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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林硕望,薪火相承

———纪念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宇初∗

　　摘要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３日,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联合主办的“图林硕望,
薪火相承———纪念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与会学者

围绕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生平经历、事业贡献、人文精神等展开交流与研讨,深入梳理总结刘

国钧先生在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图书馆事业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等领域的重要作用和突出贡献,
切实学习体会刘国钧先生热爱祖国、执着事业的精神品格.

关键词　刘国钧　学术研讨会　图书馆学理论　图书馆学家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６．００７

　　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５日是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

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纪念日,刘国钧先生作为图

书馆界的一代先驱,为推动我国近现代图书馆建设、
图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作出了巨大贡

献.１１月１３日,由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联合主办的“图林硕望,薪火相承———纪念图

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在
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国家图书馆、甘肃省图书馆、南
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武汉大学图书馆、南京大学图

书馆、江南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等单位的近３０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并

发言.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信息管理系教授陈建龙,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党委书记、系主任张久珍,国家

图书馆副馆长汪东波先后致辞.陈建龙馆长表达了

对刘国钧先生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怀念,并结合对刘

国钧先生图书馆学思想中的整体论思维范式和图书

馆事业学说、思想形成的认识与分析,对北京大学图

书馆１２０年来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树立的地位如何

巩固发展、如何培育创造有价值的文化和有文化的

价值以及高校图书馆在新时代如何实现转型等问题

进行了深刻思考.张久珍主任回顾了刘国钧先生在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任职经历,并从学科建设的

角度充分肯定了刘国钧先生在中国图书馆学从无到

有的建设发展历程中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认为刘国

钧先生为图书馆献身的精神和他为之奋斗终身的图

书馆事业是永存的,将启迪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学后

来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汪东波副馆长在致辞中

代表国家图书馆全体同仁向刘国钧先生致以深深敬

意,并对刘国钧学术思想特别是分类编目的理论研

究及其在国家图书馆的实践应用进行论述,呼吁业

界同仁学习、弘扬刘国钧先生的思想精神,使之薪火

相承,成为新一代图书馆人共同坚守的精神追求.
在为期一天的学术报告与交流研讨中,专家学者们

主要围绕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领域学术成就、生平

经历、业界贡献、人文精神等几个方面展开深入交

流,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别立谦、北京大学信息管

理系副系主任张鹏翼分别主持了上午和下午的

会议.

１　对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贡献与学术成

就的再次高度肯定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资深教授吴慰慈在题为

“试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纪念刘国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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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辰１２０周年”的报告中,就刘国钧先生对我国图书

馆事业发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以及图书分类法的

研制、图书馆目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等方面所作出

的巨大贡献进行了详尽梳理和高度评价.吴慰慈教

授认为,刘国钧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领域中

一位里程碑式的学者,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图
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拓荒者、参与者

与见证人,并明确指出刘国钧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

的贡献:一是提出了“要素说”,二是关于近代图书馆

性质、特征和任务的分析和阐述,三是建构了全面完

整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王子舟在题为“重温

刘国钧先生«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的感想”的报告

中,以刘国钧先生的重要学术著作«什么是图书馆

学»为切入点,从文章时代背景、内容、写作方法、学
术地位、后人误读昭示等多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王子舟教授认为,刘国钧先生学术论著的特点是逻

辑性极强,善于说明事理并提升理论层次,给人以条

分缕析的深刻印象,能够将宏观和微观相结合、抽象

和具体相结合.王子舟教授充分肯定了«什么是图

书馆学»在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认为这是图书馆学

学科发展转折点、关键点上的及时之作,指明了图书

馆学理论发展的方向,为图书馆学共同体新进者提

供了学习范本.

２　对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学术思想由来和发展的

分析诠释

江南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吴稌年在«刘国钧早

期学术思想研究»的报告中,对刘国钧先生早期图书

馆学学术思想及其由来和发展进行了分析阐释.他

指出,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５年间刘国钧先生共发表学术

论著４５篇,其中主要是关于哲学、教育等方面的论

文,总体上其早期研究呈现出译介哲学起步的特征.
特别是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后,学界大量引入国外先

进思想,杜威、罗素等世界一流哲学家纷纷来华演

讲,刘国钧先生即是在教育救国的宏观思想指导下

投入到对这些来华哲学家的演讲翻译工作中,这在

他的早期译作中有明确表示.刘国钧先生在１９２１
年发表的«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是其在图书

