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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图书馆中的女性”研究:
重要著述、主要学者及研究框架

□刘菡∗

　　摘要　结合我国图书馆中女性研究的主要方向和问题,选择该领域研究及实践相对成熟的

北美地区为考察对象,从主要著述、相关学者及其观点、研究主题框架三个维度梳理当前的研究

情况,以供我国相关学者参考.与此同时,结合国外现有研究指出,我国对图书馆中女性的研究

宜融入女性主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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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目前我国有关图书馆中女性的研究包括:(１)职
业现状研究.如王国强等曾从馆员特征、职业相关

问题、外部环境和实例等方面对当代女性馆员的整

体研究情况进行综述[１];吴业臻等从职业管理、职业

发展、职业平等、事业与家庭平衡方面论述了国外相

关研究的情况[２].张树华等[３]、吴汉华等[４]对图书

馆人力资源开展相关调查研究.徐建华及其团队有

关女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心态、管理沟通特征、工
作满意度等的实证研究[５－６].(２)职业相关理论阐

释.如王子舟等对图书馆职业特点进行理论阐释,
其中涉及女性的发展与职业形象问题[７].李佳莹将

社会性别、性别职业隔离相关理论应用到图书馆职

业[８],并从社会性别分工、分层、性别关系及刻板印

象等角度阐述了中国社会文化对图书馆职业性别结

构的影响[９].(３)图书馆中女性的历史研究,如苏全

有[１０]、袁密密[１１]、任家乐[１２－１３]、刘劲松[１４－１５]等的相

关论文.
图书馆界对职业女性化的基本态度表现为:一

是对本职业女性居多的自我指责、自我贬低,对职业

中性别比例失衡充满危机,视男性多分布于领导层

为常态;二是淡化或者掩盖职业内部的性别差异,忽
视图书馆中女性占据多数这一事实或特点.前者表

现出对本职业、职业女性化的自我认同不足,后者则

易因忽视差距而加剧职业内部的性别不平等,消弥

女性价值与文化.考虑到图书馆中性别问题的国际

性,横向对比国外研究情况或能提供解决思路.
图书馆中女性角色与地位相关研究受到广泛关

注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与第二次妇女运动密切相

关,美国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文章拟通过考察主

要论著、主要学者、研究主题框架,综述北美研究图

书馆中的女性的基本情况,为我国相关研究的开展

提供参考.

２　整体情况

二战后,美国社会恢复发展的同时,各种问题相

继浮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反战及左

翼运动渐次兴起,第二次妇女运动浪潮掀起风波,女
性地位、女性社会角色、妇女权益等问题也随之引起

广泛关注.图书馆员作为女性群体密集的职业,同
样受到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重要体现之一是关于

图书馆中女性研究的成百上千篇文献被系统收集,一
些重要的论文集陆续出版(见表１).２０００年以后的

文献主要由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of
CollegeandResearchLibraries)的女性与性别研究

分部(WomenandGenderStudiesSection,WGSS)
收录[１６].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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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北美“图书馆中的女性”主要文献目录及论文集

著者 书名 出版时间 类型

海姆,威贝尔

(HeimK M,WeibelK)

图书馆界女性角色,１８７６－１９７６:踏足、提高以及为职业平等而抗争

(TheRoleofWomeninLibrarianship,１８７６－１９７６:theEntry,Advancement,and

StruggleforEqualizationinOneProfession)
１９７９

论文集及

目录

海姆,菲尼克斯

(HeimK M,PhenixK)

关于性别:图书馆界女性地位解题书目,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OnAccountofSex:anAnnotatedBibliographyontheStatusofWomeninLibrariＧ

anship,１９７７－１９８１)
１９８４

菲尼克斯

(PhenixK)

关于性别:图书馆界女性地位解题书目,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OnAccountofSex:anAnnotatedBibliographyontheStatusofWomeninLibrariＧ

anship,１９８２－１９８６)
１９８９

格奇,莎拉

(GoetschLA,SarahBW)

