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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

□刘奕　肖希明

　　摘要　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对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相关史料,特别是历史档案

等原始资料进行深入挖掘,回顾和梳理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历程以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人在

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教材建设等方面进行的本土化探索与创新,分析其意义及

对当今图书馆学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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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２０年,武昌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１９２９年更

名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

“文华图专”)创建,中国正规的图书馆学教育由此开

端.在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重镇是

金陵大学(以下简称“金大”).１９２７年秋金大图书

馆学系创办,１９５０年夏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停办.
在２０余年的办学历程中,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培养了

大批图书馆学专业人才,其中包括卢震京、钱存训、
袁涌进等驰名海内外的图书馆学专家,对中国近现

代图书馆事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与美国学者韦棣华带领沈祖荣、胡庆生等留美

学人创办文华图专一样,金大图书馆学教育也是在

美籍学者克乃文(William HarryClemons)的影响

和李小缘、刘国钧等留美学人的积极推动下兴办的,
因而金大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无疑具有浓厚的美国

图书馆学教育色彩.然而金大在办学过程中,在学

习、吸收国外图书馆学教育成果的同时,又根据中国

的国情,继承和创新中国学术文化传统,两者融合逐

步形成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教育理论、
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体系.

近年来,先后有叶继元和徐雁[１]、沈固朝和刘树

民[２]、曾果果[３－４]、任家乐[５]、郑锦怀和顾烨青[６－７]

等学者结合史料,从办学历程、本土化贡献、特色与

中美比较、课程与教学、成绩考察等方面对金大图书

馆学教育进行探讨.笔者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历史研

究法,对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历程进行梳理,探讨金大

图书馆学在教育模式、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与方法、
教材建设等方面的本土化探索.相较以往研究而

言,本研究加强了对金大历史档案等原始资料的使

用和新信息的补充,以期为中国图书馆学当代教育

与未来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２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历程

２．１　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与讲座

１９１３年３月克乃文来华,主持金大图书馆工

作,并率先引入西方先进图书馆学知识,面向全校文

科生开设图书馆学课程,还先后推荐洪有丰、李小

缘、刘国钧等赴美攻读图书馆学[８].１９２５年春起,
金大图书馆每学期面向全校新生讲授“图书馆之用

法”,使之“不啻为大学各课程之入门”[９](９).１９２６年

９月,李小缘在金大文理科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并与

刘国钧一同面向全校新生开办图书馆讲座[１０].

２．２　创办图书馆学系

１９２７年秋,李小缘、刘国钧等在金大推动创办

图书馆学系[９](１),该系设于文理科内,学制两年,李
小缘任主任兼教授.１９２８年２月起,蒋一前(原名

蒋家骧,时任金大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任助教[１１].

１９２９年１月,李小缘(时任金大图书馆馆长)、刘国

钧(时任金大文理科科长)、万国鼎(时任金大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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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业 图 书 研 究 部 主 任)任 教 授,蒋 一 前 仍 任

助教[９](２２).
据１９３１年底«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报道:“金

大图书馆学系,在今日图书馆界中,颇占相当地位,
在中国各大学中,除文华专科外,设立图书学系,可
称仅见当今中国图书馆界人材与学术,两形贫

乏之时,该校图书馆学系之贡献,实属重大”[１２].

２．３　改设图书馆学组

１９３０年春,金大将文理科分为文理二学院,图
书馆学系改为图书馆学组,附设在文学院教育学系

之下,曹祖彬(时任金大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陈长

伟(时任金大图书馆代理主任,即代理馆长)任讲

师[１３](９,１３).１９３１年秋,刘国钧任教授(时任金大图

书馆馆长),曹祖彬、陈长伟(时任金大图书馆流通部

兼总务主任)任讲师[１４].１９３５年秋,曹祖彬赴美留

学[１５],陈长伟、汪兆荣(时任金大图书馆西文编目主

任)、周克英(时任金大图书馆文书兼西文编目员)任
讲师[１６－１７].１９３７年秋,李小缘、曹祖彬(时任金大

图书馆阅览参考部主任)任教授,陈长伟、汪兆荣、周
克英(时任金大文学院院长室秘书兼图书馆文书)任
讲师[１８－１９].１９３９年起,吴良铸任讲师(时任金大图

书馆阅览部参考组主任)[２０－２１].

