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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交流论与本质主义知识生产

———纪念黄纯元先生逝世２０周年

□刘宇∗　许鑫

　　摘要　“知识交流论”在２０世纪后期的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主

要贡献者之一黄纯元先生是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颗流星,璀璨可惜短暂.文章回顾了黄纯元先

生的学术生涯及“知识交流论”的核心理论主张,指出“知识交流论”是在本质主义研究范式下争

取图书馆学学科合法性的重要理论成果,标志着图书馆学知识生产从封闭走向开放.
关键词　知识交流论　本质主义　黄纯元　图书馆本质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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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百年历史,如果说民

国图书馆学的时代特征是“务实”[１],那么改革开放

至世纪之交可以说是强调思辨与理论建构的时代.
在民国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在中国完成了

从无到有的过程,其标志就是图书馆学作为一个科

系在大学教育中开始建制,整个学科的研究风格以

“特重实事不避琐细题目”[２]、“最注意介绍图书

馆专门技能”[３]为其主要学术底色.改革开放至世

纪之交,图书馆学的学科建制完成从“独木”到“成
林”的过程[４],教育层次也从本科教育拓展提升到包

括博士后流动站在内的所有层次,标志着图书馆学

在社会存在层面屹立于学科之林.在学术研究方

面,对刘国钧先生提出的“什么是图书馆学?”这一问

题进行的反复追问和建构,是该时期图书馆学研究

的一大亮点.对“刘国钧之问”的“每一次革命性的

探索,往往构成了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历程中的一个

个崭新坐标”[５].黄纯元,就是这些坐标中非常独

特、闪亮的一个.

１　生平小传

黄纯元,１９５６年８月生于上海,１９７９年考入华

东师范大学,是图书馆学系首届本科生,１９８３年毕

业后留校任教.由于年龄限制,黄纯元本科毕业后

未能继续报考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的硕士研究

生,这成为先生一直试图弥补的遗憾[６],也是后来自

费前往日本求学的一大动因.１９８８年９月,先生自

费携妻儿东渡日本求学.１９９１年４月,进入东京大

学大学部教育学研究科跟随三浦逸雄教授攻读硕士

课程,１９９６年３月,完成博士课程后回华东师范大

学信息学系继续任教[７].１９９７年３月,提交博士学

位论文 «关 于 中 国 情 报 流 通 体 制 形 成 过 程 的 研

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中国图书馆情报政策分析»,
获得东京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８].１９９８年起,任信

息学系信息管理教研室主任,副教授.１９９９年１０
月２８日,因患肝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４３岁[９].

在众多追思、缅怀先生的文字中,«大学图书馆

学报»编辑部王波对先生的评价最能体现其一生的

学者风貌.“我个人认为,黄纯元在当代图书馆学家

中,是最有神性的一位,他对于图书馆学的感情已经

超越了一般学者,达到了虔诚、献身的地步.他的求

学之路,走得艰辛,走得扎实,大有玄奘求法的精神.
很多领域都有向学而生的人,他们生存的目的好像

就是为了这个领域的深化、纯洁和升华,如写诗的海

子、骆一禾,搞文学评论的史成芳、胡河清,他们身上

都闪耀着超凡脱俗的神性的光华.黄纯元就是我们

图书馆学领域的海子,他以高强度、高密度的专业学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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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生活过早地耗尽了自己,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上空

耀眼划过的流星.他颇有神来之笔的优秀成果,他
可歌可泣的求学道路,无不在昭示我们,他的精神既

是他自己的,也是整个图书馆界的宝贵财富,无论怎

么阐释都不为过.”[１０]

王波用“神性”二字概括先生的风骨可谓再贴切

不过,“神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先生对图书

馆学的虔诚与执着,二是先生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深刻洞察和对图书馆学卓绝的智识贡献.正是先生

对图书馆学的献身精神,成就了其在图书馆学知识

谱系中不可替代的位置.
先生在图书馆学道路上留下的成绩很多都是后

继者无法超越的.１９８２年,身为华东师范大学图书

馆学系的学生,先生就在当时颇为著名的专业刊物

«图书馆学研究»上发表处女作«自然科学技术情报

工作和社会科学情报工作应当协调发展»[１１],开始

了他在图书馆学道路上求索并为之献身的学术历

程.这样的不菲成绩源于先生学生时代的“努力学

习、虚心求教、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先生也由此成

为同辈“青年学子中的佼佼者”[１２].
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先生已经在国内图书

