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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桂质柏在国立四川大学

□党跃武∗

　　摘要　桂质柏(１９００—１９７９年),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博士,是１９２２年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届

毕业生,曾经担任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和中国

科学院武汉图书馆的馆长(主任).此文主要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等文献资料,对桂质柏２０世

纪３０年代在国立四川大学五年的图书馆管理实践和教育经历进行厘清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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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桂质柏(１９００—１９７９年),中国第一个图书馆学

博士,是１９２２年文华大学图书科首届毕业生的“快
乐六君子”之一;曾经担任东北大学、国立中央大学、
国立四川大学、国立武汉大学等高校的图书馆和中

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的馆长(主任)①.他完全称得

上是一位可以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发展史上“前排就

座”的图书馆事业家.

２　桂质柏与国立四川大学

在桂质柏的一生中,国立四川大学只是短暂的

一瞬,却是其卓著不凡的图书馆管理实践中难以忘

怀的五年,«国立四川大学民二五年级毕业纪念刊»
中桂质柏留影及其«国立四川大学教职员履历表

(１９３９年７月)»如图１所示.从时间长短来看,仅
次于他在国立武汉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武汉图书馆的

经历.关于桂质柏的生平,其担任东北大学、国立中

央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和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主任

(馆长)的具体日期尚存在分歧.根据相关文献和档

案资料,以及桂质柏之子桂裕民提供的相关聘书等

实物资料,其任职日期分别为:东北大学,１９３１年６
月至１９３２年７月;国立中央大学, １９３２年８月

至１９３５年６月;国立四川大学,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４０
年７月;国立武汉大学,１９４０年８月至１９５６年５月;
中国科 学 院 武 汉 图 书 馆,１９５６ 年 ８ 月 至 １９７１ 年

３月[１－２].

图１　桂质柏教授兼图书馆主任留影及其

　　«国立四川大学教职员履历表»

其中,桂质柏在国立四川大学的任职时间,根据

多则档案材料可以确认.一则,四川大学馆藏档案

中国立四川大学任鸿隽校长签发的聘书;二则,国立

四川大学１９４０年１２月３日据桂质柏１１月２９日由

国立武汉大学来函要求开具的«服务证明书»,以及

桂裕民提供张颐、程天放两任校长签发的聘书(与馆

藏档案内容一致),如图２所示.

５０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ies

∗

①

党跃武,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１７５９Ｇ６３０１,邮箱:dangyw＠scu．edu．cn.
注: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图片和文献均依据四川大学档案馆和图书馆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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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国立四川大学任鸿隽校长签发的聘书(底稿)

　和桂质柏«服务证明书(存根)»

桂质柏到国立四川大学任职并办理交接手续的

具体时间为１９３５年９月,交接人为当时的图书馆代

理主任曾广铭,１０月２１日任鸿隽校长正式签发聘

书.曾广铭(１８９９—?),四川(现重庆)巴县人,１９１９
年与聂荣臻等同行由上海赴法勤工俭学于蒙达尔纪

(又译蒙塔日)公学(CollégedeMontargis),后肄业

于北平协合大学,１９３０年曾作为四川省教育厅厅长

代表出席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１９３５年受聘国立四

川大学文学院外语系法文副教授,有«西康的宗教»
等作品[３].

桂质柏离校任职并办理交接手续的具体时间为

１９４０年７ 月,接收人为图书馆代理主任蒋白冈,

１９４１年１月正式移交新任图书馆主任孙心磐.根

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记载,蒋白冈(１９０４—?),四川

成都人,私立华西协合大学肄业,国立复旦大学心理

学院毕业,曾任国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员、上海天一

影片厂剧务、重庆西南影片公司剧务主任,兼国立复

旦大学心理、戏剧教员及其青年会图书馆事工、浙江

大学图书课课员、山东省立剧院编辑兼教员等职务,

１９３９年８月到校.孙心磐(１８９５—?),上海青浦人,
国立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毕业,历任国立东南大学、
上海工商大学、国立复旦大学的图书馆主任,上海图

书馆协会主要发起人,１９４０年８月到校.
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在校五年期间,桂质柏

每月薪水均为２８０法币,属于教授中的中等水平.
时任校长每月薪水均为６００法币,秘书长、教务长、
院长、系主任如曾天宇、魏时珍等和知名教授如徐中

舒等,每月薪水为４００至３２０法币,一般教授每月薪

水为３２０法币以下,特约教授等则按照课时计薪.
在成都期间,他居住在陕西街观音巷凯庐.陕西街

原名芙蓉街,后因陕西会馆而更名为陕西街.这条

街曾有一家大名鼎鼎的“不醉无归小酒家”,取自«诗
经»“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四川大学和川省各界尤