２．４　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

１９４０年秋,金大文学院增设图书馆学专修科,
学制两年,曹祖彬(时任金大图书馆副馆长)任主任

兼教授[２２](７),陈长伟(时任金大图书馆秘书兼期刊

部主任)任副教授[２１],曹祖杰(时任金大文学院院长

室秘书)任讲师,张忠祥(时任金大图书馆采访部主

任)任助教[２３].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学年,图书馆学组与图

书馆学专修科并存,并以图书馆学专修科为主.其

后,李英如(时任金大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２４]、孙
云畴(时任金大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等任讲师,周
克英、邓光禄(时任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馆长)、梁思

庄(时任燕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等先后受聘兼课,曹
祖彬、陈长伟任教至１９４６年初.１９４６年秋,陈长伟

任副教授[２５].１９４７年,李小缘任教授,蒋一前(时任

金大图书馆编纂部主任)任副教授[２６].１９４８年秋—

１９５０年夏,陈长伟(时任金大图书馆副馆长兼期刊

部主任)、蒋一前任副教授[２７]至该科停办.

１９４８年,李小缘在回溯金大图书馆学教育的发

展历程时总结道:“本校设图书馆学辅系,暨图书馆

学专修科,先后造育不少人才,服务于各大图书馆,

成绩优良,素为社会人士所赞许”[２８].

３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与创新

３．１　教育模式本土化

２０世纪初,受西学东渐影响,新图书馆运动兴

起并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内掀起学习欧美先进图书

馆理念、方法和技术的热潮,进而推动近代图书馆事

业蓬勃发展.１９２１年,刘国钧明确提出“近代图书

馆事业之专门化”,“图书馆既为社会所不可缺之制

度,则其能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固不容疑虑者也.欧

美各国多有图书馆养成所.美国之图书馆学校多有

以大学毕业为其入学资格者,则图书馆事业之为一

种专 门 职 业,而 必 有 待 于 专 门 训 练 也 明 矣”[２９].

１９２５年,李小缘指出图书馆人才缺乏,“欲办图书馆

的第一步,必须首先训练人材”[３０].而金大作为我

国最早“收回教育权”的教会大学,首任华人校长陈

裕光以“按国内之情形,与时代之精神,社会之需要,
切实培养人才”为宗旨,坚持民主办学,并在全校各

院系推行系列本土化教育改革,图书馆学也不例

外[３１].因此,为培养图书馆管理专业人才,金大图

书馆学正规教育应运而生.与同时期的文华图专一

样,二者均仿照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 (New
YorkStateLibrarySchool)制度办学,学制两年,并
招收大学二年级以上学生.１９４０年,金大图书馆学

专修科改为招收一年级新生,学制不变.

１９３２年,刘国钧对图书馆员应有的素养提出了

明确要求,感慨于“每见图书馆员或则缺乏智识之根

底,或又太专一门,而忽略普通学科之门径.其实馆

员为各种需要不同之社会而服务,便应努力求各方

面常识之充实”,他特别指出,馆员除了具备“研
究图书馆学之基本智识”,还“须有丰富常识”[３２].
因此,金大图书馆学附设于文科(文学院)之下,每学

期开课供学生辅修,同时学生还须修读主系课程,这
与金大图书馆学人培养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

才的办学理念有很大关系.从图书馆学课程的授课

对象来看,文理科时期全校学生均可辅修,文学院时

期本院学生可以辅修,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总体上具

有开放性和综合性,逐渐实现由普及性向专业化

转变.

