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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秉文对现代大学图书馆事业的贡献与启示

□丁冬∗　张长秀

　　摘要　郭秉文是中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之一,与图书馆有着不解之缘.他提出“四个平衡”
的办学思想,并身体力行,筹资建馆、延揽人才、倡导和促进图书馆服务社会、国际交流,为东南大

学图书馆建设和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给创建双一流大学背景下的图

书馆建设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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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近现代每一所大学的成长都与大学校长的

名字紧密相连,如蔡元培之于北京大学,梅贻琦之于

清华大学,郭秉文之于东南大学[１].郭秉文是

民国时期与大学图书馆事业交集最多的大学校长之

一.作为大学校长,郭秉文对近现代大学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回顾郭秉文的办学思想和办

学实践对图书馆发展的影响,以及他的图书馆情结,
对研究大学与图书馆的关系、大学如何建设图书馆

以及图书馆人精神有重要启示.

１　郭秉文与东南大学

郭秉文(１８８０－１９６９),字鸿声,江苏江浦人,是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之一.郭秉文１８９６年毕

业于上海清心书院;１９０８年,受庚子赔款资助赴美

留学;１９１１年,取得俄亥俄州乌斯特学院理学学士

学位;１９１２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硕

士学位;１９１４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教育学

博士学位;１９１５年,被江谦校长聘为南京高等师范

学校教务主任兼图书、仪器部主任.１９１８年３月,
江谦因病休养,郭秉文代理校长.１９１９年９月１
日,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这一时期,高等

教育开始倾向学习美国,郭秉文认为办好高师,必须

要有优秀师资,而获得优秀师资,必须“寓师范于大

学”,大学学科的齐备与互补有利于优秀师资的培

养.为实现其“寓师范于大学”的理想,１９２０年４月

７日,郭秉文提出建立东南大学的建议,得到张骞、
蔡元培等人的支持和响应,随即组织“筹议请改本校

为东南大学委员会”.１９２１年６月,国立东南大学正

式成立.郭秉文在其办学思想的指导下,不遗余力,
筹资引才,大展宏图,使国立东南大学迅即走向它的

第一个鼎盛时期.
自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到１９２５年１月被免去校

长职,郭秉文在短短的３年半时间里,率先引进美国

大学模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基础上,建成了与

当时北京大学齐名的国立东南大学,创造了近现代

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时有“北大以文史哲著

称,东大以科学名世”[２]之赞誉.其间筹资建成藏书

数万册、可与清华大学图书馆媲美的东南大学图书

馆,创造了中国现代大学图书馆建设史上的一个奇

迹.郭秉文关注、推动并影响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为中国大学图书馆的建设与发展留下了可资借

鉴的思想和实践,对双一流大学建设和一流大学图

书馆建设,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和实践意义.

２　郭秉文的平衡办学思想和图书馆情结

郭秉文晚年总结自己在东南大学的办学方针时

说:“«大学»里‘平天下’的‘平’字,乃是治学治事最

好的座右铭.就大学教育而言,应该力求:(一)通才

与专才的平衡;(二)人文与科学的平衡;(三)师资与

设备的平衡;(四)国内与国际的平衡”[３].郭秉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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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提出四个平衡的办学主张,而且知行合一,身体力

行,抓住办学经费筹措和卓越人才引进两大核心问

题,大力推进四个平衡的办学实践.凭借他的决策

力、活动力、执行力、影响力,短时间内让国立东南大

学迅即崛起,并建成了民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大学图

书馆之一.
郭秉文作为大学校长,与图书馆有难以割舍的

情感.１９１５年９月,他应江谦校长之聘,任南京高

等师范学校教务长,其时学校将图书、仪器合为一

部,由教务长兼任主任.当时图书室只有五间房.
国立东南大学创立后,设文理、教育、农、工、商５科

２７系,教职员工２００余人,学生１６００多人,图书室

虽已发展到１０间房,但还不能满足需要,兴建新馆

成当务之急.郭秉文认为,“大学教育当然以师资为

第一,但物质条件亦不容忽视”,办学须师资与设备

平衡.１９２１年６月,郭秉文聘任学成回国的洪范五

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图书馆学术集要课程教授兼图书

部主任.当时洪范五提议建设新馆,郭秉文慨然应

允.他聘请杭州之江大学的建筑师韦尔逊任校舍建

设股长,拟订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校园建设规划,并亲

自说服新任江苏督军齐燮元,募资建馆.新馆落成,
他亲书«孟芳图书馆记».１９２５年政局突变,又因筹

资建馆一事,惹上“易长风波”,离开东南大学.１９２６
年１０月,郭秉文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教育改进社代

