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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之影响∗

□翟桂荣

　　摘要　通过对历史文献的梳理,介绍了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及其对翻译事业的提倡与贡献,考

察了他结缘图书馆学翻译之实践,分析了其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者翻译、图书馆学期刊创

办、图书馆学汉译文献主题的影响.
关键词　梁启超　译书思想　图书馆学翻译　汉译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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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
任公.近代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开启新风气的一代大

师,早年关心政治,提倡西学与译书不遗余力.晚清

至五四时期,其创办或主编的刊物有«时务报»«清议

报»«新民丛报»«国风报»«晨报»等;他充分利用报刊

传播媒介,倡导西学,宣传译书,开启了众多学科领

域的新天地,成就了其百科全书式的新文化先驱和

“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启蒙学者形象.梁启超之言论

气势磅礴,纵横开阖,广博地吸纳西学,以普罗米修

斯之精神,用饱蘸热情的笔墨,激荡起近代中国学术

文化的转型,影响了几代学人.无论是作为政论家、
“新民师”、舆论界之骄子,还是清华国学院追求中西

文化融合的四大导师之首,梁启超的启蒙思想和学

术贡献彪炳史册.梁启超晚年主动承揽、倾尽心力,
欲为我国学子和中西文化汇通编纂«中国图书大辞

典»之宏愿却未能完结,赍志而没,令人叹惋[１].回

顾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及其学科发展史,梁启超的

贡献已引起诸多学人的追述,然其译书思想对近代

图书馆学翻译的影响尚未引起业界足够的关注.本

文拟从历史文献中梳理其译书思想及其实践对近代

图书馆学翻译的影响.

１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

梁启超成长于内忧外患最危急的晚清时代,也
是西方的科学、文艺以排山倒海之势输入中国的时

期.广州万木草堂拜师求学的经历,奠定了其一生

的学问基础,梁启超由此接触了西学.之后,作为一

位重要的译书宣传鼓动家与实践家,他一直活跃在

清末民初的文化舞台上.他利用报刊舆论极大地促

进了西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翻译事业在近

代中国的蓬勃发展,对后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１．１　梁启超译书思想之发端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源于强学会对译书的重视

与提倡.强学会成立于１８９５年,时值甲午战败,马
关签约,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等在北京、
上海创办强学会,倡办译书.梁启超追随康有为参

与其中,北京总会附设强学书局,创刊«万国公报»,
后更名为«中外纪闻»,梁启超任主笔,主要刊登外文

报纸译文、译电等.北京强学会被封禁后,梁氏“居
会所数月,会中于译出西书购置颇备,得以余日尽浏

览之,而后益斐然有述作之志”[２].

１８９５年１１月,上海«强学会章程»发布,倡办四

件要事: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开博物

院[３].为国家自强,培植人才,强学会倡导西学,重
视译书、办报宣传和扩大开放藏书事业,这是梁启超

重视译书事业之开端.

１．２　梁启超在«时务报»论译书

１８９６年,梁启超专任«时务报»主笔,报馆生涯

自兹始.该报设有“西文报译”“域外报译”“英文报

译”专栏,广译五洲近事,俾阅者周知全球大事,以开

民智.１８９６－１８９８年,梁启超著«变法通议»在«时
务报»连载２０余期.该文以“变法图存”为宗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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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时弊,呼吁去塞求通,变法图强,将兴西学与译西

书作为维新变法之重,救国之道,影响深远.其中

«论学校七译书»,分三次刊登于１８９７年«时务报»
第２７、２９、３３期.他主张参西法以救中国,力倡取西

人有用之书,悉译成华字;呼吁择当译之本,定公译

之例,养能译之才.梁启超大力倡导译书,用大量的

笔墨来论说译书的重要性.
«译书篇»分析了中国效法西方３０年,仍然缺少

真知与通才.梁启超认为必邃于经、熟于史、明于

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之人,具有极高素质的通才,
才能译出真正的西学著作,以影响国人.他提出:
“其一,使天下学子,自幼咸习西文.其二,取西人有

用之书,悉译成华字[４].”指出中国自通商以来,京师

译署、天津水师学堂、上海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西国

教会医院,凡译出之书,不下数百种,而其译病诸多:
驳杂繁芜,讹谬俚俗,十居六七.

