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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图书馆学家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研究

□赵俊玲∗　尚巧爱

　　摘要　通过梳理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发现其强调阅读指导的教育属性,他提出阅读指导的

分众指导和分级指导原则,根据读者情况不同进行不同的指导,支持读者的系统学习;提出了完

整的阅读指导框架,认为书目是阅读指导的基础,阅读习惯的养成需要引起兴趣并保持兴趣,读

书方法的指导需因书而异,因人而异;注重阅读调查,关注读者阅读体验,并注重从多种渠道收集

数据.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体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民国时期图书馆的阅读指导产生了积

极影响,对当下图书馆阅读推广工作颇具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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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学术创新必先从学术史研究入手”[１].阅读推

广研究需要关注学术史,目前尚没有学者对阅读推

广学术史进行系统梳理,笔者近两年对国内外阅读

推广的重要学术人物进行研究,其中徐旭是笔者重

点关注的一位.徐旭是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家,在
阅读指导方面颇有建树.国内对徐旭的研究主要围

绕其民众图书馆思想展开[２－４],对其阅读指导思想

着墨较少.本文希望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徐旭

的阅读指导思想进行系统梳理,以期对阅读推广理

论研究和实践发展有所启发.
徐旭(１９０２－１９７４年),字寅初,出生于浙江嘉

兴一小手工业者家庭.徐旭少年时期家庭贫困,在
当地教会主办的秀州中学半工半读,１９２２年毕业之

后留校,曾被派到国立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习图书

馆学.１９２３年８月考取杭州之江大学文科学习,并
在课外“阅辄览图书馆学书籍”[５].１９２５年,徐旭因

经济困难从之江大学辍学,回到秀州中学担任教员

兼图书馆主任和事务部主任.１９２８年夏徐旭奔赴

无锡,担任江苏省立民众教育院图书馆主任、劳农学

院图书馆主任兼教员.１９３０年江苏省立民众教育

院和劳农学院合并,改名为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两院

合并后徐旭继续担任图书馆主任,同时担任图书馆

实习指导、图书馆学科教授,讲授«民众图书馆学»等
课程.１９３３ 年底,徐旭辞去教育学院相关职务.

１９３５年８月赴日本留学[６].之后徐旭的学术重心

开始转移至经济学领域,“他是一位从图书馆学到民

众教育而最近成为专攻农村经济、民众组织与训练

的专家”[７].经济学领域的年鉴、词典类工具书中多

有介绍徐旭经济学方面的活动和贡献,因和本文关

联度不大,此处不再赘述.
徐旭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工作期间是其

图书馆学学术探索肇始,也是其图书馆学学术繁荣

期,他的第一篇图书馆学方面的论文发表在江苏省

立教育学院的院刊«教育与民众»之上,之后又提出

«民众图书馆分类法»并将其用于图书馆工作中.徐

旭曾被收录到１９３０年出版的«中国图书馆名人录»
中,时年２９岁,实属彼时图林青年才俊.在其发表

的２９篇图书馆学相关论文中,有２８篇的发表时间

集中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４年.徐旭于１９３１年开始发表关

于阅读指导方面的论文,包括«民众图书馆中的读书

指导问题»«图书馆之阅览指导法»«民众阅读指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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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附表)»等文章,在其所主持的江阴巷实验民众

图书馆①开展了大量阅读指导活动.徐旭还曾对小

书摊、小报摊进行调查.之后,徐旭在阅读指导实践

的基础上将阅读指导理念进行升华,在其出版的«图
书馆与民众教育»等著述中对阅读指导思想进行了

系统化再梳理.徐旭的著述是笔者研究的主要对

象,同时,还参考了校友录、名人词典等传记类资料,
查阅了民国时期关于阅读指导的著述,希望能够结

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对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进行

剖析.