关于性别:图书馆界女性地位解题书目,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OnAccountofSex:anAnnotatedBibliographyontheStatusofWomeninLibrariＧ

anship,１９８７－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克鲁格,凯瑟琳

(KrugerB,CatherineAL)

关于性别:图书馆界女性地位解题书目,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OnAccountofSex:anAnnotatedBibliographyontheStatusofWomeninLibrariＧ

anship,１９９３－１９９７)
２０００

克鲁格,凯瑟琳

(KrugerB,CatherineAL)

关于性别:图书馆界女性地位解题书目,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OnAccountofSex:anAnnotatedBibliographyontheStatusofWomeninLibrariＧ

anship,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２００６

目录

海姆

(HeimK M)

图书馆界女性地位:历史、社会与经济议题

(TheStatusofWomeninLibrarianship:Historical,Sociological,andEconomicIssues)
１９８３

海姆

(HeimK M)

图书馆界的非白人女性:口述史

(WomenofColorinLibrarianship:anOralHistory)
１９９３

希尔登布兰德

(HildenbrandS)

重新定义美国图书馆史:将女性加入

(ReclaimingtheAmericanLibraryPast:WritingtheWomenin)
１９９６

卡迈克尔

(CarmichaelJrVJ)

勇敢找到我们的名字 :寻找多种性取向的图书馆史

(DaringtoFindOurNames:theSearchforLesbigayLibraryHistory)
１９９８

论文集

３　主要著作

２０ 世 纪 中 后 期,美 国 的 劳 雷 尔  格 罗 青 格

(LaurelGrotzinger,１９３５－２０１７)、安妮塔  习勒

(AnitaSchiller)、迪盖里森(DeeGarrison,１９３４－
２００９)等学者发表相关重要论述,引起学界关注;美
国图书馆协会于１９７０年成立社会责任圆桌女性主

义任务小组(SRRTFeministTaskForce),图书馆

中的女性主义运动得到合法生存空间;随着女性研

究的发展、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图书馆学研

究的专业化发展,对职业中的性别问题的探讨逐渐

上升为重要学术议题之一,核心文献集中发表于２０
世纪７０~９０年代;美国之外,英国、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法国、日本、德国、南非等国家也关注图

书馆中的性别问题[１７－１８].

３１　迪盖里森的«文化的使徒»对图书馆职业女

性化与专业化关系的论述

盖里森１９７２年博士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欧

文分校,后工作于罗格斯大学利文斯顿学院历史系,
是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致力于社会正义、妇女权

益、和平及裁军等主题的研究[１９].盖里森在１９７０
年代发表的有关图书馆职业女性化和专业化关系的

论述引起学界关注.她指出,１９世纪末期图书馆通

过低薪大量雇佣受过教育的女性完成职业女性化,
但与此同时,也带来馆员社会地位低下、服务为主而

引导力不足、缺乏职业忠诚度、职业自治程度过低等

问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图书馆专业化发展[２０].在

１９７９年出版的«文化的使徒»一书中[２１],她进一步详

细阐释:图书馆以工厂化运作的方式进行职业性别

分工,女性馆员的职业角色保留了传统家庭主妇的

影子,但唯独在图书馆儿童服务领域中获得自我实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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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由此导致了女性通过延伸家庭角色的方式获得

自主、自治,而这与图书馆现代化演进相矛盾;图书

馆职业的专业性体现在服务导向、以知识为基础和

自治程度,但是职业的女性化导致服务精神中如承

诺意识、引导力、对职业权责的明确声明等的缺失;
绝大多数女馆员在结婚之后离职,一定程度上阻碍

了专业化、终身制的职业化发展方向;图书馆员提供

的迎合大众需求的、被动的、无害的、非诊断性的服

务,与社会文化中对女性的期待相符,却不利于职业

自治;而大量女性的聚集,造成了公共图书馆作为重

要文化资源的劣势和不稳定地位,进而走向公共娱

乐及文化服务设施中的边缘.盖里森作为历史学

者,从外部揭露了图书馆职业及其发展史中的性别

问题,引起学者的广泛思考与讨论,其论述与另一位

图书馆史学者迈克尔哈里斯(MichaelH．Harris)

１９７３年有关图书馆社会角色的论述一同成为图书

馆史研究中的“革命派”[２２].