梁启超论译书,当首立三义:“一曰择当译之本;
二曰定公译之例;三曰养能译之才[５].”关于译本,他
提出尽译西国章程之书为第一义,宜广译西方国史

政事之书、农学之书、矿学之书、商务经济类书等;提
出同一门类之书,当与数书之中,择其佳者;指出对

西方人名、地名、官制、名物、度量衡等,皆要定出相

应的名称律例,为译家正名之宏规.关于译才,他认

为凡译书者,于华文、西文及其所译书中所言专门之

学,三者具通,斯为上才,通二者次之,仅通一则不能

以才称矣.三者中,以通学为上,通文乃其次也.
梁启超认为“凡论一事,治一学,则必有其中之

层累曲折,非入其中,不能悉也,非读其专门之书,不
能明也”[６].«时务报»因«变法通议»风靡全国,数月

之间,销售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７].梁氏

名声大震,影响日广.

１．３　梁启超对翻译事业的提倡与贡献

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知新报»«清议报»«新
民丛报»等刊物,均有译书专栏,且有专论译书之文,
并以序文大力提倡翻译,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梁氏对译事的提倡与贡献,由表１的文献可见一斑.

(１)«西学书目表»
该文是梁启超推荐西学书阅读的一部专著,包

括«西学书目表序例»«西学书目表»«读西学书法»三
部分.«西学书目表序例»对中国近代译书史作了系

统梳理与研究,指出西学各书分类最难,凡一切“政”
皆出于“学”,政与学难分;呼吁海内君子,惠而教之.

表１　梁启超发表的对翻译事业倡导和作出贡献的重要著述

发表日期 著述 发表刊物

１８９６－１０－０７ «西书提要农学总序» «时务报»

１８９６－１０－１７ «西学书目表» «时务报»

１８９７－０２－２２ «知新报»叙例 «知新报»

１８９７－０５－１２ «西政丛书序» «知新报»

１８９７－１０－１６ «大同译书局序例» «时务报»

１８９７－１１－１５ «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时务报»

１８９８－０８－２３ «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 «京报»

１８９８－０９－０６
«拟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并

请准予学生出身折»
«京报»

１８９８－１２－２３ «译印政治小说序» «清议报»

１９０２－０６－０６ «东籍月旦» «新民丛报»

«西学书目表»是一部西学解题书目,总结了此前所

译西学书３００多种.有学者指出“他是我国有史以

来,第一个为西方图书作系统编目的人”[８].梁氏提

出西学各书分类之难,成为近代呼吁对传统图书分

类法进行改革的先驱,这对图书馆学翻译与研究产

生了重要影响.姚明达认为«西学书目表»“对时人

曾发生极大之影响.受其启发而研究西学者接踵而

起,目录学家亦受其冲动,有改革分类法者,有专录

译书者”[９].程焕文认为“西学在传入中国初期,人
们对西学学科体系认识的局限和由此导致的图书分

类困难,也说明了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的局限和

由此进行变革的必要”[１０].梁启超在«读西学书法»
中痛切地指出:“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

亡之为患[１１].”流露出其鲜明的民族本位思想立场.
梁启超又言:“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
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
不足以治天下[１２].”显示出其译书思想中所坚持的

中西会通、中本西用的原则立场.
(２)«大同译书局叙例»
该文开篇疾呼:“译书真今日之急图哉!”接着提

出“以东文为主,而辅以西文,以政学为主,而次以艺

学”的译书指导思想[１３].他提出大同译书局六条译

书规则,重点译变法书、学堂功课书、宪法书、章程

书、商务书,各书有各学会专译.农书有农学会专

译、医书有医学会专译等.这一阶段是梁启超倡导

译书热情高涨的时期.
(３)«读‹日本书目志›书后»
梁启超认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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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第一义.“吾师南海先生,大收日本之书,作«书
目志»以待天下译者”[１４].师徒均认为中国之欲变

法,学西文,非译书不可.文末梁启超发六大宏愿,
愿我农夫、工人、商贾、士人、宫卿、君主,规劝各界,
昌言译书维新保国,为读书译书鼓而呼!