表,出席在美国大西洋城(AtlanticCity)召开的美国

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ALA)
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并应邀作了题为“中国图书馆之

历史及其在文化上之地位”(TheEvolutionofthe
Chinese Library and Its Relation to Chinese
Culture)的演讲,作为曾经的大学校长,在国外作中

国图书馆发展史演讲,在民国时期是第一人.仅从

郭秉文与图书馆的关系看,可谓来也图书馆(到南京

高等师范学校即兼任图书、仪器部主任),兴也图书

馆(建成民国时期一流大学图书馆),去也图书馆(因
结纳军阀齐燮元筹资建馆,并以其父之名命名图书

馆,由是成为引发“易长风波”的导火索),去职后参

加国际交流仍不忘图书馆事业.

３　郭秉文对东南大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贡献

３．１　亲力亲为,心系图书馆

国立东南大学成立伊始,适逢中国高等教育学

校升格与大学新建兴盛之时.“十一年高等教育上

兴革之最足注意者,有两端焉:曰,专门学校之升格;
曰,新建大学之增多.”“至新建大学,筹备已将就绪

者,有云南之东陆大学,其预科将于十二年三月始

业.其次,杭州大学董事会亦已组织成立.安徽大

学、四川大学均在计划中.至河南之中州大学,有以

赵氏私产拨充基金之说,政潮不定,恐无可恃也”[４].
此外,１９１９年还有人发起成立西南大学等.但与此

同时,由于政局不稳、国库枯竭,酝酿建立东南大学

时,曾有财政部批文,因是年国家预算已超支甚巨,
碍难照准的插曲.且时有诸多大学新建,图书馆建

设的资金只有靠筹资募集.郭秉文作为校长,毅然

选择了迎难而上,致力于筹措资金和广揽人才.郭

秉文认为,“盖孟禄视吾国之教育经费,绝非财力问

题,乃办法与组织问题而已”,“常人往往自居悲观,
谈及教育,不委诸经费困难,即托之人才缺乏,以为

其事业停滞不进之原因.此曰无法改善,彼亦曰无

法改善,而教育事业即隳于因循潦倒之中.此须是

今后教育界之勇往奋发如何,不能再以人才经济为

推诿矣”[５].筹资建馆得到了董事会大力支持.校

董会拟具«东南大学图书馆募捐启»和«募捐章程»,
说明有愿独资捐建者,可以其名号命名图书馆.张

骞领衔发出募集呼吁:“古代大学一图书馆也,礼在

瞽宗,书在上庠,学礼则执礼者诏之,读书则典书者

诏之.”而国立东南大学之设,“筚路蓝缕,万事草创,
而建馆购书,为万事中尤急之一”.“是故上稽古制,
远揽异国,近式邦人之先型,内觇本校之急务,莫切

于图书馆.而创建图书馆,舍同人力求将伯捐资倡

导,其道无由”[６].呼吁兴建图书馆的重要性和急迫

性,由古至今,从我国到异国,侃侃道来,其词之雅,
理之真,情之切,志之坚,颇有鼓动力和感召力.

郭秉文不辞辛劳,多方奔走,筹资募款.最终说

服江苏督军齐燮元,募得建图书馆资金.１９２２年１
月４日,举行建馆立础仪式,１９２３年春,孟芳图书馆

落成,为典型的爱奥尼亚式建筑,耗资１６万银元.
其中,齐燮元捐资１５万银元,另为他劝捐的１万银

元,其父字孟芳,故命名“孟芳图书馆”.张骞题写馆

名.郭秉文书«孟芳图书馆记»石碑立于门廊左侧.
记中除记述齐燮元捐资建馆及馆舍建设情况外,论
及图书馆的文字有:“古代大学多藏书,所谓礼在瞽

宗,书在上庠,即学校之图书馆也.近世学术昌明,
书籍愈繁,则搜集庋藏之事,愈益重要.东南大学由

南京高等师范改建,实溯源于两江师范.两江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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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有藏书,经辛亥癸丑兵燹,荡为劫灰.民国四年高