２　徐旭关于阅读指导价值的认识:立足社会教育,
多角度诠释

民国时期图书馆界的主流观点是将图书馆看作

社会教育机构,徐旭也大力倡导民众图书馆对社会

教育的作用,他指出“民众图书馆是设[实]施民众教

育最重要的工具,它也是为设[实]施民众教育最合

适的机关”[８].徐旭特别强调图书馆的教育特性,提
出“民众图书馆的工作,以教育为准”[９].在此认识

下,徐旭认为阅读指导是图书馆实施教育职能的重

要方式,“指导民众阅览,实为民众图书馆最重要的

工作”[１０].徐旭把图书馆员的角色定位为读者的导

师,“阅者先修先习何书,以及如何修习某书等,皆非

经过导师的指示不可”[１１].徐旭将这一理念运用到

阅读指导实践中,比如关于小说阅读,徐旭认为小说

有好有坏,需要选择,并且不能只阅读小说.在他所

设计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读书会章程中,对小

说阅读进行了限制,要求会员“每月至少阅书三册,
其中小说只限一册”[１２].徐旭还提出利用小说陈列

的管理对读者的阅读内容进行干预和指导,将小说

和非小说混合陈列,使读者“逐渐减少专阅小说的兴

味,而选非小说替代之”[１３].徐旭进而对图书馆员

的能力提出要求,认为图书馆员在学识方面除了专

精图书馆学之外,还要明白各种学术的范围,各种作

品的内容;在品行方面也要和蔼、诚恳、谦恭、勤朴.
今天的读者与民国时期读者在受教育水平、偏好等

方面有很大变化,今天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是否

应该以教育为导向,图书馆员是否应该将角色定位

为导师,需要图书馆界深入讨论,但不管是否强调

“指导”,图书馆员应该要认识图书、熟悉图书,这一

观点今天仍然适用.
除了从读者角度认识阅读指导的作用,徐旭认

为进行阅读指导有利于图书馆和著作界的工作,多
个角度阐述阅读指导的价值,这也是徐旭和其他学

者的区别所在.杜定友、濮秉钧等学者主要从培养

读者的角度阐述,徐旭则从更广阔的视角理解阅读

指导.徐旭认为图书馆进行阅读指导是对图书馆非

常好的宣传推广,通过对读者开展阅读指导,读者能

够了解到图书馆的作用,“就不必要费九牛二虎之力

去提倡,而自然会使馆门前,实现车如流水马如龙之

热闹了”[１４].徐旭同时提出图书馆进行阅读指导可

以帮助著作界(作者和出版商)了解什么书是民众需

要的,什么材料是民众乐于阅读的,从而出版真正的

民众读物.徐旭强调这一点和当时民众读物出版情

况密切相关,当时适合民众阅读的读物比较少,因此

徐旭强调编辑民众读物,并且提出“组织一个全国民

众读物研究会,在各省还得有各地方分会”[１５].

３　徐旭关于阅读指导原则的认识:分众指导和分级

指导

３．１　分众指导

徐旭明确指出阅读指导要以“读者的程度、需
要、年龄、时间及时事地的差异为依据”[１６],核心思

想是根据读者情况不同施行不同的阅读指导方式.
由于徐旭并没有对这一表述进行更为精简的概括,
笔者将其总结为分众指导.民国时期有其他学者提

出类似观点,比如濮秉钧②曾经指出要根据民众程

度和需要推荐图书[１７].徐旭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

以下两点:一是丰富了分众指导的依据.除了其他

学者提到的根据读者的程度和需要,徐旭还提出了

应该根据年龄、时间及时事地的差异进行阅读指导.
二是扩展了阅读指导的深度.徐旭并没有停留在图

书推荐这一项指导内容,还提出应该根据读者情况

不同而推荐不同的读书方法.
徐旭所提出的根据读者的程度主要指根据文化

程度去介绍图书和指导阅读.根据民众需要主要指

结合读者“职业技能增进上有关的需要”以及“做人

的基本需要(做好公民以及普通常识的书)”进行指

导[１８].年龄主要是指阅读记忆力、阅读兴趣和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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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是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所创办,主要为图