其是文化界知名人士喜欢在此一聚,朱光潜曾宴请

何其芳和方敬等人,以撮合张充和与他招致国立四

川大学的学生卞之琳.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３日,曾在国

立四川大学城内部执教的叶圣陶在日记中写道:“十
一时仍返陕西街,雪舟招余与彬然、雨岩往‘小酒家’
小吃,吃菜三色,值八十余元,亦太奢矣.”[４]迁峨嵋

山后,桂质柏寓居在圆通寺中.佛教术语“圆通”,意
为不偏不倚,无阻无碍.圆通寺位于今峨眉山市北,
相传为“仙者羽化之所”的四峨山,为明代高僧印宗

禅师传人福仙所[５].
在校五年,除作为教育系教授兼图书馆主任之

外,桂质柏一直任学校图书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任图

书采购事宜、出版委员会委员、建筑委员会委员、博
物馆筹备委员会委员等职务,１９３６年任文学院附设

小学教育通讯研究处导师,１９３７年任学校为防护日

军轰炸而设立的防护团指挥,１９３８年任学校川军抗

战史料搜集整理委员会委员、招生委员会监试人员,

１９３９年任学校预算委员会委员、临时迁移委员会委

员兼装备股副主任、抗敌后援会教职员会员执委.
另外,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８日至１９日、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０
日至１１日举行的多次全校春季运动会中,他还担任

田赛裁判长.根据«新新新闻»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９日报

道:“川大昨日自午后二时起即开始竞赛,虽该校并

未因开运动会而停课,然同学及少数外宾来参观者,
仍有一千馀人之多,情境至为欢跃热闹.内中尤教

职员四百公尺竞赛一场,最饶风趣.计当时来参加

竞走之诸人中,以图书馆主任桂质柏博士及庶务课

主任刘维汉先生躯体极为肥硕.而又刘先生劝诱他

人参加最为奋勇,但结果则第一属诸唐伸侯先生,而
刘竟蹒跚其后,位居最末.”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作为学校抗敌后援会的主

要成员,桂质柏始终坚持爱国、坚持正义,与国立四

川大学朱光潜、叶麐等７０多位教授联名,为国民党

反动派诬陷宣传抗日救亡进步人士的“康(乃尔)黄
(宪章)事件”向校长张颐请愿.国立四川大学后专

门印行«黄案始末记»一册,以示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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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各大学推行导师

制,桂质柏受聘担任文学院导师.根据四川大学馆

藏的多份学生注册类档案记载,他曾多次担任新生

入校或贷款的担保人,其中基本上都是湖北同乡,如
何光勋、夏世键等人.甚至在他离校赴任国立武汉

大学之后依然如此,可见其十分看重师生之情、同乡

之谊.
桂质柏执掌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期间,经历了

任鸿隽、张颐和程天放三任校长.在１９３８年反对程

天放掌校的“拒程”运动中,虽然桂质柏不是积极组

织者,未在１２月１７日联名致教育部电即“拒程”宣
言上签字,而在１２月２１日«四川大学教授启事»即
“罢教声明”上签字,但又算任鸿隽和张颐的旧人,于
是１９４０年暑假届满,桂质柏接到在乐山的国立武汉

大学的聘书后,旋即离开国立四川大学.

３　桂质柏与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１９３５年任鸿隽执掌国立四川大学后,立即向全

校师生明确提出———四川大学必须实现“现代化”和
“国立化”两大目标,必须完成“输入世界的智识”“建
设西南的文化中心”“担负起民族复兴的责任”三大

使命,努力办成一所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

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作为美国哥伦比亚

大学图书馆学硕士(１９２８年)和芝加哥大学哲学博

士(１９３１年),桂质柏曾经有在多个大学担任图书馆

主任的经历,任鸿隽立即聘任他为图书馆主任,四川

各界同样对他寄予厚望[６].
关于桂质柏的博士学位,他获得的是图书馆学

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美国图书

馆中文图书的联合书目管理问题»(Bibliographical
andAdministrativeProblemsArisingfromtheInＧ
corporationofChineseBooksinAmericanLibrarＧ
ies).他是美国第三位、中国第一位图书馆学专业的

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国两位著名图书馆学家刘

国钧和戴志骞先于他获得博士学位,但并非图书馆

学专业.１９２５年,刘国钧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得

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当代

英美哲学中的意义问题»(TheProblemofMeaning
inContemporaryAmericanandBritishPhilosoＧ
phy)[７];图书馆学家戴志骞在美国爱荷华大学获得

教育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目是«论
图书馆员职业教育:关于在爱荷华大学创办图书馆

学校的建议»(ProfessionalEducationforLibrariＧ
anship:AProposalforaLibrarySchoolattheUＧ
niversityofIowa)[８].