(４)«拟译书局章程并沥陈开办情形»
戊戌变法时期,由于梁启超对译书事业的大力

提倡与鼓吹,光绪皇帝召见后,赏给六品衔,让他负

责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于５月奉旨办理译书局

事务,并拟译书局章程十条.这是梁启超对近代译

事的总体把握,认为以译普通学诸书为最急,专门学

各书须聘请专门人才翻译,各书编译后演义成通俗

本供蒙学诵习普及.
(５)«拟在上海设立编译学堂并请准予学生出身

折»

１８９８年９月,梁启超又奏请在上海设立编译学

堂,培养译才.他认为译书一事,育才为关键.他欲

先聘日人,先译东文,拟一面翻译东文,一面在上海

设立编译学堂[１５].
梁启超把译书视为变法图强的关键.他反复强

调翻译的重要性,极力倡导翻译事业,希望通过翻译

让西方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来,打破中国封闭保守

的文化状态.尽管发生了戊戌政变,梁启超的诸多

译书规划也未能付诸实施,但正因他的大力倡导和

宣传,使得中国的翻译事业迎来了清末民初的学术

重心转变.“过去数世纪以来,翻译的重点是自然和

应用科学,现在转而热衷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

迻译”[１６].梁启超指明的通过日文转译西学的通

道,也“预告了２０世纪初十年大规模译印日书以传

送西学高潮的到来”[１７].

２　梁启超结缘图书馆学翻译之实践

居东时期的梁启超,受明治维新的影响,稍能读

东文,思想为之一变.“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

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

若出两人”[１８].他大声疾呼:“我国人之有志新学

者,盍亦学日本文哉[１９]!”

２．１　«清议报»译文:«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机

关»
«清议报»是梁启超在横滨所办的旬刊,该报以

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辟有“外论汇译”专栏.
梁启超借助报刊,向国人引进图书馆学说,图书馆事

业也成为他后半生参与实践的重要领域之一.

１８９９年,«清议报»第１７期刊载了一篇译自日

本«太阳报»的译文,题为«论图书馆为开进文化一大

机关».这是近代中文报刊中首次以“图书馆”这一

新名词为主题的汉译文献,此后,“图书馆”逐渐取代

“书藏”“书院”或“藏书楼”,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一个

专有名词.这篇关于图书馆多种功用价值的学术文

章,展示了图书馆作为文化机关的源头:
“世人知学校有益,而未知别有开进文化之

大机关也.何谓学校之外开进文化一大机关

乎? 曰无他.唯广设公共图书馆可耳.诚欲文

化开新,则舍图书馆,无以致大效.我辈不能不

思自任也.欧美诸邦,极重图书馆.欧美图书

馆之多,不复论列.唯欲使世人知图书馆可与

学校相辅而行,且欲广为推布耳[２０].”
该文论述了广开图书馆的多种效益:使青年学

子得以补助智识,使学者得参考研究的便利,使阅览

者顷刻间得查阅事物的便利,使普通人能享用贵重

图书,使读者能速知地球各国近况以及文明的演进,
图书馆在不知不觉中有养成人才之便利的功用价值

等.平保兴认为作为专业术语的“图书馆”一词,出
现于晚清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和«清议报»中[２１].
范凡认为此篇译文“开启介绍日本图书馆学之先

河”[２２].
这篇西说东来的图书馆学译文,在近代中国图

书馆学史中具有重要的开新启蒙意义.１２０年来,
图书馆作为弘敷文化、普及教育的机关滥觞于此.
由此可以理解梁启超一系列的图书馆实践与活动.
如１９０３年他考察美国各类型图书馆,１９１６年倡办

松坡图书馆,１９２５年参与组建中华图书馆协会、提
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以及

殚精竭虑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等.这应是近代中

国新图书馆事业发轫的源头之一,梁启超是此时期

重要而有力的赞助人.至于谁是这篇译文的真正译

者,还有待考证.

２．２　«新民丛报»对图书馆的报道与影响

继«清议报»之后的«新民丛报»,也对图书馆进

行了专题报道.如１９０３年在“新知识之杂货店”专
栏报道«世界之图书馆»藏书,以及«游学生东京国学

图书馆之设置»,都是开风气之先的事情.

