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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图书馆危机应对的历史启示与实践

———以内迁长汀为例

□徐文蕾∗

　　摘要　以抗日战争时期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危机应对事例为研讨对象,通过搬迁历程、在汀发

展以及胜利复员三个方面的回顾,追溯厦门大学图书馆内迁长汀这一历史事件,归纳分析与此紧

密关联的一系列举措,探寻其中蕴含的应急管理之道.厦门大学图书馆内迁长汀是危机应对的

成功案例,给当下新冠疫情的应对提供诸多启益,无论是应急预案的制定、应急服务的开展,还是

应急人文关怀的关注,都可以溯本求源,同时也为高校图书馆未来的应急管理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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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因遭遇１９３７年日本侵华战争,厦门大学图书馆

被迫随学校西迁长汀,事件全过程可被视为高校图书

馆较为成功地应对突发事件的典范案例.首先,学校

对当时日军入侵的情势做出了准确判断,为图书馆紧

急情况下规避、迁移制定了具体可行的周密预案,进
而把损失降至最低程度;其次,甫一迁至新址长汀,图
书馆即充分发挥了“心脏”功能,迁徙与复用之间的时

间差极尽其短;第三,厦门大学图书馆于抗战胜利后回

迁复员,一时千头万绪却有条不紊,体现出了快速高效

的处置力度.厦门大学图书馆迁汀经历联结着国运校

史,虽然渐渐成为一段少为人知的往年旧事,但鉴于厦

门大学特殊的校情、馆况,特别是新形势下各种突发危

机事件,如自然灾害、网络攻击以及疫病暴发流行等不

确定、难控制的特点,那段过往历史依旧可以为图书馆

人提供历久弥新的宝贵经验.本文即以厦门大学图书

馆内迁长汀为探讨主题,在致敬先行者的同时,深入挖

掘它留给图书馆界的有益启示,以期为当下“抗疫战争”
及未来图书馆的应急管理提供借鉴.

２　厦门大学图书馆内迁长汀详情

２．１　内迁长汀过程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厦门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

到任校长萨本栋依据«大学组织法»及现实需要进行

了行政集中,使学校各部之间有机联系起来,他认为

“现在不是一个推诿责任的时代,所以事无大小,我
都要亲为或与闻”[１].而“图书一项,实为大学命脉

所寄”[２],格外受萨本栋重视.在厦门大学收归国立

的过程中,内部行政人员多有更换,图书馆主任俞爽

谜亦离职而去.萨本栋接手厦门大学后,为一时之

计,紧急新聘一批职员,图书馆继任主任曾郭棠代行

主任一职,在这样的非常时期,图书馆的内迁规划部

署可以说是由学校特别是校长萨本栋统筹实施.萨

氏心思缜密,甫一获知旅厦日本侨民撤退信息,即
“饬属将图书、仪器、标本等,以迅速等手段陆续装箱

借备万一”[３].日军侵袭厦门后,厦门大学因校区处

在敌我争锋的要冲,暂时迁至“万国公地”鼓浪屿,重
要图书资料等一并移入.其时,国内高校大多西迁

或计划迁徙西北,萨本栋秉承校主陈嘉庚的办学宗

旨,以延续东南文脉为大任,在科学分析抗日局势的

情况下,最终择定福建、广东和江西三省交界的长汀

为迁避之所,利用崇山峻岭的掩护全力办学.档案

资料显示,选址长汀后,萨本栋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至翌

年１月先后四次召集专题会议,详尽讨论包括图书

搬运等在内的迁校议题[４].后续事实证明,这样的

规划与部署,为图书设备的保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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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厦门大学图书馆随学校迁往长

汀,“当年厦门到长汀,要渡过鹭海、九龙江及十几条

溪流,越过多座崇山峻岭,道路崎岖,土匪出没”[５].
学校最初筹划全体师生与绝大部分已经装箱的图书

等物品同时起程,但后来由于车辆、交通等原因,只
能把紧要及急需书籍先行运送,其余部分则暂时存

放于鼓浪屿、漳州和龙岩等处,然后陆续分批次外运

至新校区.其中经漳州暂存的图书仪器计有１０００
多箱,为保证运输途中的安全,“萨本栋先后给第七

十五师司令部、水警第二大队部、福建省第六行政督

察署、厦门海关监察署、厦门海关税务司、厦门警务

司令部等十余个部门亲笔发函,请予以签发通行证

并予以随行保护”[６].良苦用心换来较少失损,根据

迁汀后图书馆方面的统计,“图书之不及搬运者,约
计中文８０００余册,西文３０００余册”[７].相较之下,
“平、津、京、沪各地之机关学校,均以变起仓促,不及

准备,其能将图书仪器设备择要移送内地者,仅属少

数,其余大部随校舍毁于炮火,损失之重,实难计

数”[８].更有高校图书馆西迁途中因遭遇敌机轰炸,
仅珍善本书籍损失就多达万册以上者[９].国难危情

面前,厦门大学图书馆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损失较

少,诚如陈嘉庚所言,“比之他省诸大学迁移,书物有

丧失殆尽者则为幸多矣”[１０].

