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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下

图书馆学人的政治取向分析

———以杜定友为中心的考察

□刘寿堂∗

　　摘要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国民党将其“以党领政”的指导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并贯彻到教

育领域,党化图书馆应运而生.图书馆界学人为了图书馆事业能够在艰难时局中的生存与发展,
既要积极回应新政权的政治导向,又要极力维持图书馆作为学术机构的独立地位,避免沦为政治

工具.透过杜定友先生遗存的十余篇相关文献,可以管窥时代困境中图书馆学人的艰难取舍与

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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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近现代“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学大

家,杜定友先生的生平、学术及实践一直是学界关注

的热点,形成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杜定友

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分类法、地方文献以及图

书馆管理和教育等方面卓越成就的研究较为系统深

入.但是,研究者们对杜定友早期的政治取向关注

不多,尤其是对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党化教育背景

下杜定友的政治立场进行专门探讨的相对较少.但

这恰恰是诠释其学术思想与人生实践内在动因的独

特视角.杜定友先生终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著作

等身,留存作品６００余万言.相对其«校雠新义»«杜
氏图书分类法»等严谨的专业论著,散见于报刊的学

术随笔和演讲类文字如«从教育看政治»«图书馆与

党化教育»«图书与政治»«感谢三民主义»«国家主义

与图书馆»等系列文章,则更清晰地表明了其政治取

向,特别是他为«中华教育界»撰写的随笔«我与圕»,
成为解读其早期政治取向的生动文本.

１　党化教育背景下的图书馆事业

１．１　党化教育政策的确立及调整

著名教育史学家舒新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考察

“党化教育”一词的缘起和流变时指出,该词的历史

最早可追溯至１９２４年初的国民政府改组会议,“以
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政治方针是其思想渊源,“政府

既然受党的指导,政治上的一切设施均以党纲为前

提.党化教育四字即由此推衍而出”[１].因为既然

确立了“以党领政”的原则,“所有的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都应当遵循党化的逻辑,并内卷于‘党治’的
轨道,教育领域同样如此”[２].１９２６年«党化教育决

议案»在广东省第六次教育大会获得通过,“三民主

义”成为该省各级学校之必修课程.１９２７年８月,
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的«学校实施党化教

育办法草案»明确指出:“我们所谓党化教育就是在

国民党指导之下,把教育变成革命化和民众化,换句

话说,我们的教育方针要建筑在国民党的根本政策

之上.国民党的根本政策是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
国大纲和历次代表大会的宣言和决议案,我们的教

育方针应该根据这几种材料而定,这是党化教育的

具体意义[３].”１９２９ 年８月教育部公布了«大学章

程»,进一步明确规定“党义”课程为各科共同必修课

程[４].党化教育的直接体现就是教材“党义”化和高

年级学生党员化.无视教育在国民革命中的多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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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而将其简单地理解为强化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工

具,是党化教育的基本特征[５].在如火如荼的大革

命时代背景下,党化教育的必要性与合理性被认为

是不证自明的.党化教育的浪潮因北伐期间革命形

势的暴涨而激增,“在全国各地蔚为一股风潮”[６].
但党化教育随着形势的发展却面临着越来越多

的批判与抵制.罗隆基等著名学者撰文质疑党化教

育,指责党化教育模式下,“国民的思想充满了怯懦

性、消极性、依赖性、奴隶性”[７].它也激起了普通知

识分子的厌恶,“党化教育就是依持党政府的力量,
用‘教’的手段,麻醉一般青年的思想,使他们服膺党

义,成为三民主义的信徒”[８].甚至有学者公然撰文

要打倒党化教育,因为“教育不应该党化,是世界教

育学者的公论”[９].国民党元老吴稚辉也觉得“党
化”二字不但表述空泛,而且语义含混,容易为共产

党所挪用,所以１９２８年初他建议将其改为三民主义

教育.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１９２８年５月在南京召

开,确立了三民主义的教育宗旨:“中华民国之教育,
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
展国民生计,延续民主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
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１０].”同年１０
月通过的«训政纲领»决定,从１９２９年起开始在全国

实施训政.教育政策自此又成为国民党实现其“训
政”目标的重要手段.从表面上看,“党化教育”被
“三民主义教育”取代了,但“党化教育”并未退出中

华民国的政治舞台.相反,它以三民主义的由头、借
助“训政”的途径,更强势地贯彻到包括图书馆在内

的所有社会系统中.

