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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璧生平及图书馆学成就考察∗

□林红状

　　摘要　徐家璧是我国首位专文探讨图书馆专业问题的图书馆学家,在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

上成就卓著.他论述图书馆事业的专业性,探究图书馆专业化的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构建图书

馆流通部职员素质的规范体系,提出儿童图书馆设计和设备的若干原则,为袁同礼研究开路筑

基,推进海外学术成果的翻译推介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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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璧所撰«图书馆专业之研究»一文发表于

１９３０年,在国内首次专门论述图书馆专业问题.此

文经当代专家遴选,作为２８篇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教师学术论文之一,被收录

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百年纪念丛书”[１].１９５１
年,北京大学召开图专科务会议,计划将专修科改为

系,徐家璧与刘国钧、毛坤、李小缘等人共同被纳入

拟聘人员之列[２].由此可见其学术贡献和影响.在

国内工作期间,他主要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

和活动多以集体名义进行.抗战胜利后,他两次受

国立北平图书馆推荐,在海外考察学习和求学深造,
此后长期居于海外,以致后人对其生平经历、学术思

想和图书馆贡献所知不多.徐家璧被王余光先生列

为民 国 时 期 生 平 不 详 以 待 查 考 的 图 书 馆 学 者

之一[３].
随着民国时期图书馆史料的整理出版、数据库

资源的推出及档案等多种类型资料的挖掘,经过学

者们抽丝剥茧般的考证和新的理论方法的应用,诸
多图书馆学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成就得以彰显.涂

光霈博 士 论 文[４]、«国 家 图 书 馆 学 人 著 述 目 录

１９０９—１９４９»[５]均有徐家璧小传,勾勒其生平脉络,
但重要经历仍有待补充完善.刘杨考察其图书馆学

论著[６],未论及其学位论文,且缺乏相关理论支撑.
笔者不揣浅陋,拟考察徐家璧生平与图书馆学思想,

运用专业社会学理论探讨其图书馆专业化思想,论
述其图书馆学贡献,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１　生平、求学与图书馆经历

１．１　生平与求学

徐家璧,１９０７年７月２７日生[７],英文名 Hsu,

Chia－Pi,又写作 HuChiaPi[８](３６２),字完白,湖北江

陵(今沙市)人,与其胞兄徐家麟同属第二代图书馆

学人即“文华”的一代.他有两次重要的求学深造经

历:第一次为１９２８年考取中华图书馆协会与文华图

书科联合举办的图书学免费生,由此开启图书馆职

业生涯.第二次为１９４６年１０月,由英赴美工读深

造,接替陈鸿舜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职务,
同时 攻 读 该 校 图 书 馆 服 务 学 院 硕 士 学 位[９](３４０).

１９４９年,他完成学位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法与公

共图书馆的关系探讨:历史分析与未来发展的现实

建 议 »(An Inquiryintothe Chinese National
LibraryActRelatingtoPublicLibraries:anHisＧ
toricAnalyticStudy withPracticalSuggestions
forItsFutureDevelopment),取得硕士学位.

１．２　在国内图书馆

１９３０年９月,徐家璧任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
历任编纂部西文编目组组员[１０]、采访部官书组组

长[１１];编纂«国立北平图书馆入藏西文期刊分类简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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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开展书刊国际交换.抗战期间,他由北平赴长

沙、香港、昆明,参加与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的合作,
负责西文编目兼征求外国书籍[１２－１３];之后,加入«图
书季刊»编辑团队,任英文本编纂,编辑１９４０年在昆

明复刊的新一卷一至三期[１４－１６]和１９４３年在重庆二

次复刊的新三卷三四合期[１７],致力于中国学术文化

的海外传播.

１９４０年秋,徐家璧在云南大理喜洲任华中大学

图书馆主任,兼图书馆学讲师,创办«华中大学图书

馆馆刊»(半月刊),“创刊号内容非常切实”[１８],使该

馆藏书出现抗战以来仅有的增长局面[１９],成绩斐

然;１９４１年秋至１９４３年初,在云南弥渡任滇缅铁路

图书馆馆长[２０].