等师范成立,费绌用宏,分年添置.插架渐富.惟学

科日广,需要愈殷,教特书籍供不应求,即藏书之室,
亦无扩充之余地,于是有建筑图书馆计划”.“此馆

成立不特本校学子,得所诵习,即地方人士亦有以为

参肄考订之资.”«孟芳图书馆记»共三百七十四字,
浓缩了郭秉文校长对图书馆重要性的认识,建馆计

划反映出郭秉文“师资与设备平衡”的办学思想,同
时也确立了新馆办馆理念,不仅服务学子,也面向社

会人士.郭秉文是最早主张大学图书馆面向社会的

大学校长.当年４月开馆,郭秉文致辞.时任中央

图书馆馆长的蒋复璁评价说:“馆厦新建,擘画精详,
设备完善,为继清华学校图书馆之后之第二新式图

书馆”[７].被称为中国２０年代图书馆建筑代表作之

一.郭秉文从规划馆舍、募集资金、书写馆记、开馆

致辞,自始至终,亲力亲为,高起点,大手笔,可见作

为大学校长,他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程度.孟芳图

书馆至今仍是校园一景,它的建成给中国大学图书

馆建设绘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留下了郭秉文师

资与设备平衡办学思想的历史印记.
郭秉文一向重视图书馆的发展和建设,自兼任

仪器、图书部主任到离任校长的１０年间,图书馆实

现了跨越式发展.１９１５年,学校有图书室５间房,

１９１８年发展到１０间房,馆员３人,馆藏图书中文

８６０余本、西文７３０余本、中外杂志１００余本[８],图书

校产６２００元[９].１９２３年,孟芳图书馆建成,馆员８
人,馆藏图书中文２７０２５本、东文１９６本、中文杂志

２２种、农业专刊９１１６册、西文４９１２本、中文译本

２４１２本、西文杂志９５种[１０],图书校产２５７８０元[１１],
并成立了由４人组成的图书委员会[１２],设立图书

部,下设借书、杂志、典藏、编目、参考、购书、装订７
个股.１９２５年,馆藏图书中文３６０００本,西文１２０００
册[１３].不仅新建馆舍,而且图书数量快速增长,在
他国内与国际平衡办学思想的影响下,馆藏增加偏

重于专科西文书籍,中文书刊和西文书刊趋于均衡.

３．２　延揽人才,重视图书馆

郭秉文深知人才对大学的重要性,他把延揽人

才作为校长的首要职责.在深入了解的基础上优中

选优,是东南大学短时间内汇集一批学界精英的引

才之道.他延聘名师的主要方式是亲自在国内外考

察调研,农学教授邹秉文就是出差旅途中巧遇继而

聘任的.郭秉文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期间,对

图书馆人才就十分重视.１９１９年,图书部独立建

制,化学教授张准(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主

任,此后英文教授张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接
任.１９２１年,洪范五学成回国,即被郭秉文聘为图

书部主任,１９２４年任孟芳图书馆馆长.

１９２１年３月１６日制定的«国立东南大学大纲»
第二十三条至第二十五条规定:“各部设主任一人,
由校长延聘之”,“各部职员由校长延聘之”,“各部于

必要时得设事务员若干人,由校长函聘之”[１４].东

南大学的人事权由校长掌握,如何进行人才布局,以
求平衡发展,都在校长的权衡考量之中.图书馆的

人事安排,亦渗透着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
郭秉文不仅广揽教学人才,也十分重视图书馆人才

队伍的建设,从国立东南大学图书部人事布局上就

可见一斑(具体如表１所示).
表１　１９２３年１月国立东南大学图书管理、教育人员一览表[１５]

姓名 毕业学校及专业 任职

洪范五 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专门学校 教育科教授、图书部主任

朱家治 金陵大学文科 图书部助理

顾天枢 民国大学速成师范科 图书部助理

吴梅 金陵女子大学 图书部助理

施廷庸 南洋方言学堂 图书部事务员

孟傅甲 金陵大学肄业 图书部事务员

林志瀛 江苏政法专门学校政治经济本科 图书管理员

曾膺聊 美国理工大学矿师 地质及图书教员

周景鉴 浙江高等师范图画手工专业 图书教员兼中学教科

从图书管理、教育人员名册看,有几个特点:

①图书管理、教育人员学历普遍较高.可见校长对

图书馆工作的重视和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图书馆

没有成为学校难以安排人员或其他岗位不受欢迎人

员的派遣地,而是较高学历人才的聚集地.②所学

专业各有不同.郭秉文“通才与专才平衡”的办学思

想,虽指人才培养两种不同目标,但也有意无意地体

现在校长延聘人才时的人事布局上.郭秉文认为:
“一个综合大学的好处,在于通才与专才互相调剂,
使通才不致流于空疏,专才不致流于狭隘”[１６].正

是这种多学科人才的汇集,才使得图书管理与教育

人才队伍显得厚重而博学.③人才队伍文理交叉.
曾任图书部主任的化学教授张准,以及学地质和图

画专业的图书教员,总能让人体悟到人文与科学平

衡的意味.④图书馆员队伍人才齐整,每人都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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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当一面的能力,为日后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打下

了人力资源基础.到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全馆已有职员

２１人.从这支民国初期的图书馆人才队伍,可见校

长用人之格局,对图书馆发展之希冀.由是东南大

学图书馆馆藏日益丰富,公开任人参阅.是谓“罗列

群书,供众研究,以辅教育之不逮”[１７].

３．３　服务社会,开培训先河

郭秉文强调大学教育要注重实用,服务社会.
他多次强调大学服务社会的必要性,认为:“教育必

裨实用,他国所风行而收功之实际教育,当加意提倡

之”[１８].“我国教育上之政策,亦应注意是否适合于

世界趋势,是否适应国家社会需要,如其未敢自信,
则于教育上之改革,宜应极力研究”[１９].虽然没有

明确论及大学服务社会的重要职能,但其服务社会

的观念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认同.正是在这种办学

理念指导下,１９２０年,郭秉文在全国率先开办了暑

期学校,他不仅亲自授课,而且还请来北京大学的胡

适、陈衡哲和南开大学的梅光迪,学生达到２０００人,
开大学服务社会风气之先.此后,每年开办暑期学

校,美国的杜威、孟禄、推士,德国的杜里舒等都受邀

来讲学.他还充分利用大学的资源,办商业夜校、补
习学校.１９２２年７月,洪范五在中华教育改进社第

一次年会上提出“中学及师范应添设教学用图书方

法课程”的议案,获得通过.为更好地普及图书馆学

知识,培养专业人才,新馆落成不久,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５
日,洪范五就在东南大学开办为期一个月的图书馆

学暑期讲习班,自编讲义并担任主讲,每日授课两小

时,并在孟芳图书馆实习,入学者逾八十人”[２０].到

１９２８年共开办４期图书馆学、目录学暑期讲习班,
洪范五与袁同礼、杜定友等讲授图书馆分类法等课

程,为社会培养图书馆人才.这正是对郭秉文大学

应以社会需要为宗旨思想的响应与践行,也推动了

一向封闭的图书馆开始向社会敞开门户,显示了其

服务社会的功能.

３．４　倡导国际交流,互换馆藏信息

郭秉文认为:“在英、法、美、意诸国,咸注意以教

育辅助外交,如交换教员、派员考察教育等”,“此种

办法,似较之派遣公使,效力多矣”[２１].他主张大学

应在促进国际交流和友谊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如

相互交换教授、学生、教育代表团和考察团等.图书

馆“应该将相互交换大学的出版物作为相互交换教

授讲师、相互交换教育代表团的补充.”“世界多数国

家著名大学在图书馆里都有大量出版物,如论文、目
录、报告、期刊和书籍的副本.它们不仅含有大学工

作的信息,还有艺术、历史、文学和科学发展的大量

信息.如果能做出安排,系统地交换这类出版物,不
同国家的学生和教授就能够熟悉世界各个知识中心

所发生的事情,给予他们一个了解和关注的群体,为
促进未来世界和平奠定基础”[２２].