１．２　党化图书馆的筹建

中国近代图书馆从筹设之初就一直作为文教机

构而归口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光绪三十一年学部设

专门司、光绪三十二年各省学务公所设图书科专司

图书馆督导与考核之责.民国肇始,“教育部设立社

会教育司,掌管图书馆,通俗图书馆及巡回文库等事

项.对于推动图书馆事业的改进与发展,不遗余力

所以图书馆运动深受重视,颇有进步改良”[１１].
各类图书馆在民国初期的发展,为国民党宣传党义

提供了大众化平台,尤其是国民党北伐成功执掌全

国政权之后,更是借助党化教育政策的逐步推行,极
力向图书馆等文教领域灌输其政治主张,渗透其派

系势力.在党化思潮的孕育下,基于国民党的积极

推动和图书馆界的主动迎合,各地的党化图书馆、党

化图书室纷纷建立起来.其模式主要有两种,“一是

改名而来;二是新建所得”[１２].前者仅仅是将原有

图书馆冠名“中山图书馆”而已,如作为湖南地区唯

一的公共图书馆的湖南图书馆,“至１６年改为省立

中山图书馆”[１３].后者则是重新筹建的,完全服务

于政党,以专门实施党化教育为旨归的图书馆或图

书室,如１９２９年落成的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第一

区党部图书馆.国民党先后通过多种政策文件,令
饬各类图书馆,“多备有关党义的书籍”[１４].为将党

化图书馆覆盖渗透到国民党势力相对薄弱的基层社

会,在１９２９年６月５日举行的全国宣传会议上,“讨
论各县市党部建设图书馆应如何实行案”[１５].国民

党浙江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就曾专门函告所辖

图书馆、室:“近查本省各图书馆对于党化书籍异常

缺乏,弊部为引起民众认识本党主义起见,经第十五

次部务会议议决,请转饬本省各图书馆尽量添置党

化图书,以便各界浏览[１６].”
党化图书馆以宣扬党义、“弘扬三民主义”为己

任,将所谓“国父遗教、总裁言论”奉为圭臬.１９４０
年教育部编印«总裁对全国教育界之指示»一书颁行

全国,在其训令中指出:“总裁领导全国,致力复兴,
于全国教育界人士期望尤殷,按照所属人员分

别转发,俾共服膺为要[１７].”党化图书馆的另一个重

要职能就是负责所谓违禁书刊的稽查和取缔.１９２９
年北平特别市教育局训令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查禁“危害党国”的刊物,并附所谓“中央查禁反动刊

物名册”及“共产党反动刊物化名表”[１８].１９４３年教

育部令饬全国学校与图书馆查禁延安新华书店出版

的«中国通史简编»,认为该书“系割裂正史、广采轶

闻内容颇多荒谬,目的在从侧面宣传其主义,影响青

年思想,,除饬特检处严予检扣外,相应函请查

禁”[１９].无疑,在党化教育思潮下筹建的党化图书

馆,已经违背了“学术典籍乃天下之公器,当藏以致

用”的公益目的,丧失了学术机关的独立性,沦为了

政治工具.

１．３　图书馆学人对党化图书馆的态度

党化图书馆是党化教育政策在图书馆界的实现

形式,其创建与发展既是政府令饬、行政压力的产

物,也与图书馆界的支持迎合紧密相关.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中后期,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为党化图书馆的

创建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北伐成功、东北易帜,
蒋介石完成了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沈祖荣、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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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袁同礼、李小缘等图书馆界“留美一代”都受过良

