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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

与成绩考察(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

□郑锦怀　顾烨青

　　摘要　通过挖掘和梳理金陵大学原始校史资料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藏亚洲基督教高等

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对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创办历程与成绩进行了重新

考证,基本厘清了其发展脉络,尤其在课程设置、师资教学、毕业生名录等方面较以往研究有了较

大突破.文章最后就史料利用略谈感触,并且提出了研究展望.
关键词　金陵大学　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学史

分类号　G２５０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１．０１６

　　金陵大学是现代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重镇之一.
关于金陵大学举办图书馆学教育的史实,已有不少学

者撰文介绍,不乏重要成果[１－５].不过,相较于近年

来对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另一重镇文华图书科(后
独立为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系统研究[６－８],金
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仍有很多空白点和细节需要

进一步挖掘与整理,尤其是建制隶属、课程设置及其

演变、师资阵容的变化、毕业生情况等关键内容.
目前所见,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可以分为

图书馆学系(后改称图书馆学组,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与
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４０—１９４６年)两个阶段.１９４０
年秋至１９４１年夏,二者同时存在,但以图书馆学专

修科为主.本文依据之前较少被图书馆界注意和利

用的金陵大学原始校史资料和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

图书馆(YaleDivinityLibrary)馆藏亚洲基督教高等

教育 联 合 董 事 会 (以 下 简 称 “亚 联 董 ”)档 案

(Archivesofthe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
EducationinAsia)等史料,对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金陵大

学图书馆学系(组)的相关史实重新进行考证梳理,
在补充完善已有研究成果的同时,对学界长期以来

形成的定论提出了质疑,以期抛砖引玉,求教方家.

至于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办学史实,留待另文介绍① .

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创办历程

１１　初创至抗战爆发前的教学建制、师资与课程设

置情况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创办跟李小缘与刘国钧

二人的推动与支持有着很大的关系.早在１９２６年

８月９日,李小缘在苏州平旦学社发表了题为«藏书

楼与公共图书馆»的演讲,其中提到:“图书馆成为专

门的事业,必定有专门职业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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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在其于“十六,三,一,于南

京”(１９２７年３月１日在南京撰毕定稿)的«全国图

书馆计划书»中,李小缘建议“国民政府应搜罗图书

馆专门人才,并先筹备充分款项,与稳固基金,设立

大规模国立中山图书馆,及其附设图书馆学校”[１０].
在其于“十六,五,十八”(１９２７年５月１８日)补写的

«‹中国图书馆计划书›后记»里,李小缘又提出:“关
于人才方面,无论委员、馆长、职员,皆应选有图书馆

学识者充之.国立图书馆学校之毕业生应尽先录用.
至于非图书馆学校卒业者,应一律以考试法任用[１１].”

∗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江苏图书馆学教育百年史研究”(编号:２０１８SJZDI１２５)的研究成果之一.

郑锦怀,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６４５０Ｇ５３９９,邮箱:hero８１５１＠１６３com.

① 详见郑锦怀,顾烨青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１９４０—１９４６)[J] 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９(５):１０６－１１２

５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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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李小缘此时已经意识到图

书馆学专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且已经有所筹划.

１９２７年３月,克乃文(William HarryClemons)
返美,刘国钧担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代理馆长[１２].不