１９２６年 １０ 月 ４ 日至 ９ 日,美国图书馆协会

(ALA)五 十 周 年 纪 念 大 会 在 美 国 大 西 洋 城

(AtlanticCity)召开,郭秉文以中国教育改进社代表

身份与会,并应邀作题为“中国图书馆之历史及其在

文化上之地位”演讲.他介绍了中国图书文化的历

史发展和当时国内图书馆和图书馆协会的状况.他

认为影响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现

代教育的迅速普及.大众化的教育运动使得教育在

群众中的传播成为可能.受过教育的人数的大幅增

加和对新知识的渴望,有了建设更多更好图书馆的

新需求.另一个重要影响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思想运

动.白话文的兴起创造了新文学;对中国文学、艺术

和哲学的批判研究的存在,产生了包含现代解释和

评论的新文学;西方文化的引入,鼓励编写新书、翻
译西方作家作品以及其他公众阅读需求巨大的作

品.第三个因素是出版社的成就.到１９２５年８月,
商务印书馆已经出版了１４５２３本中文、英文和其他

语言的书籍,并出版了２０多种不同类型的杂志[２３].
郭秉文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有深入的研究和专

业性的敏锐见解,也可说从他兼任仪器、图书部主任

的那一刻起,就是敬业、用心、博学的图书馆人.自

５间房的图书室始,到募资建馆、延揽人才、服务社

会、国际交流,是他一以贯之的图书馆情怀和推动社

会文明进步的图书馆精神的自然展现,也反映出他

从大学建设层面,以一个校长的眼光对大学图书馆

事业价值的理性审视.

４　郭秉文办学思想和图书馆实践的启示

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建的历史上,图书馆的建设

只是一个局部,但却是国立东南大学能在短时间内

声名鹊起的一个缩影.也是郭秉文办学思想和办学

实践的真实写照,今天看来,依然能给创建双一流大

学背景下的大学图书馆建设一些有益的启示.

４．１　平衡的办学思想

大学是一个有机体,各方面协调发展,才能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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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内生力.郭秉文“四个平衡”的办学思想,不仅

对创建双一流大学有积极启示,对创建双一流大学

过程中图书馆建设亦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首

先,平衡是科学发展的根本要求.事物发展总是从

不平衡到平衡,从平衡到再平衡,不断递进的规律运

动.平衡是矛盾运动的动态稳定,也是事物发展的

基本法则和客观要求[２４].平衡即事物相辅相成,相
得益彰.一流大学需要有一流大师、一流图书馆,图
书馆的发展要追求馆藏与师资平衡、信息资源服务

与科研平衡,教育职能实现与人才培养平衡,唯如

此,才能科学发展,充分体现图书馆的价值和影响

力.其次,平衡是图书馆发展定位的坐标系.图书

馆对学科发展的支撑、对人才培养的支持,都要秉持

平衡理念.寻求平衡无疑是图书馆发展定位必须考

虑的重要因素.图书馆的发展就是一个发挥优势、
补齐短板、寻找再平衡的过程,不断调试与大学创建

双一流目标的匹配程度,在服务和促进双一流大学

建设过程中不断创新,形成自身特色,在推动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同时,促进大学的发展.再次,图书馆自

身的发展、信息服务的创新、人才队伍的建设等,也
应遵循平衡理念,在寻求矛盾运动的动态稳定中,形
成和谐的内部机制.

４．２　人才第一位思想

郭秉文认为“办学之道首在广延名师”.图书馆

的发展,人才也是第一位的.首先,敬业专业的图书

馆人才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郭秉文

兼任图书部主任,到其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
国立东南大学校长,始终关注和致力于大学图书馆

的建设和发展,这期间东南大学图书馆不仅在学校

层面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力的支持,且有具备较高

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的图书馆馆长的积极推进,才
出现了一个现代大学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的时期.
同时,图书馆人才引进和培养,关系未来的发展.没

有国立东南大学建校初期图书馆人才的引进和布

局,不仅不能迅即支撑起孟芳图书馆的正常运转,也
不能为图书馆事业快速发展打下人才队伍基础.如

孟芳图书馆西文书籍杂志的迅速增加,依靠的是具

有专业素养和文化水平的馆员队伍.双一流大学建

设也需要有一支与学科建设相匹配的、专业结构和

学历结构合理的学科馆员队伍.图书馆的人事安排

和用人理念,蕴含着领导者对图书馆发展的希望.
其次,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图书馆服务呈现

出数字化、多元化、专业化、个性化、精准化、泛在化

和高效化的发展趋势,要支撑一流大学建设,要有与

信息技术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的专业化人才队伍.
再次,图书馆事业需要有专才与通才平衡的馆员队

伍,更好地服务社会,开展阅读推广活动,促进国际

交流等.