好的教育,大多有着强烈的政治倾向和办图书馆报

国的职业热忱.在蒋氏鼎定南京之后,图书馆界无

不对新政权推动文教事业寄予厚望.袁同礼曾在

«国立北平图书馆之使命»中表示“民国十七年,国运

聿新,图 书 馆 在 教 育 上 之 重 要 亦 为 秉 政 者 所 注

意”[２０].沈祖荣亦表达了同样的乐观与期望:“现在

国势好转,训政开始.凡百事业,正向建设阶段转

移”[２１].因此,１９２９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

选择在南京而不是图书馆事业基础较好的北京与上

海召开,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图书馆界主动与新政权

合作的意愿.在中国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的开幕

宣言中,协会在表明了当前困境之后明确提出“关于

圕经费之定安与独立,有望于政府当局及社会人士

之维持与赞助”[２２].
特殊背景下图书馆界对党化教育一定程度的默

许与认可,为党化图书馆的遍地开花创造了条件.
图书馆界名宿李小缘先生在１９２８年发表«全国图书

馆计划书»,被盛赞为“在精神上应是一部中华民国

图书馆法”[２３].在计划书中他力倡建立中山图书

馆,专事中山先生著作遗教的蒐采与庋藏,以纪念中

山先生创建民国的伟大功绩.他主张:“责成各图书

馆立中山图书室.夫然后吾人方无负中山先生,以
学术治国之理想焉[２４].”曾任江苏省立图书馆馆长

的蒋镜寰指出,图书馆固然要承担激励国耻、介绍学

术、保存国粹之使命,但其首要职责是宣扬党义.
“凡为党治下之国民,无不当明党义;此党化教育之

所重也然则值此训政开始之时,宜如何以宣扬

党义? 发挥党旨? 曰惟图书馆于社会最普遍,与民

众最接近,馆无论大小,地无分城乡,均宜多备关于

党化之书籍,图画,标语,表解等,或特设革命文库,
党书专部.视各地阅者之情形,而分别其质量之深

浅,务使民众日夕熏陶于党义之中,感受党义于不自

觉,则党国前途,实有裨益[２５].”
从总体上讲,在党化图书馆浪潮中,袁同礼、刘

国钧、沈祖荣、戴志骞等图书馆界学人多持参与配合

的政治立场.但是,在对待党化图书馆和三民主义

的具体态度上,却存在着微妙的差异.比如,李小缘

和杜定友都是党化图书馆实践的代表性人物,但二

者的态度并不完全相同.李小缘对三民主义是有保

留的认可,他并不赞同三民主义思想“一统江湖”的

地位.他在«全国图书馆计划书»中强调,思想信仰

自由的权利应由国民政府予以法律保障,图书馆的

各种材料应全面罗致庋藏,而不应偏重于某党派或

某主义.他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中指

出,当局视图书馆为政府机关的装饰品,这是极其荒

谬的.在«图书馆之意义»中他更是尖锐地揭批:国
家徒具共和的形式,人民根本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

由.相对而言,杜定友是三民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追随者,即使对时局偶有微词,也极少尖锐抨击

政府,绝少贬抑三民主义.

２　党化教育政策下杜定友政治态度的取舍

杜定友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在菲律宾接受了四年美

式高等教育,先后获得文学、图书馆学、教育学三个

学士学位,这为他后来执掌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

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和从事

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在国事蜩螗、时
局危殆的困境里,他与图书馆同侪惺惺相惜、携手合

作,共同致力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艰难生存与发展.
总体上讲,在极力维护图书馆独立的同时,他真诚服

膺三民主义学说,积极支持党化图书馆的筹建,努力

寻求与政府的合作.

２．１　真诚服膺三民主义学说

杜定友先生以图书馆事业为志业,致力弥殷,著
述甚丰,涉及学术、生活、游历等多方面.在政治上

他不同于同辈图书馆学家那样谨慎内敛,而是敢于

在报刊上大胆剖露心迹,直陈自己的政治主张,从不

掩饰自己是三民主义学说拥趸的事实.他在«民族

文化»上发表了«感谢三民主义»的长文,直抒胸臆地

表达出一个三民主义追随者的政治情怀,从五个方

面阐述了他对三民主义的深厚感情.他也在文章中

为自己遵循三民主义学说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三民

主义,以天下为公,绝不是一人一党所私有,更不是

一时一地的流行产物.因为在他看来,人们向学问

道而孜孜以求者,无外乎要解决民族、民权、民生这

三个终极问题,而这恰恰是三民主义学说所提出的

奋斗目标.在他眼里,三民主义是人类向着大同世

界迈进的必然选择,所以他所信奉的三民主义完全

不同于形形色色政客口中所聒噪的教条,而是心中

的至高准则.据此,他将三民主义思想运用到专业

的图书分类法上并期望以此统一当时国内存在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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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书分类标准.他创立«三民主义化图书分类