１９３４年,蒋复璁(时任中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认
为,图书馆人才的培养是极其需要的,人才标准分为

两种:一是高等图书馆人才,需要有各门学术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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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并接受过图书馆的训练;二是民众图书馆人才,
不需要大学的知识,要能辅助大学图书馆的进行或

管理小规模的图书馆[３３].１９３６年,李小缘在«中国

图书馆事业十年来之进步»一文中指出,“今环境对

象之图书馆学识增进矣,故吾人自身之专门学识亦

非增 进 不 可.增 进 之 外,尤 需 适 应 我 国 之 环 境

焉”[３４].“图书馆为社会教育中坚,现在社会教育正

在积极推进之中,允宜培植此项人才以资应用”,鉴
于当时图书馆专门人才极其匮乏,为满足社会各方

对图书馆人才的迫切需求,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特
别注重专门技能之养成,以求合于大学中学及民众

图书馆之需要”[３５].
当时金大实行导师制,将各系学生(不分性别及

年龄)分为若干组,每组５－７名学生并设导师１人,
由各系专任教师担任导师[３６].如１９４２年春,金大

图书馆学专修科将学生分为两组,曹祖彬教授指导

学生张祯琳、陈玉兰、范家贤、华武驷、曹为卿、颜其

林等６人,陈长伟副教授指导学生曹慕樊、魏瑛、叶
传静、叶瑞基、于豪发等５人[２４].导师注重团体指

导(如谈话会),同时体察学生个性,利用课余时间加

强对学生的学业、思想及行为等方面的个别指导,重
视培养学生参加社会实践的能力[３７－３８].

由于图书馆学正规教育规模小、周期长,金大图

书馆学人还致力于提供在职培训、函授教育等形式

的图书馆学业余教育.

１９２３年７月１５日,洪有丰在东南大学首开图

书馆学暑期讲习班,为期一个月,学员８０余人,在孟

芳图书馆实习[３９],并于其后三年连续开班,成为我

国早期影响最广泛的职业教育.其中１９２５年７月

１５日,图书馆学组暑期学校开课,为期一个月[４０],有

６９人选修(１３人专选,５６人兼选),洪有丰、李小缘、
刘国钧、袁同礼、杜定友等登台授课[４１].１９４０年１１
月７日,“为改进中等学校图书管理,训练专门技术

人员起见”,中等学校图书管理员讲习班开课,为期

两个月,曹祖彬主持教务,刘国钧、李小缘、陈长伟、
戴安邦等受聘为讲师,李英如等担任实习指导,其后

继续开班[４２－４３].
据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金大校刊»报道,因“值此

抗战期间,社会一般人士,益感时间之紧张,函授教

育,更有应运之需”,为“便利中学生之升学,及养成

自修能力”,金大文学院开设图书馆学函授课程,并
“分高初两级,初级约当高中程度,高级为投考大学

之先修”[４４].
上述情况表明,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模式虽然袭

自欧美,但在办学过程中也在探索一些具有本土特

色的教育方式,主要体现为:一是强调“养成切合国

情之实用人才”[４５];二是实施主辅修制,培养复合型

人才;三是采用导师制,注重对学生的德育指导,并
着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四是细分人才培养层次,
在开展图书馆学正规教育的同时,大力兴办图书馆

学业余教育.这些实际上也是对图书馆学教育模式

本土化的探索.

３．２　课程设置本土化

１９２５年夏,图书馆学组暑期学校开设图书馆学

术辑 要、学 校 图 书 馆、儿 童 图 书 馆、分 类 法 等 课

程[４１];次年夏,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科开设学校图书

馆、图书分类法、检字法等课程[４６].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金大图书馆学系开设１５门

专业课程,包括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中国

重要书籍研究、目录学、分类法、编目法、杂志报纸政

府公文、索引与序列等８门必修课程,以及特种图书

馆、民众图书馆、书史学、印刷术、图书馆问题之研

究、图 书 选 择 之 原 理、图 书 馆 史 等 ７ 门 选 修 课

程[４７](６３－６７).其后图书馆学组增开图书流通法等必

修课程[１３](７３－７８)以及图书馆行政、高级参考工作等选

修课程[４８－４９].