２．２　长汀时期馆藏建设与读者服务

厦门大学图书馆初创之时虽有些先天不足①,
但在校长林文庆的一贯重视下,经由裘开明、俞爽谜

等专业人士前后相继开拓经营,１９３５年前后已获长

足发展,“西文书籍,刊物之完善,据说为国内各大学

图书馆所罕见”[１１].又因迁移过程中损失轻微,因
此具备了良好的馆藏基础.迁汀后一段时间,图书

馆主任改由校秘书杨永修兼任,除了按旧例成立图

书委员会外,又增设学生用书用具探划委员会,协同

选购图书,处理馆务.１９３９年图书馆内部分设订购

股,专门处理中外书刊订购事宜[１２].１９４１年,仿效

清华大学“教授治校”成例,设立以法商院院长冯定

璋教授为主席,图书馆主任和其他教授为委员的学

生用书划购委员会,进一步提高馆藏质量[１３].经费

方面,学校不仅列有图书专项经费,还设法争取各种

补助款项.迁汀之初,此前中英庚款委员会补助私

立厦门大学的四万元即悉数购置图书、订阅期刊.

１９４０年秋,又在外汇、运输等极为艰困的情况下,购

买中外文图书３０００余册.翌年,学校争取到中英庚

款委员会及教育部补助约国币４６万元,其中一部分

亦用来购置图书[１４].“那时在厦大图书馆里,可以

看到英、美、法、德等国的一些期刊和西欧当年出版

的图书,这使得来校参观的学者们赞叹不已”[１５].
著名学者浦江清１９４２年参观了长汀厦大图书馆,他
在日记中写道,“西文书,凡语言、文学、哲学、历史、
医学、生物皆富,物理、化学、数学书亦可,而关于中

国文学之书籍亦多,出意料之外.亚里斯多德

有最新之英译本”[１６].民国行政院政务处长蒋廷黻

视察厦大后认为,长汀之厦门大学已成为当时国内

最完备大学之一[１７].这其中,图书馆的因素不可

或缺.
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建校第二年走上正轨,制定

章程,编制目录,办理借阅.１９２６年馆务进一步开

展,１９３５年读者服务活动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②.
毋庸讳言,内迁长汀给图书馆带来了多方位的影响,
到汀伊始,图书馆仅设有书库、阅览室和杂志室,馆
员人数也有相当程度的缩减③.随后馆舍面积迅速

增辟,阅览环境大为改善.新阅览大厅建成后,分设

文法、理学院、工商及西文杂志等四个阅览室.馆员

也克服诸多困难,为全校读者提供必需的文献资源.
更为重要的是,图书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依然能按

时补充前沿性资料.对于这一点,萨本栋在接受采

访时亦毫不讳言自豪之情,“尤以一百二十种之西方

杂志,始终能源源寄到,供诸参考浏览,此恐为内地

任何大学所不及”[１８].因此,图书馆成为绝大多数

学生课余时间的光顾之所,以至常常开馆即告满座,
“后至者往往向隅”[１９](８５).在此基础上,图书馆还根

据实际情况开展读者服务,如对普通读者延长开放

时间,每天７点开馆,全日开放;调整借阅规则,每本

书只能借阅１小时,后面无人借阅才可以续借[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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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２１年厦门大学建校时,图书馆只是隶属于教务处的“图书课”,
藏书不过５００余册,第二年始独立而为“图书馆”.

１９２６年图书馆设办公室、阅览室和书库等三部分,其中阅览室分

学生阅览室、教员研究室和阅报室,书库包括中西文书库.１９３５
年俞爽谜入主图书馆,秉持“图书馆是活用的而非保管的”的理

念,在读者服务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厦门大学校史资料»(第２辑)和«厦门院系馆所资料简史»皆提

及迁汀前图书馆工作人员人数,一说为９人,一说为１１人,而据

厦门大学１９３８年度教职员名录,图书馆职员加主任共６人,因
此无论采取上述哪一种说法,大幅度的人员缩减都是不争的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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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便利教授研究,特辟中国文学、历史、教育、商业、
经济五个研究室;编制«国立厦门大学教育系各科战

时补充教材研究参考书目及论文索引»,为教学提供

精准服务;采购战时读物,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特定

时间面向长汀当地民众开放图书馆,服务当地,开启

民智.在这前后或同时,计划整顿书库;弃用造成较

多讹误的王云五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采用更适应

中国图书馆界的皮氏编目系统,重新编制图书目录,
等等[１９](８６).凡此种种,足见厦门大学图书馆于战事

危情下的从容应对,体现出了高度的敬业精神与专

业水准.