根据四川大学馆藏档案,«华西日报»１９３５年９
月１２日、１７日和１９日连续报道图书馆新任主任桂

质柏有关新闻:“桂君为国内有数专家,前任中央大

学图书馆主任,成绩丕着,兹因任校长一再电邀来

川,担任今职,记者切盼其在筹划扩张中,予校外人

将来以读书机会,则尤为幸也.”«新新新闻»１９３５年

９月１４日发表中央社消息:“川大图书馆聘定著名

专家,桂质柏任主任.川大任鸿隽校长以该校图书

馆亟待整理扩充,前会电聘著名专家,现任中央大学

图书馆主任,桂质柏君担任川大图书馆主任,现已得

桂君复电允任,并即日首途来蓉.按桂留学美专研

图书馆学,得有博士学位,历任东北大学、中央大学

图书馆主任职多年,成绩卓著,为国内图书馆界之巨

擎,今应聘来川,对于川大图馆前途,必能予以长足

发展云.”其后,又在１０月１９日指出:“川大图书馆,
经图书专家桂质柏接办以来,运用科学方法,切实整

理,该馆已将电灯装就,征集文献一切设施,大改旧

观,闻下月内将拨洋七万余元,向外采购新书,以广

珍藏云.”

３．１　在学校首开图书馆学课程

在桂质柏之前,公立四川大学和国立四川大学

有陆德馨等开设目录学课程[９],国立四川大学向宗

鲁等开设过校雠学等课程,但是开设严格意义上的

图书馆学课程则是从桂质柏开始的.在东北大学期

间,他兼任外国文学系教授.在国立武汉大学期间,
他兼任文学院教授.１９５１年８月至１９５２年７月,他
兼任武汉大学医学院英文教授.在国立四川大学期

间,他是被明确作为文学院教育系教授兼任图书馆

馆长,主讲图书馆学课程.后来的国立四川大学图

书馆主任毛坤在文学院开设目录学、图书馆学、中文

图书编目等课程,文华图专毕业生、副馆长程永年也

曾在文学院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就是继承了桂质柏

开创的传统.
根据«民二十五年国立四川大学一览»«国立四

川大学文学院各系级课程时间表»(１９３６至１９３７学

年)等档案资料,桂质柏主讲的图书馆学课程,作为

教育学系第二学年的选修课程,每周２小时,一学年

共计４学分.１９３６年,桂质柏出版«图书馆学讲义»
一书,曾有学者误为«图书馆学大纲»,实为他开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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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课程的大纲,也可称为教材.全书共６８
页,主要包括“图书(馆)学之意义与范围”“图书馆分

类法”“图书馆编目法”“参考书使用法”“图书选购

法”“图书出纳法”“汉字排检问题”“图书馆之种类”
“图书馆之创设”“图书馆建筑”“图书馆之组织”,共

１１个部分.
桂质柏主讲图书馆学课程,特点鲜明,尤以理论

性与实用性兼备为要.一是目的明确.该课程涵盖

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其
目的和效果在于“为图书馆学理论及实施之初步研

究”,使学生“能运用图书及图书馆之工具如目录期

刊索引等”“能兼任或专任图书馆事务”“能指导他人

使用图书馆”.桂质柏提出,图书馆学要“研究图书

馆之组成管理与应用”“辅助各种学科之进行”,对图

书馆四大要素图书、人员、设备和方法分别研究即成

为各种专门学问.二是内容完备.桂质柏不仅详尽

介绍最新图书馆技术方法和实务操作,而且对于古

今中外图书馆学知识均有涉猎.例如,在教学内容

中专 设 一 节 介 绍 American Catalogof Books,

UnitedStatesCatalog,CumulativeBookIndex,

PublishersTradeListAnnual,ReferenceCatalog
of Current Literature,Catalogue Général des
LivresImprimésde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utscherLiteraturＧkatalog 等欧美国家书目,在教

学实习中«杜威十进分类法»(M．DeweyDecimal
Classification)和 «国 会 分 类 法 »(Library of
CongressClassification)等国外图书分类法与中文

分类法同时使用.三是要件完整.为达成教学目

标,桂质柏特地设置教学实习环节,更加充分体现其

应用型课程的特征,更多地强调面向图书馆专业管

理和专业服务的教学理念.他开列本课程应用参考

书,包括«分类大全»(桂质柏)、«图书馆管理学»(杜
定友)、«图书馆学»(杨昭悊)、«图书馆组成与管理»
(洪有丰)、«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王云五)、«中文

图书编目规则»(桂质柏)、«中国图书编目法»(裘开

明)、«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图书目录»(戴超)、«著者

号码编制法»(杜定友)、«著者姓氏号码表»(桂质柏)
等,为学生扩大知识面提供指引.四是反映实践.
课程中有相当内容是桂质柏长期的图书馆经历,尤
其是担任图书馆负责人的管理实践的总结和体现.
在“图书馆建筑”一章中,“工程学专家与图书馆学专