１９０４年«新民丛报»刊登梁启超«新大陆游记».
梁氏考察美国四个颇有代表性的图书馆:波士顿市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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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华盛顿图书馆)、芝加哥

大学图书馆、纽约市立图书馆,涉及“办馆模式、建馆

规模、经费来源、管理方法、服务手段和社会赞助等

多方面内容”[２３].梁启超关注并实地考察了美国图

书馆制度对开发民智的重要启蒙作用.程焕文指

出:“梁启超关于美国公共图书馆和开架服务的记

述,虽然文字简短,但是提纲挈领,比中国出现同类

主题的文章大约要早５－１０年.这是十分值得我们

记取的史实[２４].”
梁启超较早用汉语报道关于图书馆的新闻,在

近代期刊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从晚清民国期刊全

文数据库检索来看,１８９９－１９００年,只有«清议报»
以“图书馆”为主题进行报道.除去外文和重复的条

目,１９０３年国人关注图书馆的话题不足２０条,而至

１９０９年则增至１６５条(见图１).２０世纪初,较早关

注图书馆主题的报刊有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新
民丛报»,罗振玉、王国维主办的«教育世界»,天津

«北洋官报»«直隶教育杂志»等;后各地教育官报、上
海留日归国学生创办的报刊以及商务印书馆«东方

杂志»等,开始大规模刊载图书馆有关话题,关注目

标已由美国转向欧洲的德法等国.

图１　期刊杂志刊载有关图书馆话题的条目数(１８９９－１９１３年)

严文郁认为“国人对近代图书馆的认识,自１９
世纪中叶始见端倪,经过五六十年的酝酿,直到２０
世纪开始前后,才真正有意识地将图书馆视为一种

教育机构,图书馆事业亦因之萌芽”[２５].
«新民丛报»出版后,国内发行点有９７个,遍布

４９个县市,西南、西北、东北等边远地区都有人传阅

«新民丛报»[２６].梁启超致康有为信中言:“该报畅

销之旺,真不可思议,每月增加一千,现已近五千矣.
似比前此«时务报»尚有过之而无不及也[２７].”他在

«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每一册出,内地翻刻本辄

十数.二十年来,学子之思想,颇蒙其影响[２８].”梁
启超著述以«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时期影响

最显著,在社会上形成很大的势力,主宰着当时的舆

论界.黄遵宪称:“«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

«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２９].”

３　梁启超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及研究之

影响

梁启超２０余岁倡导翻译西书,３０岁考察美国

图书馆,４０余岁倡办松坡图书馆,５０余岁参与组建

中华图书馆协会,倡建中国图书馆学,并一身兼三馆

长,最后为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耗尽心血,病危时

仍在编纂大辞典之一部分«辛稼轩先生年谱»,展现

了一个学者的本色.他的早逝是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巨大损失,而其译书思想及其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

的图书馆学之实践,对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与研

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３．１　对图书馆学者之影响

１９２９年梁启超逝世,郑振铎在«梁任公先生»一
文中说:“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很短促的,廖平

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然而梁启超先生的影响,
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

了三十余年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

遍的,无 远 不 届 的,无 地 不 深 入 的,无 人 不 受 到

的[３０].”郑振铎也是深受梁启超影响的一位文化名

人,他主编«小说月报»,介绍世界各国文学作品,其
爱书、藏书、护书、写书、译书,使他成为一个藏书家、
翻译家和版本目录学家,身后藏书如同梁启超一样

捐献给了国家.

１９４３年,梁漱溟自述早年是感受梁启超启发甚

深的一人.他认为近五十年来,中国出了两个伟大

的文化名人,一个是蔡元培,一个是梁启超.其贡献

同在思想学术界,特别是引进新思潮,冲破旧罗网,
推动了整个国家大局.“当任公先生全盛时代,广大

社会俱感受他的启发,接受他的领导.其势力之普

遍,为其前后同时期任何人物———如康有为、严几

道、章太炎、陈独秀、胡适之等等———所赶不及.”他
认为“任公先生一生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独在

他迎接新世运,开出新潮流,撼动全国人心,达成历

史上中国社会应有之一段转变”[３１].曹聚仁在«中
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中称:“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

子,都受了他的影响[３２].”而李喜所、元青则认为“戊
戌、辛亥时期以及五四前后的两代青年受梁启超的

影响最大”[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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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的译书思想与实践,开启了引介翻译图

