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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补证

□黄雪婷∗

　　摘要　曹祖彬是活跃在民国期间的一位重要的图书馆学家,在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图书

馆管理等领域都作出了一定贡献.笔者有缘联系上曹祖彬小儿子曹念燊先生,通过家人口述、查

阅人事档案,获知其完整的生平履历,由此解开曹祖彬借调四川省立图书馆、兼职成都中央军校、

１９４７年赴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去向之谜.通过研究可以发现,民国图书馆学家及其后裔的口述

资料、人事档案在民国图书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国内图书馆学界应加大寻找图书馆学家后

人的力度,而档案界也建议适度开放、科学管理,以期嘉惠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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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祖彬是活跃在民国期间的一位重要的图书馆

学家,在目录学、图书馆学教育、图书馆管理等领域

都作出了一定贡献.２０１６年,韦庆媛在«对民国时

期图书馆学者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中,将曹祖彬

列为被今日图书馆界所忽略的有知名度的人物之

一,呼吁学界加强对其资料的挖掘与整理[１].２０１７
年,黄雪婷所撰«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２]首次介

绍了曹祖彬的生平活动及图书馆学成就,但囿于史

料,仍存错漏.２０１８年,郑锦怀等人发表«曹祖彬图

书馆生涯再考辨»[３],再次梳理了曹祖彬的生平与贡

献,纠正了前文的某些不足与错误.但由于所掌握

的第一手档案资料相当有限,对曹祖彬借调四川省

立图书馆、兼职成都中央军校(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１９４７年赴台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去向都不甚明了.
一次机缘巧合,笔者联系上曹祖彬小儿子曹念燊先

生,曹先生提供了曹祖彬的具体生卒年,披露了曹祖

彬系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妹夫、著名教

育家陶行知外甥的史实,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曹祖

彬的去向进行了说明.为了完整地获悉其父经历,
曹念燊先生委托笔者前往上海图书馆查阅曹祖彬人

事档案.笔者根据所查到人事档案内容,对曹祖彬

的整个人生经历以及之前文章中未解之谜进行

阐述.

１　生平信息续补与更正

曹祖彬,字又彬、游宾,安徽青阳人,１９００年７
月３０日出生在安徽休宁县隆阜村.父亲是清末科

举出生的廪生(明清两代称由公家给以膳食的生员,
又称廪膳生,是秀才的最高级别),母亲汪氏,系民国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夫人汪纯宜的姐姐.汪氏知书达

理,温良贤淑,曹祖彬孩童时代的教育源自母亲.

１９０７—１９１５年,曹祖彬入休宁县隆阜村三门程宅私

塾,读四书五经.１９１５—１９１７ 年入休宁县海阳小

学.小学毕业之后,曹祖彬跟随同乡洪有丰来到南

京,入南京华中公学补习一年.１９１８年,曹祖彬顺

利考取了金陵中学.此时,洪有丰任金陵中学图书

馆主任.在洪有丰的帮助下,曹祖彬得以在金陵中

学图书馆谋得管理图书的工作.从此,曹祖彬就和

图书馆结下了不解之缘.

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曹祖彬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

经刘国钧介绍,在图书馆谋得一个半工半读的机会,
即上午上课,下午在图书馆工作,如此,读完了大学

五年的课程,毕业后仍然留在图书馆工作,任中文部

主任兼图书馆学讲师.在此期间,为了工作事宜,曹
祖彬有时前往刘国钧家中,认识了刘国钧妹妹刘思

益,两人于１９３０年７月结婚,曹祖彬成了刘国钧的

亲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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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曹祖彬出国前与妻子刘思益及

大女儿合影,曹祖彬长孙曹量先生提供)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７年７月,曹祖彬获罗氏留学

奖金(TheRockefellerFoundation,即洛克菲勒基金

会)资助,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专科学校留

学,并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研究院学习.１９３７年７
月,曹祖彬回国,继续在金陵大学工作,任图书馆学

教授兼图书馆副馆长.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
金陵大学于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开始西迁,曹祖彬随

金陵大学西迁到四川成都.在成都,金陵大学借用

华西大学开展教学,图书馆则借用该校图书馆的一

部分办公,正常工作.