家会同拟定建筑方针与计划”,“建筑材料须防火患,

如水泥地板砖墙及钢书架”,“馆地之选择以闲静新

爽交通便利为宜,建筑位置以空旷高燥为要,方向以

东南为最合宜,南向次之,西南更次之,北向为不

宜”,“建筑计划须坚固、须适用、须美观、须合卫生、
须就各部事业之范围而计划、须先泛内部之配合,然
后及于外部、须预计将来之发展”等要点,实为桂质

柏经验之谈,且对图书馆建设极具指导性.
自桂质柏始,学校图书馆馆长开设专门图书馆

学课程一度成为四川大学的教学传统,对学校图书

馆学教育也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由于后来的图

书馆馆长基本上都不是本专业出身,这样的教学传

统因而也无法得以延续,此后图书馆面向学生开设

的课程基本上都限于文献检索或读者教育领域.

３．２　科学拟定图书馆建设计划

１９３５年的国立四川大学可以说是百废待兴.
踌躇满志的任鸿隽对国立四川大学的建设可以说是

不遗余力.他提出扩建大学的“永久的计划”和“临
时的计划”,得到全校师生以及当时教育界和政府的

全力支持.其中,“永久的计划”即“长远的办法”,就
是在成都市内的皇城主校区之外另择校址,重新布

局,把学校办成一所规模宏大、名流荟萃、设备齐全、
富有特色的第一流的综合大学.“临时的计划”即
“眼前的办法”,则是对学校的师资、校舍、课程、图书

仪器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立即动手改造,“图
书设备仪器,增加的增加,改革的改革.”在全面调查

研究的基础上,他拟定改建国立四川大学的宏伟计

划,计划先建图书馆以应急需,分三年逐渐建设,最
终改“皇城”为“学城”.在国民政府和四川省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他筹备了３００万元建筑费,其中２５万

元为图书馆建筑及设备费用,指定桂质柏负责拟定

图书馆建设计划工作[６].賡即,桂质柏专门拟定«国
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建筑计划»并报送任鸿隽校长和

学校建筑委员会,全文如下.
学校图书馆之在供给师生之参考,大学图书

馆乃专门各科之集合体.职责之重,未容忽视者

也.试观东西各大学,对于图书馆无不竭力经

营.诚以集最有用之图书、用最经济之方法供最

多数阅者之阅览.吾国现当训政时期,教育实为

重要.四川大学系吾国西南最高学府之中心,方

今国难日亟,外侮频仍,故充实本校设备为国储

才实不容少懈.
本大学教育就仅受于教,本已也必有完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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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庶足以资深造.以本校图书馆之狭隘、光

线之不足、建筑之不适用,就特不足以养学子求

知之欲.尤不能保藏固有之图书,遑论其他特殊

之研究.事实上之需要,今已迫不及待,故建筑

馆址实不能不彻底解决,爰以建筑计划如左,以

供貟者之参考:
(一)新图书馆应能:一防火患;二实用,使于

阅览管理二方面;三坚固;四经济;五美观;六地

点适中;七易发展.
(二)本校教职员及学生均一千人,且有每年

增加之趋势,再加本城之阅览人士,阅览室之容

量不宜过小,最低限度能容五百人.
(三)本校暂设四院,教员与学生应常相接

近,俾收问难质疑之充分效果.图书馆且设教

员、学生研究室,每院以二室为限.
(四)依二十四年八月三十一日统计,本校藏

有中日文书籍九万余册、西文书籍五千余册,共

约十万册.学校设备,除学术建筑外,自以图书

为大宗.以后扩充定有相当之成绩,以一年添新

书一万册,计五年内最少添五万册,故新书库应

能容二十五万册者为合宜.
(五)现图书馆办公地点,布置星散,接洽不

便,监督难周.新馆址须注意,本馆之暂设各股,
一总务股,二采访股,三编目股,四阅览股,五期

刊股,六装订股.妥为布置,时间既能节省,效率

自可较增.
(六)建筑一完善之图书馆,必须应有各项设

备,如卫生设备、灯光设备、暖气设备及适当之

家俱.
(七)本校博物馆暂缺,但不可无.新馆址应

划出相当地位,暂作博物馆之用.
(八)本校藏木版甚伙,对于全省文化实有莫

大之关系,不得不设法储藏,以应目前之需.建

新馆址时,亦宜注意及此.
凡此所举,仅及大端,其余不完不备之处仍

多,尚待校长及建筑委员会各位委员之指教及协

助,努力促成,国家之幸,亦学术之幸也.
桂质柏«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建筑计划»具有以