３２　 关于图书馆中女性处境的文选和 相 关 文 献

目录

第二次妇女运动思潮蔓延至图书馆界,图书馆

中女性角色与地位的研究日渐受到关注,«图书馆中

的女性角色(１８７６－１９７６)»(１９７９)和«图书馆中女性

地位»(１９８３)两本论文集较全面地揭示了图书馆中

女性的处境,此外,１８７６年以来有关图书馆中女性

的相关文献目录得到较为系统的整理.
«图书馆中的女性角色(１８７６－１９７６)»[２３]一书,

以图书馆中女性角色与地位的变化为线索,将图书

馆史 分 为 “１８７６—１９００ 有 组 织 的 职 业 的 出 现”
“１９０１—１９２１争取妇女参政权的努力”“１９２０—１９４０
战争期间”“１９４１—１９６５ 二战及之后”“１９６６－１９７６
第二次妇女运动”五部分,涉及女性进入图书馆领域

的因由,女性在图书馆中的角色和地位状况及其变

化,图书馆中的性别歧视,女性执业问题及未来发展

方向等内容,书中指出,女性进入图书馆领域是在经

济必要、社会接受的前提下发生,但女性在社会上所

遭遇的各种限制因素依然在本领域影响她们的发

展,２０世纪下半叶以来,图书馆中的性别问题为越

来越多国家所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前面有相

关学者的简介,后面按时间顺序罗列了１８７６—１９７６
年间有关该主题的文献及摘要.此书之后,有关图

书馆中女性地位的文献以５年为单位,以论文集的

形式连续出版５本(见表１).

«图书馆中女性地位»(１９８３)[２４],从历史、社会、
经济角度对图书馆中的性别问题进行剖析,包括女

性进入图书馆行业的历史及其在数量上占据多数的

影响;男女图书馆员的职业地位及角色现状,涉及馆

员选聘、专业教育、职业发展、工资水平、职位和流动

性等子议题;图书馆职业中的不平等、性别歧视等的

具体体现;图书馆中女性的未来发展.

３３　图书馆中女性历史的书写

«力量与尊严»(１９６６)是较早整理女性图书馆员

相关资料的著述,书中阐述了女性图书馆员先驱卡

瑟琳沙普(KatharineSharp,１８６５—１９１４)的历史

成就,如开展图书馆学教育、促进图书馆学学位在高

等院校的设立、发展中西部州图书馆事业、培育了一

批卓越的女性后辈等,同时披露其中年从图书馆界

离开的背后有长期酬不抵劳、健康堪忧、家庭变故等

遭遇[２５].«重新定义美国图书馆的过去»(１９９６)由
女性主 义 图 书 馆 史 学 家 苏 珊  希 尔 登 布 兰 德

(SuzanneHildenbrand)主编,全书分为三部分,包含

了１１篇有关女性图书馆员的研究性文章:“前言”揭
示以往图书馆史研究中存在的性别政治问题;第二

部分主题为“人格与项目”,是对图书馆职业中女性

历史被遗漏和忽视的纠偏,通过梳理历史上杰出女

性图书馆员如阿德莱德  赫斯(AdelaideHasse,

１８６８－１９５３)、多萝西韦斯利(DorothyP Wesley,

１９０５－１９９５)、安妮摩尔(AnneC Moore,１８７１－
１９６１)的生平和事迹,论述其职业生涯特点、职业成

就及贡献等;第三部分主题为“专业化问题”,包括女

馆员自身对这一需要较高学历的、以服务为导向贡

献社会的、低薪水的职业的感受及对职业的使命与坚

持,女馆员与智识自由、图书馆职业的专业化等,试图

通过对图书馆史中的思想意识和运作结构进行分析,
形成性别化的历史梳理[２６].此外,南佛罗里达大学教

授、关注人权问题的社会活动家凯瑟琳麦库克

(KathleendelaPeñaMcCook)组织编写了«图书馆中

非白人女性口述史»(１９９３)[２７],对８位非白人女性图

书馆员进行口述史采集.可见,图书馆中女性历史的

研究在研究方法、理论、史料获取等方面基本成熟.