１９４０年秋,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开设２４门专

业课程,包括图书馆学通论、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参
考书使用法、目录学、图书分类法(中文)、图书分类

法(西文)、图书编目法(中文)、图书编目法(西文)、
图书流通法、期刊管理及应用、官书处理法、民众图

书馆、中小学图书馆、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推广、图书

选购法(附商业目录学)、参考实习(上)、参考实习

(下)等１８门必修课程以及索引与序列、书史学、儿
童用书研究、档案管理法、博物院管理法、图书馆与

成人教育等６门选修课程[５０].次年春,官书处理

法、大学图书馆、图书馆推广、图书选购法等必修课

程以及图书馆与成人教育等选修课程一度停开[５１],
参考实习课一度改为高级参考工作及实习课[５２].

总的来看,金大图书馆学课程与当时图书馆核

心部门及其工作内容相对应,课程性质与课程排序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重要程度.１９２７年５月,李
小缘建设性地提出“(大学)学校应有用图书馆,用参

考书,目录学之专门课程,如能扩充成系尤佳”,并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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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今之图书馆,重在普利民众,流通致用,以普遍为

原则,以致用为目的,以提高生活为归宿”[５３].１９２８
年秋,万国鼎讲授“索引与序列”课程,是我国学校中

最早开展的索引教学[５４].１９３１年,刘国钧阐述了

“图书馆设立参考部的必要”和馆员“熟习各种参考

书的使用法”的重要性[５５].因此,虽然历年来金大

图书馆学课程和学分有所变动,但其核心课程如图

书馆学大纲(图书馆学通论)、参考书使用法、目录

学、分类法(中/西文)、编目法(中/西文)、索引与序

列、书史学、民众图书馆等课程基本稳定,体现了融

贯中西、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本土化特色.在课程修

读顺序上,将杂志报纸政府公文、高级参考工作及实

习课的先修课程设置为参考书使用法课[４７](６３－６７),[５２],
将图书馆学大纲课作为多门课程的先修课程[４８],也
融入了金大图书馆学人的本土化思想.

金大图书馆学所开设的目录学、分类法、编目

法、图书馆组织与管理等课程,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

校所开设的目录学、分类、编目、图书馆管理等课

程[５６]基本对应.不同的是,对于编目法、分类法等

课程,金大图书馆学系(组)融合中西文为一门课,图
书馆学专修科将中文课设置为西文课的先修课程,
课程内容的衔接反映了对中西方图书馆学知识的融

会贯通.可见金大图书馆学课程不仅引进西方图书

馆学知识,还贯彻了李小缘提出的“古为今用”思想,
重视中国传统目录学、校雠学并从中汲取营养,为当

下图书馆学教育与研究服务[５７].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注重课程的学术内涵,系统

教授图书馆学理论知识.为更好地满足近代图书馆

事业发展要求,与金大图书馆学系(组)相比,图书馆

学专修科加强了对图书馆专门技术的训练,这与当

时金大图书馆学人深受杜威的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密

切相关.如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在一年级(下)安排

了假期实习,要求四至六星期交报告一篇;在二年级

(上/下)开设了参考实习课(后改为高级参考工作及

实习课)[５０－５２].

２０世纪初,美国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开设的常

见课程包括分类、行政管理、少儿图书馆工作、公共

文件、主题标目、图书馆史、借阅系统、书业目录、装
订与修复、订购工作、印刷和出版、学校图书馆、书架

工作、索引、专门图书馆,以及图书馆建筑、社区联

系、验收与登录、说明与范例、盲人图书等课程[５８],
以图书馆经营管理为中心,职业化色彩浓厚.金大

图书馆学另开设了参考书使用法、图书流通法、图书

馆推广、民众图书馆、期刊管理及应用、官书处理法

等学术性与实用性兼备的课程,其中图书流通法、民
众图书馆、期刊管理及应用、官书处理法等本土化特

色课程的开设,在当时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中尚属

初次,颇为难得.

