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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数十年学术历程,启悟图书馆专业后学

———以«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为中心

□杨璐嘉∗

　　摘要　在中国图书情报学科的发展史上,彭斐章先生以其丰硕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为图

书馆学、目录学、社会科学情报学作出了卓越贡献.文章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馆学

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为中心,对该书的内容形式、整理特点及其丰富的史料价值与学术内涵等方

面予以探讨.在此基础上,梳理回望了彭斐章先生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贡献,以期传承弘扬彭斐章

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并立足于当下的目录学学科发展现状,提出对学科未来发展、教育

的思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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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斐章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

家,从事图书馆学、目录学教学、科研及专业教育管

理工作六十余载,见证武汉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从专

修科到系、到学院的发展,亲身经历我国图书情报学

科的发展历程,为学科建设呕心沥血,推动学科向高

质量、高层次发展.他在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方面

成果斐然,著作等身,可谓是中国图书馆、情报与档

案学科发展最好的见证人和卓越贡献者[１].他以

“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自勉,立德树人,滋兰树

蕙,扶掖后学.彭斐章先生的学术贡献,卓越非凡;
学术思想,博大精深[２].鉴于彭斐章先生在学术研

究和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上的杰出业绩和突出贡献,

２００４年他被遴选为武汉大学首批人文社会科学资

深教授,２０１０年入选首批“荆楚社科名家”等;他的

业绩以人物专条收入«世纪学人 百年影像»、武汉大

学第一批名人档案等多种名人录中[３](２８２).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多年来秉承“尊师重教”

的优秀传统,为彭斐章先生举办寿庆活动,并开展学

术研讨,策划出版了«彭斐章文集»«彭斐章先生执教

５６周年暨８０华诞»等论文集和影像册以作纪念.
但关于彭斐章先生的人生经历与学术历程,作为学

科带头人对图书情报学科建设及人才培育的杰出贡

献,尚无一部系统论著.他与沈祖荣、顾廷龙、来新

夏、周文骏、严怡民、吴慰慈、孟广均、朱天俊、谢灼

华、沈宝环等诸多学界前辈的学术交往,以及他自强

不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治学精神和寓德于教、
甘为人梯、润泽桃李的教育理念,都值得用专门的著

作详细记录,以飨后学,以昭后世.由彭先生培养的

我国首届图书馆学博士,现为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

的柯平教授策划发起,由彭斐章先生口述,柯平与其

研究生(天津医科大学图书馆刘莉)共同整理,历经

四年多时间,«图书馆学家彭斐章九十自述»(以下简

称«自述»)于２０２０年１０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出版.
«自述»是柯平与刘莉在对彭斐章先生多次访谈

的基础上完成的口述传记,以亲切生动的语言风格

和史料翔实的文献价值,铺展开了一位图书馆学家

的奋斗史.这不仅是彭斐章先生的个人传记,更是

三代图书馆学人通力合作,携手共同书写的一部当

代中国图书馆学史料著作.因此,作为一部口述传

记,该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内涵丰富,对研究彭先

生的学术人生以及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史、目录学史

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研读此书,感触颇

深,文章围绕本书,以期回望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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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感悟彭斐章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学精神,与诸君

共勉.

１　细致严谨、求真务实的口述史整理特点

«自述»共３０万字,系统全面,详赡完备.主体

内容由九章构成,分别是:“青少年时代 (１９３０－
１９５１)”“文华时光(１９５１－１９５３)”“执教大学(１９５３－
１９５６)”“难忘的留苏岁月(１９５６－１９６１)”“学成归来

(１９６１－１９６６)”“那些日子(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科教春天

(１９７６－１９８４)”“砥砺前行的八年(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六
秩之后(１９９２－)”,结尾附有柯平教授所作“后记”.
全书按照时间顺序叙述彭斐章先生的求学经历、科
研教育工作历程及其家庭、师友交游等,内容丰富、
图文并茂.为了保持口述材料的完整性,整理者在