馆学界声名鹊起.“８０年代中期华东师大图书馆学

系在图书情报界是颇有名气的,这里有老资格的陈

誉、孙云畴等先生,有中年的宓浩,也有青年的黄纯

元、范并思,以及更年轻的刘炜、吴世忠、彭卫国、党
跃武、柴纯青等等,黄纯元、范并思属于此处承前启

后的人物,在他们的倡导下,华东师大图书馆学系的

科研蔚成风气.”[１３]１９８７年第二次全国中青年理论

研讨会期间,先生与范并思畅谈时曾经坚信,宓浩先

生有“哼哈二将”辅佐,“华东师范大学的图书馆基础

理论学派一定会成为一个真正著名的图书馆学学

派”[１４].可见其当年意气风发时的恢宏气魄和学术

抱负.从１９８３年留校任教到１９８７年,短短四五年

的时间,先生以自己的勤奋与聪慧,很早即成为华东

师范大学“社会科学情报研究集体的核心成员之

一”[１５].

１９８８年,先生选择东渡日本自费深造,实现自

己攻读研究生学位的梦想.抵日之后,先生从上语

言学校起步,边工作边学习,求学生活非常艰苦[１６].
经过３年的努力,于１９９１年４月进入东京大学教育

学研究科攻读硕士学位.先生的硕士论文后来分成

两篇论文,分别以«美国教育情报系统ERIC的成立

过程»和«美国教育情报系统的组织构造»为题刊登

在«日本图书馆学会年报»上,并被授予专门颁发给

年轻研究人员的学会奖励奖,该奖是第二次颁发给

外国留学生[１７].在取得硕士生学位后,先生选择继

续跟随三浦逸雄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日本人文社会

科学博士毕业的难度全球闻名,当时我国教育部甚

至有规定,在日本只要修完博士课程,即可认定为获

得博士学位[１８].先生的求学之路可谓“偏向虎山

行”.在攻读博士期间,先生身体状况已经欠佳.据

三浦教授所述,先生在１９９６年３月完成博士论文课

程后返回中国,“其中很大原因是希望在中国治

病”[１９].先生归国后并未因教育部的规定而止步不

前,而是以带病之身继续自己的研究,于１９９７年３
月向东京大学提交博士学位论文«关于中国情报流

通体制形成过程的研究———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中国图

书馆情报政策分析»[２０],并顺利通过答辩,成为三浦

教授指导的第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这也是东

京大学历史上第５７位教育学博士[２１].之后,先生

的博士论文一直是三浦教授指导学生的标杆.直至

２００１年底,三浦教授的研究室除了先生之外,尚未

有其他人能望先生之项背取得博士学位[２２].
先生将近十年的日本求学历程,最能体现其“玄

奘求法”式的虔诚以及对图书馆学的献身精神,已经

成为图书馆学史上的一代传奇.与宓浩先生一起创

立与研究“知识交流论”,致力于介绍与研究西方图

书馆学的进展与变革,先生对中国图书馆学的诸多

智识贡献,又在图书馆学知识谱系中写下浓墨重彩

的一笔.

２　什么是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论”可以说是用传播学的视角探讨图

书馆的社会学意义,用黄纯元先生自己的话说,“知
识交流论的实质是提出一种关于图书馆的社会科学

解释”[２３],“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社会知识交流”[２４],
“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的一种有效工具,也是社会

的、大众的一种认识工具”,“社会的知识发展和知识

交流的规模,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知识交流实体———
图书馆活动的内容和形式”[２５].因此,“应该把社会

知识交流作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基点”[２６],“把图

书馆活动置身于更广阔的社会活动的背景下,从图

书馆和社会之间存在的固有联系的基点上来展开图

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２７],在此基础上构建图书馆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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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学科知识体系.
何谓社会知识? “知识交流论”认为知识具有两

种存在形态: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２８].个人知识是

“寓于个人意识之中的主观存在形态”,社会知识是

通过文字将个人的认识经验实现了体外贮存.据先

生的陈述,“知识交流论”的产生“直接受到了英国的

肯普(D．A．Kemp)的«知识的本质»一书的很大影

响”,“也 汲 取 了 信 息 论 和 传 播 学 的 一 些 研 究 成

果”[２９].因为«图书馆学基础»一书首先继承了肯普

将知识分为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分类思想,在此

基础上才进一步构建了图书馆学的知识大厦.先生

进一步指出“肯普的研究也是大量汲取其他人的研

究成果,特别是个人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分类的思想

是明显地印着谢拉思想的痕迹.”[３０]实际上,肯普的

知识分类的思想源头也是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所提

出的世界３理论,而且肯普在该书中认为“图书馆和

情报中心并不只是知识的收集站,它们应该努力促

进知识的传递.”[３１]

