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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邢云林对民国图书馆的学术贡献

□朱海燕∗

　　摘要　邢云林是近代比较有影响的图书馆学家之一,致力于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

积极探索,他是我国最早讨论集中编目的学者,写就了探讨图书采访学的系统性专著,较早地开

展了图书馆期刊管理的研究,然而目前学界对于他的生平、图书馆活动及学术成就尚无专门研

究.文章对邢云林的生平及其在图书分类编目、图书采访和期刊管理等方面的学术贡献进行了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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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邢云林生平及图书馆经历

邢云林,又作邢云霖,英文名 HsinYun－Lin,
也写作 HsingYun－lin,字述平,又字叔平,河北永

清县人.１９３１年毕业于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第一届讲习班,之后返回南开大学图书馆工作,同年

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１].后又转到齐鲁大学图书

馆,担任图书馆主任[２],在他之前,同是文华专科出

身的陈鸿飞、桂质柏、皮高品都先后担任过齐鲁大学

图书馆主任.１９３２年邢云林被燕京大学图书馆主

任田洪都请到燕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西文书籍采购事

宜.１９３６年７月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同仁———田洪

都、梁思庄、汪隆祥、黄元福、陈如舜、薛瀛伯等一起

参加了在青岛举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次年会,
分别参与提出三个提案:(１)“请本会代向各报馆交

涉每次另印质料优良之报纸若干份并于每日抄汇寄

各图书馆案”(提议人田洪都、邢云林、黄元福、薛瀛

伯);(２)“请本会于最近期间筹办消费合作社经营订

购图书承办图书馆用品等业务以谋便利而资推节

案”(提议人田洪都、邢云林、黄元福、薛瀛伯);(３)
“请协会负责印行全国图书馆藏书薄式联合目录案”
(提议人田洪都、邢云林、黄元福、薛瀛伯)[３].１９４５
年回到家乡河北,任河北正定县公署秘书[４].之后,
偶从竺可桢日记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７日那一天的记叙里

读到“余至书库西文编目室,遇邢云林,谓系南开时

相识者”[５].可见,１９４９年邢云林就职于国立北平

图书馆,重返图书馆业.此后,其经历不再见诸中国

大陆图书馆界.邢云林曾被当代著名学者王余光列

为“生平不详,有待考查”的民国图书馆学家之一[６],
但是就当前所能查找到的史料,依然难以考证其生

卒年份.

２　邢云林图书馆学著述概览

邢云林可谓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方面的高产作

者,从１９３０年到１９３７年,邢云林发表的图书馆学文

章有１９篇之多(见表１),内容涉及图书馆学的多个

方面,诸如分类与编目、图书采购、期刊管理、行政管

理、国外图书馆译介等.
表１　邢云林图书馆学著述一览表

文章

类别
题名 登载刊名

时间

(年)

期刊

管理

图书馆管理杂志法 文华图书科季刊 １９３０

中国杂志史简述 文华图书科季刊 １９３１

一年来中国杂志之述评 图书馆学季刊 １９３１

图书

采访

图书馆订购部的困难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
１９３３

图书馆图书购求法① 图书馆学季刊 １９３６

∗ 朱海燕,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３Ｇ３１１６Ｇ５９２７,邮箱:zhuhaiyan＠njnu．edu．cn.

①１９３６年由南京中正书局图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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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类别
题名 登载刊名

时间

(年)