１９４０年,四川教育厅要在成都筹设一个独立图

书馆,特聘中央图书馆采编组主任岳良木(１９０５—

１９９４)由渝到蓉协助,因岳良木原有职务未辞,不能

久离,必须重返重庆.岳良木知晓曹祖彬有管理图

书馆的经验,且和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所以力

劝曹祖彬代他职务.同时,曹祖彬向金陵大学请求,
被允许借调半年去筹备四川省图书馆.当省馆正式

成立的时候,曹祖彬暂时担任馆长一职.１９４１年

春,金陵大学因曹祖彬已超过借用期限,再者又因须

其主持图书馆专修科事宜,故令其辞去四川省图书

馆馆长一职,回校工作,直至１９４６年.在成都工作

期间,曹祖彬还兼职于成都中央军校,加入国民党.
曹祖彬自１９２７年大学毕业后正式入职金陵大学,服
务八年.之后到美国留学两年,回国仍在金陵大学

工作,担任了八年教学和图书馆行政职务,可以说,
他把人生最美的年华都奉献给了金陵大学.

１９４６年夏,曹祖彬辞去金陵大学的工作,就职

于国立编译馆,笔者所查档案内亦有披露原因,主要

有三点:一是金陵大学自迁成都以后,学校当局由美

国人贝德士(１８９７—１９７８,MinerSearleBates)把持,
曹祖彬行政工作开展较为困难.二是刘国钧时任中

央大学哲学系主任,兼国立编译局编审[４],正在为国

立编译馆物色主持图书室的人,由他介绍,曹祖彬于

１９４６年６月１日至北碚就职,同年８月,随编译馆迁

回南京.三是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国内经济几乎

陷入瘫痪.当时曹祖彬已有四个孩子,需要养六口

之家,金陵大学的收入让他捉襟见肘,而国立编译局

还安排其妻子刘思益任会计员,在一定程度上缓解

了其经济上的压力.

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３日,南京解放,国立编译馆由南

京市军事管理委员会高等教育处接收.接收时,在
图书室发现有目无书或有书无目及图书丢失的现

象.曹祖彬在档案中对此做了详细的解答,他认为

主要原因在于:一、因顾及要编造图书分类统计表送

报教育部,故把北碚装箱书目剪裁分并,致使书目残

缺不全;二、借出的图书,不能尽力收回,书库内又任

人自由检阅,以致图书遭受损失;三、教育部来人取

走日文书目,未向他们索取收据;四、日文书的纸匣,
因为允许工友取去利用装物,以致后来被他们当作

燃料;五、移交的日文书目,附注栏内漏填复本,有些

又没有在日文图书上盖馆藏章.但是曹祖彬作为图

书室负责人,难辞其咎,同年１１月遭到开除处分.
失业后的曹祖彬生活没有着落,带着二女儿前

往南京大学投奔弟弟曹祖杰(曹祖杰亦从事图书馆

工作,曾被聘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职员[５],
其时在南京大学讲义室工作,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后在

华东水利学院即现在的河海大学图书馆工作).而

妻子刘思益则带着大女儿和两个儿子寄住在上海刘

思益的胞姊处,子女的教育费用或由他人资助,或申

请免费,可谓尝尽人间冷暖.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曹祖彬在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

司南京分公司找到一份整理图书的工作.１９５４年５
月,调到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上海总公司编审处

任助理编审,一家人总算团聚.１９５６年１月至５
月,曹祖彬短暂任职于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事资

料室管理工作.１９５６年６月开始,曹祖彬任上海市

科学技术图书馆书目部主任兼编目部主任.１９５８
年１０月,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合并进上海市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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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曹祖彬任上海市图书馆书目参考部职员,于