书中设置页下注,对书中相关人物、事件、文献等内

容作了适当的解释和延伸等补充说明,便于读者在

阅读时理解文字的含义.因此,书中不仅有详细的

文字资料,整理者还精心选择了大量具有史料价值

的珍贵图片,包括彭先生早期留学苏联时的照片、信
札、证书以及参加各种活动、会议与诸多师友、弟子

和同仁的合影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还有彭

先生与夫人邓铭康女士专门为本书创作的手迹和地

形图.由于这些图片被安排穿插在对应的章节中,
不仅与文字内容相得益彰,也增强了传记的历史性

和真实性,使其内容更为丰富饱满.此外,本书以期

尽量客观、真实地转述访谈内容,务求还原历史的

“原汁原味”,因而保持了彭斐章先生口述时自然流

畅的语言风格,比如彭先生在书中谈及与家人的亲

情时,字里行间生动细腻、真切感人,体现了本书质

朴平实的叙述特点.
本书的整理工作继承了彭斐章先生细致严谨、

求真务实的风格.自２０１６年以来,柯平和刘莉等人

先后对彭斐章先生开展了十余次采访,留下了大量

的访谈记录,并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的整理.同时通

过广泛收集与彭斐章先生、“文华图专”、武汉大学以

及与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相关的文献资料,以此形

成资料库,再结合对彭先生的访谈记录,对相关事迹

进行了细致考证、甄别和补充.历时三年多时间,从
最初的访谈提纲到最终形成的完整的口述作品,其
中对访谈问题的拟定、内容的编排、文本结构的布

局、访谈资料的书写呈现等,无不体现出整理者的精

巧设计和深入的学术思考.而文稿几经修订后又由

彭斐章先生亲自审阅,已近９０岁高龄的先生更是逐

字逐句地全稿审读.正如柯平教授在书中所言:“在
看到先生留在样稿中密密麻麻的校对符号和修改文

字后,先生一丝不苟、严肃认真的精神让我深深的感

动[３](３１８).”因此,本书中随处可见的是彭斐章先生谦

虚低调、细致严谨的作风.
口述史是历史的叙事,也是叙事的历史,是历史

与叙事的巧妙结合[３](３０９).口述史的一个重要原则

就是必须尊重历史,这不仅是口述传记最基本的文

本特征,也是衡量其价值的基本标准.因此,一部口

述史的“历史价值”往往包含认知价值和史料价值.
«自述»一书所具有的认知价值源自于彭斐章先生自

身口述的平实可信,反映和体现出其时代特色以及

亲历者的认知和视角,从而使得«自述»所呈现的内

容具有历史观念性的史料价值.另一方面,口述史

是主客对话,是访谈人与受访人的双向进展,口述成

果是“访”“谈”双方智慧的结晶.因此,«自述»所具

有的史料价值是离不开柯平教授等整理者对口述材

料进行考证、甄别、分析的严谨态度及其幕后工作.
书稿内容不仅由彭斐章先生先后多次审阅,还得到

了先生的家人、师友、弟子以及图书馆界情报界同仁

等诸多支持与帮助,令书稿得到进一步的修改完善.
客观求实的口述史研究方法,赋予了本书在史料性、
学术性、参考性等多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本书

不仅是图书馆学史的重要成果,而且为学界提供了

新的有价值的图书馆学史研究资料.从“图书馆口

述史”的视角来看,如何科学、客观地看待和处理“口
述材料”,如何书写呈现图书馆口述史,«自述»应该

有着一定的示范意义.

２　以彭斐章先生为对象的研究内涵

学界对于口述传记的资料采录行为通常分为

“以采访者的课题所需为中心”“以口述史 (Oral
History)学科建设为中心”“以研究对象(被访者)为
中心”三类[４].«自述»显然是以彭斐章先生为中心

的口述资料采录形式,这主要是由受访对象的特殊

性所决定,彭斐章先生作为具有代表性且富有个性

和影响力的图书馆学家,以他为中心的访谈资料采

录形式,使得口述内容涵盖更为全面多样,也能集中

展现出彭先生在个人经历、感受和认知上的自我表

达.因此,«自述»以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发展和思想

嬗变为主线,为了解彭先生的研学经历、治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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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等方面提供了最权威、最可信