法»①,以语言宗教、心理伦理、军事宪政、中央地方、
科学应用、社会科学、经济实业、农工商业、食衣住

行、人类康乐的标准编制为十二个类别,分别对应了

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方面.他坦承“编制的时候,
国父遗教,总裁言论,是我前面的两盏明灯”[２６].他

断言如果学界能恪守三民主义准则,“全国学术空

气,当为之丕变,各科学者的态度,当为之改观”[２７].
他坚信“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第一流的图书馆业务,
该不只是科学化,而且是主义化之下的科学化”[２８].
所以他主张图书馆典藏、图书馆编制、图书馆活动均

应三民主义化.
他不仅在思想上服膺三民主义,更主张从行动

上切实践行三民主义.他号召图书馆同侪“自当承

总理之志,继续工作,尽力宣传,唤起民众.但民众

唤起之后,尤当要培养他们的意志.使全国人民,对
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非但了然于胸中,而且能够

进而研究,起而实行”[２９].在他看来“三民主义非独

为建设新中国之指针,亦为建立新世界之张本.故

三民主义更有向世界提示之必要”[３０].而“三民主

义”的译法尚无国定标准,在行文论事每多随意取

舍,致使错讹误传,因此他专门著文详加讨论,对“三
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等关键词给出了自己

的英文翻译.他创制«三民主义化图书分类法»后不

久“广东省立图书馆已开始使用”[３１].为响应广东

省党部所发起的募印“三民主义十万部”运动,他组

织举办“三民主义之伟大”的图书展览,主张建立三

民主义研究制度,充实三民主义研究机构,发展三民

主义出版业务,奖励三民主义著述工作,扩大三民主

义国际宣传[３２].

２．２　积极支持党化图书馆措施

杜定友先生一直对图书馆有着特殊的认识,对
其社会角色也特别寄予了厚望.他已经不再是从纯

粹技术的视角来看待图书馆,而是将其放置在社会

大系统中来进行考察.他认为“图书馆的设立,是要

做社会上活动的中心,精神修养的中心,这就是图书

馆在各界的特殊地位”[３３].他反对图书馆只扮演“公
开阅览、以广流传”那样的消极角色,主张图书馆应

当是一个活的教育机关,是社会文化的中心点.在

«图书馆与党化教育»一文中他充分肯定图书馆在提

高人民智识、培养人民意志,陶冶人民性情方面比任

何的教育方式都还要重要.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三

民主义,但有几个人看过三民主义全书的呢? “若要

各人都买一本,这是办不到的.所以,要完成党化教

育,非有图书馆不可”[３４].基于此,他把普遍设立党

化图书馆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路径.为此,他
提出了图书馆实施党化教育的几种方法,也就是党

化图书馆的几种模式:建设革命文库、编辑革命书目

索引、开展革命图书的审订、开辟党部革命图书室.
他的党化图书馆方案不是停留在纸面的蓝图,而是

付诸实践的行动.他在１９２３年筹备广州图书博物

馆时就有在内附设“光复纪念部”的规划.后来他主

持中山大学图书馆时亦有设置“中国革命历年出版

物收藏部”的计划.他一直为图书馆收集党义类书

籍而鼓与呼,任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长期间,他为

调研全国党义书籍出版情况,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

名义,致函各地图书馆:“本会为圕便于选购党义书

籍起见,特拟编辑‘党义标准书目’,以供参考.除分

函各处广为调查外,凡我会员,务乞将所认为各公共

圕不可不备之党义书籍表列若干种,于十九年五月

五日以前迳寄上海交通大学圕杜定友君收,无任感

企[３５].”一个堂堂大学图书馆馆长,亲自做起了党义

书籍目录的收发工作,可见其用心之专.