根据先生在１９９８年发表的«追问图书馆的本

质»一文中对“知识交流论”的追思和阐释可知,“知
识交流论”思想来源的重点落在了“知识”上,即个人

知识和社会知识的分类是“知识交流论”的理论基

石.实则不然,我们回归到１９８５年宓浩与先生联合

发表的论文«知识交流与交流的科学———关于图书

馆基础理论的建设»[３２](本段后面的大量引文均出

自此文,不再一一注出),不难发现,“知识交流论”最
原始的思想来源是在传播学的视角下反思图书馆的

社会功能.该文首先从人类认识现象的基本特点出

发,即“人类总体认识的丰富性、无限性、无穷性寄寓

于每个个体认识的狭隘性、局限性、有穷性之中”.
人类个体认识除了来自直接经验,也出自于间接经

验;而且间接经验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正是间

接经验的获得使得人类“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获得

比前人更高的起点”,人类社会才能不断累积、前进.
“人类个体认识的特点决定了知识交流必定是人类

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宏观现象”,个体之间的交流沿

循两条途径,即面对面的直接交流或通过中介进行

间接交流.文字的产生使得间接交流具备了条件,
当知识和经验依附于一定载体,知识交流就突破了

时空的限制,“开始了知识交流的社会化过程”.“这
种交流形式的出现和发展,必定会促使或伴随着作

为出版发行、收藏、管理、传播、宣传、利用知识载体

的相应的社会机构的诞生”,“图书馆就是这样一种

社会实体”,“是横向连接知识创造与知识利用的工

具”,“就本质来说,图书馆是社会知识交流的一种有

效工具,也是社会的、大众的一种认识工具”.“人们

通过对图书馆的文献的吸收利用,实现了个体的知

识交流,这可以看作是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微观机

制.”“社会通过图书馆进行的知识交流可以看作是

图书馆知识交流的宏观机制.”“我们把社会知识交

流看作是图书馆活动的内在本质,并由此探索图书

馆学的基础理论.”至此,基于知识交流视角的“图书

馆的本质”已经得到确定,“知识交流论”的思想精髓

也基本成型.因此,传播学的视角和思想才是“知识

交流论”的重要思想来源.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该文中所用的“社会知

识交流”虽然也是指以文字和文献为中介的间接交

流,但是在此文的语境中是指“社会的知识交流”,而
不是“社会知识的交流”.使用“社会知识交流”是想

强调图书馆在人类知识交流中具有的“社会性”.肯

普对“社会知识”这一概念界定恰恰与“知识交流论”
中论述的图书馆在知识交流中的活动对象相吻合,
使用“社会知识”这一概念有助于完善“知识交流

论”,增强“知识交流论”的理论合法性.所以说,“知
识交流论”的主要思想来源是传播学,肯普的知识分

类为“知识交流论”的自我完善提供了概念工具.
“知识交流论”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从“社会的知识交

流”向“社会知识的交流”的转变过程.

３　为什么会产生知识交流论

“知识交流论”是一个时代的特有产物,它深深

烙有图书馆学研究的时代特征.王子舟曾经明确指

出,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图书馆学的学科制度建设不

断完善,但是整个学科的时代精神却陷入彷徨;彷徨

的原因之一就是“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充斥着经验

总结文章,这给其他学科研究者诟病图书馆学提供

了口实”[３３].经验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起始于民国

时期,在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建立之初就埋下了种

子.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大多有留美经历,主要

接受的是杜威范式的图书馆学教育,“这一批学者在

引进图书馆管理方法的同时也把杜威的实用主义的

图书馆学研究观带了进来”[３４].我国第一所图书馆

学的教育机构———文华大学图书科也是“通过效仿

美国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建立起来的”,“不仅在课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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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设置上与之比照对应,在学术研究上也带有鲜明