书馆学的新风气,此后继有图书馆学人及其译作陆

续出现.如王国维、谢荫昌、沈祖荣、杨昭悊、李燕

亭、袁同礼、刘国钧、梁思庄等人,均不同程度受到他

的影响.王国维早年常阅«时务报»,受梁启超影响

颇深,倾向新学[３４].１８９７年,王国维曾是时务报馆

的一名职员,１９０１年随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该
刊较早对世界各国图书馆关注颇多.１９０７年王国

维充任 学 部 图 书 馆 编 辑,主 编 译 及 审 定 教 科 书

等[３５].１９０９年王国维译«世界图书馆小史»发表于

«学部官报»,指出“近世所谓图书馆,谓搜集印本及

抄本书籍之所,实文化进步以后之事也”[３６].首以

文化进步开篇,可以看到维新思想的影响.谢荫昌

早年也曾在上海«中外日报»(前身是«时务日报»)任
编辑,１９０１年赴日留学,１９１０年他译述户野周二郎

的«图书馆教育»,既是时事潮流的影响,也应是感受

梁启超思想的影响.杨昭悊１９２０年作为北京法政

专门学校生员,毕业后执掌该校图书馆,翻译过诸多

经济、政法方面的学术论文,这是梁启超早年倡导的

译书方向之一.而其翻译日人田中敬的«图书馆学

指南»,参与新教育启蒙的图书馆学讲习会,之后出

版“尚志学会丛书”之一«图书馆学»,以及与李燕亭

合译«图书馆员之训练»,更可看到梁启超学术思想

的影响痕迹.李燕亭在«自传»中言,早年课外读物

主要有«新民丛报»等[３７],梁启超之影响可见一斑.
梁启超重视译书,并对佛经目录率先展开了研

究,又率领学生编纂«中国图书大辞典»;其目录学研

究与实践,不仅推动了近代目录学的学术地位的确

立,而且影响了国家图书馆一大批学者纷纷投身于

目录学研究,产生了许多目录学研究成果[３８].如姚

明达的«中国目录学史»,刘纪泽的«目录学概论»,二
人均系梁启超的门生.作为新图书馆事业骨干的袁

同礼、刘国钧,也深受他的影响.１９２４年袁同礼的

«化学参考书举要»发表于«科学»杂志;１９２９年«近
十年来国际目录事业之组织»发表于«北大图书部月

刊»;１９３４年«现代德国印刷展目录序文»发表于«印
刷画报»创刊号.刘国钧曾担任«图书馆学季刊»编
辑主任多年,并对中国图书分类法深入持续研究,形
成了今天中国图书分类法的知识体系.他的学术研

究之路,即是梁启超指引下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首

从分类编目入手的必然路径.刘国钧１９３４年出版

的«图书馆学要旨»,正是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代表

作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钧编著的«中国书的故

事»,其目的在“表明我国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和对

世界文化的贡献”[３９].践履的正是梁启超编著«中
国图书大辞典»,以复兴中国文化的初心.

沈祖荣除深受韦棣华女士潜移默化的影响外,
也受到了梁启超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思想之影响,承
继梁启超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及其事业

之精神,而终身努力并成为取得卓越成效的一人.

１９２２年,他在调查全国图书馆事业进行状况时已意

识到梁氏影响:“最引人注意者,即梁任公为纪念蔡

松坡,所建议设立之图书馆,当时几有登高一呼,众
山响应之势[４０].”１９２９年,为了解决西学引进之后中

国图书新旧杂揉的编目困难,沈祖荣翻译出版了«简
明图书馆编目法»一书,是其对时务的尽心,也体现

了图书馆人的先锋官意识.此后,他在«文华图书科

季刊»中多次提倡翻译介绍国外图书馆学新知,以推

动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１９３３年,沈
祖荣谈到我国图书馆事业第二阶段之改进时指出:
“中国式的图书馆,就是纯粹的中国色彩,合乎中国