２．３　努力寻求与政府的合作

对于如何平衡好事业与政治的关系,杜定友不

乏清醒的认识.他坦承“我们要改良社会、要改良政

治,归根到底还不能不从教育入手.而要改良教育,
更不能不谈政治”[３６].他知道,要想干一番事业却远

离政治,在当时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你不

谈政治,但政治的魔爪总会抓住你,让你喘息不过气

来.杜定友在«从教育看政治»中更是直白地表达了

要通过参与政治谋求发展图书馆事业的机会,他呼

吁:为了国家,为了教育,不能再受其欺骗,我们要谈

政治,我们要参与政治! 他看到当时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受制太多,比如专业问题、人才问题、效用问题、
经费问题等.“这四个问题的解决,非独办理圕的,
要负起责任来,而政府社会,也要互相砥砺,努力从

事,使圕学生专门学上,有确定的地位,使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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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杜定友先生于１９４１年发表«图书分类法»(１９４３年改名为«三民主

义化图书分类法»、１９４６年更名为«三民主义世界图书分类法»、

１９４８年最终定名为«三民主义中心图书分类法»),沈宝环先生亦曾

在１９４６年发表«三民主义化的图书分类标准».二者均以三民主

义为指导思想,但在体例、特色方面均有差异.见:周余姣．民国时

期的两部分类法．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１９,３９(１９１):４６－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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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感缺乏,使圕的效用,普及各方面,使圕的经费,比
较充裕.那么中国的圕事业,方可在世界文化上,有
一相当地位,我们努力啊[３７]!”他对艰难时局中图书

馆所处的窘迫位置有清醒的认识,“连年外侮内乱,
层出迭见,统一之局危如叠卵,军事未遑,何暇顾及

这区区的圕事业呢[３８]?”在这样的环境下如果没有

政府的强力支持,图书馆根本不可能有一席之地.
所以,他一方面呼吁政府担起建设图书馆的责任,另
一方面又放低姿态,主动号召图书馆界应积极配合

政府的工作.“无论什么时代什么国家,图书与政

治,应互相配合,这是我们所公认的”[３９].为谋求当

局的支持,杜定友先后辗转广东省立图书馆、复旦大

学图书馆、南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任职,
备尝艰辛.

２．４　力图维护图书馆的独立地位

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虽曾有过一段被誉为

黄金１０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的发展期,但图书馆事

业却仍然举步维艰,“一方面要进行积极鼓吹,以唤

醒社会力量资助图书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
游说各级政府,以支持政府的教育文化政策为己任,
希图换取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图书馆事业的大

力支持”[４０].尽管如此,努力维持图书馆作为学术

机关的独立性,始终是图书馆界的共识.在中国图

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筹备会议上,协会仍然强调,
“最要者各处图书馆与民众教育馆决不应与地方政

治发生关系,应努力造成为一种学术机关”[４１].杜

定友虽然比起其他同仁更倾向于认同三民主义、主
动寻求与政府合作,但是他仍然坚守了知识分子的

职业底线,坚持图书馆独立发展的思路.他认为:
“图书馆绝不是一个附庸机关,可以粉饰太平的奢侈

品,而是负有时代使命,具有独立性能的政治机

关[４２].”他以专业精神坚持独立办馆的原则,不甘受

各种政治集团的掣肘,不囿于传统势力的约束,致使

他中途几次被迫离职.“虽易地而不更弦,坚持自己

的正确方案,义无反顾”[４３].正如他在«我与圕»中自

述,有时为了实现自己独立办馆的思想,不惜“背城

一走,另图发展”.

３　杜定友政治取向的原因分析

前述杜定友先生追随三民主义、支持党化教育、
配合国民政府等政治立场,当然不能简单地用“左”
与“右”“激进”与“保守”“革命”与“反革命”之类的政

治标签来识别.脱离了“留美一代”共同的时代底

色、个人的特殊际遇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任何貌似理

性的解读都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杜定友置身于

内外交困、兵连祸结的动荡时代,在军阀割据、政潮

迭起的特殊环境里,他自由选择政治立场的空间并

不太大.透过«我与圕»等文章,能大致梳理出影响

其政治立场的内在因素.