１９４３年５月,徐家璧任国际学术文化资料供应

委员会主任干事[２１],开展中外学术文化交流.１９４４
年前后,兼 任 文 华 图 专 教 职,“讲 授 图 书 馆 经 营

法”[２２].他还以重庆江北文华图专助理教授身份赴

英国考察.１９４４年１１月,徐家璧当选为中华图书

馆协会监事[２３],成为协会核心骨干.

１．３　在英美图书馆

１９４５年１０月,徐家璧获英国文化委员会资助,
赴英考察学习城乡图书馆系统,以向国民政府教育

部报告在中国建立类似系统的可能性[２４].１９４６年

５月,受中华图书馆协会委托,作为代表出席英国图

书馆协会年会[２５],对战时向中国赠书的盛情表示感

谢,“甚得出席会众的欢迎”[２６](４１),加强了中英图书

馆界的交流.
哥伦比亚大学多萝西埃格特(Dorothy M．

Eggert)致函裘开明说:“在陈鸿舜先生离开前,没能

让他看到一个有序运转的图书馆,还让徐家璧先生

面对混乱的状况”[９](３４０),道出徐家璧即将承担的中

文图书编目任务之重要.１９６２年６月,徐家璧任耶

鲁大学图书馆远东图书馆助理馆员.裘开明向该馆

馆长常石道雄(WarrenN．Tsuneishi)推荐他时评价

道:“对编目技术很有天赋”“拥有很好的中国学术背

景”[９](８００).一份１９６８年有关耶鲁大学的档案显示:
“徐家璧 中文目录学家,东亚收藏馆,斯科林纪念图

书馆”[２７],可见他的中文目录学成就得到认可.

１９６９年５月,美国东亚图书馆员协会“会员名

录”表明徐家璧已为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东亚馆馆

长[２８].１９７１年８月,他辞去馆长职务[２９].从出生

年代推测,当时他已６４岁,可能就此结束了职业生

涯.１９９９年７月１日,徐家璧在美国纽约去世[３０].

２　图书馆学术思想

２．１　论述图书馆事业的专业性

２．１．１　背景与内涵

１９世纪后期,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等创立经验

图书馆学,使图书馆活动从一种“职业”变成了一种

“专业”[３１].１９２２年,中华教育改进社设立的图书馆

教育组,开启了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专业化的征

程[３２](７９－９１).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多亲历欧美图

书馆事业,研修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专业观念

根深蒂固.沈祖荣认为“图书馆是一种专门事业,与
别项科学同 一 性 质.这 是 各 国 所 早 经 承 认 的 事

实”[３３].什么是图书馆专业,什么是衡量图书馆专

业的标准,图书馆事业是怎样被认定为专业的? 图

书馆学界未作进一步阐释.
徐家璧在«图书馆专业之研究»①一文中所说的

“专业”,不是指教育学中的“学科专业”,而是更接近

于专业社会学中的“专业”或称“专门职业”,是指一

群人经过专门教育或训练、具有较高深和独特的专

门知识与技术、按照一定专业标准进行专门化的处

理活动,以促进社会进步并获得相应社会地位[３４].
他依据几种权威英文字典释义归纳“专业”概念

的构成要素,阐述了“图书馆专业”的内涵:建立在专

门科学或学术之上,“以导引、指教他人之职业”,“以
谋他人福利”;与社会服务有关,对社会负有责任,工
作是教育服务和供给可以用作参考的资料;注重“智
力和道德的修养”,而不是“外界的需要和机遇”.这

个内涵界定认为:图书馆专业有科学知识或理论基

础,是知识含量较高的特殊职业,有利他主义的内

涵;为公众服务,满足社会需求,提供独特、明确和必

要的社会服务;服务具有智能特质,不同于纯粹的

技能.

２．１．２　图书馆专业的衡量标准

１９世纪中期,医学、法学等专业率先实现了专

业化,成为社会公认的“学者专业”,引起包括图书馆

在内的各个行业的普遍效法[３２](７９).徐家璧以“学者

专业”特征作为图书馆专业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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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１论述图书馆事业的专业性”小节对徐家璧图书馆专业化思想的考察,未注明文献出处者,均参考此文.