人的性情,我们虽然取用人家科学的方法,但是在实

质上要变为中国化的图书馆,如分类、编目、图书设

备等等,都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可由中国图书馆显现

出来[４１].”梁启超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

的思想理念,已在以沈祖荣为代表的第一代图书馆

学家的工作实践中扎下根基.
梁思庄成为图书馆学家和事业家,可说也深受

其父梁启超的影响.１９２２年梁启超在北京女子高

等师范学校演讲,认为女子的精细和诚恳,都是管理

图书馆最好的素地.１９２５年梁思庄随大姐留学加

拿大,梁启超本希望她攻读生物学专业,但梁思庄对

此不感兴趣,十分苦恼.梁启超得知后急忙写信开

导.“后来她听从外公的意见,学了图书馆学,考入

了美国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最终成为

一名图书馆专家”[４２].梁氏饱含舐犊之情的家书传

递出的父爱及其对图书馆事业的依依不舍,影响了

梁思庄的择业方向.梁思庄１９３１年归国后,即在北

平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广州中山图书馆从事西

文编目工作.１９３６年重返燕京大学,任图书馆西文

编目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

长.她为图书馆事业呕心沥血,致力于西文编目工

作.北京大学图书馆几十万种西文图书的目录,都
经她指导编制而成.这套高质量的目录是她一生心

３２１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对近代图书馆学翻译之影响/翟桂荣

TheInfluenceofLiangQichaosThoughtsonTranslationofBooksonModernLibraryScienceTranslation/ZhaiGuirong



2
0

2
0

年
第4

期

血的结晶,曾受到国内外专家的交口称赞[４３].

３．２　对图书馆学期刊之影响

梁启超是晚清大力倡导译书的宣传鼓动家,代
表了先进的中国人积极向域外学习新知以强国之鹄

的,其译书思想在«图书馆学季刊»办刊宗旨中鲜明

地体现出来:“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

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

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４４].”这一办刊宗

旨正是萃取中西文化融合观而来的.参酌欧美图书

馆学之成规,建设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即图书馆学

的本土化问题,是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演

讲中正式提出的;这成为近代图书馆学人一直努力

的方向和目标.

１９２５年底,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中华图书馆协会筹办«图书馆学季刊»,梁启超亲撰

发刊词,指出图书馆学人所应努力的两大方向:“如
何而能使斯学普及,使多数人得获有现代图书馆学

最新之智识,且谙习其运用以为改良旧馆、增设新馆

之资? 此国人所宜努力者一也”;“如何而能应用公

共之原则,斟酌损益,求美求便,成一‘中国图书馆

学’之系统,使全体图书馆学之价值缘而增重? 此国

人所宜努力者又一也[４５].”该刊的创办,标志着中国

图书馆学学科的正式诞生[４６].此举对促进图书馆

学术研究,宣传推广图书馆事业,促进业界的沟通与

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４７].
«图书馆学季刊»不仅每期基本有１－２篇图书

馆学术论文翻译,而且开辟了“时论撮要”专栏,摘译

推介了诸多国外图书馆论文或著作,涉及图书馆学

的方方面面.这是中国图书馆学界参酌欧美图书馆

学智识,以更好地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精神写照.
在这种决策引导下,欧美图书馆学文献被大量翻译

进来.«图书馆学季刊»对翻译文献的要求标准很

高:“译件须注明出处,原著者之原文姓名,及篇名.
如系译自杂志者,并请注明该(杂)志之卷数,页数,
及出版时期”;“外国人名、地名及专门名词均请附注

原文”[４８].季刊每期几乎都有重要汉译论文,不同

时期有不同的主题.这些翻译文献,再现了一批重

要的图书馆学家的译介之功,如刘国钧、杜定友、钱
亚新、洪有丰、李小缘、吕绍虞等.

梁启超的译书思想对«文华图书科季刊»也产生

了不同程度的影响.该刊１９２９年１月２０日创刊,
梁启超１月１９日逝世.耿靖民在发刊词中述说国

内图书馆学现状时,直接引用了梁启超的演讲词:
“我国向来没有一个有系统的图书馆学知识”,而只

有些藏书的知识;然后指出“讨论”和“介绍”这两种

工作的重要性,是“建设中国新图书馆学刻不容缓的

工作”.这显然是对梁启超建设中国图书馆学思想

的承继.沈祖荣在创刊时对学生抱有几种希望,第
一希望不要因经费困难半途夭折.他希望同学们

“务须仰望前途的光明,继续坚持最初的热情,抱着

决心,不断的出版”[４９];勉励文华学子不忘初心,持
之以恒地努力.沈先生强调应特别重视图书馆实际

困难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如中文图书的分类法、编目

法等,以及对国外图书馆学新知识的介绍.沈祖荣

对学生的谆谆教导,成就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的辉煌历史,使之蜚声海内外;也成就了沈氏图书馆

学教育之父的历史地位.这使得«文华图书科季刊»
成为继«图书馆学季刊»之后,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翻

译与研究的另一重要阵地.