下特点:一是完备性.全面把握图书馆管理和服务

两方面的需要,既可以重点解决目前存在的空间狭

隘、光线不足、建筑不适用等问题,也考虑了特色馆

藏刻书雕版和博物馆建设等方面的需要.二是科学

性.充分考虑师生员工数量,还兼顾社会服务,科学

设置阅览室,与现在的大学图书馆生均座位标准

１∶４大致相当.三是前瞻性.充分考虑教学科研需

要,设置教师、学生研究室,以及确保必要的设备,尤
其是提出暖气设备等方面,很具有超前性.四是持

续性.充分考虑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图书

的增加和服务对象的增长,预留较多的藏书空间和

更大的服务空间.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在皇城中并未修成,在峨

眉山时期修建的也仅是临时图书馆.当时的图书馆

总馆设置在伏虎寺玉皇楼,新生图书馆设在鞠槽,师
范学院图书馆设在报国寺,参考阅览室和期刊阅览

室设在伏虎寺祖师楼,虽然面积还不够大,藏书不够

丰富,但对于解决“上课讲义难,自修座位难,吃饭过

时难,睡觉臭虫难,下雨道路难,晚上灯光难”作用还

是比较突出的.在任鸿隽卸任前的１９３７年６月,由
著名建筑大师杨廷宝领衔、关颂声等设计的国立四

川大学图书馆方在今天的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动工,
在１９４３年国立四川大学迁返成都后正式投入使用.
图３即为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建设合同.虽然此时的

桂质柏已经离开了国立四川大学,但是作为当初图书

馆建筑设计计划的主要参与者,他的功劳不可磨灭.

３．３　大量启用图书馆专业人士

在高校图书馆管理中,人员的重要性和专业性

不言而喻.他曾经明确指出:“不同素质的人在图书

馆相关岗位上业绩与效果是大不一样的,图书馆管

理学工作之人,必须专业对口,要从单纯什么人都可

干向专业对口上完备.”[１]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桂质柏正是这样广泛任用图书馆专业人才,并注意

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其中,包括曾任职国立中央大

学图书馆的文华毕业生马盛楷以及文华图专毕业生

程时学、徐世俊等,曾任职国立成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的私立四川图书馆专门学校毕业生伊瑞棠,还有曾

任职复旦大学图书馆的蒋白冈、曾任职国立中央大

学图书馆的张汉樵和蔡报铎、曾任职安庆省立图书

馆的曹纯、曾任职国立成都高师图书馆的罗辑熙等.
事实上,在四川大学图书馆中,文华图专和后来的武

汉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学生一直是骨干力量,而且在

四川大学(含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馆长中的文华图

专毕业生就有毛坤、程时学(永年)、邓光禄、李永增

等人.在国立四川大学工作的教职工中,著名的历

史学家冯汉骥等也是文华图专的毕业生[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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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等建设合同(１９３９年２月)

　　桂质柏本人既是图书馆学行家,又注重任用毕

业于文华图专等校或曾经任职其他高校图书馆的图

书馆专业人员,因此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在国内外

图书馆界一时声名鹊起,特别在国内各图书馆学术

期刊和协会会刊多有报道.

３．４　积极推进管理服务新发展

每到一处,桂质柏多撰写本馆简介,向国内外学

界大力加以宣传推广.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桂
质柏专门编写«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分为中

文版和中英文版两种,全面介绍图书馆的历史沿革、
管理制度和业务规范.桂质柏沿用自己在国立中央

大学、私立齐鲁大学等校制定并取得良好效果的中

外文分类编目方法和著者号码表等,还尝试性使用

文华图专沈祖荣编译的«标题总录»编制主题目录.
这些方法长期为四川大学延续使用,提升了图书馆

管理服务的水平[１,１１].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

况»(中英文版)中,有关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英文

简介,酌 加 标 题 “HistoricalSketch”“Renovating
TheLibrary”“DynamicOrganization”后,同时发表

在１９３６年４月５日的«大陆报周刊»(TheChina
PressWeekly)上.另外,在«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WeeklyReview)１９３６年５月２日第７６卷第

９期３０４页,也刊发有此文.有关四川大学图书馆

的英文介绍在两份近代有影响力的外文报刊上刊

发,“走出去”的传播宣传价值尤大.沿此惯例,国立

四川大学后来的几任馆长如孙心磐和程永年等均编

写有关于图书馆概况一书或文章公开发表.桂质柏

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 (中文版)»见文后

附录.
除整理图书和加强业务管理之外,桂质柏积极

推动法学院等学院建设阅览室并对外开放.在任职

五年间,他亲自负责中外文图书采购工作,对于各学

院推荐图书期刊的执行情况专门加以回复.在离职

前,他在«本馆与国内外书店之现状»一文中,详细交

代中外文图书采购情况,具体说明与国内外书店在

采购过程中的遗留问题.对于管理的细节,他也非

常重视,例如专门确定复本政策,提出限制复本,购
书以１０本为限;翻印教材,数量３０本起码.