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彭先生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贡

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２．１　以“文华精神”为指引的学术历程

彭斐章先生躬耕图苑数十载,在目录学、图书馆

学等多个领域成就斐然.因而在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时的求学生涯作为奠定彭

先生学术发展基础且影响颇深的时期,受到了访谈

者的关注,有意引导先生展现他与图书馆学专业、文
华图专之间的因缘,以及他如何在“文华精神”的指

引下将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作为毕生追求的心路

历程,并在书中“文华时光(１９５１－１９５３)”一章中详

细呈现.文华图专是１９２０年由韦棣华女士和其学

生沈祖荣、胡庆生先生等共同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独

立的图书馆学高等学府,为我国图书馆学界培养了

一大批杰出的图书馆管理人才[５].但由于当时普通

大众只知图书馆而不懂图书馆学专业,因此,对图书

馆学的不了解也使得先生最初对这个专业产生了抵

触的心理.但从先生的自述中可以看到,正是因为

在文华图专的学习,增进了他对图书馆学科的认识,
也加深了他对图书馆事业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的

作用与地位的理解.如书中所言:“我的思想慢慢地

发生了转变,开始接受这个专业,并且在此后的岁月

中 一 直 是 干 一 行,爱 一 行,爱 我 所 选,无 怨

无悔[３](４６).”
作为文华图专改制后的首届学生和最后一届毕

业生,彭先生见证了文华图专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

发展历程;从一个“袖珍”学校到现在已经走过百年

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他认为这期间所依靠和

传承的便是“文华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团结奋

斗;兼容并蓄,开拓创新;爱岗敬业,服务社会”三个

方面.在书中彭先生也对“文华精神”进行了详细的

阐释与分析,这些观点的发表显然是建立在先生多

年的深入研究和深耕实践的基础之上.因此,尽管

文华图专办学时间不长,却培养出了许多成为当时

中国图书馆中坚力量的学生[６].而“文华精神”不仅

指引和影响了一大批的文华学子,也深刻地影响了

彭先生.无论是他日后留学苏联还是从事科研工

作,“文华精神”已然成为彭先生学术人生的指导精

神,是指引他研学、教育、管理及其自身发展的精神

动力.因此,彭斐章先生作为“文华精神”优秀的传

承者、践行者与弘扬者,通过书中所呈现的彭先生的

求学历程,可以窥见２０世纪图书馆学专业的办学特

征与人才培育的大致轮廓,为了解与研究文华图专

及“文华精神”提供了宝贵资料.

２．２　以目录学思想为核心的学术思想

彭斐章先生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以目录学思想为

核心,是在结合社会发展,长期从事目录学研究的基

础上开展的目录学理论研究.«自传»按照彭先生在

不同时期开展的学术研究叙述他的思想发展,展现

了他如何让目录学这门许多人眼中的“旧学”充盈紧

跟时代的“新知”而进行的探索,故而有助于学者深

入探究他学术思想的嬗变过程,并给予诸多启示.
近代以来,中国目录学在继承与发展古典目录

学遗产的同时,吸取和借鉴西方目录学的技术和方

法,由经验目录学上升到理论目录学,目录学理论体

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向现代化转变.而彭斐章先生

在国内外目录学发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开拓创新,
推动了中国目录学的现代化发展[７].在当时,目录