３．１　个人成长经历是其政治取向的主观因素

杜定友幼时家世清寒,但他聪颖好学,负笈南洋

学成归国后,毕生致力于图书馆事业,以坚实的学术

功底、大胆的创新精神和坚毅的职业态度,终成图书

馆学大师.他出生于广东南海,先后就读于广东广

肇公学、益智学校和上海南洋公学,直到留学菲律

宾,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广州和上海度过.１９２１
年返国后在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广东省立图书馆、南
洋大学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等单位任职,其主要

活动范围也仍然在广州与上海等南方诸地.而这两

地恰恰也是国民革命的策源地,革命基础深厚,革命

氛围浓郁.１９２４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广东革命

形势如火如荼.１９２６年北伐顺利推进,将革命火种

由珠江流域播撒到华北大地,全国统一局势渐趋明

朗.处在上升阶段、在一定程度上曾代表革命的新

政权,对当时渴望安定与发展的知识分子有着天然

的吸引力,他们无不对新政权寄予厚望.正如中华

图书馆协会在三周年报告中亦呼吁:“此后全国底

定,训政开始,政府自当努力于建设,而图书馆既为

文化事业之根本设施,尤为社会民众之利器,端赖政

府及社会之提携[４４].”可以说,正是因为他出生、成
长、立业的人生轨迹主要在南方省市,所以他对发端

于广东的国民革命以及代表这一势力后来执政的国

民党真诚地同情、理解和支持.按照王子舟对杜定

友图书馆学术生涯的分期,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５年上、

１９２５年下至１９２８年分别为杜定友图书馆学思想的

成长、成熟期[４５].无疑,杜定友拥护三民主义、认同

党化教育的政治取向与他早期成长阶段的政治氛围

不无关系.另外,他在菲律宾有四年异域求学时光,
而南洋一直是辛亥时期革命者频繁活动之地,华侨

社区的环境弥漫着支持革命的氛围,这也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选择.也许奠基南京的国

民政府未必就是已经拥有世界眼光的杜定友心目中

合格的“看门人”,但相对于颟顸而畏葸的晚清政府

和北洋政府,蒋氏政权更值得让他信任和憧憬.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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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蒋介石有意把自己塑造成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

遗愿的忠实继承人和坚定执行者,这对于真心服膺

三民主义、一心图书馆报国的杜定友这样的知识分

子来说,那份虔诚里既有理性思考的因素,也有不少

情怀的因素.

３．２　艰难的时局是其政治取向的客观因素

１９２１年５月杜定友自海外归来,开始了在图书

馆界近半个世纪的艰难打拼.在倡导新图书馆事业

过程中各种困难纷至沓来,既有同行的刁难,也有老

辈图书馆人的嘲讽,更多的是因财政支绌导致的经

费困难,使图书馆事业举步维艰.在«我与圕»中杜

定友回顾了自己回国１０年来报国无门、事业难成的

心酸:“我们既不是生产机关,又无额外收入.所以

只得仰人鼻息,以至衣食不足,设备不周,巧妇难为

无米之炊,发展终成绝望.有心无力,束手无策.所

以进步愈是迟缓,益受人奚落,视为赘疣[４６].”他也

深知,图书馆固然重要,但它只是社会系统之一,“圕
不能孑然独立,若国家社会不安,经济人才缺乏的时

候,任你怎样的提倡,力极声嘶,而执政当局只是爱

莫能助,尤其是现在人心浇漓,学术衰落的时候,根
本就没有圕的需要”[４７].文化教育经费的短缺几乎

伴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始终,据记载,中华职业学校

(渝校)校长贾佛如为向国民政府申请一点补助经

费,先后往返行政院竟达７２次之多[４８].可以说,在
那样的财政背景下,主动向政府靠拢、寻求哪怕是极

其微薄甚至渺茫的资助,是视图书馆事业为生命的

杜定友先生所能作出的最好选择.