如图４所示,国立四川大学主体南迁峨眉山后,
桂质柏在积极寻觅办馆场所,扩充阅览室、添购书籍

和添建书库的同时,优先充实教学所需的指定参考

图书,比照学生人数确定每种应置的复本册数,以便

学生参考而利教学.他还协同学校有关部门确定公

布图书购置办法,增购专门学术书籍,便利教师开展

研究工作.他组织各院系对于旧有的讲义进行认真

的整理,并装订成册,存放在图书馆供学生查阅.
虽然经费极其短缺,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藏

书数量从１９３５年桂质柏到校时的不到１０万册,不
到两年即达到１１．１万册.由于持续战乱和迁校的

影响,在迁校峨眉的过程中,运送图书和档案的板车

在山道上被抢劫,此后几年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

藏书数量增加较为缓慢,到他离校时也不过１１．２万

册.但是,学校极其珍贵的４万块刻书板片基本清

点完成,为后来孙心磐将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和四川

官书局等处雕版重刊为国立四川大学“抗战刻本”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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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峨眉山时期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分布图

３．５　积极履行图书馆教育职能

桂质柏以图书馆管理实践见长,相关著述也主

要集中在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和参考咨询等领域,除
«图书馆学 讲 义»(１９３６ 年)、«中 国 图 书 经 营 法»
(１９３２年)等通论型著作之外,其编著主要有«杜威

书目十类法»(１９２５年)、«中文图书编目规则»(１９３３
年)、«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概况»(１９３４年)、«国立

中央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编目规则»(１９３５年)、«国
立中央大学图书馆分类大全»(１９３５年)等[１,１２].作

为美国公共图书馆思想的大力推广者,他从来都强

调图书馆在大学乃至整个社会的作用.在«大陆报»
(TheChina Press)１９３６ 年 ９ 月 ７ 日 第 ９ 版

HankowToHavePublicLibrarySoon 一文中,桂
质柏提出:作为一个比学校范围更加广泛的社会机

构,图书馆是一个城市教育计划的重要特征,因为它

面向所有人群和各行各业.这种文化需求正被政

界、产业界、教育界和其他人强烈地感觉到.在«学
觚»１９３７年第２卷第４期发表的«设立四川省立图

书馆之感言»一文中,桂质柏指出:“希望将来的四川

省立图书馆,不是古代的一座藏经楼,乃是一种以科

学及经济的方法,将一切有用的图书,搜罗整理,使
社会人士均能自由阅览的一种机构.”因此,重视和

发挥图书馆的教育职能是桂质柏图书馆管理实践的

精华所在.对于桂质柏来说,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

就是践行其管理思想的重要试验田.

在国立四川大学期间,桂质柏曾专门出版有«大
学图书馆使用法»(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１９３６年９
月)一书.在书中,他首先强调了图书馆的社会价

值,即“智识之源泉”“学问之渊府”,可“促成人群之

进步”“增益社会之文明”.然后,他主要从目录、百
科全书、字典、辞典、年鉴、期刊索引等６个方面介绍

利用图书馆之方法.最后,他特别强调:“教育无止

境,学问亦无止境.学生在校读书,如只受教育在课

堂内所讲授之知识,则其所得有限,盖授课时间无多

也.今日教育之趋势,教员除在课室教授,仍须指导

学生课外之参考.”这些论述与今天我们在大学的本

科教育中强调让学生适当增负,何其相似乃尔.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９日,桂质柏先生在国立四川大

学法学院演讲«怎样利用图书馆»,可以视其为«大学

图书馆使用法»的简化版.该文在强调文献的文化

贡献和图书馆的使命的基础上,从“熟习目录”“百科

全书之使用”“字典辞典之用法”“索引之检查”“年
鉴”“书籍之本身”等方面,说明图书馆的使用方法.
他特别指出:“西人有言曰,‘图书馆为终身学校’,盖
在学校中可以毕业,而在图书馆中则决无毕业之

日也.”
在«新新新闻每旬增刊»１９３９年第２３—２４期

发表的«大学毕业论文的作法»中,桂质柏主要从大

学毕业论文的目的和毕业论文之构造两个方面加以

论述.他特别强调大学毕业论文旨在增进思维能

力、养成读书习惯和建立终身事业之基础,要从选

题、拟定大纲、材料的蒐集与整理和论文之外形入

手.在选题中,题目的范围宜狭小,要部分的,不要

全体的;题目宜具体的,不要抽象的;题目要有吸引

力,要新颖,有实际的价值;题目能激发研究的兴趣.
桂质柏重视图书馆教育职能,大力推动学校图

书馆建设和服务,对于学校发展和学生成才无疑是

具有积极意义的.桂质柏执掌学校图书馆期间,正
是国立四川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起步之时.理科研