书馆学学生提供实习场所,面向图书馆周边的民众提供服务,杜
定友曾在«图书馆与成人教育»一书中称赞该馆为“全国图书馆

的模范”.
濮秉钧为徐旭担任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图书馆馆长期间的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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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关系,需根据读者年龄大小进行不同的阅读

指导.关于时间,徐旭认为应该根据读者休闲时间

长短的不同,推荐不同的图书(节本或全本)和不同

的阅读方法(精读和略读).这一点对今天的阅读推

广工作仍颇具参考价值,在进行阅读推广时应充分

考虑读者闲暇时间的长短.徐旭同时提出要根据时

事地的差异,“根据时间的不同,事件的不同,地方的

不同,而定适当的指导方法”,徐旭此处所说的时间

并不是休闲时间,而是读者所处的状态,“在愉快时

和在愁闷时就须有不同的指导法”,尽管徐旭并没有

展开深入论述,却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即阅

读指导要考虑读者所处的心情或者情绪状态[１９].
事件不同和地方不同相对容易理解,家庭访问时的

阅读指导和在研究会中的阅读指导应该有所不同,
抗日救国和刑事诉讼两件事也应该有不同的阅读指

导.徐旭所提出的“时事地”,用今天的专业术语总

结,那就是阅读指导要结合读者的阅读情境.从笔

者查考的民国时期关于阅读指导的著述来看,徐旭

是第一个提出此观点的学者,遗憾的是,后续没有学

者对此进行理论深化.

３．２　学级/分级指导

徐旭在１９３１年发表的一篇译文中首次提到“学
级”一词,“编制适合个人的学级文库,使民众不至于

获得零碎的学问”[２０],通过查看该译文的英文原

文[２１],发现徐旭所称的学级文库,英文为 Reading
Courses,是美国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６年开始编制的系