分类

与

编目

评陈天鸿氏中外一贯实

用图书分类法
文华图书科季刊 １９３１

图书馆参考员眼中之编

目工作观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
１９３２

薄式目录中著录详略之

研究①
图书馆学季刊 １９３３

目录编辑法概论 北平华北日报图书周刊 １９３５

书目与目录的编辑法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
１９３６

图书目录著录法与编辑

法论
图书馆学季刊 １９３７

集 中 编 目 法 与 合 作 编

目法
图书馆学季刊 １９３７

图书

馆

管理

图书馆家具之研究 文华图书科季刊 １９３１

多伦多修理书籍法 文华图书科季刊 １９３１

选任图书馆馆长的标准 中央军校图书馆报 １９３３

国外

图书

馆

匈牙利民众图书馆概况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
１９３４

危地马拉民众图书馆概

况(附海地)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
１９３４

荷兰民众图书馆概况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
１９３４

檀香山群岛民众图书馆

概况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季刊
１９３４

３　邢云林图书馆学术成就与贡献

３．１　分类与编目

从清末到民国,现代图书馆学西学东渐,中国图

书馆事业受到西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逐渐进步发

展.最典型的就是图书馆分类与编目发生重大变

革,如卡片目录的采用、编目规则的制定、目录种类

的增加、图书分类法的改进等,都在不断地向着现代

图书馆学方向发展.诸多图书馆学者致力于编目的

实践与著述,其中光是出自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学校的学者就有４０余位,共出版图书分类专著、译
著６部,发表论文(含译文)约５０篇,编制有一定影

响的图书分类法６部、著者号码表４部[７].这些学

者当中包括沈祖荣、胡庆生、裘开明、皮高品、查修、
严文郁、毛坤、吕绍虞等一批大家,当然邢云林也是

其中重要的一位,他一个人就在图书分类与编目方

面贡献了７篇论著.
«薄式目录中之著录详略之研究»是邢云林１９３３

年发表的文章.薄式目录亦称为书式目录,而当时

的主流已经是卡片式书目,那他为何反潮流而行?②

薄式目录究竟有没有价值和使用的必要,邢云林探

本溯源,首先分析了其功用如何,以及在同类中的地

位、利弊何在? 谈到功用,邢云林认为,经学家与目

录学家对目录使用的需求是不同的,古人今人、中外

学者亦然.目录种类不一,编法不同,则各有其效各

有所长,所以每种目录有其各自的功用,多一种目录

编法,多一种使用裨益,从这一点上说,我国传统的

薄式目录仍有其存在的价值.薄式目录的优点是:
“读书用时方便,易于存放管理,可作历史上之佐

证”[８];缺点是:“永不及时、错误更改困难、多费钱

财”[９].邢云林分别从薄式与卡式两种目录在编制

与保存、应用、效果三个方面具体比较了其各自的利

弊,从最后的效果来看,他认为“薄式即可供检阅,又
可作参考,效果远大.能宣传馆中之尽藏社会蒙其

益宽而广”[１０],从这个角度来说编辑薄式目录有其必

要性.但是,单就薄式目录编著之详略又是一大难

题,裘开明在«中国图书编目法»中也曾提及这个问

题.邢云林又将古往今来目录的使用者分为五大

派,即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检查家,这五

类读者群可以说注意点各不相同,因而编撰目录体

例亦不同,由根本目的出发是决定目录详略的关键.
邢云林将“整理学术、学术指导、为书传真、为书写

史”作为四个方向,进一步描述了从“书史、书体、书
旨、书位”四个著录项目展开的著录详略安排,讨论

总结而成编目的３４条原则.然而«薄式目录中之著

录详略之研究»只写就上篇,邢云林之后因研究范围

扩大,目标稍有转移,“遂趋向于编目条则义例之途

径,是以此文之下编,无形放弃矣”[１１].

１９３７年,邢云林的«图书目录著录法与编辑法

论»诞生,他在序言里有感道:“吾国旧日编辑目录之

法历史悠久,颇有特长,而为外人所不及者”[１２],而现

今“再观图书编目之书籍,大半师法外洋,详于方案

而略于原理,使读者知其当然而不解其所以然．徒知

依样葫芦,不免谬误百出”[１３].邢云林研究认为“编
目学者文学亦科学也”,“吾谓编目之法可以分为两

大系统,一曰著录,二曰编法.著录者乃基本原料之

预备,编法者乃运用原料成全工作之技术.”[１４]因而

在他这本书里将著录法与编辑法分而论之,著录法

里详解了著录类别、著录本源、著录条目分析、著录

规则问题、提要作法、著录格式,而编辑法里则论述

了编辑要务、依义编辑法、依体编辑法、依义与体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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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图书馆学季刊”发行油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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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法、合作编辑法与集中编辑法.在解释编辑法与