究所１９３８年成立,两年内发展到专任指导教授４
人,研究生１７人.最早理学研究所设化学部,分无

机组、有机组、理论组和药学组.文科研究所成立于

１９４０年,分史学、中国文学、语言文字学三组,研究

生１０余人.１９４１年１１月,教育部正式批准学校设

文科研究所和理科研究所作为研究生教育机构.科

学研究素来以文献为本,学校图书馆为此发挥了巨

大的作用.在峨眉山时期的国立四川大学,“简单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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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图书馆”成为学校师生在抗日救亡中勤于学习、
追求新知的重要场所.虽然走进图书馆如同走进古

庙,虽然期刊总是那么稀少,虽然读到的报纸永远是

五天前的,虽然想看的书经常是“书已借出”或“此书

已失”,但是,学校师生“永远不会忘记,是谁逼我们

到这边野的角落里来.因为这,中国优秀的青年们,
衷心蕴藏着无限的悲恨、愤怒之火,燃烧着我们整个

的心灵,于是,他们把它发泻到学术研究上去.整日

里图书馆中,便挤满了他们的足迹,为着抗战建国的

需要,埋下了整个的心灵.”[１３]

由于缺乏对四川大学馆藏档案的系统整理,对
于桂质柏在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的管理服务实践的

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但是,桂质柏在国立四

川大学五年难得的图书馆生涯必将成为其图书馆管

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一定会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

建设发展中进一步发扬光大.

附:«国立四川大学图书馆概况»(中文版)

成都为全蜀省会,南控藏卫,北通秦陇,西连青

海,东望夔巫宁,为西陲重镇.并之全省疆宇辽阔,
特产丰富,户口较盛,视他省或且倍从.凡本省及西

南各省人士,现求高深教育此心,以成都为汇归,盖

自然之趋势也.清末学制维新,成都即为黉舍荟萃

之所.民国成立后有成都高等师范、成都师范大学、
成都大学等设置,仍不足以副深研学术、发扬文化之

使命,故复于民国廿年合并前成都大学、成都师范大

学公立四川大学为国立四川大学.
本大学图书馆实汇合前成都大学图书馆、前公

立四川大学之外国语专门学校图书馆及国学专门学

校图书馆之藏而成此也.现总馆设于皇城旧贡院

内,分馆设于南较场理学院及东门外农学院内.民

国廿四年秋,任叔永先生来长本校,对于馆务,重事

整顿内容,图书力图充实.此后发杨光大,端在吾人

努力.用述最近概况如左,以资观感.
组织

本馆宜隶于本大学校长,设主任一人,以下暂设

六股(一)总务股,(二)采访股,(三)编目股,(四)阅

览股,(五)期刊股,(六)装订股,分掌各种工作.
藏书统计

照廿五年七月卅一日统计,本馆藏有中日文书

籍十万零三千余册,西文书籍八千零三百六十余八

册.另有中文杂志一千二百四十七种,西文杂志二

百余种,其陆续订购者不在此内.
分类

本馆图书分类,中日文书籍依本馆自编十进分

类法,西文书籍则用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分类法.
目录

目录为图书馆之锁钥,亦读者之指南针也.本

馆目录之形式分卡片式及书本式二种,随时增加,力

求完善.

普通规则

第一条　本大学设图书馆蒐藏图书,以供全校

师生之研究.
第二条　本馆依据本大学规程,设主任一人,秉

承校长及秘书长之命,办理本大学图书事宜;设馆员

若干人,辅佐主任分掌本馆事务.
第三条　本馆每日阅览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每

日上午八时至下午九时,星期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
如有特别事故,改定时间另行通告.

第四条　凡本大学教职员及校外各机关介绍之

人员均得到本馆阅览.阅毕须将所阅图书交还,方

得出外.
第五条　本馆借书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

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一时至五时.
第六条　本校教职员及学员欲借本馆书籍出外

时,首次须先向出纳股依章填写借书证(学员须另缴

本人二寸半身相片二张)凭证借书.欲借何书,再依

式填写取书单.每次借书除教授外,职员及学生每

人以二册为限.教授因特别参考,以二十册为限.
如借书证遗失,须登本校校刊声明,并另缴大洋五

角,方能照补.
第七条　下列书籍只在馆中阅览,不得借出:
(一)普通参考书(字典、辞书);
(二)善本及贵重书籍;
(三)教授捐定参考书;
(四)旧杂志.
第八条　凡本馆借出图书以二星期为限,期满

后得续借二星期.
第九条　无论借阅何书,须经出纳处登录后,方

可携出馆外.如未经正式手续而擅自携出馆外者,
一经查出,当由学校重罚.

第十条　所有图书在借贷期内,如遇必要时,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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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馆随时取回.
第十一条　借书期满不缴还本馆者,如逾期三

日,停借书权一星期;如逾一星期,停借书权一学期;
如逾一学期,下学期须将所借书籍缴还,方能注册.