学的研究主要以“要素说”为主流,而彭先生认为目

录学最终目的是服务读者,要研究“文献”与“读者需

要”之间的矛盾,“藏”与“用”的矛盾,努力使二者合

二为一,使文献发挥最大效用.因此,彭斐章先生与

谢灼华先生联合发表了«关于我国目录学研究的几

个问题»,提出了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

观点.通过引入“矛盾说”理论,指出了关于目录学

研究对象的“矛盾说”,将目录学研究对象问题的讨

论引向深入,这一学说也得到学界和业界的高度评

价.«自传»的访谈者显然是关注到了现代目录学发

展中的这个关键问题,专门引导彭先生就其论点进

行了深入细致地阐述.正如彭先生在书中所言:“我
始终认为,一门科学的对象是研究某一领域或某一

方面的规律(即本质关系)[３](２０２).”彭先生的此段表

述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他关于目录学研究对象的学术

论点,充分展现了他在目录学理论体系研究上的独

立认识和深入思考.此外,书中还详细阐述了彭先

生关于目录学其他问题的学术论点,比如关于目录

学的认识观,先生认为“目录学是人们读书治学的一

个门径”[３](２０４),建议应向外界普及图书情报知识,重
视目录学的使用价值.对于目录学产生与发展的规

律,他认为“目录学的内容是由目录学的研究对象所

决定的”[３](２０３).并首次引入“书目情报”的概念,提
出书目情报是“开发文献资源、向读者传递文献信

息、为经济建设和科学研究服务的重要手段”[８],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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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书目情报作为目录学研究的基点.关于目录学的

发展问题,彭先生先后发表了«目录学概论»(１９８２
年)、«发展我国书目工作的几个问题»(１９８３年与谢

灼华 合 撰)、«世 纪 之 交 的 目 录 学 研 究»(１９９５
年)[９](４８０)等数十篇论文,高屋建瓴,对现代目录学研

究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彭斐章先生扎根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数十年,

在继承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

践发展相结合,更新目录学观念、拓展目录学内容、
补充目录学研究方式方法.正如柯平教授在本书后

记中总结到:“彭斐章先生的目录学思想是他丰富的

学术思想的核心和精华,对中国目录学而言具有一

定的代表性,体现了第三代目录学家思想的积累和

结晶,已成为现代目录学的经典和主体[３](３０６).”因

此,«自述»中不仅呈现出的学术思想内容丰富,相关

的学术问题也较为深入,体现出彭斐章先生与柯平

教授等访谈者所具有的学术积累和学术涵养,这也

是«自述»学术性的重要彰显.这部传记毫无疑问成

为见证现代目录学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成果,对于目

录学的继承与创新发展具有重要史料价值与研究

意义.