２．３　抗战胜利后复员与回归

抗战胜利后,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学校的部署下,
积极参与到复员回迁筹划实施工作中.厦门大学在

接获胜利消息数日后即改应变委员会为复员委员

会,又在厦门设立驻厦复员办事处,并特别将１９４５
学年设为“复员年”,一切工作以复员为中心.学校

一方面成立了留存鼓浪屿厦大校产清查委员会,清
查包括图书在内的各类校产;另一方面,专门设置图

书馆复员工作组,由教务长谢玉铭担任召集人,时任

图书馆主任陈贵生作为工作组成员之一,负责整理

长汀校区图书馆图书资料,准备回迁厦门本部校区;
此外,还计划复员前后继续大量征购中外书刊,充实

馆藏资源.由于厦门大学本部校区当时仍被用作日

本战俘集中营,加之校舍损毁严重,因此一年级新生

先行于鼓浪屿开课,学校暂时借用英华中学百友楼,
设立图书馆鼓浪屿分馆,以保证所有读者都可以享

受到相应的文献资料借还阅览服务[２１].与此同时,
学校又派员到有关单位,清查、回收厦门沦陷期间散

失的图书资料,但因战火殃及,前此留存的图书大都

毁损,报纸则损失殆尽.

１９４６年６月,厦门大学图书馆复员返厦正式启

动,当时«江声报»、«中央日报»(福州版)①等报纸对

这一过程皆有报道.厦门大学与漳龙汽车公司签订

合约,专派卡车五百五十辆搬运仪器图书.由于当

时长汀通往漳州的公路只修到水潮,故学校决定将

整个运程分成陆路—溪流—海路三段进行,而在陆

路与溪流之间一段路程,还需要雇用挑夫周转.为

处理交接运送事宜,厦门大学特在水潮与漳州两地

设立复员接运站,由校长汪德耀聘任学校教师数人

分别担任两个接运站的主任和指导员,指定学生数

人为助理员,凡图书等自长汀运达水潮、漳州时,凭

总务处或长汀办事处运单点收,如有件数不符、封条

脱落或破损之类情况发生,责成押送承运人员,并立

即报告长汀主管机构[１９](２２２).接运办法制定详密,
运送过程中虽水陆辗转,几经周折,最终陆续抵达厦

门校区,以群贤、集美两楼为书库和阅览室,复员工

作至此完成.统计数字显示,当时藏书量总计９万

余册,书籍种类和藏书结构比之迁汀前都发生了不

同程度的变化.复员结束不久,厦门大学图书馆即

向重庆、上海和海外订购中文报纸杂志１００余种,
英、法、德三国著名杂志刊物近３００种,重要图书

１５００余部,以及其他教学参考用书等若干[２２],全力

投入到支持教学与科研之中.截至１９４６年底,中西

文图书杂志总数已有９５８７５册之多[２３].

３　厦门大学图书馆危机应对启示与实践②

３．１　制定应急预案,系统应对危机

２００６年,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ofLibrary 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

IFLA)保存保护中心发布了«灾害预防手册»[２４],哈佛

大学、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图书馆则根据不同的

危机制定了具体解决方案[２５],这说明,制定应急预

案已成为高校图书馆的一个重要指标.不可否认的

是,国内高校图书馆在这一领域普遍存在薄弱环节.
厦门大学图书馆曾有内迁长汀的宝贵经历,当时虽

无应急管理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个几近

完美的范例而存在.世易时移,如今高校图书馆所

面临的局势更为复杂,特别是厦门大学“一校两国三

地四馆”③的特殊格局,在应急管理方面平添许多变

数.因而,在长汀经验基础上,制定系统的应急预案

势在必行.具体而言,预案首先应与学校相关部门

无缝对接,这样危机发生时才有可能争取到最大的

支持.纵观内迁长汀以至复员返厦的全过程,可以

发现图书馆一直与学校同荣辱共进退,无论是内迁

前的图书文献装箱发运,还是在汀期间的馆舍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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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４１年由«福建民报»改名而来.
本章节未标注数据和内容参见知网“２０２０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