列主题 推 荐 书 目———«有 目 的 的 阅 读»(Reading
withaPurpose).该推荐书目涵盖了６７个主题领

域,每个主题领域包括关于该领域的简单介绍,以及

从简入深的书目８－１２种,以期读者达到对该主题

的系统了解[２２].徐旭将这种循序渐进、由易到难的

推荐书目翻译为学级书目.徐旭在论著中多次提到

学级书目.１９３１年他在«民众图书馆教育论略»一
文中指出,“代其选择一套或直接适合需要和环境,
或间接有助于需要和环境的图书,令其循序学习

之”[２３].１９３２年他提出“小学图书馆提倡各级文库

的创设,引起小学生的阅读兴趣”[２４].１９３４年,徐旭

明确提出“分级”一词.他认为民众图书馆应该实行

分级指导,“按类,按科,按单位,按兴趣,按程度,按
需要,或 按 阅 者 的 职 业,编 成 分 级 式 的 课 程 陈

列”[２５].同年,他再次提到图书馆要编辑“按由浅入

深的成套读物,按各科各阶段的读物”[２６].分级指

导支持读者的系统学习成为其重要理念之一.
徐旭注重将分级指导的理念付诸实践.他所主

持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将民众程度划分四个

学级编制«民众学级文库书目»[２７],第一级是认识基

本字,第二级是认识常用字及常见字,第三级是半自

动阅读,第四级是完全自动阅读.他希望读者“能各

按自己的程度参考这个书目,选阅各种书籍,由浅而

深,由近及远,逐步将自己的程度提高”[２８].江阴巷

实验民众图书馆结束之际,他和其他馆员已编制了

两个学级文库.徐旭所编制的学级书目和美国图书

馆协会编制的«有目的的阅读»略有不同,美国图书

馆协会强调对某一个主题推荐循序渐进的书目,徐
旭则强调根据民众程度推荐循序渐进的书目.徐旭

在１９４１年对学级书目进行阐述时也开始强调学科

或者主题,“叫人知道学某种学科,宜先读何书,次读

何书,再读何书,由浅入深,由近及远的前进”[２９].
尽管未见徐旭按学科编制分级书目实践活动的报

道,可以认为徐旭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按

程度和学科两种思路进行分级指导.
徐旭结合江阴巷的实践对学级书目的编制提出

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包括如何选择书目和如何

编排书目两方面.需强调的是徐旭所提出的建议以

指导读者进行系统阅读为导向,比如徐旭认为除了

摘录概要,应告知读者每本书所合适的读法,以及需

要对依序阅读的两本书的关联进行说明[３０].笔者

对徐旭的观点进行提炼,那就是以读者学习规律为

基础揭示书目之间的关系并进行推荐.今天很多图

书馆进行主题书目推荐,可以考虑按照由浅入深的

顺序,依据读者的学习逻辑进行排序,并对各书之间

的联系进行揭示.尽管按照上述思路进行书目推荐

难度会比较大,但却是能充分体现图书馆阅读推广

专业性之所在,也是图书馆深化阅读推广工作的必

然路径.

４　徐旭提出的阅读指导框架:结构完整,层次清晰

１９３１年徐旭提出图书馆的阅读指导包括工具

方面、读书方面和会集方面.同时期也有其他学者

关注图书馆阅读指导的方法,施政钊于１９３１年曾提

出“开图书展览会、编印各学科应读书目”[３１]等多种

方法引起阅读兴趣,杜定友于１９３２年曾介绍了“图
书展览会、读书会、图书旅行团”[３２]等十余种方法,
但没有对各 种 方 法 进 行 层 次 化 梳 理.濮 秉 钧 于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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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年提出阅读指导主要包括指导阅读内容和阅

读方法,指导方式包括口头指导和文字指导[３３],对
阅读指导方式进行了初步归纳.徐旭的主要贡献在

于按照阅读指导的内在逻辑提出了层次清晰、结构

完整的阅读指导框架(见图１).徐旭认为图书馆阅

读指导包括书目编制和读书指导,读书指导又根据

是否有明确的读者对象,划分为活动指导和固定指

导.阅读指导内容围绕阅读内容、读书方法(含写作

和研究)、阅读习惯养成和阅读解惑几个方面展开.

图１　徐旭的阅读指导框架图

注:虚线框内为徐旭的原图,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

加.原图出处:徐旭．民众图书馆实际问题[M]．上海:中华书

局,１９３５:３８．笔者根据徐旭的观点在图中增加了“书目编制”

相关内容.

４．１　书目编制:阅读指导的基础

徐旭曾指出“编制目录、索引、图书摘要、杂志举

目①、单元书目、必读书单等,皆为指导读者必要的

工具”[３４].徐旭对书目编制的论述主要停留在操作

层面,介绍了每种方法应该怎么做.笔者通过对徐

旭的书目编制相关论述进行分析,将其书目编制方

面的理念总结为以下两点.
(１)徐旭认为书目编制工作应该常态化.尽管

徐旭当时并没有明确提出常态化这一概念,但是他

在著述中对多个类型书目的编制周期都有所说明,
比如“图书介绍工作是每天应当干的;每周或每旬可

印民众必读书目单来散发;每月添购新书应做新书

内容摘要”[３５].
(２)徐旭认为应该采用多种方式对图书内容进

行揭示.徐旭提出“加图文单”的推荐方式,“将一书

的内容,用具体画来表明,其下再写上几句介绍该书

内容的话”[３６],即用图画的形式表现书的内容,从而

吸引读者.徐旭还提到可以采用“加注线”,将书中

颇值得人人阅读的几处标注出来,以引导读者.徐

旭认为通过加标记的方式,“书中的坏处,因阅者的

不注意,其不良影响,自然会改少”[３７].笔者认为重

点标注书中令人深思或印象深刻的句子可以引起读

者的注意,但希望通过此种方式消除书中某些内容

的影响并不现实,并且存在对读者的阅读体验干预

过多之嫌.尽管徐旭的某些观点今天已经不再适

用,但多种方式深入揭示图书内容的思路仍有探讨

价值.