2023

年
第1

期

首先,论述图书馆学教育符合专业标准.一方

面,他认为“图书馆事业包括有长期的特殊训练和准

备”“与各科书籍及人群思想发生关系”,本身是一种

高等普通教育.专业图书馆学家可通过在“某认定

为优美应用新法的图书馆”长期工作来培养.另一

方面,通过考察入学资格,认为美国大学图书馆学

科、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和伊利诺瓦大学图书

馆学学科符合专业教育的标准.尽管他没有明确提

出,但文化图专正是由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等人

以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为样板创立的.
其次,通过与“学者专业”其他标准比较,中国图

书馆事业在从业人员的专业资格准入机制、正式的

各级专业组织、为社会公众所承认的独特作用、服务

公众及终生奉献专业的意识等方面呈现出专业化特

征或趋势.以上特征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

中有所体现:与会代表呼吁“凡加入协会各图书馆,
对于聘用职员须有图书馆学识与相当经验,并可请

协会委员审查其资格”[３５];除全国性的中华图书馆

协会外,各地纷纷成立了地方图书馆协会;与会各界

代表从不同角度肯定图书馆的独特价值[３６];年会宣

言表明终身致力于图书馆事业的决心,“使人人了解

斯事之重要”“使人人信仰斯学之俊伟”“使人人证实

斯文之利益”[３７].

２．１．３　梳理美国图书馆专业被认可的史料

徐家璧列举百科全书、其他有权威出处和美国

政府文件对图书馆专业认可的文献证据.百科全书

是代表当时社会思想的,有来自相近专业、社会观念

和行业协会的认可.“其他有权威出处”有年鉴、学
者专著、地方政府统计资料、报告书和会议记录等.
美国政府文件来自吏治考试委员会、商务调查局、劳
工部移民局、联邦整理委员会、众议院等.以上三类

文献证实社会对图书馆专业的广泛认可.用美国图

书馆专业的史料为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专业化提供

参考和借鉴.

２．１．４　图书馆事业专业化之意义

徐家璧认识到,欧美图书馆界使社会承认图书

馆事业“是一种极庄严的专门事业”,从而带来２０世

纪图书馆事业的飞速进步,因此呼吁中国图书馆界

要“接受图书馆事业为专业的口号”“肩负专业责任

的精神”[３８].沈祖荣承认“图书馆工作,是一种专

业.图书馆专门训练,是一种专业教育”.进一步指

出获得这项专门训练的意义在于:从国家社会层面,
有助于推进本国学术文化教育的进展.对专业人员

个体,“他们或她们,便是一种专业的从业员,也有了

正当的终身从事的工作了”[３９].无疑,图书馆事业

的专业化,对于国家学术文化教育进展、图书馆事业

发展和图书馆人职业坚守,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２．２　探究图书馆专业化的法律规范和职业伦理

推进和实现专业化要以规范专业实践的法律法

规作为保障.赵康将专业组织和伦理法规作为成熟

专业的标准之一,认为专业组织通过积极努力去影

响国家,以形成规范专业实践的法律和法规,“保护

和造就专业人员、标准化专业服务产品、保护客户和

公众利益,以及蕴育和维持一个专业特定的知识和

服务的意识形态”[４０](３６).
徐家璧的学位论文«中国国家图书馆法与公共

图书馆的关系探讨:历史分析与未来发展的现实建

议»①研究中国公共图书馆的全国性法规,分析其不

足,提出修订建议,对于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法制

化、专业化有重要学术价值[４１].

２．２．１　图书馆立法的意义和要素

徐家璧认为每项新法律的颁布都会促进图书馆

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第一部图书馆专门法规的颁布

实施推动近代公共图书馆运动蓬勃兴起,１９１５年至

１９２２年间图书馆雨后春笋般涌现,以及南京国民政

府成立后图书馆事业的繁荣,就是例证.健全的图

书馆立法的要素包括宪法对公共图书馆的法律规

定,国家、省、地区等其他基本法对图书馆设立方法、
支持方法和管理方法的法律规定.图书馆法最显著

的特点是记账管理手段,使高效管理和诚信管理成

为可能.其他次要健全要素包括公共关系、图书馆

的设立和终止、年度报告、章程、统计和记录以及节

假日.

