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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

———纪念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

□吴慰慈

　　摘要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领域中,刘国钧先生是一位里程碑式的学者.他是中国近现

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拓荒者、参与者与见证人.从推动图书馆事

业建设,到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从研制分类法、图书馆目录的理论与实践、译介 MARC、开辟

中国书史研究,到提倡科学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刘国钧几乎在图书馆工作与图书馆学研究的所

有专门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回顾与总结刘国钧先生生平和学术成就,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

与图书馆学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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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每一个学术领域中,都有一些堪称里程碑的

人物,他们如泰山北斗,令人景仰.在中国近现代图

书馆学领域中,刘国钧先生就是这样一位里程碑式

的学者.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和图

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图书馆界,可
以说是无出其右者.今天我们齐聚一堂,纪念刘国

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总结以刘先生为代表的２０世

纪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走过的艰难而辉煌的历程,以
有效地推动信息时代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馆学研

究的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意义.
刘国钧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图书馆

学研究及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拓荒者、参与者与见

证人,他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几乎在图书馆工作与

研究的所有专业领域里都有卓越的建树.下面我主

要从推动图书馆事业建设,开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
研制分 类 法、图 书 馆 目 录 的 理 论 与 实 践、译 介

MARC、开辟中国书史研究、提倡科学的图书馆学教

育思想等方面阐述刘国钧先生的学术贡献.

１　刘国钧先生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刘国钧,１８９９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生于江苏南京,

１９１７年进入金陵大学读书,１９２０年毕业后,留在金

陵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荡不

定而又充满变革的年代.１９１５年兴起的新文化运

动给中国知识界、思想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民主和科

学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许多西方学者来中国讲学,
把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在这

种学术背景下,中国的图书馆界兴起了“新图书馆运

动”.在此之前,中国图书馆学并未成为一门独立学

科,而是融于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传统学科中.
图书馆还保留很多藏书楼的痕迹,虽然有些西方图

书馆思想、方法和技术流入中国,但这一时期无论是

近代图书馆还是近代图书馆学均处于萌芽时期.
“新图书馆运动”把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应用到图书馆

工作及研究中,推动了中国图书馆近代化进程.这

一时期的思潮给刘先生以强烈冲击,使他思想中埋

下深刻的民主和科学的意识,这种意识体现在他的

几十年研究工作中,是他进行学术研究的起点和

契机.
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刘先生远

赴美国留学,进入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图书馆专科

学校及研究院学习,获哲学博士学位,留学生活使他

有机会直接接触到美国的图书馆思想理论.１９２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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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刘先生学成回国,先后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
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国立

西北图书馆筹备主任、馆长,１９５１年到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系任教,担任教授和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自

１９５８年起担任系主任.他努力履行本职工作,积极

参加图书馆界和各种社会活动.１９２５年中华图书

馆协会成立,他当选为第一届出版委员会主任,负责

主编«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曾担任北京图书馆顾问,国家科委图书小组成

员,中国图书馆学会名誉理事,编译委员会顾问,并
长期担任«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通讯»«图书馆学

译丛»等杂志的编委.
刘国钧先生毕生从事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学研

究和图书馆学教育,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进

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１９４９年前,他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主要

有:①积极介绍西方图书馆办馆方针及管理理念,提
倡新式图书馆的办馆理念和方法.这方面的代表作

有«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１９２１年)、«儿童图

书馆和儿童文学»(１９２１年)、«美国公共图书馆概

况»(１９２３年)、«图书馆员应有之素养»(１９３２年)等.
这些论文的研究领域涉及图书馆工作的各个方面,
对于现代中国的新图书馆运动起了倡导作用.②对

编目工作和分类工作的研究与推广,如１９２９年编制

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和«中国图书分类法»,
当时被中国的很多图书馆所采用.我国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前通行的中文编目规则的许多规定都沿用了该

条例;而«中国图书分类法»及其修订本对后来中国

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更是影响深远.