与创新应用高级研修班”课程:图书馆疫情期间的运行与服

务———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为例.主讲人,厦门大学图书馆馆长

钞晓鸿.
所谓“一校两国三地四馆”,是指厦门大学独特的分校(区)制度,
厦门本部与马来西亚分校、漳州嘉庚学院分属两个国家,三个地

方;翔安校区德旺图书馆、马来西亚分校图书馆与嘉庚学院图书

馆呈鼎足之势,隶属于本部总馆或保持业务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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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藏建设,抑或返厦前后图书资料的再次整理搬运,
图书馆的运作都嵌入到学校的总体规划之中.这是

此次危机应对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它给后来

者的重要启示.而在当今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图书

馆应对危机的平台已经从所在学校扩展到全国乃至

全球图书馆界,图书馆单打独斗的时代成为过去,图
书馆及相关行业联盟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厦门大学

图书馆作为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中心成员馆、中
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及福建省文献信息服

务中心,在制定预案时还应充分参考其他机构图书

馆尤其是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的危机预案,以便联

合起来提高危机处理的工作效率.此次新冠疫情发

生前后,厦门大学图书馆从元月２４日起先后召开４
次馆长办公会议,紧密配合学校防疫计划,并视疫情

发展,制定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包括指定专门人员

提前采购防疫物资;关闭图书馆所有边门,只留一个

进出通道,所有人员体温检测入馆;本着“图书馆暂

时关闭,服务永不停止”的原则,与CARSI平台、数
据库商、超星数字图书馆等机构密切合作,推出以线

上为主的教学科研服务;利用疫情客观造成的前所

未有的空档期,加强内部建设,组织人员进行图书除

尘、消毒、清点和维护,等等.这些措施,既保护了员

工,也获得读者好评.厦门大学图书馆已在网页公

布了消防细则,跟厦门市消防局亦屡有合作活动,防
台风预案也在历年“台风季”的考验中逐步完善①,
经过此次疫情的冲击,危急意识深入人心,目前需要

做的是把这些整合起来,吸取相关机构的有效经验,
制定一个综合而又全面的危急预案,并在危机发生

时及时寻求多方支持,系统应对危机.

３．２　培养应急服务能力,拓展服务模式

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应急服务是应急管理一

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长汀厦大图书馆外在环境

极端艰困,但仍给读者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因而

不仅在当时好评不断,其后更化作鲜活的记忆,在不

同的场合被频频提起,“尤其图书馆藏书的丰富,更
非疏迁西南各大学所能望其项背”[２６].以长汀时期

校友刊物«厦大通讯»文章为基础的词频统计显示,
图书(馆)成为校园设施类高频词,远高于其他同类

词语[２７],可见当时厦门大学图书馆认同度之高.厦

门大学“南方之强”的美誉即由长汀时期叫响,图书

馆无疑是一个加分项,应急服务的重要性于此可见

一斑.但在科学技术昌明进步,读者需求日益多元

化、个性化的今天,长汀那种传统的单纯纸本文献服

务方式已经难以满足使用者的需要.服务模式的多

元化、服务内容的高科技含量成为新常态,应急服务

标准也因此水涨船高,相应地对图书馆从业人员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虽在

中国被有效遏制,但却于欧美等国家地区肆虐逞凶,
如何让文献传输、课程直播及各种服务跨越千山万

水,及时抵达图书馆的使用者,一时成为前所未有的

考验.厦门大学图书馆响应学校要求,首先在图书

馆原有 Moodle网络教学平台的基础上,优化升级,
推出SPOC平台;同时组建平台服务推广小组,先后

发布三版平台使用手册,并开展线上培训,小组成员

则加入学院教师网络授课技术支持群,即时解答平

台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问题,协助学校如期开设

研究生课程.开课以来,日均使用量超过４０００人

次.其次,利用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已有品牌“i学

堂”,推出专题系列讲座«文献检索与论文编辑»,每
期除主讲人外,另设２到３名助教,协助教学活动全

方位开展,主题包括馆藏文献的检索与获取、文献管

理软件导用、毕业论文编辑与排版,既回应各专业学

生的共同需求,又密切契合特定阶段的毕业生群体

需要[２８].最后,闭馆之初即面向所有读者推出纸本

文献预约外借服务,网上申请,指定地点统一办理外

借手续,在最大限度满足读者需求的同时尽量减少

人员聚集与接触,至４月２１日已为４００名读者外借

图书近４０００册.这些线上服务为主的措施,拓展了

应急服务模式,图书馆因此主动出击到了教学前线,
在学校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显而易见,
以上种种已经全面展示了未来应急服务的新领域、
大方向.