１９６５年９月退休.
曹祖彬在上海图书馆的人事档案,时间跨度为

１９５２年６月６日至１９６１年１月,主要由曹祖彬的履

历材料、自传材料以及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组

成,其中履历材料和自传材料系曹祖彬用毛笔写成

的小楷,字迹漂亮工整,清新飘逸.履历材料主要系

其简单生平、工作履历介绍;自传材料则是对简历的

详细说明以及新中国成立后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

的心得体会;政治历史情况的审查材料主要是公安

机关针对新中国成立前曹祖彬加入国民党一事的多

方取证和相关人员的证词.遗憾的是,曹祖彬的档

案对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其在上海图书馆工作的

具体内容没有涉及,所以,我们只能从简历中得知其

在上海图书馆书目参考部任职员,具体工作以及贡

献则无从得知.

２　成都中央军校兼职经历

在«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一文中,笔者曾经

猜测曹祖彬在１９４１年春辞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

１９４３年被聘回金陵大学任图书馆馆长,这两年间的

经历无考,应该是在成都中央军校(实际上就是内迁

的黄埔军校)任教官.曹祖彬的档案为我们揭开了

这一谜团.

１９４２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物价暴涨,靠
薪水生活的人员,特别是公教人员,很难维持生活.
因此,不少人通过兼职补贴家用.尽管金陵大学不

许职工在外兼职,但兼职在当时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同年夏天,曹祖彬由同学顾学曾介绍去中央军校第

１８期第二总队(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２５日至１９４３年１０月

８日)兼授地理课程.当时,顾也在该校教地理.在

该校任教必须入党,为了取得兼职工作,曹祖彬于

１９４２年加入国民党.因为教的是地理,只要照书

讲,没有困难,授课时间也可以自由选定,这样便可

配合金陵大学工作的时间,而且上几个星期的课,就
可以休息一段时期.曹祖彬在档案中写道,他仅到

过一次欢迎新教员的茶会,以后的任何会议都没有

参加.后来因为每周早会要点名,与金陵大学的工

作时间有冲突,因此提出辞职.后经挽留,即派他担

任改编«中国通史教程»一书.这个任务不必去军

校,只需在家编写,共花四个月时间.每月除了薪水

之外,可以领到四斗米.那时候成都市面上米荒严

重,但军校供米不成问题,这也是他兼职的一个重要

原因.１９４５年,由于金陵大学准备复员,工作忙碌,
故辞去兼职.１９４６年,国民党进行党员总登记时,
他未曾去登记,１９５１年在南京向当地公安局登记

坦白.
曹祖彬在成都中央军校的军阶是“同上校政治

教官”[６].成都中央军校政治部在１９４２年时共设有

三个科,第１科称为教务科,第２科称训育科,第３
科称编纂科.在第１科中拥有教官八九十名,其中

分各科系,如政治、经济、法律、历史、地理、音乐等,
这些不同科目之教官,统称为政治教官.此类教官

进入军校政治部任职,由原任教官介绍,或由其他机

关介绍,或由政治部与校内其他部门之推荐.凡正

式受委为教官者,皆有军阶,在上面加一“同”字,如
“同中校”“同上校”等名称.如其出身是由正式军事

学校毕业者,则给以正式军阶.无独有偶,同为图书

馆学家的孙云畴也曾在成都中央军校任少校政治教

官,主讲地理等课程[７],但笔者并未在黄埔军校历史

资料中找到相关记载.
另外,１９４１年,曹祖彬由同乡章衣萍(１９０１—

１９４６)介绍兼任谢德堪(１８９７—１９５２)师长的顾问,为
期四五个月.这个顾问并未做过任何工作,也未到

过部队,仅仅是个挂名领薪不顾不问的名目,每月二

三十元.１９５０年,曹祖彬失业,曾写信向谢借钱,但
是未收到回复,之后再无联系.１９４３年,章衣萍还

曾介绍曹祖彬去一个警察训练班讲授“中国田赋”,
每星期讲授一小时,共约六七次,下课即回金陵大学

办公.曹祖彬在抗战期间多方兼职,主要是经济压

力所致,当时国内物价暴涨,单纯拿一份工资很难维

持一个大家庭的生活.
这些行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了曹祖彬为

国民党反动派服务,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铁证.在

档案里,上海市公安局曾多次对曹祖彬加入国民党

这一事件进行周而复始的调查和取证.幸运的是,

１９４６年国民党党员总登记时,曹祖彬未去登记,而
且曹祖彬亦在交代材料中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

我批判,所以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曹祖彬的职位偏低,
但总算得以善终.