的美国图书馆学界重技术、重方法、重实用的特

点”[３５].文华师生在走向全国的同时,也把“不避琐

细”的务实风格传播到中华大地.图书馆学教育经

过漫长的荒漠时期后,“在７０年代末期和８０年代初

期建立起来的一批图书馆学专业的师资主要来源于

图书馆员.和其他社会科学相比,实践经验丰富、研
究经验不足和缺乏社会科学研究训练是８０年代中

国图书馆学研究队伍的特点.”[３６]这些历史的和时

代的原因共同奠定了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经验主义

传统,导致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图书馆学的学科合法

性危机.１９９０年代初的图书馆学院系的更名热潮,
既是学科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也是图书馆学人在

长期的不断突围、求索中完成自我反思的体现.
尽管图书馆学在社会存在层面上的学科建制不

断在完善,如不同层次学位点的陆续建成、不同专业

刊物的相继出版等;但是“图书馆学经验学科的特

征”无法获得其他学科学者的有效尊重和认同,在精

神层面上的学科认同和学科合法性的危机却在不断

凸显.这种“灵与肉”的分离不仅使得整个学科的前

景充满不确定性,同时也在精神上煎熬着整个时代

的图书馆学人.
如何摆脱学科合法性的困境? 最直接的解决方

式就是不再给其他学科非议图书馆学提供口实,转
变图书馆学经验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规避“琐
细”,采用抽象的宏大叙事手法去探索图书馆的本

质,完成“透过现象揭示事物唯一本质的”学科使

命[３７].“作为科学的图书馆学理论,应该把表象作

为认识的先导,深入发掘其内置机制.”“只有把作为

表象的图书馆活动和制约这种活动的内在机制结合

起来认识,掌握这种复杂层次之间的相互依赖和转

换关系,才能够全面地、正确地解释出图书馆活动的

本质,才有可能把握它的全部发展过程.”[３８]在此基

础上,确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形成图书馆学的学

科知识体系的构建.这样不仅可以彰显出图书馆学

研究的理论深度和水准,同时也证明了图书馆学屹

立于学科之林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这样的认识论路

线和研究思路被蒋永福冠之以“本质主义”的知识生

产方式[３９].“知识交流论”正是图书馆学“本质主

义”知识生产方式的众多产物之一.
在民国时期,经验主义当道,尚未明确提出“图

书馆的本质是什么”“什么是图书馆学”这样抽象的

宏观理论命题;但是很多图书馆学家都会追思图书

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方法、学科分支以及与

其他学科的关系等图书馆学元问题.“虽然图书馆

概念的不断变革过程正是体现了图书馆这一研究课

题的复杂性的一面.但是,这种复杂的多样性变化

又是‘万变不离其宗’.”[４０]“多少年来,人们力求给

图书馆这一概念赋予一个永恒的定义.”[４１]１９５７年,
刘国钧先生发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使得这一

理论问题显现,并成为一个图书馆学知识生产的终

极问题.“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到８０年代中期,对
这一问题的提问发展成为一场大规模的讨论.正是

在这一大讨论中,出现了所谓的中国图书馆学学

派.”[４２]“要素说”“矛盾说”“交流说”等接踵出炉.
根据刘君的整理,自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确立以来,对
图书馆本质问题做过系统研究的一线图书馆学家有

１４位之多[４３],在时间跨度上一直持续到世纪之交.
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在本质主义认识路

线的指引下,图书馆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１９８７年６月４—７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全国

中青年图书馆学情报学新观点、新思想、新方法研讨

会”上,与会人员普遍认为:经过十年的发展,图书馆

学“已实现了从经验科学向理论科学转变,已经开始

摆脱传统图书馆学偏重技术方法的描述和归纳的状

况,已出现从本质上认识图书馆学现象的理论体系

的雏形”[４４].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本质主义的知识生产方

式会成为图书馆学人的历史选择呢? 主要原因来自

三个方面.首先,本质主义认识路线下对图书馆本

质的追问是抽象于图书馆实践的、是非经验总结式

的;因此,在与其他学科进行交流时必然不会再授人

以柄,直接回应了其他学科对图书馆学的知识仅仅

是经验总结的指责.其次,本质主义的知识生产适

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对理论的偏好和追求.中

国人自古就崇尚义理,轻视方技.改革开放后的国

人如饥似渴地吸收各种思想理论,试图寻找一盏理

论的明灯照亮自己前进的道路.整个社会的阅读氛

围、思想的活跃程度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有之状态.
图书馆学研究当然也会受到这种社会思想氛围的影