１９４９年后,刘国钧先生的主要贡献有:①从事

编制«中小型图书馆分类法»和«中国图书馆图书分

类法»的实际工作.②译介西方主要分类法,研究分

类法理论.刘先生关于分类法中的基本大类的次序

问题、怎样表示国家的社会性质问题、号码制度问

题、统一分类法问题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在我国分类

法的编制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③积极推动编目

工作标准化.④较早介绍国外图书馆间的合作与协

调工作及合作编目工作.⑤阅读和翻译国外图书馆

现代化的资料,对于我国图书馆界引进现代化技术

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２　刘国钧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

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图

书馆要素说.１９２１年,刘国钧在«儿童图书馆和儿

童文学»一文中提出了“三要素”[１];１９３４年在«图书

馆学要旨»中提出了“四要素”[２],１９５７年在«什么是

图书馆学»一文中提出“五要素”[３],以要素为框架铺

衍而成的图书馆学知识体系,逻辑性强,分支有序,
内容丰富.由对图书馆不同要素的研究所决定,图
书馆学的“主要组成部分是:①关于整个图书馆事业

的研究———图书馆事业史、图书馆建设原理、各类型

图书馆的专门研究等;②关于图书的研究———目录

学、版本学、校勘学、图书史、图书生产技术等;③关

于读者的研究;④关于领导和干部的研究;⑤关于建

筑与设备的研究;⑥关于工作方法的研究———图书

馆方法论(图书馆管理学).”[４]

“要素说”是在近代分析科学思维方法的影响下

产生的,是对于构成图书馆事业整体的各个组成要

素进行具体的分析,以期掌握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但同时刘先生又是以系统的

观点指导要素研究,而不是将各个要素孤立起来进

行研究.“要素说”是近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早期

的重要成果.
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二是关于近代

图书馆性质、特征和任务的分析和阐述.早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初期,刘先生就著文阐述近代图书馆的性

质和任务.他认为图书馆是公共教育的一部分,“图
书馆在教育上的价值,有时竟过于学校”.因为“学
校之教育,止于在校之人数,图书馆之教育,则偏于

社会;学校之教育,迄于毕业之年,图书馆之教育,则
无年数之限制;学校之教育,有规定课程之限制,图
书馆之教育,则可涉及一切人类应有之知识;学校之

教育常易趋于专门,而图书馆之教育则为常识之源

泉”.因此“图书馆教育,苟善用之,其影响于社会,
于人生者,且甚于学校.”[５]基于对图书馆性质的这

种认识,他认为近代图书馆的特征是:①自动的而非

被动的;②使用的而非保存的;③民众化的而非贵

族的.
对于近代图书馆的基本任务,他总结为三句话,

即:以用书为目的,以诱导为方法,以养成社会上人

人读书之习惯为指归[６].他的这些论述,对于倡导

与宣传近代图书馆的性质与作用,使社会上更多的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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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了解图书馆,并推动图书馆工作,无疑起到了积极

作用.
刘先生对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之三是建构图书

馆学学科体系.他在«图书馆学要旨»和«什么是图

书馆学»中所描述和论证的图书馆学学科体系,是他

对图书馆工作和图书馆事业深入研究的成果,是从

实践中铸炼出来的结晶.他研究了分类、编目、图书

馆目录等诸多对象,对于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力求

全面、深入,从而形成了关于这个对象的较为完整的

体系,这些个别的知识体系正是为他的图书馆学学

科体系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３　刘国钧先生对分类法的研制

１９２９年,刘国钧先生编制了 «中国图书分类

法»,与当时中国众多的仿杜、补杜的分类法不同,刘
国钧先生编制的分类法学习了杜威分类法的基本原

则,但又不是亦步亦趋,拘泥于杜威分类法的体系结

构,而是针对中国图书的具体特点,研制出适合中国

图书馆类分中、外文图书,兼顾新旧书籍的独特的分

类法体系.该分类法及其１９３６年、１９５７年修订本

在国内影响很大,被广泛采用,有些图书馆,直到２０
世纪７０年代末,仍在使用该分类法.而亚洲一些国

家和我国港台地区所编分类法,在体系和类目设置

上,亦深受刘先生分类法的影响,表明刘先生的分类

法所具有的极强的适应性和长久的生命力.