久,“十六年秋于大学文理科添设图书馆学系”[１３].
有文献称:“１９２７年金陵大学文学院图书馆学系成

立,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任系主任.图书馆

学系建立开始,即聘请著名图书馆学家任教,由李小

缘、刘国钧、万国鼎任教授,蒋一前任助教.”[１４]此说

存谬,因为蒋一前(原名蒋家骧)实为金陵大学民国

十七年(１９２８届)文科毕业生[１５],不大可能在尚未毕

业之际便受聘担任正式教职.当前笔者所能找到的

介绍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学年情况的

原始文献极少,仅见１９２８年１０月１５日«金陵周刊»
第１８期有如下报道:“本学期图书馆学系,共设课程

四班,较往日增添三班之多.除李小缘先生原担任

之课程外,有刘科长(即时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刘

国钧———笔者注)之书史学与分类法,合五学分.万

国鼎先生之索引与序列,计二学分.”[１６]据此可知,

１９２７年秋季图书馆学系初创时,仅有李小缘开设的

１门课程(具体情况待查),至１９２８年秋季学期才增

至４门课程.不过,这一报道的精准性和完整性不

及正式的教学规程类文档,且与下文引用的正式文

档记载有所出入,需要进一步查证.
当前掌握的几份金陵大学文理科(文学院)年度

概况和金陵大学一览记载了师资、课程、学程纲要等

重要 信 息.这 些 官 方 文 档 较 为 可 靠 地 揭 示 了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至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学年间图书馆学系

(后改为图书馆学组,下文有述)在建制和课程设置

等方面的变化情况(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至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学年间载有图书馆学系(组)教学信息的文档一览

序号 文档名称 标题中的时间段 出版日期
正文中师资情况的

实际时间段

正文中课程情况的

实际时间段

１
金陵大学文理科概况(民

国十七年至十八年)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 １９２９年 未述及师资 暂不确定(正文无校历)

２

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

况(民 国 十 九 年 至 二 十

年)(第一卷第一号)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学年 １９３０年８月

１９３０年春

(据教职员履历表)
１９３０年９月至１９３１年６月(据正文

校历)

３

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

况(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

年)(第二号)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学年 １９３１年７月① 未标注时间

１９３１年９月至１９３２年６月(据正文

校历)

４ 私立金陵大学一览 无 １９３３年６月 未标注时间
１９３２年９月至１９３３年６月;１９３３年

９月至１９３４年６月(据正文校历)

５

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

况(民国二十三年至二十

四年)(第三号)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学年 １９３４年７月 １９３３年秋至１９３４年春

１９３４年９月至１９３５年６月(据正文

校历)

６

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

况(民国二十五年至二十

六年)(第四号)
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学年 １９３６年７月 １９３５年秋至１９３６年春

１９３６年９月至１９３７年６月(据正文

校历)

６１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郑锦怀,顾烨青

　　　　ACriticalSurveyof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sityofNanking(１９２７—１９４１)/ZhengJinhuai,GuYeqing

① 笔者手头掌握的«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一卷第一号)»并未标注出版时间,但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所
编«民国时期总书目(１９１１－１９４９)教育体育»称其为“１９３１年出版”(第４９７页);«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第
二号)»版权页则印有“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初版”“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再版”字样,即１９３０年８月初版、１９３１年７月再版.不过,前者肯定

早于后者出版.这样一来,后者版权页所印的初版与再版时间就颇显怪异.笔者以为,“中华民国十九年八月初版”其实是«私立金陵大学

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一卷第一号)»的出版时间,“中华民国二十年七月再版”才是«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年

至二十一年)(第二号)»的出版时间.这可以从１９２９年与１９３１年两种版本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得到佐证.这两种版本的编者分别是

李小缘与刘国钧,其内容也略有不同,却均列为“金陵大学图书馆丛刊”第四种.从这一点来看,这两种版本其实是被视为同一种出版物,

１９２９年初版、１９３１年再版.«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十九年至二十年)(第一卷第一号)»与«私立金陵大学文学院概况(民国二十年

至二十一年)(第二号)»的情况应当与此相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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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文档基本上是连续的,但有些文档标题所

注的时间段与文档正文涉及的师资任职时间段、课
程设置时间段并不完全匹配.结合文档自身标注的

出版日期和部分文档正文开头所列的校历时间段进

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序号１文档所载图书馆学课程[１７]远多于

«金陵周刊»第１８期所载,而序号２文档所涉课程可

以明确是从１９３０年９月起开设的.因此,笔者认为

序号１文档所载图书馆学课程至少对应１９２９年９
月起的秋季学期,并且极可能延续对应至１９３０年上

半年的春季学期,但是否１９２９年春季学期已部分采

纳或者１９２８年９月起就已完全执行(即«金陵周刊»
所载并不准确)则不敢妄断,只能存疑待考.