２．３　以“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为中心的教育

理念

马费成教授认为“作为教育工作者,彭斐章是一

位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卢荷生教授十分景

仰彭斐章先生,称他“是一位最典型的教授,是一位

能创新的教授,是一位敬业而且很快乐的教授”;柯
平教授认为自己的导师“是老一辈教育家的代表

既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也是一位卓越的教育管

理工作者”[３](３０５).彭斐章先生从１９４９年前担任小

学校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致力于奋斗

在教育事业上,不仅学术薪火相传,且桃李芬芳,先
生始终践行着自己的“园丁志”,而他的传记也为我

们探究彭斐章先生的教育理念,见证中国教育工作

的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
通过«自述»可知,在人才教育培养上,彭斐章先

生“严、导、爱”的教育方式是源自其导师艾亨戈列茨

教授,传其衣钵,得其精髓.同时,彭先生为自己设

下“立下园丁志,甘为后人梯”的座右铭,身体力行地

践行自己“红烛春蚕”的教育理念,循循善诱,扶掖后

学.据书中统计,彭先生共培养指导了３０名博士研

究生、３５名硕士研究生以及１８名国内外访问学者

等,为图书情报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诚如

先生在书中所言:“我愿意做一个护花的园丁,寄希

望于学生,希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愿意做

个铺路的石子,努力把这个路啊,铺得好一些,让后

来人走得更顺畅一些[３](１９７).”这样朴素真挚的思想

在书中也随处可见,也正是这样简单纯粹、无私奉献

的教育理念体现了彭斐章先生崇高的品质和良好的

思想道德风范,他的身上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传

统美德,为新一代的教育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也让人

为之动容.通过阅读一部优秀的人物传记,读者不

仅可以了解到传主的人生经历,更能从中获得多方

面的感悟和启发,«自述»就是这样一部给予人以丰

富感悟与教益的作品.此外,书中也详细记述了彭

先生为推动传统学科教学改革,构建中国图书情报

学科高等教育体系所做出的诸多努力.从先生的自

述中可以了解到,结合时代需求是其探讨学科教育

问题的核心,为此,彭先生先后发表了«关于我国高

等图书馆学教育体系问题»(１９８５ 年与谢灼华合

撰)、«关于我国图书馆学高层次人才培养问题»
(１９８７年)、«论数字环境下我国图书馆学情报学研

究生教育制度的创新»(２００１年与陈传夫合撰)等一

系列文章[９](４８６),积极探索我国图情教育事业发展

之路.
彭斐章先生作为老一辈教育家的代表,经历了

教育的历次重大事件,而这部传记中记载了他丰富

的教育工作经历,是我国教育发展和教师工作的一

个缩影,对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对于当前

的教育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既有历

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３](３０５).此外,书中还记述了

彭先生与前辈老师们之间的情谊,特别是与其导师,
无论是艾亨戈列茨教授对彭先生因材施教的引导与

爱勉,还是彭先生对导师的缅怀和感恩,都令人在感

动之余,也为两位前辈学者的人格风范而深深折服.
同时,书中也留下了彭先生与乔好勤、柯平、王新才、
汪晶晶等诸多弟子之间相知相契的师生之情,读来

感人至深.

３　多维呈现、内涵丰富的史料价值

一部优秀的口述传记,往往在叙述传主生平事

迹的同时,铺展开一幅广阔的社会历史长卷,呈现出

宏观的政治、文化、经济等背景,使传记本身的应用

范围突破现时某一具体学科领域而显得更为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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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自述»正是在其整理者对

口述史怀着审慎、深思的学术思考的基础上,通过搜

集相关资料,对口述材料进行分析研究等知识再加

工后,形成的一部口述传记,故笔者认为«自述»也是

一部多维呈现、内涵丰富的“口述史料”著作.

３．１　留苏历史研究之史料价值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我国掀起了经济文化建设的

高潮,全国盛行学习苏联之风,“留苏”成了一种时代

符号.彭斐章先生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留学苏联,
学习先进,开阔眼界.彭先生作为留苏的著名学者

之一,他的留苏经历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因
此,这部传记,应当也是留苏历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

部分,对于研究中苏发展、中外交流具有重要的史料

价值.
通过研读此书可知,尽管我国古典目录学历史

悠久,但那时的现代目录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各类人

文社科、自然科学文献激增,而关于文献检索和应用

的研究却严重滞后,因此,彭先生在综合考虑了时代

发展、社会需求后,最终选择了现代目录学作为其研

究方向,师从苏联著名目录学家艾亨戈列茨教授.
在本书“难忘的留苏岁月(１９５６－１９６１)”一章中,详
细叙述了彭先生四年的留学经历.这期间,彭先生

求学于大师门下,潜心研究列宁的目录学思想,研究

目录学的基本理论、书目工作和目录学史,初步形成

了以目录学理论为中心、中外结合、融会贯通的学术

风格[１０].而苏联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与专业的读者

服务体系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留苏

期间,彭先生就辗转通过寄送稿件的方式向«图书馆

学通讯»(现«中国图书馆学报»)投稿发表了«谈谈苏

联省图书馆的方法辅导工作»(１９５８年)和«苏联省

图书馆书目工作的组织»(１９６０年)等论文,介绍苏

联图书馆事业建设和服务经验.此外,彭先生还通

过撰写书评的方式,对苏联目录学教科书、论文集等

进行评介[１１],尽管是先生早期的学术论文,但他通

过关注国外目录学的发展动态,以期为国内的目录

学发展提供实践参考和理论借鉴,完善提高我国图

书馆服务体系,更好地为国内发展提供参考与帮助.
从书中许多简单朴实的话语和真挚诚恳的表达中可

以看出,“以学术服务民生,服务国家建设”是彭先生

当年最真实最朴素的想法,这也奠定了他一生学术

发展的根基.
彭斐章先生这段特殊的留学经历使得«自述»成

为了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苏图书馆情报学界样貌的

一个窗口.而彭先生四年不归,排除各种干扰,刻苦

求学的事迹读来尤为感人,在出国留学十分普遍的

当下,先生的事迹对于年轻的后学们具有重要的教

育意义.

