抗战进行到最艰苦卓绝的时刻,国家

所有的力量都集中用在了军事上,７月２１日«西北

日报»公布了西北图书馆奉令停办的消息,自２０日

起停止阅览,办理结束事宜.教育部令所有图书器

物分别移交甘肃省立图书馆及国立西北师范学

院[３３].刚刚成立不久的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也因此

停止工作.

１９４６年９月,国立西北图书馆恢复,刘国钧先

生仍任馆长.但恢复后,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没有再

恢复工作.笔者分析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抗战后,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工作与影响力走向衰

落.二是之前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是由国立西北图书

馆向社会局办理的登记事宜,国立西北图书馆停办,
登记手续也同时被注销.三是抗战胜利后,袁翰青

调往北京大学,黎锦熙随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部分返

回北平复校,省立兰州图书馆馆长先后更换为李端

揆、李占春,客观上已经不具备恢复兰州市图书馆协

会的社会条件.四是复馆后,刘国钧先生把更多的

精力用在建设一个永久馆址上,加上内战,民生凋

敝.国立西北图书馆１９４７年２月改称国立兰州图

书馆,也仅仅处于维持的状态.

３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影响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从发起成立到停止,尽管时

间不长,但对甘肃、乃至西北地区图书馆事业都产生

了积极的影响.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成立于抗战后期,也是最艰

苦卓绝的时刻,一经发起,就得到了政府、高校、科
研、企业等各界图书馆同仁的支持和踊跃参与,短时

间内机关会员达到３３家,个人会员达到８４人,大大

提振了兰州图书馆界同人不畏时艰、共谋事业发展

的勇气和信心.
协会的成立,使西北各图书馆由分散走向联合,

由封闭走向开放,由各自为政走向业务合作,开甘肃

图书馆之间馆际交流合作之先河.先生在«计划书»
中原本是要“设法与各省图书馆取得联络,组织图书

馆协会,并举行图书馆馆员座谈会”,当时的情势只

能先组织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下一步再向西北

各省辐射,因此,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和先生

为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拟定的办会宗旨———“研究图

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兰州市各图书馆之

协助”[３４],成为兰州地区图书馆合作的良好开端,更
为解放后甘肃地区和西北五省区开展协作协调奠定

了思想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西北地区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
协会的成立进一步阐释了刘国钧先生“以书籍为

公有而公用之”的现代图书馆理想.“现代图书馆是

自动的而非被动的,使用的而非保存的,民众的而非

贵族的,社会化的而非个人的.”[３５]协会的成立,向本

市各图书馆和图书馆员传递了现代图书馆的办馆理

念和职业理念,向社会公众宣传了图书馆的功用与社

会教育职能,吸引公众认识了解图书馆,利用图书馆;
通过加强图书馆之间的协作联合,整合资源和力量,
让图书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大众.因此,兰州市图书

馆协会的成立,是先生办馆思想的一次成功实践.
从深度参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工作,到发起成立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梳理整个过程,可以看出,先生

既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图书馆理论家,又是一位

具有卓越组织与协调能力、能够因地制宜把理想变

为现实的图书馆实干家;在工作中,他既有哲学家的

科学、严谨和细致,也有社会活动家的谦逊、灵活和

周全.此间的思想智慧与经验方法,已经成为刘国

钧先生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图

书馆学理论和办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

图书馆学宝贵的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图书

馆员,不忘事业初心,担当发展责任,在新时代继续

书写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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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zhouLibraryAssociationInitiatedbyLiuKwohＧChuinandItsInfluence
DongJun　TangHongan

Abstract:LiuKwohＧChuinisafamouslibrarianinChinawhomadegreatcontributionsinfieldsoftheＧ
oreticalresearch,educationandpracticeoflibraryscience．DuringtheestablishmentoftheNationalNorthＧ
westLibrary,Liu KwohＧChuininitiatedthe Lanzhou Library Associationto promoteinterＧlibrary
exchangesandcooperationandthedevelopmentoflibraryenterpriseinNorthwestChina．TheLanzhouLiＧ
brary Association wasincludedinthe “Preparation ofthe National Northwest Library Project”in
September１９４３andofficiallyestablishedonApril８,１９４５．OnJuly２１,１９４５,theNorthwestLibrarygot
theordertosuspend．TheLanzhouLibraryAssociationalsostoppedoperating．AlthoughtheLanzhouLiＧ
braryAssociationhasnotexistedforalongtime,ithashadapositiveimpactonthelibraryenterprisein
GansuandNorthwestChina．AfterinvestigatingthewholeprocessoftheestablishmentoftheLanzhouLiＧ
braryAssociation．ThispaperrevealsthatLiuKwohＧChuinisnotonlyavisionarylibrarytheorist,butalso
alibrarypractitionerwithexcellentorganizationalandcoordinationskillssincehehastheabilitytoturnhis
idealsintorealityaccordingtolocalconditions．

Keywords:LiuKwohＧChuin;LiuGuojun;NationalNorthwestLibrary;LanzhouLibraryAssociation;
Library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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