４．３　抓住机遇,创造机会

双一流大学建设,对大学和大学图书馆都是一

次历史性机遇.郭秉文在当时政府财政枯竭的环境

下,没有“等靠要”,而是发现机会、创造条件、迎难而

上.同样,双一流大学的建设,给大学带来了发展的

新导向,也给图书馆支撑高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
服务社会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图书馆应

主动融入双一流大学建设,寻找并创造新的发展机

会,在推进图书馆事业的同时,为双一流大学建设作

出自己的贡献.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国立东南大

学,从５间房的图书室到孟芳图书馆的跨越式发展,
也许难以复制,但只要有追求卓越与创新的理念,有
机遇意识,有殚精竭虑、千方百计、有所作为和迎难

而上的精神,就能把握机遇,开拓创新,提升图书馆

在大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并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４．４　开放的办馆理念

郭秉文提出图书馆面向社会的想法,既受实用

主义思想影响,也基于对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

的认识,同时也蕴含最初募资建馆来之于社会服务

社会的回馈意识.教育部２０１５年印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图书馆规程»规定:“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教育

职能和信息服务职能.图书馆应充分发挥在学校人

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中的作

用.”大学的建设和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须为

国家和地方经济、文化发展和社会文明服务.发达

国家大学图书馆社会开放程度较高,对入馆者要求

和限制较少.开放是双向的,包括向社会开放,主动

用馆藏特色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服务社会.同时,
大学的建设和大学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也需要得到

社会的广泛支持,这不仅是一个互动的良性循环,也
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大学图

书馆服务社会,包括信息资源对社会开放,阅读推广

活动的开展,参与社会文明建设,进行有关专业人员

的培训,帮助贫困地区文化建设等等.

４．５　国际交流与合作

图书馆的发展要与大学的发展相适应,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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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大学要有与之发展匹配的世界一流的图书馆.郭

秉文提出的图书馆国际交流,受到时代的局限,注重

文化交流和增进了解,促进世界和平.但其国内与

国际平衡的思想,对现代图书馆国际交流仍有指导

意义.国际交流是取得国内与国际平衡的重要途

径.双一流大学建设是在国际化语境下提出的,必
须加强国际化学习和交流,包括图书馆员国际交流,
馆藏交流,高校之间或国家间中外文信息共享平台

建设,国际文化交流,图书馆工作交流等等.交流是

取长补短,跟踪前沿,引领潮流,是建设一流图书馆

的必由之路.图书馆的国际交流,既有增进了解、促
进和平的任务,也有互相学习,促进国际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内涵.图书馆建设需要有一个更加开放的办

馆理念和实践.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相互学习与竞

争、推进图书馆资源共享、推动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

要途径.

４．６　职业精神

郭秉文紧紧把握住影响大学发展的最关键的经

费与人才问题,并成功破题,成为职业校长的典范.
郭秉文作为图书馆人,也留下了老一代图书馆人敬

业、专业、平和的图书馆精神.郭秉文明知政府财政

困难,没有经济来源,仍坚持要建图书馆,千方百计,
四处筹资,并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

任务.其不畏艰难困苦、矢志不渝的精神,为图书馆

人树立了敬业的榜样.专业是郭秉文治学做事的风

格,他任图书部主任时间不长,但他在筹资建馆时对

图书馆重要性却有着深刻的认识,在参加美国图书

馆协会(ALA)五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所作的演讲中,
谈起图书馆的渊源和发展,如数家珍;论及近代图书

馆的变迁,颇有见地,可见其作为曾经的图书馆人的

专业精神.平和是郭秉文做人的座右铭,“他自称:
生平为人为事,终是本于平和二字.平乃能和,和乃

能进”[２５].唯其平和,才有包容,唯有包容,才引来

精英云集、人才荟萃.唯有平和,才有多方相助和图

书馆面貌的迅即改观.东南大学学子回忆校长郭秉

文:“出则戴黑礼帽,乘旧马车,正襟危坐,志念深沉,
每值生徒,则高举其帽,微笑示意;见之者,则伫立答

礼候其去.斯诚君子之风,足以表率群伦者”[２６].
图书馆的服务,亦倡导平和,公平服务,平等对待,不
失君子之风,亦足表率群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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