３　赴台演讲经历

１９４８年７月间,台湾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许恪士

(１８９５—１９６７)访问南京,曹祖彬跟其有过短暂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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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许恪士谈及台湾地区正举办暑期学术演讲会,
邀请各学科专家前去作专题演讲,希望邀请曹祖彬

去讲点图书馆学,于是曹祖彬于当年暑假前往台湾

地区做了一次播音演讲,讲题是“如何应用图书馆”.
随后,曹祖彬参观了台湾省立图书馆、台湾大学和几

个中小学校,游览名胜古迹,停留一月后回南京.当

时许恪士有意请曹祖彬担任台湾省立图书馆馆长,
曹因该馆规模宏大,人员又多,情形复杂,怕工作搞

不好,所以未允.由台返宁后,除给许恪士一封谢信

外,未通音讯.关于曹祖彬这次赴台,时任台湾省立

台中图书馆馆长黄仍瑞(１８９６—１９６９)在日记«入台

记»中亦有提及,在其１９４７年９月４日的日记中,他
写道:“国立编译馆编纂兼图书室主任曹祖彬先生,
约定下午来本馆(台湾省立图书馆)参观”[８]曹

祖彬档案中提及的时间是１９４８年,而黄仍瑞日记中

披露的时间是１９４７年,查台湾省立图书馆馆志,亦
无发现相关记载,考虑到日记乃当天写成,时间上弄

错的可能性不大,而曹祖彬档案的自传系１９５２年所

写,时隔四五年之久,记错一年亦有可能,所以笔者

认为曹祖彬访台的时间应该是１９４７年.

４　与图书馆界、教育界名人的关系

４．１　与刘国钧的关系

曹祖彬在金陵中学毕业的前一年,即１９２１年,
因祖上遗留下来的一间杂货铺闭歇,经济困难,影响

了升入大学的志愿.刘国钧当时在金陵大学图书馆

工作,而曹祖彬早在中学时期就管理过金陵中学图

书馆,因此跟刘国钧相识.升入大学后,曹祖彬托刘

国钧跟校方申请,在金陵大学图书馆谋得一个半工

半读的机会,上午上课,下午工作,这样读完五年大

学课程.毕业后,又因刘国钧帮助,留在金陵大学图

书馆担任中文部主任兼图书馆学讲师.金陵大学西

迁成都之后,由于事务繁杂,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刘国钧

聘请曹祖彬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协助他处理

馆务[９].刘国钧对曹祖彬的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图书

馆职业的选择方面,在图书馆学理论及实践方面亦

对曹祖彬悉心指导.１９２９年,刘国钧连同曹祖彬、
何日章发表文章«图书馆同人对于万有文库之意

见»,对«万有文库»中图书分类、内容选题等方面提

出质疑[１０].１９３３年,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的刘

国钧有鉴于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检阅乃益感不便,
索引之需更显”,命曹祖彬“编斯备检以应眉急”,曹