３．３　顺应时代潮流,注重危机人文关怀

如果说“图书馆之所以能成为图书馆,之所以能

在历史的长河中发展至今,在社会上发挥举足轻重

的作用,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坚不可摧的图书馆人文

关怀”[２９].那么,在应急管理期间,高校图书馆尤其

需要践行人文关怀.因为危机发生后,研究人员或

团体对相关文献信息特别是二次、三次文献的需求

应时而生,以研究攻关或为决策部门提供理论支持;
多数普通读者,无论是舍图书馆无他的刚性需求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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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厦门大学地处亚热带,背山面海,每年５—１０月台风季,都会有

强风暴雨,这是图书馆自建馆以来一直需要面对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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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危机压抑下的心理需要,都亟须得到有效的回应.
对前者,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以敏锐的职业眼

光和长期以来形成的信息素养,先行收集、整理、加
工文献资料,以便专题研究;对后者,如何精确识别

这些缓急不一的文献需求,并给予相应服务,是未来

图书馆应急管理的重点所在.如前所述,长汀时期

的厦大图书馆在这方面已有所践履,如根据实际需

要设立教授研究室,延长开放时间等.受惠于信息

技术的快速发展,人文关怀突破时空限制呈现出别

样的时代色彩.在这次“抗疫战争”中,厦门大学图

书馆为尽可能照顾到读者的不同需要,推出了一系

列线上服务,除前面所述协助研究生教学、专题讲座

外,同时开展线上文献传递、科技查新、成果证明与

知识产权服务,以满足读者特别是教学科研人员的

应急需求.数字资源方面,与信息网络中心合作,在
全力保障校外VPN访问图书馆资源的前提下,通过

２０１９年加入的CARSI平台开通CARSI认证服务,
让校外读者使用厦大身份即可直接访问１２个主要

常用数据库,此举走在全国高校图书馆前列①,给因

疫情滞留天涯海角的读者带来诸多便利.不仅如

此,还开创性地推出了“数据库问题申报”特色服务,
建立纠错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读者的文献获取问

题.而数据库试用与读者推荐服务,在特殊时期有

效地拓展了图书馆资源,也直面读者需求,反馈良

好.最后,图书馆还联合研究生院、教务处,持续推

送“战‘疫’书单”[３０];与超星数字图书馆共同推出

“２１天共读之旅”阅读推广活动;阅读推广活动自有

品牌“书香满园庭”亦从线下转为线上,与读者一起

走入心灵之旅,共克时艰.但总体而言,因为各种各

样的原因,深度文献服务仍显不足,对在职图书馆员

工的心理干预亦尚未正式提上工作日程②.哈佛大

学图书馆的危机预案即提出要重视灾难发生时员工

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工作[３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

的危机人文关怀才名副其实,也应成为厦门大学图

书馆勉力追求的目标.

４　结语

综上所述,厦门大学图书馆在危机应对方面拥

有可资借鉴的辉煌历史,从被迫内迁到胜利复员,时
间长达八年之久,于艰困之中倾力助学,浴火重生,
在图书馆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无论是图

书馆在危机应对中的角色定位,还是危机期间的读

者服务,都可以给后来的应急管理以有益启示.在

可以预见的将来,高校图书馆所面临的局势会更加

复杂多变,厦门大学图书馆如何基于校情馆况,超越

昔日的荣光,既有赖于长久以来的资源积累,更取决

于现在开始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即制定全面系统

的应急预案,培养应急服务能力,注重应急人文关

怀,如是则再度书写华美篇章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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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EnlightenmentandPracticeofXiamenUniversityLibrarysCrisisResponse
—TakingtheRelocationtoChangtingasanExample

XuWenlei

Abstract:TakingthecrisisresponseofXiamenUniversitylibraryduringandaftertheperiodofAntiＧ
JapaneseWarastheresearchobject,thispapertracesbackthehistoricaleventofXiamenUniversity
librarysrelocationtoChangtingCountythroughthereviewoftheprocessofrelocation,thedevelopment
inChangtingandthesuccessfuldemobilizationtoXiamen．Itthensummarizesandanalyzesaseriesof
measuresandexploresthewayofemergencymanagementaswell．TherelocationtoChangtingCountyisa
successfulcaseofcrisisresponse,whichprovidesmuchvaluableexperiencefortheresponsestotheCOVＧ
IDＧ１９epidemic,includingtheformulationofemergencyplans,thedevelopmentofemergencyservicesand
theconcernofhumanisticemergencycare．ItalsoprovidestheuniversitylibrariesbeneficialreferenceofeＧ
mergencymanagementinthefuture．

Keywords:XiamenUniversityLibrary;RelocationtoChangtingCounty;CrisisRespon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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