２．２．２　图书馆法之不足

徐家璧认为中国国家图书馆法的特色为全国有

效、权力集中、制度和标准统一、条款详细,尤其是从

未经过公认的法律程序.同时,指出现有国家图书

馆法存在诸多薄弱之处.调查显示,图书馆最不满

意的是固定支出比例、非图书馆组织条款和混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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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导服务①.缺失要素为公共图书馆的一般用途、
公共税收、违法行为处罚,尤其是图书馆委员会相应

条款,其他轻微遗漏条款包括认证、退休计划、合同

协议和服务时间.通过比较,他发现中国图书馆法

所缺失的要素,恰恰是美国和英国图书馆法的优势.
立法不健全的负面作用在于会阻碍图书馆的发展进

步,因此及时和全面的修订是唯一的补救办法.

２．２．３　图书馆法修订的参与主体与内容

徐家璧认为中国图书馆法修订的参与主体,最
首选的设置是由教育部官员、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

会代表以及广大图书馆专家组成委员会.但将修订

委托给从事中国图书馆服务研究的委员会和教育部

官员的替代方案也是可行和可接受的.最理想的方

式是,借鉴其他国家现有可供遵循的模式,设计出一

种适合中国的模式.
中国图书馆法的修订涉及法律依据、经费保障、

人事资格、约束条款、董事会制度、服务区域和建筑

标准等.国家图书馆法应当为公共图书馆建立和运

行的强制性立法提供有力的法律依据.公共图书馆

的一般用途应在图书馆法的序言部分明确宣布.公

共图书馆的运行应以公共税收为保障,并具有健全

的法律基础.首选的措施是根据社区需求和服务进

行拨款,而不是任意确定最低或最高比率.人事资

格应该更加严格.至少,管理人员中的重要职位应

由经过专业培训的合格人员担任.最高教育行政部

门应通过法律规章的资格认证,以不断努力提高图

书馆职员的素质.除职能部门外,法律应提供或允

许部门替代方案.图书馆馆长和对其直接负责的职

员之间的管理跨度应保持在合理范围内.为了维护

图书馆的利益,读者的违规行为应按具体规定接受

惩罚.无论公共图书馆还是私立图书馆,都应该强

制推行董事会制度.法律应规定其权力,并责成所

有公共图书馆尽早建立.为了尽可能低成本供给图

书馆设施,实现高效经济运营,国家法律应有培育合

同制的规定,以便为小社区、边远地区和农村地区提

供服务.公共图书馆系统的服务范围应根据各种情

况而定,不应以国家政治或地理分区为服务的基础.
法律应规定高效服务区的标准,并应允许为图书馆

目标而合并区域.他还主张就图书馆建筑及其标准

起草附例或单独条例,以强调其实用性和便利性.
对中国图书馆来说,这一理念纳入法律,不仅是新事

物,而且在当前最有价值.

２．２．４　倡导建立图书馆职业伦理规约

职业道德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从业人员的行

为,“有比较明确、系统的职业道德规范”是专业化职

业的重要特征之一[４２].１９４０年,徐家璧翻译了美国

图书馆协会拟订的«图书馆员职业道德规约»,认为

医学、法律和教育等行业“莫不具以道德为重”,“图
书馆业与社会关系密切,与人接触尤多,因之对于适

宜规约之需要,自应益感迫切”,目的在于“俾来日草

拟我国规约者,有所借镜焉”[４３].倡导效法“学者专

业”,借鉴美国经验,建立起中国图书馆的职业伦理

规约.