３４　图书馆变革中女性的发展

«图书馆:女性职业的侵蚀»(１９９２)一书由加拿

大学者罗玛哈里斯(RomaM．Harris)所著,全书

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了图书馆职业化运动、学
术化发展以及职业公共形象的塑造,第二部分则关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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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信息技术和信息商业化等外部环境因素给图书馆

职业带来的挑战.作者指出,在经济转型和技术升

级的背景下,如果不认可图书馆员作为女性职业这

一事实的意义,图书馆员很快便会发现,她们不但无

法掌控从前为她们所独享的部分信息工作,而且只

能无助地看着这一职业逐渐消失,对此,有必要重新

思考并将传统图书馆事业定义为一种女性化的事

业,这意味着对服务的承诺,赋予公众人人平等的信

息获取权利,对雇佣中的如地位、薪水和平等问题采

取积极行动,运用女性主义的分析方法应对职业问

题[２８].该书在认清图书馆中女性处境的前提下,从
性别视角重新理解和定位图书馆职业,并为职业发

展提出相关建议,而这些建议基本上在北美图书馆

界得到了有效检验.

４　主要学者

主要学者多成长于或经历过第二次乃至第三次

妇女运动浪潮,可分为如下三类:

４．１　关注图书馆中性别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学者

部分学者通过统计调查、编制相关文献目录、研
究论证等方式,在２０世纪中后期图书馆中女性角色

与地位的研究中有重要引领或启迪作用.
安妮塔席勒(AnitaSchiller)在伊利诺伊大学

担任助理研究员期间,曾开展对图书馆中女性地位

的相关调查,其１９７４年发表的论文«图书馆中的女

性»较系统地论述了美国图书馆界性别不平等的现

象,指出女性在薪资水平、职位分布、职业地位、晋升

机会等方面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２９],另一相关论文

«被弱势的大多数:受雇于图书馆的女性»被收入«图
书馆文献里程碑(１８７６－１９７６)»[３０].

凯瑟琳威贝尔(Kathleen Weibel)、凯瑟琳
海姆 (Kathleen M．Heim)①、凯瑟琳  菲尼克斯

(KatherineJPhenix)甄选和编制研究图书馆中女

性角色与地位的相关文献的目录,为后续学者开展

相关研究提供便利.其中,威贝尔、菲尼克斯为关注

图书馆中女性权益的馆员、女性主义活动家,海姆曾

任路易斯安娜大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系主任.
罗玛哈里斯(RomaM．Harris)为西安大略大

学信息与媒体研究院教授,曾就向信息时代过渡中

图书馆女性权益和地位可能遭遇的风险提出警醒,
并针对半专业(SemiＧProfessional)的职业现状,明
确提出建立一种女性专业主义.

詹姆士卡米克尔(JamesV．Carmichael,１９４６
－)为北卡罗莱纳大学格林斯博罗分校图书馆与信

息研究系教授,主要从事美国南部图书馆史研究,关
注性别问题,他较早从同性恋群体的角度论述图书

馆中相关利益群体的权益和平等[３１].

４．２　图书馆史学者

部分学者长期关注图书馆中女性的从业历史,
通过凝练图书馆中女性的职业精神、塑造职业形象,
不断增进历史认同.