响.适时,孔青和况能富[４５]、刘迅[４６]等学人将芝加

哥大学的图书馆学思想引入到中国并冠之以“理念

派”,强调该派“从对图书馆活动的抽象认识入手,暂
时撇开图书馆活动的表象运动形式,从社会、哲学和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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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三个角度对图书馆学理论问题进行探讨研

究”[４７].这一重视理论构建的学术主张立即得到了

国内图书馆人的共鸣和响应.从宏观视角揭示图书

馆在整个社会系统中的功能,被视为一条行之有效

的揭示图书馆本质的研究路径.因此,图书馆学人

试图通过发现图书馆的本质,在一种能够准确揭示

图书馆本质的科学理论的指引下,构建出科学的图

书馆学知识大厦,完成“透过现象认识本质”的学科

认知使命,巩固学科合法性.然而,这一时期对芝加

哥图书馆学思想的介绍“误读了巴特勒所说的‘理
论’和‘理论建设’把‘理论’理解成了纯粹思辨

的产物,这与巴特勒所倡导的‘理论’大相径庭”[４８].
芝加哥学派强调采用社会科学范式的实证研究构建

图书馆学理论的思想精髓,这在十余年后黄纯元先

生的著述中才得到系统准确的阐述[４９].最后,马克

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正当性和科学性赋予本质主义

的知识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认识论路线

就是本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包含本质主义,
认为本质是与现象相对的一个范畴”[５０],科学的认

识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意

识形态地位,使得“给图书馆这一概念赋予一个永恒

的定义”具有认识论上的正当性和科学性,这种学术

追求“顽固地支配着无数学者的思维路向”[５１].此

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对计划和顶层设计的执

着,使得中国学术界偏爱一种计划主义的学术研究

路线.很多图书馆学人深信宏观问题的解决必然会

带来整个学科的突破.“宏观研究,就是要对于一些

能够带动整个学科取得突破性进展,能够为各种具

体理论问题研究指明方向、开拓领域的一些全局性

的课题做综合的开发性的探索.例如,图书馆学的

理论基础问题、学科体系结构、核心理论规范、概念

和规范体系等.”[５２]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图书馆学界盛行的本质主义

认识路线和知识生产方式,在图书馆学领域产生了

众多的成果,“知识交流论”是其中之一.很多图书

馆学者当时认为图书馆学“还未能形成对图书馆活

动的本质机制的总体认识,还没有一个核心的基础

理论规范导致这种状况的产生,有其深刻的认

识根源.长期以来,人们重视它的应用研究而忽视

理论研究.”[５３]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本质主

义的图书馆学知识生产是对民国时期形成的经验总

结式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和扬弃,是图书馆学的

一次集体性的转型.它使得图书馆学的理论研究一

时蔚为壮观,成为一个时代学科研究的主流话语.
与民国“务实”的图书馆学传统不同的是,追寻本质、
抽象、思辨成为时代的底色.