４．２　阅读习惯养成:引起兴趣 ＋ 保持兴趣

帮助读者养成阅读习惯是阅读指导的重要工作

内容.“阅读习惯就是阅读的持久问题;一个具备阅

读能力的人,而不能常常阅读,仍不能前进无已.那

么怎样可以使阅读持久? 这完全关乎阅读人的兴

趣,兴趣始终不减,阅读的习惯就可维持不懈,所以

分析起阅读习惯的培养工作,也就是引起兴趣和鼓

励兴趣两种”[３８].徐旭认为应该通过各种活动来开

展这一工作,在徐旭１９３５年提出的阅读指导框架

中,将这类活动概括为展览指导,但是实际上徐旭所

列举的活动没有限于展览,还包括读书比赛等活动,
因此徐旭对这类活动的概括并不能涵盖此类活动.
徐旭将阅读习惯的养成分为引起兴趣和鼓励兴趣两

种情况,并分别指出各自适用的方法.引起民众阅

读兴趣的方法包括“个别谈话、剪贴布置、读书竞赛

会、图书展览会、读书运动、开映图书馆影片、图书杂

志介绍、演讲等方法”[３９－４０].除了引起读者兴趣外,
徐旭为了长久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采用“考察借书

人勤惰、读书比赛会和逐月添购新书”的方法鼓励民

众继续读书[４１].“考查借书人勤惰”是指每４个月

在借书证上考查个人借阅书籍的数量、类别,并在统

计后公布,如有借阅图书数量少者,收回借书证;“读
书比赛会”包括阅读、写作、书法三种比赛,通过比赛

增加参赛人的能力或技术;规定每月至少更新２０册

书,保持读者阅读的新鲜度[４２].笔者认为暂且不论

每种方式方法是否科学合理,徐旭提出的不仅要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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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杂志举目,徐旭将其也称为“杂志要目提示”:将新到的杂志,凡
其中有合时合事的文章,就当详列要目,提示阅众.即对期刊杂

志中的文章进行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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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阅读兴趣,还要保持阅读兴趣长久的理念值得思

考,今天的图书馆策划各种活动的重点是引起读者

的阅读兴趣,可以加大保持读者阅读兴趣方面的工

作力度.

４．３　阅读方法的指导:因书而异,因人而异

徐旭认为图书馆阅读指导员应该教给民众读书

方法,并提出了“八到”读书法.“我以为民众图书馆

的读书指导员,教民众自学自习,应该有八到,除眼

到、口到、心到、手到之外,需加上笔到、簿到、书到

(工具书—笔者注)和时到”[４３].“八到”读书法是适

用于所有图书的普适性方法,徐旭进而提出不同的

书有不同的阅读方法,阅读指导员应将阅读某书的

具体方法告诉读者,“须教他们某书应重思考;某书

应重记忆;某书可随意浏览;某书可详细研究;某书

宜略读,吮其精华;某书宜精读,通其神气”[４４].徐

旭这一因书而异的指导思想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人

员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也为图书馆深化阅读推广工

作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
徐旭针对不同程度的读者采用不同方式进行阅

读方法的指导,主要是阅读辅导班和读书会两种形

式.阅读辅导班主要针对具备一定识字能力但尚不

能独立阅读的读者,辅导他们掌握读书方法.江阴

巷实验民众图书馆曾经开办过两期阅读辅导班,学
生需要阅读图书馆员指定的书目,并填写“读书笔记

纸”和“读书问题纸”[４５],填写生字、疑难词句和阅后

问答等项目,通过系统的训练,使学生能够进行独立

的阅读.读书会则面向已经具备独立阅读能力的读

者,以团体讨论的方式促进读者能力的提高,不仅仅

是阅读能力,同时锻炼读者的写作能力和研究能力.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自１９３０年６月创办读书会,
制定了比较规范的读书会章程,要求读书会会员每

月必须阅读３本书,每月必须提交习作１篇,每月必

须研究１个问题[４６],并且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办

刊物«民友月报»上发表读书会会员的习作[４７].通

过读书会这一团体讨论为主的指导,培养读者能够

进行研究的能力.