３．２　现代目录学、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史料价值

我国的图书馆事业自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迅速

发展,但图书馆学和目录学理论仍处于模仿阶段,主
要靠借鉴苏联的经验和理论.而此时,留苏归国的

彭斐章先生就职于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他的工作

经历正是处于学科发展史中的那一段曲折坎坷且鲜

为人知的特殊时期.由于当时国内对于图书馆学专

业不了解,因而对图书馆学不重视,学科处于边缘地

位,这让归国不久的彭斐章先生深感国内外图书馆

学学科发展的差距,为“图书馆学学科地位低人一

等”的尴尬而倍感焦虑,这也促使彭先生对学科建设

的反思,并深感自己有责任提高图书馆学学科的影

响力,改变以往对图书馆学专业的偏见.彭先生清

晰地认识到,除了学术研究,还需要加大进行学科建

设.在此期间,他与黄宗忠、谢灼华、陈光祚等先生

就图书馆学问题开展研讨,联合撰写了«对图书馆学

几个问题的初步探讨»(１９６３年)、«高等学校图书馆

读者对教学用书需要特点的分析»(１９６４年)等文,
以求推动学科发展.

而正当彭先生踌躇满志搞学科建设时,“文化大

革命”的爆发使得图书馆学、目录学发展被迫中断,
然而艰苦的环境却让先生的意志愈加坚定.正如彭

先生在书中自述:“十几年如一日的我就是这样坚持

的,内心有着坚定的信念,而且这种信念是不会变

的[３](１７０).”正是这样简单但富有感染力的语句体现

了彭先生尽管身处逆境,但始终怀揣理想信念,才能

保持自我坚定,在隐忍中仍然有所持守,彰显了他独

特的人格魅力,也给予了读者励志向上的感发力量.
彭斐章先生作为中国目录学、图书馆学发展史的亲

历者、学科体系的构建者,先生的学术经历是学科发

展史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其史料价值自不待言.

３．３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科建设及信息管理学院

发展之史料价值

１９８０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但是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是否设立博士学位,
学界存在较大争议,很多人认为图书馆学专业设立

硕士学位就已足够.而一门学科建设的成效主要体

５２１

回望数十年学术历程,启悟图书馆专业后学/杨璐嘉

WhatCanYoungLibraryScholarsLearnfromtheResearchExperienceofLibraryScientist/YangLujia



2022

年
第5

期

现在科学研究的成果和高层次人才培养上,所以获

得图书馆学博士学位的授予权一直是彭先生多年来

的愿望和努力目标.«自述»中详细叙述了彭先生为

争取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艰辛

历程.同时,先生也在书中首次披露了他在担任武

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院长期间的诸多经历及其感悟

心声.作为全国第一家图书情报学院,武汉大学图

书情报学院具有引领发展的使命与责任.为此,彭
先生提出了“立足本院,心系全国,放眼世界”的办院

宗旨,在各级领导的指导规划下,摒弃门户之见,积
极加强与国内外兄弟院校、图情行业的交流,既向同

行学习,也给同行以大力支持,谋求图情事业的共同

发展.可以说,彭先生从文华图专到武汉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的工作经历,让他成了见证文华图专发展

史和信息管理学院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

重要领导人物,通过此书可以了解到他为图书情报

学科高层次建设所作的努力与付出,以及他如何引

领学院登上国际舞台,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

声誉遍及海内外的卓越贡献.因此,这部传记对于

信息管理学院院史、院志乃至武汉大学校史、校志的

编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４　启示与思考

优秀的口述传记因其采访者和受访者在各自领

域深厚的学术积累而蕴含一定的学术内涵,其所呈

现的内容往往能引发读者对于相关学术问题以及现

实的深层次思考.«自述»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它具

有研究彭斐章先生学术历程和学术贡献的史料意

义,更在于它以第一人物视角为读者展现了现代目

录学、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轨迹.因此,基于本书开

展的对先生学术历程的回望,对研究目录学、图书馆

学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启迪.当今,计算机技术与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目录学学科发展及学科教育面

临巨大挑战.南京大学郑建明教授认为,结合新的

实践作出新的理论创造,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不断

变化的实践,以准确把握科学研究中的传承创新,促
进学科新的理论生长点,永葆学科的生机活力[１２].
而彭斐章先生早已敏锐地意识到,信息时代传统的

图书馆学、目录学教育将面临全面的更新和变革,而
变革的灵魂是信息的注入,变革的手段是计算机的

应用[１３].