著录法的区别所在时,他说:“吾谓著录法乃编辑法

中一部之工作,著录毕非编辑毕,此点最为重要.编

辑法者乃完成目录之全部总法也,必先决定编辑之

法,然后,始能采择著录之法也.”[１５]

同年,邢云林的另一篇有关分类与编目的重要

作品«集中编目法与合作编目法»发表,它可以算是

“我国最早讨论集中编目的 文 章,具 首 开 先 河 之

功”[１６].邢云林提出来的合作编目,即“各参与的图

书馆,必须委托一个中心机构,这个中心机构,必须

有力量能够实行大家共守的方针,一致的编目法规,
筹措款项,永久推进.”[１７]邢云林举例说,这种责任该

由类似大英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来承担,这实际

就是当今图书馆界实现的联机编目,也是资源共享

理念的最初萌芽.谈到集中编目的益处,邢云林认

为:“一可避免重复工作,二可以前后一致贯彻始终,
三可使同一管理区的目录一样精良.”[１８]邢云林的集

中编目的思路可以说在当时具有很大的创新意味,
是一种观念上的巨大突破,而当时,即便是图书馆事

业先进的西方国家如英国,也没有真正实践过.
３．２　图书采访

自１９２６年杜定友出版了«图书选择法»,此后相

继有１９２７年顾颉刚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１９３１
年刘藻的«图书之选购»,１９３４年吕绍虞的«图书之选

择与订购»,直到１９３６年邢云林出版«图书馆图书购

求法»,这些都是有关图书采访方面的论述,“他们是

自宋代郑樵、明代祁承牒和叶德辉之后的一批文献

采访学研究者,在理论上、技术上都比郑氏、祁氏、叶
氏更上一层楼”[１９].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田

洪都在为邢云林的«图书馆图书购求法»一书作序时

写道:“关于图书馆学的出版物,虽不下百余种,然而

对于选购图书的问题,除偶尔有单篇的文章见于报

章杂志,或关于图书馆学书籍中夹叙一章一节外,尚
无专书论及之者.”[２０]邢云林这本书的诞生,与前面

众人有关图书采访的文章相比来得更全面更系统,
可以说是诸多零散理论的集成,所以武汉大学教授、
著名图书馆学家黄宗忠在谈到我国图书采访的历史

沿革时,认为１９３６年邢云林撰写的«图书馆图书购

求法»“是我国图书采访工作第一次系统性的总结,
也是我国图书采访学的第一部专著”[２１].可见,此书

在图书采访史上学术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民国时期我国图书馆采访的组织方式一般分为

两种:集中与分任,集中即采访部主任及馆员全面负

责整个图书购求事宜,从介绍书籍直到书籍到达编

目部为止,而分任则是把书籍的引介与审查交由专

家或由专家组成的图书委员会,一般较大的图书馆

都采取后种,比如邢云林任职的燕京大学图书馆.
燕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３１年那届的中文书籍审购委员