２．３　构建图书馆流通部职员素质的规范体系

我国对于图书馆员素质的探讨始于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或从馆员自身感受方面探讨,或从职务方面探

讨,或引介国外理念[４４].«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发表了一系列探讨图书馆员素质的文章,如沈

祖荣«谈谈图书馆员的生活»、戴超(志骞)«图书馆员

职业之研究»、马盛楷«何为图书馆职业»的著述,房
兆颖、沈培凤、熊毓文等人的译作.当然,徐家璧的

«理想的图书馆流通部职员»从流通部职员职务角

度,“讨论馆员素质问题,是相当前卫和具有较高水

平的文章”[４５].
他认为流通部是图书馆的“招牌”,关系到社会

对图书馆的评价,并概括了流通部工作内容、职责及

职员履职要求.基于职务要求,从图书馆馆长角度

提出流通部职员应具备的“特别才干”.其“前卫”体
现在:一是以“阅者”为中心的理念.要求“有和悦的

人格”、有书籍知识和想象力,易于亲近阅者,能为阅

者推荐书籍,推求阅者意图;二是“公平”“平等”观
念.无论贫富,一视同仁,“给每个阅者以均等的待

遇”;三是亲和力与原则性,既有吸引儿童阅览的能

力,又有与职业相符的身份气派,能执行图书馆规

条;四是树立专业自信,职员应受专业教育及专业教

育者来自实践的思想.职员最好是读过一年图书馆

学专科学校,通过在流通部提升各方面能力,理想的

职业归宿是“充当某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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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书馆馆长对职员素质的要求,引申列出

理想流通部职员的２３项“美德”.每项逐条分析,分
别作出３—５条说明,共达９０余条,以解释其具体内

容.根据图书馆学家和赞助人评价,将正确、干练、
友好、礼貌、聪明和忍耐等社会性美德和“正确”作为

最重要的美德.讲述养成或培植美德的方法,分为

直接和间接两种,每种又分若干步骤,有专门的训练

方法,成效由自我测评与他人评判相结合[４６].
布朗德士对于“专业”内容的经典描述包括:正

式的全日制职业;拥有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的深

奥知识 和 技 能;为 公 众 提 供 高 质 量、无 私 的 服

务[４０](３３).徐家璧撰写此文时,国内图书馆流通业务

并不发达,学界尚未注意到流通部职员的素质问题.
该文表达以“阅者”为中心的服务理念和终身服务图

书馆的观念,对图书馆流通部职员素质的阐述达到

非常精细的程度,并且构建复杂的体系,提出通过训

练养成“美德”的方法,使流通部职员素质趋向专

业化.

２．４　儿童图书馆与袁同礼研究

２．４．１　提出儿童图书馆设计和设备的若干原则

民国时期,受国民教育思潮影响,在平民教育运

动推动下,儿童图书馆成为研究热点.学者多从书

籍选择、分类编目、阅读指导、人才培养和组织管理

等方面展开.«儿童图书馆设计与设备论略»一文刊

载于«图书馆学季刊»“儿童图书馆专号”,论述儿童

图书馆设计的参考依据、选址、部室分配、光线、地
板、装饰、书架、器具等[４７].

将经济适用思想融入策划、选址和选材.综合

儿童体格天性、图书馆服务数量和经济状况等因素,
总体策划以达到最经济效果;选址兼顾儿童未来发

展、自然环境、读者往返及周边小学校需求;地板选

材以维持安宁秩序为目标,考虑日常保养、维修、耐
用度和性价比等;选择器具“求效能致用”.

运用优化组合理念提升室内装饰、家具设计和

采光效果.通过墙壁颜色、壁画、雕塑、花草和展览

等组合来营造环境,“要造成馆内或室内优美的环

境,非由这些无数微小的事物综合组织不可”;书架

采用标准尺寸“适合各龄儿童的应用”,架上各层必

须可以上下自由移动,使各式书体均可容纳;以调节

天花板和四壁涂粉颜色来补救阳光之不足.
强调照明、家具和取暖设施的安全性.高悬灯

盏,不配台灯,竭力避免桌底踏脚板、横木等一切障

碍,桌角略作圆式,座椅与桌子加重,以防儿童不意

之接触、碰伤、跌倒和推翻.“为慎重公物和顾及儿

童安全计”,禁用壁炉火盆.