４．１　学科发展之思考

作为图书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目录学的发展

可以划分为古典目录学、近代目录学与现代目录学

三个时期.以彭斐章、谢灼华先生为代表的目录学

家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中探寻学科的理论基

础,提出了“书目情报”为现代目录学的学科基点.
从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历程来看,他与谢灼华等目录

学家为促进中国目录学现代化的研究是经历了学习

苏联、西方引进式到发现与认知自我,继承改革传统

的内生式的历程后形成,具有极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面对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彭先生个人或与他人联

合撰写发表了«数字时代的目录学发展路径———网

络资源导读服务»(２００６年)、«基于目录学理论的网

络信息资源目录服务效益研究»(２００８年)、«数字时

代目录学的理论变革与发展研究»(２００９年)等文

章[１０](４８８),提出将网络、数字目录学作为目录学发展

的目标,但在网络、数字目录学尚缺乏深入扎实的后

续系统研究时,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又让目录学的

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学科发展方向的出路和突破,仍
是急需探索解决的问题.纵观彭斐章先生的学术历

程及其目录学思想,始终体现着“学习国外而不崇洋

媚外,继承传统而不厚古薄今”的思想精髓,研究古

典目录学以继承目录学理论的精华为首要,在继承

中开拓创新;发展现代目录学以国家、时代需求为指

导思想,将目录学定义为一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与

广泛应用价值的科学,展现了科学研究的生命力正

是在于不断变革与创新,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这

一真谛.因此,从如何结合时代需求寻求发展,到如

何恰当处理文献整理与读者需求关系,再到如何高

效组织、揭示、开发、利用海量信息数据资源等一系

列的“目录学与时代”的命题是当今目录学发展需要

关注的方向.
首先,现代目录学的发展应重视目录学与信息

科学技术的关联,将其学术工具的价值赋予现代科

学的含义,重视对目录学工作实践的研究,提高面向

社会大众的文化普及性和公共服务性.例如,武汉

大学陈传夫教授等认为元数据、知识发现、数字化目

录为目录学研究扩展了新视野[１４];石进等提出了大

数据时代目录学的新使命是发展智能目录学,结合

科学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解决网络信息的无

序与人们对特定文献信息需求的矛盾,以需求为导

向[１５].熊翔宇等将目录学思想运用在大数据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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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中,将目录学作为大数据管理的理论基础,是对目

录学应用实践的探索[１６].其次,应通过创新性思考

和严谨的科学论证,主动运用计算机技术等学科的

成果与优势,深入目录学和图书馆学分类下的其他

学科如图书分类学、图书编目学以及文献学、历史、
哲学等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并向所有学科领域积

极拓展,发挥目录学自有特色,推动目录学学科理论

与实践的融合与发展,探索传承与创新的发展之道.

４．２　学科教育之探索

对于学科未来的发展,教育、人才的培养是学科

建设中重要的方面.而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专业最

重要的基础课程,但据夏南强等的调研发现,目录学

课程的开设与设置并不普及,教学内容安排也不妥

当,存在目录学认知教育的缺失问题[１７](３４).伴随着

老一辈目录学家的退出,失去了有影响力和号召力

的学术带头人.青年学者的研究视野又出现转向和

游离,在与前贤新旧交替的代际传承中出现了“代
沟”,目录学学术梯队和人才链濒临断层的严峻局

面[１８].为此,不少学者提出了反思,北京大学王子

舟教授认为目录学是经验之学,应重视书目编制实

践,仅靠专注于目录学理论方法、目录学史研究难以

振兴[１９].柯平等认为现代目录学未能充分吸收和

融合古典目录学的优良传统,导致目录学走向浅薄

化,对于人才培养过于专注于图书馆编目技术,缺乏

文史功底的训练等[２０].因此,在当下社会普遍浮躁

的负面影响下,在新技术对目录学功能的逐渐替代

中,如何发展目录学教育,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纵观彭斐章先生,无论是其自身的学术发展历