会由马季明(主席)、田洪都、容庚、顾颉刚和邓之诚

组成,而西文日文东方学书籍审购委员会则由洪业

(主席)、许地山、王克私和田洪都组成[２２].邢云林的

这本书里对两种方式都进行了描述.全书共分为８
章,以实用方法为经,以学术理论为纬,把购求图书

相关的重要问题,从组织方式、经费支配、购求原则,
购求方法到书业状况等等,但凡在图书采购中涉及

的方方面面,都旁征博引地详加论述.对于选择图

书,邢云林认为可从图书馆本身、读者、社会环境、出
版界四个方面考量,力求图书之精粹、达到节省经费

且为着效用的目的.书中还对鉴别图书的关键点、
选择图书的原则和选择的方法等都给出了相当具体

的操作思路和方式方法.此书花费了他数年心血,
精敲细推,也是三易其稿,并得到国内图书馆专家的

校阅才终成此书.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校长

也是其老师的沈祖荣在出版之前也就原稿提出过中

肯意见,邢云林都虚心接受并在此后出版的书稿中

采纳了沈校长的提议,“这种不固执成见的精神便是

著书人的长处”[２３],沈祖荣赞誉道,并亲自为邢云林

的这本书作序,评价说:“很难得的一个服务的人不

肯自私,尽愿将他历年经验写出来贡献于同人,而且

是在他的工作紧张的时候编成此书,那种精神和毅

力是值得我们赞许的.”[２４]

“购求图书为图书馆开源务本之工作,馆中经费

之节省,搜集之精粗,以及办事效率之迟速,莫不视

购求方法之优劣为转移.”[２５]邢云林自认为图书馆购

求方法的优劣实比分类编目等来得更为重要而迫

切.我国旧式藏书楼一直以来对图书重在收藏且崇

尚全面完备,而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的西方图书馆

学理论影响下,已将藏书原则统一到实用的基础上,
即选择的前提是使用的需求,图书采访选择理论的

形成是民国时期图书馆采购图书的基本共识.从杜

定友１９２６年出版的«图书选择法»开始,均提出要为

读者选择图书重视藏书之效益,“必须尽图书馆之责

任,即所选择之图书,对于文化方面,有保存、宣传、
调和、提高四种功用”[２６].杜定友的«图书选择法»只
是一本５５页的小册子,从选择的宗旨、选择图书的

原理、选择图书的分配、选择的方针等方面,作了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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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粗略的概述,然而邢云林这篇«图书馆图书购求