３．３　教学内容与方法本土化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根据本国的国情,在教学内

容和教学方法方面都进行了本土化探索.
金大图书馆学许多课程将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

和实践成果进行对比研究.如参考书使用法课“研
究中西文重要参考书籍之性质及其特色、问题”,目
录学课“研究中西目录学原理及其范围,说明目录种

类及实用目录之意义与编制法,辨别目录学与编目

法之同异”,分类法课“研究图书分类之性质与原理,
对于中西各家图书分类法为比较的研究,中文偏重

四部分类法及金大图书馆分类法,英文偏重杜威十

进法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编目法课“讲授中

西图书编目原理及其方法,对于各种条例作比较的

研究,尤注重现代中国图书编目法之实际问题”,杂
志报纸政府公文课“通论中西杂志报纸及政府公文

之保管、整理、使用,并讨论其历史性质及价值”,书
史学课“研究中西书籍演化之程序,及书籍对于文化

与图书馆之关系”,图书馆史课“研究中西藏书及图

书馆发达史,尤注意近代图书馆之发展及各地图书

馆之实况”等[１３](７３－７８).
注重中国传统图书馆学内容的讲授,是金大图

书馆学课程的一大特色.如中国重要书籍研究课

“研究重要中国书籍之内容,如«永乐大典»«四库全

书»«古今图书集成»、丛书、类书、志书、档案、敦煌遗

书等之考证”,索引与序列课“研究索引与序列之原

理及方法,包括各家汉字排列法之比较,书籍索引编

制法,杂志索引编制法,书目、辞典、百科全书、商名

录等之排列法,各科文件序列及保管法(或称公文归

档法),及其他同类之问题”,书史学课“凡与书籍有

关系之材料如纸、墨、笔等皆在研究之中”,印刷术课

“研究印刷技术之各方面”等[１３](７３－７８).
“学术本旨,在公开以求致用,培育人才,服务社

会”[２２](１６).图书馆学服务于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

求,是“致用之学”.金大图书馆学教育贯彻了该校

“养成切合国情之实用人才”[４５]和文理科“培养专门

人才,研究高深学术,适应社会需要”[４７](２)的宗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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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体现了文学院“注重学理之探讨,与实地之调

查”[５９]的教学特色.金大图书馆学许多课程都关注

本国图书馆具体工作,注重实践与理论应用.如图

书馆学大纲课“注重普通图书馆之内部组织及行政,
类别各种图书馆之性质及其管理方法”,参考书使用

法课旨在使学生“对各类普通参考书籍运用自如”,
目录学课旨在使学生“能运用原理而自行编制实用

目录”,特种图书馆课“讨论各种特殊图书馆之组织

与管理之特别问题,尤注重于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

馆及专门图书馆等”,民众图书馆课“讨论中国图书

馆与成人教育问题及图书馆之推广方法,并研究各

种实际设施”,索引与序列课“尤注意于本国情形及

其在读书、编书、治事上之应用”,图书选择之原理课

“讨论图书选择之原理及各种图书馆实际选书之问

题”,图书流通法课“讨论指导阅览者利用图书馆之

方法,并研究馆内外借出与索还书籍各种手续”,图
书馆行政课“研究图书馆内部之组织、馆员之资格与

训练、表格之编制与使用、经费之支配,并讨论建筑

设备等问题”,高级参考工作课“研究参考工作之理

论、参考部之组织、各种参考问题之实地练习,及参

考书目之编制”等[１３](７３－７８),[４８].这些课程的设置,虽
然在一定程度上效法了美国,但教学的内容却是非

常具有本土特色的.
在教学方法上,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十分重视课

程实习,“图书馆学,本系训练专业技术人员之学科,
除讲课外,并着重学生课外活动与实地习练”[６０].
如金大图书馆学系(组)经常组织学生参观市内各图

书馆,“以期增长学生使用图书馆之经验,明了他馆

之概况,庶将来服务图书馆界,可资借鉴”[６１],在陈

长伟的带领下,该系(组)学生前往金陵女子大学图

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
金大图书馆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等进行实地