迪盖里森是本领域的重要先驱,她对图书馆

职业是女性母职的社会延伸、女性社会地位关乎图

书馆职业地位等的揭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图书馆

事业外部对女馆员的刻板印象及图书馆事业内部对

女馆员的忽略.
劳雷尔格罗青格,曾任西密歇根大学研究生

院院长、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院长、西密歇根大学

图书馆员,她是图书馆史领域率先认识到以往图书

馆史书写中性别意识缺乏、积极呼吁整理及撰写图

书馆中女性历史(传记)的代表人物之一[３２].
苏珊希尔登布兰德,原为纽约州立大学布法

罗分校图书馆与信息研究学院教授,她引入妇女史

研究的方法、框架等,较系统地阐述了图书馆中女性

历史的相关基本问题,提倡将“社会性别”作为图书

馆史研究中的重要范畴[３３].
玛丽马安克(MaryN Maack,１９４５－),加州

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系教授,她揭示了图书馆

职业女性化、专业化及图书馆员职业形象的地区或

国别差异,提出宜运用比较方法研究相关历史[３４].
乔安妮帕塞(JoanneEPasset,１９５９－)为印

第安纳大学东分校历史学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学

院院长,先后获得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学、威斯康星

大学麦迪逊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她通过挖掘女馆

员在美国西进运动中所开展的图书馆服务的历

史[３５],打破既往对女馆员的刻板印象,显示了图书

馆中女性对美国历史发展的潜在贡献.

４．３　关注女性研究的图书馆人

当女性主义学者揭露现实社会的运作以男性为

主导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资料同样被认为是以男

性为中心,而这一认识很快被图书馆界所感知,尤其

是从事信息组织和参考咨询相关工作和研究的馆员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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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学者.２０世纪中后期,美国社会有关性别、种族、
阶层等的话语分析渗透到信息组织领域,部分带有

批判精神的馆员或学者如桑福德柏曼(Sanford
Berman,１９３３－)、荷浦奥森(HopeOlson,１９４２
－)揭露分类法及主题词表中所涉的命名权问题、身
份问题、性别歧视及文化霸权等,部分类名和叙词后

被大量修改.与此同时,考虑到分类体系中女性相

关资料的分散,不利于女性研究的学术化发展,部分

女性研究学科馆员在女性研究参考咨询服务研

究[３６]、女性研究相关资料的指引、相关文献编纂、核
心书目编选[３７]、引导图书馆中的女性主义等[３８]方面

显现其影响力.

５　现有主题及研究框架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相关文献目录,如威贝尔将

１９７６年以前有关图书馆中女性的文献大体分为对

图书馆职业中女性角色的探讨、对女性的劝告(忠
告)、包含女性的相关统计研究等七类[３９];菲尼克斯

将图书馆中的女性的相关文献分为调查研究、女性

历史、社会网络等６类[４０];克鲁格(Kruger)等将关

于图书馆中女性地位的文献分为教育、领导力与管

理、信息技术、性别问题、图书馆员形象、职业发展与

满意度等１４个子主题[４１];大学与研究型图书馆协

会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分部曾在２００８年将图书馆职

业中的性别研究分为女性主义与图书馆事业、图书

馆与信息科学、性别数字鸿沟等７个议题[４２],２０１２
年将研究主题设置为图书馆员中的激进主义、专业

与性别、图书馆中的妇女史３个方向[４３].文章初步

整理图书馆中的女性研究主题框架如表２所示.
整体而言,受妇女运动浪潮影响,北美图书馆中

女性角色与地位、女性历史的整理和撰写受到明显

重视,且从制度运作和思想意识层面有效地改变了

图书馆事业中的性别格局[４４].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有关图书馆中女性角色与地位的相关研究逐渐减

少,但女性主义思想在图书情报领域广泛渗透.