馆领域发表最早的一篇论文,也是刘国钧先生图书

馆学研究生涯的学术起点.吴稌年研究馆员还分析

了刘国钧先生投身图书馆事业主要的影响因素,一

方面是他在金陵大学就读时的图书馆事业指引人洪

有丰先生对他的帮助和指导,另一方面即是国外哲

学大家的思想影响,推进了刘国钧先生学术思想的

发展.
武汉大学图书馆馆长王新才也在交流中指出,

刘国钧先生曾经就读的金陵大学由于是教会大学,
当时西方思想的引入使得受教育者对于人的权利有

了更充分的认识,这也引发了刘国钧先生对于哲学、
人生以及教育等问题的深刻感受和浓厚兴趣,也正

是看到了图书馆对于教育的重要支撑作用,刘国钧

先生的研究领域顺理成章地从哲学领域转向了图书

馆学领域.此外,吴慰慈教授也在报告中提到,刘国

钧先生之所以能够高屋建瓴、多有建树,与他紧密跟

踪、及时掌握世界图书馆事业及现代化技术发展动

向的做法密不可分.江南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顾

烨青通过考据,分析了刘国钧先生当年前往威斯康

星大学(UniversityofWisconsin)留学的原因和经

历,认为刘国钧先生在威斯康星的学习既深入研究

哲学又兼顾图书馆学,是转向图书馆学研究领域最

好的时机和切入点.

３　对刘国钧先生坎坷生平际遇和崇高精神追求的

全面评述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徐雁在题为“以爝

火而燎原———作为著名图书馆学家、教育家及中国

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者的刘国钧先生”的报告中,
回顾了刘国钧先生充满波折坎坷却依然坚持为图书

馆学贡献心血、矢志不渝的生平经历,分析了刘国钧

先生在当时境遇下所发出的“一生心血,付诸东流”
之悲叹背后的历史原因和个人隐忧,认为刘国钧先

生虽在哲学、教育学、图书馆学等各个领域均有卓越

成就,但其“一生心血”所指是更需要有人研究和开

拓的“中国图书馆学”.同时,徐雁教授对比业界学

者对刘国钧先生的定位与评价,呼吁学界应以“著名

的图书馆学家、教育家及中国书籍史、思想史研究学

者”的完整学术头衔,来为刘国钧先生的一生事功作

出全面、客观的认定.
王子舟教授也在报告中对刘国钧先生的“生逢

其时”与“生不逢时”进行了阐述,认为所说“生逢其

时”是指当时的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的发展亟待刘

国钧先生学术思想这样的理性认识来解疑释难,“生
不逢时”是指其学术思想曾遭到批判,并认为研究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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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要不盲从潮流,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北

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荣休教授王锦贵认为,刘国钧先

生在美国硕士、博士阶段本来学习的是哲学,但回国

后将主要力量放在图书馆事业上并取得杰出成就,
这也为后人在所学知识与社会需要不完全吻合的矛

盾面前如何选择作出了榜样.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荣休教授赖茂生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刘国钧

先生依然能够高度敏感地抓住学科发展、事业发展

的最新领域,这种不断学习创新的坚持精神非常感

人,值得我们永远学习.吴慰慈教授对刘国钧先生

热爱祖国、执着事业的精神品格进行了高度评价,认
为从刘国钧先生的一生中可以深刻感受到一个中国

优秀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及热情报效祖国的拳拳

赤子之心.吴稌年研究馆员在报告中提到,刘国钧

先生１９１８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１９１９年开始发表

图书馆学学术论文,直到１９７９年还发表了多篇文

章,前后历经６０余年,这种为图书馆学研究鞠躬尽

瘁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行.

４　对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业界卓越贡献的梳理

回顾

甘肃省图书馆研究馆员董隽在题为“刘国钧发

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经过及其影响”的报告中,
回顾了刘国钧先生发起成立兰州市图书馆协会的原

因和完整经过,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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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干家,兰
州市图书馆协会的成立即是刘国钧先生办馆思想的

一次成功实践,是刘国钧先生杰出组织能力和协调

能力的集中体现.
国家图书馆«中图法»编委会办公室副研究馆员

赵悦在题为“刘国钧与国家图书馆文献分类编目发

展”的报告中,通过对国家图书馆现存档案梳理,深
入论述刘国钧先生与国家图书馆文献分类编目发展

的渊源及其编目思想实践的重要影响.她认为,目
前学界对于刘国钧先生在国家图书馆的这段历史及

对国家图书馆分类编目发展的影响及贡献的专题研

究较少,但刘先生的学术成果在国家图书馆分类编

目发展史上却影响至深,其学术思想及成果的形成

与发展应用也与国家图书馆密切相关.她提到,自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至今,国家图书馆编制或应用的

分类法如«中国图书分类法»«中文普通线装书分类

表»等等,许多都与刘国钧先生直接相关,或是由其

研制,或是其作为编辑组成员参与指导编制工作.
刘国钧先生在分类编目领域研究成果非常注重理论

与实践相结合,具有较高实用性、先进性与前瞻性,
并且平实易用、简单明了.吴慰慈教授也指出,刘国

钧先生在编目、分类工作的指导和人员培养方面所

做的努力,对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工作走上正规化、
科学化的发展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国家图

书馆研究院馆史资料征集与研究室主任马涛认为,
要学习刘国钧先生作为社会活动家的成功经验,努
力以更多更好的方式向社会推广图书馆及图书馆领

域的名人大家,提高图书馆在业界的宣传力度和影

响力.