考察学习,由馆内骨干接待并详细介绍各岗位职责,
帮助学生们深入了解图书馆核心工作.金大图书馆

学系(组)的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分类法、
编目法等课程均有课后习题,目录学、杂志报纸政府

公文、特种图书馆等课程均有参考、讨论及课外阅

读[４７](６３－６７).除了假期实习和参考实习课(后改为高

级参考工作及实习课),金大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图书

编目法(中/西文)、图书分类法(中/西文)、期刊管理

及应用、官书处理法、索引与序列等课程均为每周上

课、实习各２次[５０].

继１９３１年春、１９３４年秋金大图书馆学系(组)
学生两次自发成立图书馆学会[１２,６２]之后,１９４０年秋

金大图书馆学学生与图书馆全体职员联合成立图书

馆学会,并每隔一两周举行一次座谈会[６３].与会者

根据学理或实际经验[６３],各抒己见,“冀收集思想广

益之效”[６４].如陈长伟“根据服务于图书馆多年之

宏富经验”,指出国内各图书馆虽有若干小册却未认

识小册的价值[６５];曹祖彬认为,虽然“各国图书馆采

用开架式者甚多”,但国内图书馆并不适合实行开架

式阅览[６６]等.
如果说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在学制、课程设置方

面还较多仿效了美国的话,那么在教学内容和方法

上,本土化的特色就十分鲜明了.结合中国典籍的

特点,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讲授中国图书文献的搜

集、组织、整理、保存和利用,并将中华文化的要义融

入其中,成为金大图书馆学教育突出的特色.

３．４　教材建设本土化

金大图书馆学人除了选用美国或国内学者的著

作作为课程教材,也进行了自编教材或讲义等本土

化探索.

１９２３年夏,图书馆学讲习科开班,洪有丰自编

讲义.１９２６年,洪有丰编写的教材«图书馆之组织

与管理»出版,成为首部由我国图书馆学者撰写的真

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概论性专著,“举凡图书馆组织

与管理上必要之方法已包罗无遗,而于中文书籍之

处理,若分类、装订等等问题,尤能参酌新旧意见,不
为极端主张,凡所论列,多可见之实行”[６７].１９６３年

刘国钧评价该书“不是西方图书馆学的翻版,而是从

我国图书馆实际出发,结合现代图书馆要求而写出

的一部方法指导书,在今天还具有一定的参考意

义”[３９].

１９２７年７月,李小缘编印«目录学大纲»[６８],同
年９月编印«图书馆学讲义初稿(附图书馆学书

目)».同时他撰写的教材«图书馆学»成书并陆续出

版,该书是中西结合的成果,不仅将中美两国图书馆

事业、图书分类法等进行比较研究,还采用我国传统

理论与方法研究图书选择和鉴别等[６９].此外,李小

缘还自编«图书馆学大纲»«参考书使用法»«分类法»
«编目法»«流通法»«书史学»«图书选择原理»等作为

教材使用[７０].１９２８年秋,万国鼎自编“索引与序列”
课程讲义[５４].