(２)序号５文档和序号６文档所载校历在时间

段上断了一个学年(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６月),二
者在出版时间上亦间隔了一年.但是,两种文档名

称自标的序号却又是连续的.因此,笔者认为序号

５文档所涉课程除了原有校历时间段,实际上又延

续执行了一个学年,故其对应的总时间段为１９３４年

９月至１９３６年６月.
如此,至少从１９２９年９月至１９３７年６月,图书

馆学系(组)每个学年的课程设置情况都有了一一对

应的记载.这是对以往研究的一大突破.在师资方

面,上述部分文档所涉的师资任职时间段属于文档

标题时间段的前一年度,所以笔者在下文分学年整

理时将作相应调整.部分没有记载的师资情况也将

依据其他史料尽可能地还原,只是无法像课程设置

那样将历年的师资情况一一精准地完全对应.
目前所见,１９２８年９月,刘国钧转任金陵大学

文理科科长[１８](一说是文理科代理科长[１９]),李小缘

则接任图书馆馆长一职[２０].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图书

馆学系已是金陵大学文理科下属的１５个学系中的

第１１个[２１],但“暂不列为主系学程”[２２],亦即该系为

辅系,所开课程仅供他系学生辅修.资料显示,１９２９
年１月,时图书馆学系共有教授三人(李小缘、刘国

钧、万国鼎)、助教一人(蒋一前).详见表２.

表２　１９２９年１月金陵大学文理科图书馆学系师资一览表[２３]

职务 姓名 备注

主任兼教授 李小缘 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

教授
刘国钧 时任金陵大学文理科科长

万国鼎 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农业图书研究部主任

助教 蒋一前 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主任

在１９２９年前后的课程体系中,已经安排了１５
门图书馆学课程,其中８门为必修课程(见表３).

表３　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学年至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学年金陵大学文理科图书馆学系课程一览表[２４]

课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性质 每周课时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教科书① 预修学程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大纲 ５

必修

秋季
５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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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分论选择、编目、分

类、典藏、装订、特藏、宣传、流通、目录用法等,及

其一切附属问题.有习题与实地参观.

Bostwick: The

American Public

Library,３rded．

图书馆学

一四一
参考书使用法 ３

必修

秋季
３小时

研究中西文重要参考书籍之性质及其特色、问

题,使学生对各类普通参考书能运用自如.逐

课皆有习题.

HutchinsandOthＧ

ers:Guidetothe

UseofLibraries,

３rded．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

一四三
中国重要书籍研究 ２

必修

秋季
３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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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

一四四
目录学 ３

必修

春季
３小时

研究中西目录学原理及其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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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在能运用原理而自行编制实用

目录.参考、讨论及课外阅读.

Van Hoesenand

Walter: Manual

ofBibliography

７１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郑锦怀,顾烨青

ACriticalSurveyof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sityofNanking(１９２７—１９４１)/ZhengJinhuai,GuYeqing　　　　

① 本列内容均据原书内容著录,以保持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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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性质 每周课时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教科书① 预修学程

图书馆学

一五一
分类法 ３

必修

秋季
３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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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wey十进

法与国会图书馆分类法.逐课皆有习题练习

Sayers:IntroducＧ

tion to Library

Classification,并

参用讲义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

一五二
编目法 ３

必修

春季
３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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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课皆有习题

Hitchler:CataloＧ

gingforSmallLiＧ

braries３rd ed,

并参用讲义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

一五四
杂志报纸政府公文 ２

必修

秋季
２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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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科书

外,有参考、讨论及课外阅读

戈公振:«中国报

学史»

图书馆学

一四一

图书馆学

一五五
特种图书馆 ２

选修

春季
２小时

讨论各种特殊图书馆之组织与管理上之特别

问题,尤注重于儿童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及专

门图书馆等.有参考、讨论及课外阅读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

一五七
民众图书馆 ２

选修

秋季
２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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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cleod:County

RuralLibraries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

一五八
索引与序列 ２

必修

秋季
２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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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件序列及保管法(或称公文归档