４　知识交流论的历史地位

“知识交流论”是一个时代的特有产物,它深深

烙有图书馆学研究的时代特征,同时也呈现出宓浩

和黄纯元两位先生独特的学术追求和风格.“知识

交流论”在中国图书馆学思想史上的独特地位集中

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采用传播学的视角,把“第一

性”赋予图书馆信息交流和服务;二是采用了一种社

会科学的他者视角来理解、阐释图书馆的本质和社

会功能,结束图书馆学知识生产自我封闭的特征.
藏与用的关系一直是图书馆宏观管理的一个基

本问题.“图书馆是一个由图书、馆员、读者、干部、
建筑设备等五要素组成的综合体.它具有若干属

性,其中又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什么是图

书馆所独具的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呢? 就是

收藏和传递文献情报.”[５４]然而,我国古代的官私藏

书中,“重藏轻用”的观念根深蒂固.即使到了近代

图书馆时代,收藏整理具有“第一性”的观念依然影

响巨大.很多学者都坚信图书馆的首要社会功能是

收藏文献,文献传播功能是在收藏功能的基础上衍

生出来的,没有收藏就不可能有传播,反之则不成

立.这种收藏第一性的观念导致图书馆学研究长期

将“根”扎在图书馆内部活动的基础上,以“机构”视
角建构图书馆学[５５],忽视对用户和信息服务的研

究,背离了西方公共图书馆的价值精髓.“知识交流

论”却将传播置于收藏之上,宓浩、黄纯元直接声明

“收藏是为了交流”[５６],“图书馆具有交流知识的本

质功能但在以往长久的岁月中,图书馆的交流

知识的功能却被文献贮藏的表象掩盖了.”[５７]“知识

交流论”这种“重用”的思想,是对传统图书馆管理理

念的巨大颠覆,为当下信息行为和信息服务研究奠

定了合法性的基础.
自民国以来,“图书馆学的问题意识几乎全部局

限在各种现场问题的求解上,而且把这种求解理解

为学科的全部.”[５８]在研究方法上,图书馆实践问题

的求解建立在经验的整合、优化与移植之上,而不是

社会科学所常用的描述、解释与批判.这样的知识

生产方式导致“图书馆学几乎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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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岛’”[５９].即便是在进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
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战场”从图书馆逐步转移到高校

的教学院系,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开始以本质主义认

识路线在理论层次上探索图书馆本质时,经验主义

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无论是早期的“要素说”,还
是同时代的“矛盾说”“文献交流说”“社会记忆机构

说”,都依然把图书馆学的“根”扎在图书馆活动的基

础上,未能彻底地跳出“机构”视角的限制;而“知识

交流论”却把根扎入到人类知识交流的土壤上,第一

次彻底跳出了“机构”的藩篱.
“知识交流论”的提出,为整个图书馆学研究视

角的转化提供了理论契机.２０００年以后,图书馆学

整个学科的研究范式产生了巨大的转变,即不再抽

象地在学理层面追寻本质问题;而是开始关注信息、
知识传播与交流中的现实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
研究者的知识诉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图书馆或信息机

构这样一个具体的组织,而是将其作为知识交流中

的一个典型应用领域来对待.比如,信息组织研究

更加关注作为一种社会普遍问题的信息组织,而非

仅仅是图书馆内部的信息组织;信息用户和服务研

究更加关注用户的信息行为,而不仅是图书馆采用

了何种服务方式值得推广.

５　结语

近十年来,虽然鲜有学者再继续关注图书馆的

本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等基础理论问题,但是使

用哲学的思辨方法来建构图书馆学学科理论的研究

范式在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却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

笔[６０].其中,“知识交流论”和“社会认识论”是这一

研究范式在中西方图书馆学界的典型代表.正如周

文杰所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学者立足图

书馆职业实践,从‘交流’的角度,对图书馆的社会作

用进行思考,宓浩、黄纯元等创立的‘知识交流论’堪
称这种思考的巅峰”[６１].

致谢:感谢华东师范大学周亚副教授、范并思教

授为完善本文所提供的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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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KnowledgeExchangeTheoryandtheKnowledgeProductionofEssentialism:
TheCommemorationofthe２０thAnniversaryofDr．HuangsDeath

LiuYu　XuXin

Abstract:TheKnowledgeExchangeTheoryhasauniquepositioninthefundamentaltheorystudyof
ChineseLibraryScienceinthelate２０thcentury．Oneofitsmaincontributors,Dr．HuangChunyuan,isa
meteorinthefieldofChineseLibraryScience,brightbutshort．ThepaperreviewsMr．Huangsacademic
careerandthecoretheoreticalpropositionsoftheKnowledgeExchangeTheory,pointingoutthatitisanimＧ
portanttheoreticalachievementinstrivingforthelegitimacyofLibraryScienceundertheEssentialismresearchparＧ
adigm,whichisthelandmarkofLibraryScienceknowledgeproductionfromclosuretoopenness．

Keywords:Knowledge Exchange Theory;Essentialism; Huang Chunyuan;Librarys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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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oftheFirstNationalSymposiumontheUniversityLibraryQualityEvaluation
ChenWenjuan

Abstract:OnDecember７,２０１９,thefirstnationalsymposiumontheuniversitylibraryqualityevaluaＧ
tionwassuccessfullyheldinNanjingUniversity．Morethan６０scholarsoflibraryscience,librarycurators
andprofessionalsacrossthecountrygatheredtodiscussthequalityevaluationoftheuniversitylibrary．This
articlesummarizedthesituation,problemsandcontradictionsofthequalityevaluationoftheuniversityliＧ
brary,thequalityevaluationsystemunderthe“fullevaluation”theoreticalframework,andtheconsideraＧ
tionsaboutthedesignandimplementationoftheevaluationindexsystem．

Keywords:UniversityLibraryEvaluation;QualityEvaluation;IndexSystem;Full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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