１９４０年１１月,陈长伟根据图书馆流通部多年

５１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及其启示/刘奕,肖希明

ExplorationonIndigenization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sityofNankingandItsEnlightenment/LiuYi,XiaoXiming　　　　



2021

年
第4

期

工作经验,参考各国专门著述,编写的教材«图书流

通法»出版.该书理论与实践并重,“不但在方法堪

称适用完善,即对于图书流通人才之训练,亦有详尽

之指导”[７１],后修订再版,内容更加翔实[７２].
虽然金大图书馆学部分课程采用美国图书馆

(学)教育机构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但从课程的教学

内容来看,仍具有中西合璧的鲜明特色.金大图书

馆学人自编的教材或讲义充分结合中西方图书馆学

理论与实践,“适于时代,合于实际”[７３],以通俗的语

言系统地进行理论阐发和实践指导,既是图书馆学

人本土化思想的结晶,也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

馆学教育体系的构建.
值得一提的是,１９２７年李小缘提出,“大学课程

不必皆用课本,即用课本,课本之外,必有读物,或名

‘指定参考’为教授所指定”[７４].１９４１年«金大文学

院行政计划»亦有“其选用课本或编制讲义者,亦兼

用参考书,以事补充.学生且可博览诸家之长,免执

偏隘之见”[７３].

４　意义与启示

４．１　意义

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本土化探索和创新,经过了

从无到有、由小及大、从偏到全、由浅入深的发展历

程,其中包含了许多先贤匠师、治学精英不破不立、
孜孜以求的不懈努力,为当时孱弱的社会时代和薄

弱的图书馆学带来了生机.金大图书馆学教育本土

化探索对中国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事业的蓬勃发展起

到了促进作用,对当时崇尚科学、严谨治学的教育体

系作了补充和完善,同时也对当时和之后图书馆学

不落窠臼、创新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４．２　启示

早期金大图书馆学人仿照美国图书馆学校(院)
的办学模式开办图书馆学教育,但任何文化都必须

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茁壮成长.金大图书馆

学教育的本土化探索无疑给我们留下许多有益的

启示.

１９２５年６月,梁启超发表演说时表示,“我们很

信中国将来的图书馆事业,也要和美国走同一的路

径”,并提出:一是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将外国

图书馆学和中国传统目录学(或称校雠学)融合并加

以改造;二是要养成图书馆管理人才,而后推广图书

馆事业[７５].梁启超较早地系统阐释了我国早期图

书馆学本土化思想,指明我国图书馆学研究和教育

的发展方向.据此,刘国钧拟写了«图书馆学季刊»
的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

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

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７６].１９２６年６
月,刘国钧阐述了我国图书馆学要“取法美国”的缘

由,同时也指出“图书馆学始则规模东瀛,继则进而

取法于日本所追逐之美国.今则本新图书馆之原

理,以解决中国特有问题之趋势已皎然可见”[７７].
同年８月,李小缘在苏州发表演讲,指出“图书馆成

为专门的事业,必定有专门职业教育”,“美国图书馆

学校已有十几所,养成公共图书馆人材.今年哥伦

比亚大学、米西根大学专设图书馆学专门科,为养成

高等专门图书馆人材”,国内武昌文华大学的图书馆

专门学校虽然成绩斐然,可惜由西人教会所办,“要
想中国公共图书馆发达,必需先培植人材,从国立学

校机关添设图书馆学专门科不可”[７８].
当时美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执世界之

牛耳,因而学习和借鉴美国图书馆学先进经验实属

必要.金大图书馆学人创造性地吸收美国图书馆学

先进理论和实践成果,同时将其与中国传统图书馆

学融合,重构了中西合璧的图书馆学,使之符合我国

国情和图书馆事业需求.金大图书馆学人在图书馆

学教育本土化探索过程中,既未全盘照搬、食洋不

化,也未崇古忽今、厚今薄古,而是中西结合、古今并

重,使“学贯古今,术通中西”[７９]成为我国图书馆学

教育本土化探索的价值追求和鲜明特色,也给当今

图书馆学教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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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roughdiggingintorelevanthistoricalmaterials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Ｇ
sityofNanking,especiallyoriginalmaterialssuchasthehistoricalarchives,thispaperusesthemethodsof
literaturestudyandhistoricalstudy,toreview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andexploretheindiＧ
genizationandinnovationofthe UniversityofNankinginaspectsofeducation models,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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