法),及其他同类之问题,尤注意于本国情形及

在读书、编书、治事上之应用

图书馆学

一四〇

图书馆学

一六〇
书史学 ２

三四年

级选修

秋季

２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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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书籍有关系之材料如纸、

墨、笔等皆在研究之中

图书馆学

一六一
印刷术 ２

选修

春季
２小时

研究印刷技术之各方面,并讨论印刷与图书馆

之宣传之关系

图书馆学

一六二
图书馆问题之研究 ２

选修

秋季
２小时 选择图书馆学上之特殊问题为进一步之讨论

图书馆学

一五一,一

五二,一四四

图书馆学

一六三
图书选择之原理 ２

选修

春季
２小时

讨论图书选择之原理及各种图书馆实际之问

题,如版本鉴别、书估舞弊、价目之区别、各书

铺内容与所出目录之研究

图书馆学

一六九
图书馆史 ２

选修

春季
３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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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２９年春(或说具体在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５]),李小

缘赴沈阳担任东北大学图书馆长,陈长伟任金陵大

学图书馆代理馆长[２６].１９２９年９月,刘国钧告假前

往北平,担任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主任兼阅览部

主任[２７].紧接着,１９３０年春季,金陵大学对文理科

进行改组,将其分成文学院与理学院,与农学院三足

鼎立[２８];图书馆学系则改为图书馆学组,附设于文

学院教育学系之下[２９],仍然“暂不列为主系”[３０].此

时,李小缘已经返回金陵大学担任中国文化研究专

任研究员[３１].图书馆学组仅剩下曹祖彬(时任金陵

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与陈长伟(时任金陵大学

图书馆“代理主任”,当为“代理馆长”)两位专任讲

师[３２],开设１６门课程.跟上一时间段的课程设置

相比,本时段新增一门必修课“图书流通法”(图书馆

学一五三,２学分),原必修课“中国重要书籍研究”
(图书馆学一四三)由二学分增加到三学分,原选修

８１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郑锦怀,顾烨青

　　　　ACriticalSurveyof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sityofNanking(１９２７—１９４１)/ZhengJinhuai,GuYeqing



2
0

2
0

年
第1

期

课“图书馆问题之研究”(图书馆学一六二)的预修学

程中少了一门“编目法”(图书馆学一五二),其余

未变[３３].

１９３０年秋,刘国钧返回金陵大学,担任图书馆

馆长兼中国哲学与目录学教授[３４].１９３０—１９３１至

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学年间,图书馆学组有３位专任教师,
刘国钧为教授,曹祖彬与陈长伟仍为讲师(见表４).

表４　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学年至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学年金陵大学

文学院图书馆学组师资一览表[３５－３６]

职务 姓名 备注

教授 刘国钧 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

讲师
曹祖彬 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

陈长伟 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总务兼流通部主任

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学年,图书馆学组的专任师资仅剩

下陈长伟与曹祖彬两人[３７].刘国钧于１９３４年春担

任金陵大学秘书长、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３８],
而且他跟李小缘均为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专任研

究员[３９].相关资料并未标注刘、李２人是否还开设

图书馆学课程(有可能还兼职授课).

１９３１—１９３２学年至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学年,图书馆

学组继续附设于文学院教育学系之下,仍非主系,且
开设的课程降为１０门.跟上一时间段的课程设置

相比,本时间段停开了“中国重要书籍研究”(图书馆

学一四三,必修,３学分)、“民众图书馆学”(图书馆

学一五七,选修,２学分)、“索引与序列”(图书馆学

一五八,必修,２学分)、“印刷术”(图书馆学一六一,
选修,２学分)、“图书馆问题之研究”(图书馆学一六

二,选修,２学分)与“图书馆史”(图书馆学一六九,
选修,２学分)等６门课程,必修课程“图书馆学大

纲”(图书馆学一四〇)也由５学分减至４学分.与

此同时,“学程纲要”中不再开列各门课程采用的

教材[４０－４１].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学年,图书馆学组的专任师资暂时

未见有资料明确说明,很可能还是仅有陈长伟与曹

祖彬两人.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学年,曹祖彬赴美留学[４２],
图书馆学组的专任师资却增加至３人,即陈长伟(金
陵大学文学士,时任金陵大学图书馆流通部兼总务