５　对刘国钧先生图书馆学教育、学科体系建设贡献

的充分认可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荣休教授张涵在交流讨论

时提到,刘国钧先生不仅是著名的图书馆学家,而且

是开创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建立完整图书馆学专业

教育体系的专家.张涵教授回忆,其在１９５９年入读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时,刘国钧先生正担任系主任,
当时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和课程内容是非常全面、
完整的,例如开设的科技概论课程,会邀请各个学科

著名学者专家对其领域的历史、概况和经典著作、代
表人物等进行讲授.吴慰慈教授也在报告中指出,
刘国钧先生可谓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之一,对图书馆学系的课程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同时也积极支持图书馆界举办的业余图书馆员学习

班,对提高图书馆在职干部的业务素质、促进图书馆

工作的开展功不可没.陈建龙馆长也在发言中进一

步指出,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要与图书馆实际工作需

要相结合,从事图书馆学研究的教师和从事图书馆

实际工作的馆员要增进交流,图书馆学专业老师可

以多到图书馆进行交流实践,同时图书馆馆员也要

积极进行学术探索.

６　结语

会议交流研讨环节,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张树

华、徐克敏、郑莉莉、张涵、王锦贵、赖茂生等多位荣

休教授及校内外专家和馆员们进行了深入交流,北
京大学图书馆部门负责人、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在

职教师及部分博士生列席会议.会议最后,北京大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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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图书馆党委书记郑清文作总结发言,对会议进行

了整体回顾,并从研究、传承与发展三个方面对于如

何更好传承弘扬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

提出了思考.本次会议会前还对张雨生、戴龙基、杨
临明编纂的«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１９９９年)
进行了重新梳理与修订,并对研究刘国钧先生学术

思想的国内外期刊论文、专著文章等进行了搜集整

理,形成«刘国钧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相关著述目录»,
供与会专家学者交流探讨.

图林硕望,丰碑永存;薪火相承,光耀后人.希

望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能够为业界专家学者提

供一个思想交流的平台和契机,今后更加深入梳理

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学术造诣、思想脉络及实践

经验,继承和发扬其立身立德、惟真惟实的治学精

神,为推动新时代下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图书馆

学研究的不断进步贡献新的力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北京,１００８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年１１月１９日

(责任编辑:支娟)

ASummaryoftheAcademicSeminartoCommemorate
the１２０thAnniversaryoftheBirthofLibraryScientistLiuKwohＧChuin

LiuYuchu

Abstract:OnNovember１３,２０１９,“theAcademicSeminartoCommemoratethe１２０thAnniversaryof
theBirthofLibraryScientistLiuKwohＧChuin”washeldbyPekingUniversityLibraryandDepartmentof
InformationManagementofPekingUniversityatPekingUniversity．Theseminarparticipantsconducted
communicationsanddiscussionsonLiuKwohＧChuinacademicachievementsinlibraryscience,lifeexperiＧ
ences,industrycontributionsandhumanisticspirit．Theconferencecomprehensivelysummarized Liu
KwohＧChuinsimportantroleandoutstandingcontributionsinthelibrarysciencetheory,thelibrarianship
developmentandthelibraryscienceeducation,andappreciatedhisspiritualcharacteristicofthedevotionto
motherlandandthepersistentpursuitoflibrarianship．

Keywords:Liu KwohＧChuin;Liu Guojun;AcademicSeminar;LibraryScience Theory;Library
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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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etLiuKwohＧChuin:anAnalysisonHisExistingPoems

WangXincai

Abstract:ItiswellknownofMr．LiuKwohＧChuinasafamouslibraryscientistinmodernChina,while
itisseldomknownofhimasapoet．BycollectingLiuKwohＧChuinsexistingpoems,thispaperanalyzes
thetechniquesofhispoetrycreation,andrevealsthehistoricalbackgroundreflectedinhispoems,aswell
ashislifeexperiencesandspirit,soastoprovidereferencesforrelevantresearch．

Keywords:LiuKwohＧChuin;LiuGuojun;LibraryScientist;Poet

３４

图林硕望,薪火相承———纪念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刘宇初

ASummaryoftheAcademicSeminartoCommemoratethe１２０thAnniversaryoftheBirthofLibraryScientistLiuKwohＧChuin/LiuYuch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