６　结语

梳理国外相关研究概况之余,可以发现,女性主

义视角为理解图书馆职业的女性化和图书馆作为女

性化职业提供了更为全面、开阔的格局,也成为图书

馆中女性研究的前提:(１)全球范围而言,图书馆界

女性人数密集为普遍现象,且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性

别职业分化,体现在领导层性别比重、薪酬水平的性

别差异、部门分布的性别差异.而对此的态度,正如

表２　图书馆中女性研究主题框架

研究类型 研究方向 主题 涉及领域

历史研究 女性历史

女性图书馆人的学术思想评价

女性图书馆人的历史贡献

女性图书馆人传记、自传、口述史

性别化的图书馆史书写与研究

图书馆史

妇女(运动)史

性别研究

调查、评估及

对策研究

职业地位与角色

图书馆人力资源结构的统计调查

图书馆职业性别分化的表现

不同历史时期图书馆中女性地位与角色的变化

图书馆职业女性化、专业化与职业声望

职业环境与

职业发展

职业(晋升、待遇)性别差异相关影响因素

工作场所中的性别歧视

女性的工作机会、参与与发展赋能

公平、公正、正义的职业环境的营造

职业形象 职业形象、性别特质与刻板印象

发展中的女性
图书情报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女性角色与地位

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变革中的女性地位

统计学

图书馆管理

性别与职业发展

人力资源研究

社会性别研究

性别政策研究等

性别视角的

专业渗透

性别视角在信息组织、信息行为、信息分析与信息服务、图书情报教育、学术交流等中

的运用.

图书情报

性别研究

９３

北美“图书馆中的女性”研究:重要著述、主要学者及研究框架/刘菡

WomeninLibrarianshipofNorthAmerica:MainLiteratures,ScholarsandResearchFramework/LiuHan



2
0

2
0

年
第2

期

加拿大 图 书 馆 教 育 家 萨 缪 尔  罗 斯 坦 (Samuel
Rothstein,１９２１—２０１４)的评述:通常听到有关希望

男性进入本职业的呼吁,却极少听到有关女性获得

高职位的声音[４５].(２)图书馆员是与读者接触最频

繁的群体,以提供知识信息服务为主要内容,但工作

场所中可能遭遇的性别歧视、侵犯等并不被重视乃

至承认,使普通馆员暴露在多重风险之中.(３)女性

进入图书馆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认识的女性

特质与图书馆工作特点的匹配,但若我们回顾四代

图书馆人所凝练的如“爱国、爱馆、爱人、爱书”以及

“大胆吸收、探索、改革和创新”[４６]等精神,则图书馆

事业发展所应当具备的精神与社会定义的女性特质

不符、甚至矛盾,而长期以“顾家”为首任的女性,为
符合社会所期待的女性角色,其职业空间被严重压

缩,导致图书馆史书写与研究中少有女性参与,与现

实割裂.(４)图书馆作为人类知识的集合,男性在社

会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会投射到文献、知识表达和知

识组织体系之中,如无任何干预或辅助措施,则图书

馆所构建或呈现的知识组织系统将成为社会性别权

力结构的延伸,无法兑现其提供平等知识信息服务

的承诺.(５)作为女性密集的职业,图书馆员的社会

地位以及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与女性的社会地位、
社会形象密切相关,与此同时,图书馆也服务于广大

女性读者群体和女性研究,因此,作为命运共同体,
关心妇女境遇、女性生存与发展,赋能广大女性群

体,促进女性研究的深化拓展,是图书馆值得关注的

社会责任之一,且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系列文件

契合.
综上,我国图书馆中女性研究宜在厘清国外相

关研究脉络的基础上理性参考借鉴,同时,更多地融

入女性主义意识、视角和理论,全面认识图书馆事业

中女性从业者的特点、价值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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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meninLibrarianshipofNorthAmerica:
MainLiteratures,ScholarsandResearchFramework

LiuHan

Abstract:TargetingonmajorissuesintheresearchareaofwomeninlibrarianshipinChina,NorthAＧ
mericaisselectedforinvestigationasitsmaturityofresearchandpracticeinthefield．SomeoftheimporＧ
tantwritings,mainscholarsandtheirviewpoints,andresearchframeworkwereoutlinedforreference．
Combinedwiththeexistingstudyabroad,itishopedthattheresearchofwomeninChineselibrarianship
shouldbeintegratedintothefeminist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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