主任)、汪兆荣(金陵大学文学士,时任金陵大学图书

馆西文编目主任)、周克英(金陵大学文学士,时任金

陵大学图书馆文书兼西文编目员)[４３].刘国钧担任

金陵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文学院院长[４４],李小缘仍为

中国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专任研究员[４５],相关资料仍

未标注两人是否还教授图书馆学课程.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学年,相关情况未见资料说明,可能并无变化.

１９３４—１９３５学年至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学年,图书馆

学组仍然是附设在教育学系下的非主系学组.这一

时段开设了１３门课程,不仅恢复了上一时间段停开

的、很有特色且非常重要的必修课“索引与序列”①

(课程序号也由“图书馆学一五八”改成了“图书馆学

一五六”),并且新增了２门以往从未开设过的课程,
即“图书馆行政”(使用原“印刷术”的课程序号;图书

馆学一六一,３学分,选修)和“高级参考工作”(图书

馆学一六五,３学分,选修)[４６－４７].

１２　抗战爆发后西迁成都时期的办学情况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开启了

全面抗战的序幕.８月１３日,上海日军向中国守军

发动进攻,淞沪会战开始.１１月１２日,上海沦陷,
日军又攻向南京.在此危急情况下,国民政府命令

各机关迁往后方.１１月中旬,金陵大学决定迁往成

都,同时组织留京委员会留在南京保管校产.西迁

的师生及眷属历时三个月才抵达成都,并商借华西

协和大学校园,至１９３８年３月才得以开学[４８].
全面抗战导致金陵大学此后的办学情况变得相

对模糊,有的资料甚至误称图书馆学组在“抗日战争

中一度停办”[４９].其实,金陵大学西迁成都以后,图
书馆学组(有时仍被称为“图书馆学系”)继续办学,
并在一些出版物上留下了相关记载.１９３７年１０月

１８日,«金陵大学校刊»第２３３号报道称,１９３７年秋

季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曹祖彬被聘为金陵大学“图书

馆学教授兼阅览参考部主任”[５０].１９４１年２月,«中
华图书馆协会»第１５卷第３/４期合刊在报道金陵大

学文学院图书馆学座谈会时称其“由该校图书馆全

体职员,暨图书馆学系,以及图书馆学专修科同学所

组织”[５１].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１日,«金陵大学校刊»第

２９３期报道称:“第八次图书馆座谈会在上学期末举

行:由曹祖彬先生主领,讲题为«现代图书馆之新设

施»并同时欢送图书馆学辅系毕业同学,济济一堂,

９１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郑锦怀,顾烨青

ACriticalSurveyof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sityofNanking(１９２７—１９４１)/ZhengJinhuai,GuYeqing　　　　

① 该课程原来一直由万国鼎讲授.１９３１年９月至１９３４年６月间

该课程的停开很可能是因为万国鼎转任南京国民政府资源委员

会专职专员,虽然仍为金陵大学兼任教授,但精力有限.后来,
因资源委员会工作侧重于重工业,万国鼎又由专职专员改为兼

职专员,故其又有精力在金陵大学授课.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

测,有待进一步挖掘史料加以证实或证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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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况空前[５２].”１９４３年,«五年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
所载“本院迁蓉五年来各系教员人数统计表”的附注

指出:“二十九年秋,由原有图书馆学组改设图书馆

学专修科”[５３].由此可见,１９３７秋至１９４０年夏的４
个学年里,图书馆学组照常办学,仍有学生辅修图书

馆学.１９４０年秋季,图书馆学专修科成立并正式招

生,但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学年最后一届辅修图书馆学的学

生直到１９４１年夏才毕业.当然,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学年,
图书馆学组其实已经跟图书馆学专修科融为一