２．４．２　为袁同礼研究开路筑基

１９６５年初,袁同礼先生逝世.徐家璧自述“追
随先生几达三十五年,恒少远离,所受熏陶,也比别

人为多”[２６](４０).表明他对袁同礼研究有“近水楼

台”、得天独厚的优势.同年夏,徐家璧与袁同礼哲

嗣袁清共同编纂«袁同礼先生中英文著述目录»[４８],
收录“遗著八十二目”.他在“附识”中简述袁同礼的

著述成就,尤推崇其“目录学暨各项专门书目”方面

的贡献,指出«永乐大典»之研究及调查,以及«西文

文献中之中国»(英文本)是其中的杰作,介绍«新疆

研究丛刊»之价值及编订出版现况.该目录对研究

袁同礼学术成就有重要参考价值,流传甚广.«袁同

礼先生中英文著述目录»最初发表于我国台湾地区

的«传记文学».目录“中文之部”被«文献»杂志全文

转载[４９].他还“慨允负责完成”«新疆研究丛刊»未
刊中文之部[５０].

袁同礼逝世周年之际,徐家璧撰写«袁守和先生

在抗战期间之贡献»,以亲历者、当事人视角叙述,从
十个方面展现袁同礼对国家、图书馆事业和学术的

贡献,内容翔实,保留了珍贵史料,是同期发表的纪

念文章中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上乘之作,为相关领

域研究者广泛征引.

２．５　海外学术成果的翻译推介转化

２．５．１　改良图书馆与传播“真”知
受文华图专办学理念影响,徐家璧的图书馆学

作品翻译基本围绕“特重实事”和“介绍新知识”两大

主题展开,又以其思想实践树立翻译之范例.«英文

参考书百种选»“译者识”写道:“要改良图书馆,必须

先改良参考部,要改良参考部,必须先搜集一批合宜

而适用的参考书[５１].”不仅推荐英文参考书,更着眼

于改良图书馆,发挥图书馆之大功效.他以«巴黎国

立图书馆(法国国立图书馆)»求教于该馆来华交换

馆员杜乃扬女士(Mile．RoberteDolleans).“承女

士指导解答”,就所知与此篇有出入或补充各点,录
文四条附文末[８](３８４).将不“尽信书”之传统思想付

诸于翻译实践,严谨求实,传播“真”知.

２．５．２　阐述图书馆行政思想与评介汉学著述

徐家璧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新书介绍”栏
目推介«图书馆行政时论集»和«汉籍考原»两部海外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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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新书.前者为“圕学学会(LibraryInstitute)”
年会论文集,此次年会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举行.他

在此文中阐述对图书馆行政的认识,欲求图书馆组

织有成效,“必基于良好行政”;将图书馆行政界定为

“与图书馆内部工作相习相关者”,归纳为７项.徐

家璧主张开展图书馆行政研究,“为日后行政树立良

好之基石”,馆内行政与政府行政相联系,达到行政

机构灵活健全[５２].这些认识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

较大影响.«汉籍考原»是由中国学者吴康在法国讲

学的讲稿整理而成,为西方学者治汉学“唯一入门之

书”.徐家璧概述汉学的演变及研究状况,尤其肯定

该书对西方学者学术成就的介绍,同时也指出其在

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不足,及对民国以来目录

学演变真实史迹记述的缺失[５３].反映出其倡导中

外学术交流互通的思想.

２．５．３　提出编制标准中文标题总录的构想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我国尚无统一的中文标题录,
“急应从事编纂”.在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

上,徐家璧提交“编纂标准之中文标题总录案”,其理

由是:各馆自行编制标题录“系统不能划一”,造成浪

费.字典式目录每类之书无“精细引照”,不利于学

术研究.主张推举编制中文标题总录委员会,分甲

乙丙三组,甲组翻译国际上最有影响的美国图书馆

协会(ALA)和美国国会图书馆(LC)两种标题总录,
乙组编制中国古今图籍标题录,丙组搜集整理国内

图书馆已应用之中文标题录,再由三组联席会议“共
同审定编纂之”[５４].同期,沈祖荣和杜定友都主张

以美国标题录为基础,做增改或增补.相比之下,徐
家璧的构想将中外标题录放在同等地位进行融合统

一,更易达到“合乎我国图书馆实际的用途”之目的,
但并非速成方案.他的构想被沈祖荣论述大部类书

标题时所参考[５５],对日后编纂«标题总录»有启发意

义,促进了海外学术成果的中国化.