祖彬费时载余,编就«金陵大学图书馆丛书子目备检

著者之部»,并于１９３５年付梓[１１],该书也成为曹

祖彬在目录学成就方面最重要的著述.此外,刘国

钧在图书分类编目方面与曹祖彬有过多次讨论,如

１９２９年１月,刘国钧在其编写的«中国图书分类法»
导言中指出:“本表之编制,得本馆同人之助力者甚

多.李小缘,曹祖彬两先生时相往复讨论”[１２].同

年１２月,刘国钧在其发表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

案»中写道:“而得力于朋友之切磋,若蒋君慰堂,曹
君祖彬,李君小缘,袁君守和之所赐者,尤不一而

足”[１３].正是有刘国钧的悉心培养,曹祖彬才能在

图书编目分类以及目录学方面小有所成.在图书馆

实践方面,刘国钧亦对曹祖彬有过指导,１９３９年１
月１１日,刘国钧、曹祖彬受中华图书馆协会委托,一
同视察四川中山图书馆,对该馆的历史沿革、馆址、
经费、职员、薪金、阅览室等做了全面考察,并提交了

视察报告[１４].
曹祖彬在档案中曾记录刘国钧对他的帮助,他

写道:“对于图书馆学原理和技术方面,日积月累的

受他灌输,从而培养我对图书馆发生了兴趣,这也就

在基础上建立了我一直在图书馆工作的最主要原

因”.可以说,刘国钧是曹祖彬图书馆生涯的引领

者,后曹祖彬又有缘成为刘国钧的妹夫,这也可以算

是民国图书馆史上的一段佳话.

４．２　与洪有丰的关系

洪有丰(１８９３—１９６３),字范五,祖籍安徽绩溪,
出生在安徽省休宁县,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我国新图

书馆运动的主要活动家之一,是中国现代图书馆事

业的先驱[１５].１９１６年,洪有丰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

院,任金陵中学图书馆主任(曹祖彬档案里记载此

事,但事实仍有待考证).因为同在休宁长大,曹祖

彬小学毕业后随洪有丰到南京求学,先在南京华中

公学补习一年,打算次年考取金陵中学.因为金陵

中学系教会学校,规矩严,功课紧,尤其着重英文,洪
有丰对曹祖彬的功课各方面谆谆教导,帮助很多.
在曹祖彬上初中一年级的时候(１９１８年),洪有丰派

他每天在图书馆管理图书一小时,得一角钱的酬劳.
不仅在经济方面有所补助,也为他今后图书馆实际

工作打下了一个扎实的基础.曹祖彬在档案里写

道:“今日之能专门在图书馆方面而任职者,此皆出

于他无形中对我的培养.”可以说,洪有丰是曹祖彬

图书馆职业生涯的启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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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与陶行知的关系

陶行知(１８９１—１９４６),安徽歙县人,是我国近现

代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和优秀的大

众诗人.１９１４年,陶行知毕业于金陵大学,同年夏

天与曹祖彬的姨母汪纯宜(安徽休宁人)结婚,随后

留学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１９１７年,陶行知回到南京,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

育学教 授,次 年 代 理 南 京 高 等 师 范 学 校 教 务 主

任[１６].１９１７年,曹祖彬赴宁求学,就是因为姨父陶

行知和姨母都在南京.同时,陶行知学业的成功和

留学经历也成了曹祖彬的榜样,在陶行知的鼓励下,
曹祖彬考取金陵中学、金陵大学,并于１９３５年留学

美国.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份曹祖彬初中毕

业时的入学志愿书[１７],志愿书中披露,曹祖彬初中

毕业时的愿望就是将来像姨父陶行知一样,出洋留

学.另外,据曹祖彬家人告知,曹祖彬结婚时,就是

陶行知做的证婚人.

５　研究的启示与思考

５．１　重视民国图书馆学家及其后裔的口述资料在

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作用

口述资料乃口传性质的资料,被认为是与文献

资料(包括文字、图像和声像资料)和实物资料相并

列的资料来源与表现形式[１８].界定口述资料的关

键是探其源头,看其所承载信息的最初来源是否为

口头陈述[１９].由此可见,笔者与曹祖彬家人的交谈

即属于口头资料的范畴.通过访谈、口述的方式搜

集历史资料,得到许多杰出史家的推崇,也引起图书

馆界的重视.２０１５年１２月,“中国记忆”项目中心

联合全国各图书馆界、各相关单位共同启动了“中国

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资源建设工作,对我国现当

代图书馆学家和为我国图书馆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

的人物进行口述史访谈[２０].笔者认为,不仅需要对

在世的现当代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进行访谈,对
民国图书馆学家后裔的访谈亦十分有必要.