体了.
关于西迁成都后图书馆学组的办学情况,«五年

来之金陵大学文学院»所载“本院迁蓉五年来各系所

开课程班数及学分数统计表”略有显示,可惜没有列

出具体课程(见表５).
表５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课程

开设班数与学分数一览表[５４]

年度
１９３７年 １９３８年 １９３９年 １９４０年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春 秋

班级 ２ ２ ２ ３ ２ ２ ２ ３

学分 ６ ７ ６ ２０ ５ ７ ６ ８

此外,据李小缘提交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报告

(１９３９年７月至１９４０年６月)»的“附件二”(Exhibit
II),１９３９年秋季学期(FallSemester,１９３９),刘国钧

(KCLiu)开设了一门目录学(Bibliography)课程,
编号为“LibraryScience１４４”,每周上课３小时,计３
学分[５５].再据李小缘提交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报告

(１９４０年７月至１９４１年６月)»的“附件二”(Exhibit
II),１９４０年秋季学期(FallSemester,１９４０),刘国钧

(KCLiu)与陈长伟(CWChen)合作开设了两

门图书馆学课程.一门为“图书馆学概论”(AnInＧ
troductiontoLibraryScience),编号为“LibrarySciＧ
ence１４０”,计２学分,每周上课２小时;另一门称为

“图书馆组织与行政”(Administration&Organizationof
LibraryScienceⅡ),编号为“LibraryScience１６１B”,每
周上课３小时,计３学分.１９４１年春季学期(Spring
Semester,１９４１),刘国钧与陈长伟合作开设“图书

馆组织与行政”(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of
LibraryScienceI),编号为“LibraryScience１４０A”,
每周上课２小时,计２学分[５６].但这些课程是否属

于图书馆学组开设的课程之列,尚需进一步鉴辨.

在此有必要指出,刘国钧曾执掌金陵大学文理

科(文科、文学院)多年.他非常重视该校图书馆学

教育的开办与发展.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９~１０日,由刘

国钧担任科长的金陵大学文理科提交了一份«金陵

大学文理科发展需求»,内称图书馆学系虽属新办,
但前途光明,因为当前社会各方需要更多的接受过

图书馆学专业训练的毕业生,而现存的唯一一所图

书馆学校———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培养的毕

业生太少,远不足以满足需求[５７].１９３１年左右,金
陵大学文学院已经“有添办图书馆专修科之新计

划”[５８].１９３４年３月２４日,刘国钧提交了一份«文
学院报告».他在这份报告中指出,数年来文学院一

直将图书馆学课程设为辅系学程,而辅修图书馆学

的毕业生很容易就业.事实上,自１９２７年来,有超

过１２名毕业生在图书馆界工作.１９３３年秋天,金
陵大学校长(时任校长为陈裕光)还接到多方请求,
要求开办为期１—２年的图书馆学特别课程(应当就

是图书馆学专修科).如果真要开设这种图书馆学

特别课程的话,可以请李小缘及其他图书馆职员授

课,而无需花费更多[５９].１９３５年３月２８日,刘国钧

又提交一份«文学院报告»,内称金陵大学应更加关

注图书馆学教育.他提到,社会各方经常向文学院

请求帮助.比如,在过去一年内,行政院、司法院、山
西省立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政府部门

或高等院校都请文学院推荐毕业生前去其图书馆工

作,或者想请金陵大学图书馆放行几个职员前去暂

时或长期帮忙.但他们大多失望而归,因为文学院

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图书馆学毕业生.此外,还有许

多机构,尤其是中学,派遣图书馆馆长或助理到金陵

大学图书馆接受为期数周或数月的专业培训[６０].
可以说,图书馆学系(组)的长期存在与发展离不开

刘国钧的支持与推动.

２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办学成绩

２１　培养学生方面

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并非

主系,亦即没有开设主修专业(Majors),而只能开设

辅修课程(Minors),故而其每年培养的毕业生人数

相对主系来说不会很多.