４　结语

中国图书馆界在北洋时代与政府的关系相对疏

离,图书馆界虽然也向政府申请并获得过有限资助,
政府亦对图书馆给予了“提倡文化,嘉惠士林”的赞

誉,但两者间并无实质性的互动.在政府方面,频繁

更迭的政权和捉襟见肘的财政根本不可能实施图书

馆事业持续发展的长期规划;在图书馆方面,因为中

华图书馆协会的建立强化了学界的主体意识,谋求

独立发展不甘沦为政府附庸的态度是图书界的共同

立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图书馆界仍然极力维

护图书馆事业的独立发展,不受外力牵制,不沦为党

派工具.但是,面对新的时局,图书馆界逐渐改变此

前与政府若即若离的态度,在党化教育思潮下开始

与政府合作以寻求政策与财政支持.１９３１年“九

一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加剧,救亡图存成为时代

主题.战争时局为政府实施文教事业的统制提供了

合法性与必要性,党化教育因此得以延续甚至被强

化.图书馆界被迫在漫天烽火中与政府精诚合作,
共纾国难,以谋生存和发展.抗战结束后,国民党独

裁内战的政策渐失民心,大批知识分子被推向革命

的“第二条战线”,党化教育成为众矢之的而被储安

平、潘光旦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猛烈抨击.真诚追随

三民主义的杜定友也掩饰不住自己的失望与愤怒,
他在«批判半月刊»上撰文,“政治何时上轨道? 这简

直是天晓得在上者并不为事择人,只顾应酬情

面,是为昏庸.在下者滥竽充数,尸位素餐,是为无

耻”[４９].随着蒋氏政权在大陆的覆灭,党化教育也

走向了终点.刘国钧、李小缘、洪有丰、沈祖荣等图

书馆学家纷纷选择留在了大陆,继续他们的图书馆

事业.
杜定友在«我与圕»中痛陈他们这一代图书馆人

的无奈:虽艰苦支持、不偏不倚,可政见党派却无端

侵入.但他们始终坚守了知识分子“国事濒危,岂敢

稍图苟安”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念兹在兹的始终是

“我们置身此地,不敢不发奋图存,替国家保存一分

元气,为世界留传一些文献”[５０].杜定友作为一个

有判断、有底线、有信仰的学人,虽然在特殊环境下

追随了三民主义并支持了党化教育,但随着蒋氏政

权的倒行逆施,他与他曾经信奉的三民主义也渐行

渐远.１９４９年１０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广州城下时,
他既未按照国民党当局的安排远走台湾地区,也未

遵照家人意见避居香港.相反,他选择留下来与馆

员一道通宵守护图书以防匪患.在被任命为广东人

民图书馆馆长之后,他继续在学术研究与图书馆教

育方面贡献自己的力量.

参考文献
１　 舒 新 城．近 代 中 国 教 育 思 想 史 [M]．福 州:福 建 教 育 出 版 社,

２００６:２６３．
２　张俊霞．训政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之论争—以教育领域为核心

的考察[J]．理论界,２０１３(１):１１６－１２０．
３　“党化教育”之意义及其方案[J]．教育杂志,１９２７(８):１．
４　教育部．大学规程[J]．教育部公报,１９２９(９):８６．
５　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７０．
６　朱庆葆,陈进金,孙若怡,等．中华民国专题史: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１２９．
７　罗隆其．政治论文[M]．台北:新月书店,１９３１:１１８．
８　青士．党化教育[J]．教育与职业,１９３２(２):６９．

７１１

民国时期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下图书馆学人的政治取向分析/刘寿堂

AnAnalysisofthePoliticalPositionoftheLibrariansintheTrendofthePartyＧorientedEducation/LiuShoutang



2
0

2
0

年
第4

期

９　孔武．打倒党化教育[J]．醒狮周报,１９２７(１２９):６－７．
１０　教育部．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M]．上 海:开 明 书 店,

１９３４:８．
１１　严文郁．中国图书馆发展史———自清末至抗战胜利[M]．台北:中

国图书馆学会,１９８３:４５,７９．
１２　张书美．民国时期党化图书馆析略[J]．图书馆界,２０１２(４):１－３．
１３　同１１．
１４　谢灼华．中国图书史与中国图书馆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５:３５７．
１５　邹华亭,施金火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M]．长沙:湖