对于民国图书馆学家生活年限的界定,目前学

界似无准确定义,按笔者理解,应该是主要活动、工
作经历及主要贡献在民国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因此

也可推断,他们一般出生在清末(１８４０—１９１１)民初

(１９１２—１９２７)时期,到现在已是一个世纪左右了,尚
在人世的已然不多.但是,他们的后裔大多数健在,
不少人对自己前辈活动高度关注,并曾听前辈口耳

相传,家中还可能留有前辈手稿、照片、往来信件、日
记、出版物(包括非正式出版物)等相关文献,这些资

料可以补充文献史料包括档案史料及文物史料、帮
助研究者更好地解读档案文献,还可以使档案文献

所描述的历史场面鲜活起来,对研究民国图书馆史

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曹祖彬小儿子曹念燊先生、长
孙海南大学教授曹量先生,笔者和他们有过许多次

交流,他们提供了曹祖彬各个时期的照片、族谱(简
单族谱,记录了曹祖彬的生卒年),也聊起曹祖彬的

诸多往事.在儿子曹念燊先生眼里,父亲曹祖彬是

一个“很内敛,不爱说话不爱表达的人,平时早出晚

归,经常加班,常常一个人在家里的小房间工作到深

夜”;在长孙曹量先生眼里,祖父多才多艺,吹拉弹唱

样样精通,尤其是拉二胡和吹笛子,还有纯手工制作

线装书、锦盒等绝活,并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通

过他们的讲述,曹祖彬的形象无疑更加具体、饱满.

５．２　寻找民国图书馆学家的后裔

如上文所述,民国图书馆学家的后裔大多数健

在,但也多是花甲古稀甚至耄耋之年了,如何联系上

他们进行口述访谈,是一件刻不容缓且极有意义的

工作.顾烨青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人史料建设:
现状与展望»一文中提出,可以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图

书馆史研究专业委员会组建若干区域性的图书馆史

研究小组,研究小组联系所属区域地方图书馆学

(协)会,调研了解出生或工作生活在当地的知名图

书馆学人的亲属后代或门人弟子情况[２１].这当然

不失为一种好方法,但是由于民国是一个动荡不安

的年代,图书馆学从业人员的流动性非常大,他们的

出生地和工作地往往不同,而且工作地也经常更换,
像洪有丰、沈学植、朱家治、皮高品等一大批民国图

书馆学家,他们都曾在多处图书馆任职,这也会给调

研带来一定的困难.对一些已经主动开展先人整理

研究工作的图书馆学人后代,诚如顾烨青所言,应该

可以聘为顾问,直接参与到研究小组中来.如今的

互联网给我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利用互联网,也不

失为一种好的方法,笔者就曾经在网上发现一篇民国

图书馆学家黄维廉儿子黄宗本写的关于父亲的回忆

录[２２],通过回忆录,可辗转获知黄维廉子女的联系方

式.而曹祖彬的儿子也正是利用互联网联系上笔者.

５．３　人事档案在民国图书馆史研究中的作用

曹祖彬生平事迹的细节以及图书馆生涯的再次

考察,最重要是因为有新的资料———人事档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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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学人在所在机构期间留下的种种原始记录,包
括其个人人事档案,如今都成为各级各类档案馆的

馆藏[２３].目前,研究者也加强了对此类档案的利

用,如顾建新教授利用南京市档案馆复制洪有丰户

籍档案和上海市档案馆复制的“干部简历表”,确认

洪有丰的出生日期应为公历１８９３年１１月２２日[２４].
这与张厚生教授通过搜集绩溪洪氏族谱得到的日期

是一致的,这说明档案具有原始记录性,能直接客观

的反映历史事实.然而,各档案机构在人事档案管

理过程中,多实行封闭管理,主要精力集中于收集、
保管,忽视开放、利用[２５].«干部档案工作条例»还
明确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直系亲

属的档案”[２６].笔者此次能顺利查档,一是单位出

具的«查阅干部档案审批表»;二是曹祖彬亲属出具

的«亲属关系证明»以及«查档委托书»,三者缺一不

可.当然,只有在联系上档案人的亲属之后,这一切

才有可能.目前,这种查阅制度无疑会使许多档案

利用率不高.期待国内的档案管理制度能尽快与国

际接轨,树立开放意识,加强科学管理,以便更好地

为研究者服务.