１９３１年金陵大学同学会总会编印的«金陵大学

同学会总会会员录»未注明金陵大学毕业生的级别、
专业与辅修情况等.１９４４年金陵大学总务处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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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编印的«金陵大学毕业同学录»只注明各级金陵大

学毕业生的姓名、别号、籍贯、院科系、通讯处与某些

备注信息,同样没有注明其辅修情况.鉴于当前尚

不具备批量细查金陵大学毕业生学籍档案(尤其是

其成绩单)的条件① ,笔者只能借助一些零星的公开

史料以及部分金陵大学毕业生的文章、回忆录、自传

等二手史料,尽可能地挖掘出那些辅修图书馆学的

学生的相关信息.

１９２９年版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称:“近年

更于文理科增设图书馆学系,今曾选读该系学程之

毕业生,服务于政府机关,学术团体,及学校等之图

书馆者,已有十余人.”拍摄于１９２９年１２月的金陵

大学图书馆学班全体摄影照中共有２０人[６１].１９３０
年１０月,陈长伟两次率领“图书馆学一四〇班”(即
“图书馆学大纲”课程)外出参观,一次“率领学生十

六人”[６２],另一次则“率领学生三十余人”[６３].１９３１
年７月的统计显示,文学院中以图书馆学作为辅系

的学生共５人,二、三年级各２人,四年级１人,均为

男生[６４].据 １９３５ 年的 “本级同学辅修各系统计

图”,图书馆学组的辅修人数仅占３８％,而历史系

的辅修人数最多(占５１８％),其次是中国文学系

(占１７３％),经济系、教育系、外国文学系的辅修人

数也都多于图书馆学组[６５].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袁
涌进在所撰«金陵大学图书馆系概况»一文中指出:
“该系先后同学以图书馆为专业者,有刘国钧、洪有

丰、李小缘、吴光清、曹祖彬、陈长伟、朱家治、蒋一

前、沈学植、金闿、袁涌进、钱存训、汪兆荣、周克英、
叶章和、何士芳、朱耀炳、俞宝书、卢正经、吴永铭、刘
璟章、蒋世超、倪宝坤、陈长毅、姚以祥、蒋震华、蔡维

垣等.”[６６]但 是,洪 有 丰 (１９１６ 届)、刘 国 钧 (１９２０
届)、李小缘(１９２０届)、朱家治(１９２０届)、陈长伟

(１９２３届)、沈学植(１９２４届)、金闿(１９２４届)、周克

英(１９２７届)、吴光清(１９２７届)与曹祖彬(１９２７届)
均毕业于图书馆学系创办之前(或创办之际),根本

就不可能是图书馆学系(组)的学生.另据１９３２年

７月１６日«金陵大学日刊»第６１期所载«级友录»,
金陵大学１９３２届毕业生当中,只有钱存训(主系:历
史)与王宏道(主系:教育学)两人的辅系明确标注为

“图书馆”,朱耀炳(主系:农艺;辅系:蚕桑)、潘锡元

(主系:农艺;辅系:园艺)、毕慕康(主系:经济;辅系:
教育)、高小夫(主系:政治;辅系:国文)四人均非以

图书馆学为辅系,吴永铭(主系:政治)未标注辅

系[６７].倪宝坤、陈长毅与姚以祥的情况有待进一步

调查,目前尚无法确认他们是否为图书馆学系(组)
学生.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８日,李小缘在其为卢震京主

编的«图书学大辞典»撰写的序言中提到:“金陵卢子

震京印子国钰叶子章和俞子宝书,从余治图书学有

年.”[６８]１９３７年３月,刘国钧在其提交的«文学院报

告(１９３７年３月)»中指出,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学年,金陵大

学 文 学 院 共 有 １５ 名 学 生 辅 修 图 书 馆 学

(Minors)[６９].１９４０年４月２５日,«金陵大学校刊»
第２７４号所载«本校图书馆对于图书馆界之贡献»列
举了一批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会会员的相关情况,但
图书馆学会会员并非都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
学生,需要认真梳理、辨析.