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５４－５５．
１６　国立 浙 江 大 学 训 令 第 九 四 七 号 [J]．浙 江 省 政 府 公 报,１９２８

(３９８):６．
１７　关于检发总裁对全国教育界之指示给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

校的代电[A]．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０１２６－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４．
１８　同１５．
１９　关于转饬研讨青年必读文选给国立中央工业专科职业学校的训

令[A]．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号:０１２６－０００２－００１６７．
２０　袁同礼．袁同礼文集[M]．国家图书馆,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１０:３．
２１　沈祖荣．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荣先生文集(一九一八———一九

四四)[M]．丁道凡,编．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５８．
２２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开幕宣言[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３(１):１－２．
２３　中华民国图书馆年鉴[M]．台北:“中央”图书馆,１９８２:２７３．
２４　马先阵,倪波．李小缘纪念文集[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８８:１６．
２５　蒋镜寰．国书馆之使命及其实施[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９

(６):３－５．
２６　杜定友．感谢三民主义[J]．民族文化,１９４３(６):３２－３６．
２７　杜定友．建立三民主义学术系统的一个方法———提供一个新的

图书分类标准[J]．三民主义半月刊,１９４３(３):２６．
２８　杜定友．三民主义图书馆[J]．民族文化,１９４２(７):３８．
２９　杜定友．图书馆与党化教育[J]．政治训育,１９２７(８):８－１０．
３０　杜定友．三民主义英译名词商榷[J]．中央周刊,１９４４(２８):１２

－１３．
３１　杜定友发明三民主义图书分类法[J]．图书月刊,１９４３(８):４７．

３２　杜定友,陈鲁慎,刘伟森,等．我们对于三民主义文化建设的主张

[J]．中央周刊,１９４２(５２):３－５．
３３　杜定友．图书馆在社会上的特殊位置[J]．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

１９２８(２):２－４．
３４　同２９．
３５　本刊启事[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９(３):３７．
３６　杜定友．从教育看政治[J]．天地,１９４６(４):１－３．
３７　杜定友．今日中国圕界几大问题[J]．文华图书科季刊,１９３１(３):

２９１－２９７．
３８　杜定友．我与圕－我们的思想[J]．中华教育界,１９３２(７):１１５

－１２１．
３９　杜定友．图书与政治[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４２(３/４):２－４．
４０　刘劲松．抗战时期中国图书馆界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８:２２．
４１　第二次年会之筹备[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３(１):１３－１６．
４２　同３９．
４３　陈燮君,盛巽昌．图书馆与文化名人[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

版社,２００４:１１１．
４４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周年报告[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８

(２):２－５．
４５　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１:１０－１１．
４６　杜定友．我与圕—为回国十周年纪念而作[J]．中华教育界,１９３１

(６):１３１－１３７．
４７　同３８．
４８　黄嘉树．中华职业教 育 社 史 稿 [M]．西 安: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１９８７:１６３．
４９　杜定友．政治何时上轨道[J]．新批判半月刊,１９４６(２):４．
５０　同３８．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４０１３３１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年３月２５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年６月４日

(责任编辑:关志英)

AnAnalysisofthePoliticalPositionoftheLibrariansinthe
TrendofthePartyＧorientedEducation

—AnInvestigationCenteredonDuDingyou

LiuShoutang

Abstract:Duringtheperiodofthe１９２０sandthe１９３０s,theKuomintangraiseditsguidingideologyof
“leadingthegovernmentbytheparty”tothewillofthestate,andimplementeditintothefieldofeducaＧ
tion,sothepartylibrarycameintobeing．Inordertosurviveanddevelopinthedifficulttimes,thelibrary
scholarsnotonlyactivelyrespondedtothepoliticalguidanceofthenewregime,butalsostrivedto
maintaintheindependentstatusoftheacademicinstitutionsofthelibrary,soastoavoidthelibrarybecomＧ
ingapoliticaltool．ThroughadozenrelateddocumentsleftbyMr．DuDingyou,wecanseethehardchoices
andunremittingeffortsofscholarsinthecomplicated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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