５　徐旭的阅读调查:读者和服务提供者并重

徐旭认为阅读调查是阅读指导工作的基石,“调
查民众阅读的兴趣,研究民众读书的方法二项,我们

就可知道民众因年龄,职业,性别,和空间时间之不

同,而喜欢阅读何书,及其所用之方法,以及为何某

书或某类书为某种程度下之民众所喜读等”[４８].徐

旭在提出重视民众阅读调查这一观点的同时,积极

投身于阅读 调 查 实 践.徐 旭 进 行 过 两 次 阅 读 调

查①.第一次是１９３１年徐旭主持工作之下的江阴巷

实验民众图书馆的阅读兴趣调查,主要面向到馆读

者进行问卷调查.第二次是１９３３年秋徐旭对上海

小书摊和小报摊所进行的调查,主要采用访谈方式.
这两个调查各有特点,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５．１　民众阅读兴趣调查:关注读者阅读体验

蒋成堃在１９３４年曾指出“关于成人阅读方面,
似仅有本院江阴巷的实验民众图书馆,曾在一年以

前作过一度小规模的调查工作,可算是这种工作的

一点先声”[４９].笔者通过查考«全国报刊索引»编辑

部制作的“晚清民国期刊数据库”,也证实了这一判

断,１９３２年之前进行的阅读调查,主要是关于儿童

阅读兴趣调查,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阅读兴趣

调查是第一项关于成人阅读兴趣的调查.此项调查

的问题涵盖读者的基本特征(性别、职业、受教育程

度)、读者的阅读偏好(主题、篇幅、类型)、阅读动机、
阅读方法、阅读习惯等.其中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是对读者阅读体验的关注,相关问题包括:让读者写

出爱读的书并注明原因,备选的答案包括“内容描写

有趣、内容常识丰富、文字做得很工、情节神怪百出、
可以陶养品性、很实用、听说很有名气、没有原因”等
选项;让读者列出５本不爱读的书并说明原因,备选

的答案包括“版本太坏、没有名气、文字不好、没有

用、宣传不好的主义、内容熟烂不堪、有关社会风化、
其他理由”;针对借书人群的阅书心得调查项目包括

“为什么要看这本书(装订好、内容好、朋友介绍等)、
看了这本书之后的感触(兴奋、烦恼、平淡、悲哀、愤
激、厌恶、愉快),你有没有看过同这本书性质一样的

书”[５０].通过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设计,可以看出徐

旭希望发现某些书吸引读者的特质是什么,读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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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当时还进行了一次“民众阅读习惯调

查”,该调查主要考察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办馆成效,采用

入户调查的方式,调查符合条件的家庭所占比例,包括两个条

件:一是每户须有两人具备阅读能力,一是每户须有一人常来本

馆阅读.江阴巷有１５８户,其中９７户符合条件,约占６３％,可以

说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服务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果按照

今天学术研究的标准来看,仅以这两个指标来考察效果过于简

单,并且没有前测、后测的比较,有失武断,但不能否认徐旭及江

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员对效果的重视.这一个调查笔者认为严

格来说不能称之为阅读调查,因此正文中没有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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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什么样的书,读者眼中类似的书有哪些.这些

问题是图书馆进行阅读指导特别是书目推荐的核心

问题,如果能比较深入地分析并形成明确的调查结

论,无疑能为图书馆阅读指导工作的开展提供有力

的参考.遗憾的是尽管该问卷的设计能够切合阅读

指导的核心问题,但对调查结果没有进行深入分析,
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因此在指导实际工作方面

大打折扣,同时也影响了徐旭对阅读指导理论的进

一步探索.
徐旭对读者阅读兴趣调查并不仅仅针对江阴巷

实验民众图书馆的读者,徐旭希望做一个全国性的

调查,“民众阅读兴趣和需要的调查,还应该有人多

下功夫,去 编 造 出 一 套 能 供 各 处 调 查 应 用 的 材

料”[５１].通过查考的资料来看,江阴巷实验民众图

书馆也确实向其他图书馆发送过阅读调查的问卷,
厦门图书馆曾经收到过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的问

卷并进行了填写[５２].从徐旭的著述中没有查到对

其他馆所填问卷的汇总分析,但是可以看出徐旭主

持的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希望将对读者的阅读调

查推广至全国.今天,中国图书馆学会也可以考虑

以各个图书馆为数据收集的渠道,对全国图书馆读

者的阅读行为、阅读动机、阅读体验进行调查,结合

各馆的流通数据,发布图书馆界的«全民阅读调查报

告»,一方面彰显图书馆界在阅读推广方面的工作力

度,同时也为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提供坚实的数

据基础.