１９４９年之后,刘先生参与了«中小型图书馆分

类法»«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制工作,同时在

分类法理论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冒
号分类法简述»[７]«我国图书分类法的发展情况»[８]

«分类、标题和目录»[９]«分类法与标题法在检索工作

中的作用»[１０]«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１１]

«论西方图书分类法当前发展的趋势»[１２]«图书分类

法的发展»[１３]等论著,再加上１９４９年前的有关论

述,向我们展示了刘先生在分类法编制与分类理论

研究中的杰出贡献.可以说,刘国钧先生之所以在

中国图书分类法发展进程中具有如此大的贡献与影

响力,是与他对于世界分类法的最新成果与发展趋

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于中国图书分类工作的具体

实践的深入思考和理论总结是密不可分的.
此外,刘国钧先生还全身心致力于图书馆分类

的指导工作,并发表了«图书分类初步»(１９２８年)、

«怎样开始分类图书»(１９３１年)、«图书怎样分类»
(１９５３年)、«图 书 分 类 浅 说»(１９５８—１９５９ 年)等

论著.

４　刘国钧先生关于图书馆目录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发展,刘国钧先生在图

书编目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全面的,而且一直走在时

代的前列.自２０世纪西方学术传入我国后,科学的

门类越分越细,数量也越来越多,传统的目录工作方

法已不适用.图书目录在形式上由书本式目录向卡

片式目录过渡,在内容上则由“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为主要功能,向以记录和检索书籍为主要功能过渡.
为此,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期,刘先生撰写了«图书

目录略说»一文,将图书馆目录从传统的目录学、校
勘学中分离出来,这对于发展新式图书馆目录起了

理论引领作用.为了使当时的图书编目工作有一个

准则,他于１９２８年拟订并出版了«中文图书编目条

例(草案)»,这是对编目实践所做的总结和条例化.

１９５７年出版的«图书馆目录»一书及有关编目的论

文,则是对编目理论所做的研究和概括.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以后,刘先生第一个翻译并介绍了有关机读目

录的文章和 MARC款式,并撰写了«马尔克计划简

介———兼论图书馆引进计算机问题»«用电子计算机

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为我国图书馆采

用电子计算机编目开拓了道路.刘国钧先生曾在

«用电子计算机编制图书目录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

出:“图书馆工作的自动化可以从目录编制工作开

始,然后逐步推广到其他各项工作藏书目录的

自动化是图书馆工作全盘自动化的先决条件.”这一

论点已被国内外图书馆工作自动化的实践所证实,
这就不能不令人钦佩刘先生对所研究问题把握的准

确性和前瞻性.

５　刘国钧先生对中国书史的研究

刘国钧先生后半生的一个研究重点是中国书

史.他先后撰写了«可爱的中国书»(１９５２年,建业

书局)、«中国书的故事»(１９５５年、１９６３年、１９７９年,
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国书史简编»(１９５８年,高等

教育出版社)、«中国的印刷»(１９６０年,高等教育出

版社)、«中国古代书籍史话»(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等
著作.其中,«中国书的故事»被译成英文,«中国书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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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简编»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刘先生还著有«书
是怎么生长起来的»(１９５３年)、«中国古代书籍制度

史话»(１９６２年)等论文.这些论著研究了中国古代

书籍发展史、书籍制度演变史、印刷史等,并确立了

中国书史研究的主要课题和学术框架,直接影响到

后来的中国书史的研究;这些论著同时也是对青少

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他对书史研究逐渐

深入,内容丰富,观点明确,成果形式多样,包括通俗

读物、学术著作、报刊论文.刘国钧先生的书史研究

范围逐渐扩展,在«中国书史简编»中,还包括了大量

的出版史、中国图书馆事业史的内容,使得书史研究

更加全面而丰富[１４].

６　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１９５１年起,刘国钧先生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任教,担任教授、图书馆学教研室主任,自１９５８年起

担任系主任,可谓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事业的开拓

者之一.他对图书馆学系的课程建设作出了突出贡

献,主讲了如下课程:“图书馆目录”“中国书史”“西
方图书分类法介绍”等,先后编写了«图书馆目录»
«中国书史简编»«现代西方主要图书分类法评述»等
教材.同时,刘先生也积极支持图书馆界举办的业

余图书馆员学习班,亲自讲课、辅导,对提高图书馆

在职干部的业务素质、促进图书馆工作的开展作出

了很大的贡献.
刘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学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