６　结语

兼职成都中央军校、１９４２年加入国民党、抗日

战争时期任谢德堪师长顾问、１９４３年为警察训练班

讲授“中国田赋”系列专题以及国立编译局丢书事

件,给曹祖彬的晚年命运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致使这

位民国时期留美学习图书馆学、多年执掌金陵大学

图书馆以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一生服务图书

馆界的图书馆学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默默无闻.所

幸,曹祖彬在“文革”之前的１９６５年９月于上海图书

馆退休,随后又离开工作地前往北京与大女儿同住,
在“文革”期间过得相对平静,１９８０年２月１１日病

逝于北京.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得到曹

祖彬家人的热情支持与帮助,获得关键资料———人

事档案,正是如此,为悬而未决的图书馆学家研究提

供了可靠的资料来源.笔者呼吁国内图书馆学界加

大寻找图书馆学家后人的力度,同时呼吁档案界适

度开放,科学管理,以期嘉惠学林.

致谢:感谢曹祖彬儿子曹念燊先生,以古稀之

年,亲自为笔者寄来查档用的亲属证明和查档委托

书.感谢上海图书馆档案处卞伟莉老师,在百忙之

中陪同笔者全程查阅曹祖彬人事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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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aoZubinwasanimportantlibraryscientistactiveintherepublicofChina,whomadesome
contributionstobibliography,libraryscienceeducation,librarymanagementandotherfields．Theauthor
hashonortocontactwithMr．CaoNianshen,theyoungestsonofCaoZubin．Throughthefamilyoral,the
authorconsultthepersonnelfile,learneditscompletelifehistory,thusuntangledthedirectionofwhere
Caozubinhasgone,afterbeingonloantosecondmentSichuanprovinciallibrary,partＧtimeworkingin
ChengduCentralMilitaryAcademy,goingtoTaiwanin１９４７andtheestablishmentofthenewChina．Itcan
befoundthatoralmaterialsandpersonnelfilesoflibraryscientistsandtheirdescendantsplayanimportant
roleinthestudyoflibraryhistoryintherepublicofChina．Thelibrarycommunityshouldstepupeffortsto
findtheoffspringoflibraryscientist．Anditissuggestedthatthearchivescommunityshouldbemodest
openningＧup,magagedscientifically,toprofittheacchivesfield．

Keywords:CaoZubin;LibraryofNankingUniversity;OralMaterial;PersonnelFiles;LibaryScienＧ
tist;theRepublic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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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ficationofAncientBooksandAcademicEvolution
—ABriefCommentontheTaxonomyofEightＧBranchofBaoChunTangCangShuLu

HuChenguang

Abstract:BaoChunTangCangShuLuwrittenbyZhuWenzaoadoptstaxonomyoftheeightＧbranch
totrytobreakthetraditionaltaxonomyofthefourＧbranchofJingShiZiJi．ZhumadesomereformsinsetＧ
tingupcategoryandcatalogueandsetupsomenewcatalogueclassificationstorevealthedevelopmentof
textualresearchandpracticalstyleofstudyinQingDynasty．HisbookadoptedflexibleandpracticalcataＧ
loguingmethodsandmadeinnovationsinbookclassification,strivingtoreflectacademicevolutioninthe
bookclassification．

Keywords:Zhu Wenzao;BaoChunTangCangShuLu;ClassificationofBooks;Taxonomyofthe
EightＧ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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