５．２　上海小书摊、小报摊调查:从商业流通角度调

查民众阅读兴趣

之前的学者进行的阅读兴趣调查,大都直接针

对读者调查和收集数据.徐旭则独辟蹊径,对上海

２２个小书摊、１０个小报摊的摊贩进行了调查.民国

时期也有其他书刊流通环节的调查,据笔者查阅«晚
清民国期刊数据库»,在徐旭此项调查之前曾经有

２４条关于书店的调查,但均立足于了解书店发展的

基本情况,统计非常简单.徐旭对小书摊、小报摊调

查的出发点是为了了解民众的阅读兴趣,并据此编

辑民众读物的原则.徐旭对小书摊、小报摊的调查

实是当时的创新之举.
徐旭采用深入访谈的方法,根据摊贩的态度“或

从谈话入手;或从看书入手;或从购书入手;或从填

表入手;或从询书入手”与之进行交流,了解摊贩的

学历程度、营业收入,摆摊的时间、环境、所在地,以

及何种人喜阅何书、何书销量最好,引起读者关注的

图书陈列的方式等问题[５３].徐旭对访谈的数据进

行了比较深入地剖析,发现了小书摊的主要顾客群

(儿童、店友、妇女、工人和妓女)及不同人群的阅读

偏好(商人喜阅侠客之书,工人喜阅歌唱之调等),徐
旭认为这些研究发现可以为民众图书馆提供参考.
徐旭建议“由全国图书馆协会及全国社会教育社合

力组织民众读物研究会;少建造贵族化的图书馆,多
设置民众的阅书摊”[５４].可见,徐旭的学术视野并

没有局限于图书馆的微观运作,而是站在图书馆事

业发展和民众教育事业发展的高度去分析阅读调查

的研究发现.

６　结论

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产

物,通过其在江阴巷实验民众图书馆阅读指导的实

践,对阅读指导的学术观点进行了再思考.徐旭的

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丰富了分众指导的理论内容,在之前学者提

出根据读者程度和需要的基础上,提出应该根据年

龄、时间及时事地的差异进行阅读推荐,还应该根据

读者情况不同而推荐不同的读书方法.提出阅读指

导遵循分级原则,使读者能够循序渐进,进行系统的

学习.
(２)提出了结构清晰完整的阅读指导框架,认为

编制书目是阅读指导的基础工作,阅读习惯的养成

有赖于引起并保持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方法的指

导方面应该因书而异,针对不同的读物采取不同的

阅读方法;根据读者程度不同分别采用阅读辅导班

和读书会的方式进行指导.
(３)开创了成人阅读兴趣调查以及从书刊流通

渠道调查民众阅读兴趣的先河,其重视读者阅读体

验的调查思路也是一个创新.
徐旭的阅读指导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代

表了当时的学术水平.就笔者查考的民国时期图书

馆阅读指导方面的论述,俞从真、许君瑞、梁上燕等

几位学人在阅读指导方面因袭了徐旭的阅读指导框

架[５５－５７].民国时期图书馆编制的读书会章程多以

徐旭拟定的章程为蓝本,徐旭对当时图书馆阅读指

导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遗憾的是由于徐旭的学

术重心转移至其他领域,没有对阅读指导进行进一

步的深化,其他学者也没有在其学术思想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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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进一步的发展.希望能以此文做一开端,引起

同行对徐旭乃至其他学者阅读指导思想的关注,期
待如火如荼的阅读推广在学术史研究的支撑下得以

深入科学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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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articleanalyzedXuXusreadersadvisorytheory．ItisfoundthatXuXuemphasize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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