对图书馆员素质、技能及其培养的论述中.２０世纪

３０年 代,刘 先 生 指 出,图 书 馆 员 的 责 任 即 服 务,
“应有为人群服务之想,非仅出纳图书,或听馆

长指挥而已.盖有服务精神,始能吃苦,能做事,能
为阅者多方设法而无怨”.图书馆员最低限度“应习

知管理方法,其性质与目的”.馆员还应注意做到:
“明了图书馆本馆之内容”,“调查图书馆所在地之社

会状况”,“自知短长”,“须有丰富常识”,“馆员尤须

有耐苦之心”,“研究图书馆学之基本智识”.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刘国钧先生又论述了图书馆

工作者应具备的基本功:“应当具有乐于服务的精神

和善于服务的技能”,“要有精确细致处理事务的能

力”,“应具有能够运用祖国语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总结工作的能力”.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工作者应具

有以下基本知识:“图书馆学的基本知识”“本国历史

的基本知识”“本国文学史的基本知识”“使用基本工

具书,参考书的基本知识”.对于从事图书馆学科学

研究的人来说,“在上述基本功之外,还要加上:(一)
一门至两门外国语;(二)现代科学技术概论;(三)世
界历史和地理的基本知识;(四)目录学和一门专门

科学知识.”[１５]

上述思想对于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影响极为深

远,纵观北京大学数十年图书馆学教育的培养方向、
课程设置以及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新兴的图书馆学专

业办学模式,可以说都是上述思想的具体体现,所培

养的大批本科、专科学生及各类培训班学员,成为我

国图书馆的骨干力量,极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

７　刘国钧先生的学术风范影响深远

刘国钧先生著述甚丰,影响着几代图书馆学人

的发展和进步,其踏实的文风与丰富的内容给予我

们无尽的知识与思考,引领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投

身于图书馆学这门学科.回顾与总结刘国钧先生生

平和学术成就,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与图书馆学

研究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首先,从刘先生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深刻感受到

一个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学识及热情报效祖

国的拳拳赤子之心,无论是在战乱频仍、国无宁日的

２０世纪上半期,还是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的十年动

乱时期,他始终坚持图书馆学理论研究,并在图书馆

学诸多研究领域作出了重大贡献.刘先生的努力与

成就,已经并将激励更多的图书馆工作者热爱本职

工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贡献自己

的智慧和力量.
其次,刘国钧先生之所以能够高屋建瓴,多所建

树,是与他紧密跟踪、及时掌握世界图书馆事业及现

代化技术发展动向的做法密不可分的.吸收世界图

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实践的最新成果,并运用这些

先进的技术方法解决中国图书馆工作的具体问题,
这是刘先生以其毕生的实践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图

书馆学研究指明的唯一正确的发展道路.
第三,刘先生十分注重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培养,

他不仅著文指出图书馆工作者应具有的基本素养和

技能,而且将这些思想贯彻到图书馆学教育中去;不
仅为图书馆学正规教育作出了贡献,而且还积极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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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书馆界各种培训班的授课、辅导工作,特别是在

编目、分类工作的指导和人员培养方面用力甚巨,对
各地区、各系统图书馆工作走上正规化、科学化的发

展道路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刘国钧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学研究

及图书馆学教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及所留下的宝贵

的精神财富,将永存史册,光照后人.鉴于刘先生在

图书馆学方面的贡献,１９７９年他当选为中国图书馆

学会名誉理事,任中国图书馆学会编译委员会顾问

及«中图法»编委会顾问.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７日,刘国

钧先生逝世于北京.刘先生五十多年的教育与研

究,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界一代

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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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uKwohＧChuinisamilestoneinthefieldoflibraryscienceinModernChina．HeisapioＧ
neer,participantandeyewitnessoflibrarydevelopment,libraryscienceresearchandlibraryeducation．Liu
KwohＧChuinhasdistinguishedachievementsinalmosteveryaspectoflibraryscienceresearch,frompro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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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ngclassification,thetheoryandpracticeoflibrarycatalogue,translatingtheMARCsystemtoChina,

startingtheChinesebookhistorystudies,toadvocatingthescientificlibraryeducationthoughts．ThereＧ
viewandsummaryofLiuKwohＧChuinslifeandacademicachievementsareofgreatenlighteningsignifiＧ
cancetothelibrarydevelopmentandlibraryresearch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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