程,还是他作为学科带头人,引领学科发展、教育培

养学科学人,都无不重视学科的致用性和创新性,并
始终对学科未来满怀信心、责任和追求,数十年如一

日,他的坚守、执着及其创新精神都值得被传承与弘

扬.因此,对于目录学教育应首先扩大普及其认知

教育,充分体现目录学的致用性.夏南强等提出了

应在大学本科阶段各学科普遍设置目录学课程,通
过评述本学科具有代表性的论著、工具书等,帮助学

生尽快摸清门道,掌握读书的门径,进入学习和科研

的“角色”[１７](３９).其次是改革传统的教学观念,应加

强教学内容、课程设计的创新与实践,同时增强师资

队伍建设.在教学内容上,增强对目录学知识教育,
注重学科的实践性.在课程设计上,开设与信息技

术应用相融合,重视学科交叉建设的课题研究等,拓

展深化,向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发展,与社会行业、时
代发展相融合.实现理论研究与学科教育相结合,
让这门历史悠久,拥有优秀传统的学科在新时代的

背景下依然能焕发其独有之光彩.

５　结语

«自述»本着客观求实的史学传统,展现了彭斐

章先生科研、教育、思想、生活的人生历程,反映了彭

先生的学术渊源和学术贡献,为了解和研究彭先生

提供了最真实、最权威的第一手文献资料.作为一

部面向大众的人物传记,本书通过呈现彭斐章先生

数十年的学术历程,体现了彭先生对学科发展满怀

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执着追求,饱含对教育事业的深

情厚爱,甘为人梯引桥,彰显出科学家的人生品质及

其高尚的个人修养和风范.而从面向学术共同体内

的学人而言,彭斐章先生对学术问题的解读认识以

及以图书馆学家为观念重构的“口述历史”仍有值得

深入挖掘和提升的空间,或可围绕口述史访谈材料,
开展访谈择录、理论思考及延伸性探究等,以期形成

一个完整的图书馆学口述史采录及研究成果.当

然,«自述»以其丰富的学术意涵对中国现代目录学

发展、图书馆学史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史的研究具有

重要史料价值.此外,书中还留下了彭先生与诸多

学界泰斗吉光片羽式的历史剪影,让人读来有如入

芝兰之室,领略大师们的高山景行,反思时代留给当

下学人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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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izhanghasmadeoutstandingcontributionstolibraryscience,bibliographyandsocialscientificinformaＧ
tionsciencewithhisrichacademicachievementsandacademicthoughts．ThispaperfocusesonThePersonＧ
alReminiscencesofLibraryScientistPengFeizhangat９０publishedbytheNationalLibraryPress,and
discussesthecontentform,organizationcharacteristics,richhistoricalvalueandacademicconnotationof
thebook．Onthisbasis,thispaperreviewstheacademicoriginandacademiccontributionofMr．Peng
Feizhang,inordertoinheritandcarryforwardMr．PengFeizhangsacademicthoughtsandacademicspirit．
Basedonthecurrentdevelopmentstatusofbibliography,thispaperputsforwardthethinkingandexploraＧ
tionofthefuturedevelopmentandeducationofthe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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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aperprovidesadistinctivehistoricalperspectiveontheevolutionofAmercianuniversity
librarysystembyreviewingtheoriginanddevelopmentofthedepartmentallibraries,thecentralizationＧdeＧ
centralizationdebateandtheimpactofdigitalizationoncentralＧbranchuniversitylibrarysystem．Basedon
thereview,theenlightenmentfordevelopmentofChinesecentralＧbranchlibrarysystemisgivenoutincluＧ
dingmultiＧdimensionalconstruction,flexibleoperation,integratedconstruction,allＧroundcollaboration,

userorientation,andtechnical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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