３．３　对图书馆学翻译主题之影响

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翻译是一支活

跃的先头部队.它是人类精神文明活动中最富活

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近代有识之士,把翻译同国

家和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

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大的翻译高潮,“分别是东汉至

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

‘五四’时期的西学翻译”[５０].梁启超作为近代先进

的中国人,提出“译书救国”和“译书强国”主张,推动

了近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翻译,成为一代思想启

蒙巨匠.他虽然翻译的东西并不多,但在翻译理论

和翻译史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梁启超对翻译最

大的贡献不在于亲自译书,而在于从一定的高度上

引导翻译的潮流”[５１].他提出的翻译主张,不仅影

响了近代中国诸多学术领域,而且推动了近代中国

的知识体系建构,为近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作出了导

夫先路的历史性贡献.
就图书馆学科来说,梁启超的译书思想与图书

馆实践,影响了早期图书馆学的西学东来、图书分类

与目录学研究、图书馆学教育等方面的翻译与研究.
学界已经认识到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对“图书馆”
一词引介的先锋官作用,以及清末民初“对日本图书

馆学的翻译与研究更加全面和深入,并且产生了一

批有影响的著作”[５２].如谢荫昌译«图书馆教育»、
孙毓修著«图书馆»、朱元善编纂«图书馆管理法»、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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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编纂«图书馆指南»、杨照悊译«图书馆学指南»等,
这其中梁启超的影响不可忽视.

中国图书分类编目问题,是近代新图书馆事业

首要解决的问题.１９２０年,杨照悊在北京高等师范

学校图书馆学讲习会呼吁对此问题加强研究.１９２４
年,查修、沈祖荣、胡庆生等在«新教育»发文讨论中

文书籍编目问题,戴志骞在北京图书馆协会上发表

演讲«图书分类法几条原则的商榷»等.１９２５年中

华图书馆协会成立时,梁启超提出“图书馆学里头主

要的条理是分类和编目”,指出呆分经史子集,穷屈

不适用和勉强比附«杜威十进分类法»的危害,需要

建设适合中国的、科学的、涵盖古今书籍性质的图书

分类法,并亲任图书分类组主任.１９２５年１２月,梁
启超在给李仲揆、袁同礼的信中,指出“鄙意宜自创

中国之分类十进法,不能应用杜威原类,强驭中国书

籍”[５３].自此之后,中文书籍分类编目问题,成为图

书馆学界关注与研究的首要问题,«图书馆学季刊»
«文华图书科季刊»«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纷纷发表

译介和研究文章.其中,沈丹泥、刘国钧、章新民、杜
定友等人及早关注并深入研究了这一问题.相关的

译述文献,如１９２６年沈丹泥译«图书分类原理»,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章新民译«图书分类规则»«图书分类

法的理论»等.刘国钧则对中国图书分类问题展开

了系统深入的研究,相继发表了«四库分类法之研

究»(１９２６年)、«中国现在图书分类法之问题»(１９２７
年)、«图书分类的初步»«图书目录略说»«薛尔图书

分类法手鉴»(１９２８年)、«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
(１９２９年)等论文.刘国钧在此领域的研究,一直持

续到建国初期,取得了重大成果.
历史人物真正不朽的价值,在于其事业和精神

能转化为后人的知识和力量,能为后来一代又一代

人从新的现实需求中去汲取丰厚的历史营养,能对

社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深远影响.作为近代中国少

有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梁启超的思想、学术对后

人的影响是巨大和久远的,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和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影响也是既深且远的.

２０１９年适逢梁启超逝世９０周年和国家图书馆建馆

１１０周年,谨以此文缅怀先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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