法»则在前辈的理念下,结合进更多自己多年的实际

工作经验,单在图书的选择方法上邢云林就具体提

出了２４条选书原则,１１种可采取的选择方法,分别

是间接选择、填介绍片、实际选择、评阅报告、分析介

绍片、选书委员会审查决定、注明取舍法、入序列、书
店送来审留书籍、核对预算、购置复本.对于此书的

形成经过邢云林自己如是说:“得之于经验者十之

六,得之于参考者十之二,得之于师友指示者十之

二”,[２７]邢云林自己有服务于南开、齐鲁、燕京各大图

书馆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故而所讲述的方法都是

经过多次试验且验证可行的,而不是脱离实际的空

谈泛论之作.与当时出版的其他有关图书采访方面

的文章相比,邢云林的这本书可以说对图书购求工

作的各个环节,及至每个细枝末节都进行了深入的,
且较为系统,更加完备的探讨和研究,尤其是提出有

可操作性的技术与方法.所以说«图书馆图书购求

法»的出现是当时的一部采访专门之作,尤其是对当

时从事图书馆图书采选的人员有很重要的理论与实

践上的参考指南作用,此书也曾被当作图书馆教学

的教材使用.
３．３　期刊研究及管理

中国近代报刊产生于１９世纪末,其社会作用和

学术功能也逐渐被人们认识到,但是对“期刊”本身

的研究,包括其有别于图书的特质与规律性的研究

却相对起步较晚.１９３０年邢云林撰写的«图书馆杂

志管理法»,探讨了期刊管理的专门方法.１９３１年他

又发表了«中国杂志史简述»,对中国期刊的产生及

发展历史进行了全面的阐述,被业界列为“第一篇研

究中国期刊发展历史的文章”[２８].之后,于同年又发

表了«一年来中国之杂志述评».邢云林的这３篇文

章使他成为我国研究期刊、期刊工作及期刊事业自

身规律较早的一位图书馆实践者,充分奠定了其在

图书馆期刊研究方面的学术地位.
邢云林对中国杂志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将杂

志的产生和发展分为“五四以前”和“五四之后”两个

阶段,“五四”以前多以政治类杂志为主,“五四”以后

则以文学、民生、科学的内容为主,经过“五四”,中国

由原先２００多种杂志骤增到２０００多种[２９].作为一

个图书馆学人,他很敏锐地意识到一个问题“关于杂

志如何选择,如何管理等法,我国讨论者尚少,以致

各图书馆均无相当善法可循,浪费金钱者有之,管理

发生困难者亦有之.当今图书馆事业萌芽时期,此

问题如不速予解决,实碍将来进展.”[３０]«图书馆管理

杂志法»一文即在此想法之上产生.全文分为７个

章节,分别从“杂志之定义”“杂志之借用及现今之地

位”“选择杂志法”“订购手续”“登记”“陈列法”“装
订”,对期刊工作每一个步骤和环节都进行了详尽的

描述.文章首先明确定义了杂志的范围、组织、类别

及出版情形,认为“杂志可称为促进文化之利器,汇
积现 代 思 想 之 大 观,其 供 用 之 广 当 然 不 亚 于 图

书”[３１],而且“图书馆借书统计杂志比数恒超过别种

书籍,学生作论文,或预备辩论问题时,尤不能不借

助于杂志”[３２].对于如何进行期刊的采选,邢云林认

为应从“图书馆方面、杂志方面和目录工具方面”这
三个角度全面考量.杂志到馆以后检查登记,对于

陈列方式文中阐述了三种:“号码编制、架子分配、编
制指南”.至于装订的原则是以“阅读便利、耐用、美
观、快速”为宜.
３．４　图书馆行政及译介

“我自从事图书馆业务,无论担任哪部事项,或
管理全馆,我想,别人亦想,总想用甚么方法办能够

到好的顶点.”[３３]邢云林在齐鲁大学图书馆做过主

任,掌管全馆事务;在燕京大学做过西文采购;在北

平图书馆从事西文编目,邢云林在多个图书馆、多个

部门、多个岗位任过职,所以他对图书馆的各项管理

事务可以说了如指掌.丰富而扎实的工作经历,加
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考和总结,让他佳作频出,
如«图书馆管理杂志法»脱稿于南开大学图书馆,«一
年来中国杂志之述评»成文于齐鲁大学图书馆,«集
中编目与合作编目法»完成于燕京大学图书馆.“邢
君在工作上可说是胜任愉快,在进修上更能潜心研

讨图书馆方面的各种问题．随笔记载,加以理论的润

饰”[３４],邢云林在燕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的顶头上司

田洪都主任这样评价他.邢云林虽然没有像当时图

书馆界很多人士一样负笈海外,但是对于国外先进

的图书馆学管理与理念,他也非常重视吸纳,在«文
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上发表的一系列世界民

众图书馆的译介就是个例证,当然,这也与其母校文

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教育理念有关,“文华图专历

来重视国际合作与交流,积极引进西方图书馆学思

想.文华图书科季刊上发表大量译介西方之作,文
华师生翻译了十余种国外图书馆学著作”[３５].

４　结语

虽然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但是能够

４２１

论邢云林对民国图书馆的学术贡献/朱海燕

ResearchontheAcademicContributionofHsinYun－LintotheLibraryintheRepublicofChina/ZhuHaiyan



2
0

1
9

年
第5

期

真正热爱且专心置身于该项事业的人仍属凤毛麟

角,而邢云林可以算是一个,且他不但长于实践亦擅

于著述,为我们留下丰硕的图书馆学论著.然而,这
样一位重要的民国图书馆学家,至今生卒年无法考

证,自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１日竺可桢日记记载,当日于国

立北平图书馆归还由在此工作的南开大学旧识邢云

林代为借阅的书籍以后,再也难以查找到其此后讯

息.邢云林之后的生涯又是如何? 仍然有待我们继

续挖掘史料进一步考证.但是邢云林在民国时期留

下来的著述充分体现了他的图书馆学学术成就,他
为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也值得今人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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