３　结语

徐家璧在文华图专受到过良好的翻译训练,善
于从西方图书馆学著述中汲取理论、思想、方法和观

点,并与中国图书馆实践相结合,进行学术创作,以
推动图书馆学的本土化,促进中国图书馆学术与国

际接轨.他较早注意到英美等国的专业现象,率先

明确提出“图书馆专业”学术术语,关注、借鉴并吸收

欧美思想和经验,探索推进中国图书馆事业的专业

化.他的“超前”观念未能被当时学者群体所理解和

接纳.１９３７ 年,新 任 美 籍 教 师 郝 路 得 (Ruth A．
Hill)为文华图专师生做题为“图书馆专业”(LibrariＧ
anship:AProfession)的演讲,季刊仍将其译为“图
书馆职业问题”[５６].由研究专业现象发展而来的专

业社会学理论的引进,为探究徐家璧图书馆专业化

思想提供了路径.“文华师生图书馆学翻译,代表了

一个时代图书馆学翻译的高度[５７].”民国时期,图书

馆学人翻译图书馆学著述及其衍生学术创作,具有

丰富的思想内涵,有待引入相关学科理论方法追根

溯源,还历史于本真.
程焕文先生将徐家璧列为“文华”的一代服务于

美国图书馆界有影响力的人物,指出“这代人不仅在

国内图书馆事业中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在国际上

也有很大影响”[５８].近代以来,任职于美国东亚图

书馆的中国图书馆学人以其扎实的中国学识,在收

藏保存中华典籍、促进中国文化的海外传播等方面

作出卓越贡献.徐家璧在海外图书馆的经历有待于

挖掘资料作进一步探讨.正如顾烨青所说:“还有像

童世刚、徐家璧等一批图书馆学人后半生的图书馆

生涯都在国外,要研究他们也必须利用海外档案,所
以这是一个值得开垦的处女地”[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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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urveyofHsu,ChiaＧPisLifeandAcademicAchievementsinLibraryScience

LinHongzhuang

Abstract:Hsu,ChiaＧPiisthefirstlibrarianinChinatodiscusslibrarianshipprofession．HemadeoutＧ
standingachievementsinthetheoryandpracticeoflibraryscience．HeexpoundedtheprofessionalismofliＧ
brarianship,exploredthelegalnormsandprofessionalethicsoflibrarianshipprofessionalization,construcＧ
tedthenormativesystemofthequalityofthecirculationlibrarian,andputforwardsomeprinciplesofthe
designandequipmentofthechildrenslibrary,laidfoundationforYuanTonglisresearchandpromotedthe
translation,promotionandtransformationofoverseasacademicachievements．

Keywords:HsuChiaＧPi;LibrarianshipProfessionalization;LibraryLaw;TheNationalPeipingLiＧ
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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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ReversibilityPrinciple,TechnologyApplicationStrategy
andRealizationofAncientBookConservation

WangGuoqiang

Abstract:Reversibilityisthemainprincipleofancientbookconservation,whichaimstoprovideconＧ
venienceforfutureconservation．Itisconducivetothesustainabilityofconservation,promotingthescientiＧ
zationandstandardization,whichreducesdamagesofancientbooksduetoconservation．Thispaperstudies
theconnotation,technologyandapplicationstrategyoftheprincipleofreversibilitybyinductivemethodand
casemethod．Principleofreversibilityhasrichconnotationandimportantpracticalvalue,thereforemany
relatedtechnologieshavebeeninventedandapplied．Butthesetechnologiescangetbettereffectonly
throughscientificapplicationstrategy．Itcanberealizedbyprocessmanagement,concepttransformation,

schemeformulation,technologyimplementationandqualityevaluation．
Keywords:AncientBookConservation;PrincipleofAncientBookConservation;PrincipleofReversiＧ

bility;TechniquesofReversibility;AncientBookPro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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