第十二条　图书馆之书籍如有污毁、破坏、遗失

等情,须照原价赔偿.
第十三条　在图书馆中,禁止交谈、喧笑、高声

朗诵、吸烟、吐痰、食物及一切能损坏书籍或妨害阅

者之行为.
第十四条　图书馆书库,教授随时可入内参考.

其他未 经 主 任 许 可 者,不 得 入 内,以 免 混 乱 书 籍

次序.
第十五条　本规则自公布日施行,如有未尽事

宜得随时呈请校长修改之.

暂行办事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 图 书 馆 视 事 务 之 性 质 暂 设 左 列

六股.
第一股总务股,第二股采访股,第三股编目股,

第四股阅览股,第五股期刊股,第六股装订股.
第二条 　 凡 本 馆 职 员 处 理 事 务 应 依 本 细 则

办理.
第三条　各职员对于所任职务及职务内所附有

之事件均负完全责任.
第四条　各股事务有互相关系者,应彼此协商

办理.遇有事务较繁时,得随时由主任指派他股职

员帮同办理.
第五条　本馆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日上

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时至五时.但有特殊情形

者,另定之.
第六条　本馆职员按照本馆办公时间每日在考

勤簿上签到.
第七条　各职员因特别事故或因疾病请假,须

遵照本校职员请假规则办理.
第八条　图书馆章程、布告、圅件,有关于各股

进行者,该股须随时留意执行.
第二章　总务股

第九条　图书馆主任除总理图书馆一切事务

外,为总务股当然股长.
第十条　总务股负责文件之起草及收发.凡对

外文件,均须由主任盖章方得发出,并将所拟底稿、

所收原件分别保存,以便检查.其无关紧要者,限逾

一年即行销毁.
第十一条　本股每早八时检阅各股工作报告,

并须向各股征集各项统计,编制图表以便参考.
第十二条　本馆应用物品及器具应随时检查,

酌量增减.
第十三条　每学年度应审查全馆情形,编制各

项预算及决算.
第十四条　督促全馆之法洁及属于馆舍等地之

布置.
第十五条　来宾参观由本股招待.遇工务忙

时,得请他股或学校职员帮同办理.
第三章　采访股

第十六条　凡各院系应用图书,由各院系教授

斟酌预算开单,交各院院长转送本股登记订购.
第十七条　介绍单交本股时,应查明著者姓名、

书名、出版处、出版期、定价及馆内已有之部数,为系

复本或能交换或赠送者无须购买.
第十八条　凡为急需之书或为经费所限未能立

即订购者,均在缓购之列.
第十九条　应购之书经校长批准后方得发出.
第二十条　购书方法应以价廉及时间经济为

原则.
第二十一条　新购图书送达馆中时,如版次、册

数、面数、价格均无误后,即将正式发票点核清楚,送

交会计课付款.如遇有书籍倒装、损坏等情,即送回

换掉.
第二十二条　如添购新书须预付款项时,本股

得请本馆主任凭件负责向会计课预支.每年终了,
总核算一次.

第廿三条　书籍收到后,如无其他问题即送至

编目股编目.
第四章　编目股

第廿四条　编目股除杂志、小册子外,管理全馆

图书之分类及编目一切事宜.
第廿五条　编目股为便利办事起见,分中西二

组办理下列事项:(一)登记;(二)分类;(三)编目;
(四)送书;(五)新收报告.其详细办法另定之.

第五章　阅览股

第廿六条　阅览股暂分(一)参考组;(二)阅览

组;(三)出 纳 组;(四)典 藏 组.其 执 掌 事 项 分 别

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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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七条　参考组解答阅者关于学术上之问

题,指导阅者关于图书馆及参考书之使用方法,搜集

各种重要时事新闻以备阅者之急需.
第廿八条　阅览组指导阅者之阅览,维持阅览

室秩序,检查书架上各书之地位,注意阅览室中之布

置与清洁卫生等事项.
第廿九条　出纳组根据借书规则办理本馆借书

还书事项,其详细办法另定之.
第三十条　典藏组整理及保管一切藏书.各书

须照书码插架并应随时,察阅架上之排列有无错误、
书标有无损坏,点查应修理或应撤消之图书.

第六章　期刊股

第卅一条　期刊股应登记编制及陈列各种杂

志、报章并办理添补新旧杂志、报章等事项.
第卅二条　凡有新出之期刊足备本校参考者,

须随时报告主任转告各院酌核备置.
第卅三条　应订购及保存之杂志、报章须酌量

情形,装订成册,以便存查.
第七章　装订股

第卅四条　凡修补装订之图书,概交装订股办

理之.
第卅五条　未装订前,先点核内容,查明格式,

注明书脊及书面上应有之事项.
第卅六条　本细则由校长核定施行.如有未尽

事宜,得由主任呈请校长酌核修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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