综合前引各种史料的记载,以及«金陵大学校

刊»各期报道,现将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金陵大学图书馆

学系(组)部分学生的情况整理如表６所示.
表６　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部分学生一览表②

届别 姓名 字号 籍贯 院系科别 备注

１９２８ 蒋世超 逸群 江苏江宁 文科 后曾就职于四川北碚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图书馆

１９２８ 杨席珍 江苏江宁 文科 后曾任职于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工校

１９２８ 蒋家骧 一前 江苏江宁 文科

１９２８ 印国钰 江苏江宁 文科

１９２９ 俞宝书 江苏江宁 文学院政治系

１９２９ 汪兆荣 少甫 安徽休宁 文学院教育系 后曾任职于四川金堂铭贤学院

１９２９ 叶章和 羲人 江苏江宁 文学院教育系

① 为保护个人隐私,近年来南京大学档案馆对查阅金陵大学学籍成绩档案非常严格,需被查者的直系亲属才能查阅.

② 本表所列人物信息主要根据１９４４年金陵大学总务处文书组编印的«金陵大学毕业同学录»整理而得,故而相关介绍十分简略.此外,本

表缺少第一手档案的支撑,挂一漏万,更是缺少１９３５、１９３８、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的毕业生资料,尚需进一步增订.

１２１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创办历程与成绩考察(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郑锦怀,顾烨青

ACriticalSurveyof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sityofNanking(１９２７—１９４１)/ZhengJinhuai,GuYeqing　　　　



2
0

2
0

年
第1

期

届别 姓名 字号 籍贯 院系科别 备注

１９３０ 卢正经 震京 江苏江宁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后曾任职于重庆川盐银行

１９３０ 何士芳 才新 江苏无锡 文学院政治系 后曾就职于成都四川大学经济系

１９３１ 袁涌进 江苏金坛 文学院经济系 后曾任职于重庆沙坪坝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３１ 张庚祖 绳武 安徽滁县 文学院政治系 后曾任职于重庆生生花园贸易委员会

１９３２ 钱存训 江苏泰县 文学院历史系

１９３２ 王宏道 江苏江宁 文学院教育系 后曾任职于四川北悦来场大夏附中

１９３２ 吴永铭 江苏宜兴 文学院政治系

１９３３ 刘璟章 宋伯 江苏江宁 文学院教育系 后曾就职于重庆康宁路财政部直接税处

１９３３ 顾延龄 江苏昆山 文学院经济系

１９３３ 蒋震华 江西九江 文学院政治系 曾任职于广东曲江桂头文理学院

１９３４ 蔡维垣 武伯 江苏江宁 文学院经济系 后曾任职于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校高等科

１９３６ 余文豪 江苏六合 文学院历史系 后曾任职于四川江津白沙国立女子师范学院

１９３６ 曹祖杰 安徽青阳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１９３７ 张忠祥 江苏江都 文学院政治系

１９３７ 胡绍声 湖北汉口 文学院外国语文系 后曾就职于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

１９３７ 孙自强 江苏常熟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１９３７ 李英如 江苏江宁 文学院经济系

１９３９ 张必慧 安徽芜湖 文学院中国文学系
有资料称她“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毕业生”,后为地质学家马镇坤的

夫人[７０].

２２　办学特色

２２１　服务教育,培养复合型人才

１９２７—１９４１年间,金陵大学文理科(文科、文学

院)采取所谓的“有限制选课制”,亦即主修与辅修双

重学制.具体而言,一年级学生所上课程均为必修

课程.第二学年开始时,学生应在各学系内选择一

种作为主系(即主修专业),然后选择与之性质相关

的其他一系为辅系(即辅修专业).学生应在主系课

程中选修４０－６０学分,并在辅系课程中选修２５－
３０学分[７１].

在这１５年间,图书馆学系(组)一直都只是辅

系,只能为主系学生开设辅修课程.辅修图书馆学

的学生不仅具备自己所选主系的专业知识,更掌握

了图书馆学理论与图书馆实践技能,成为难得的复

合型人才.这样一来,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就多

了一种,就业也变得相对容易了.不少毕业生能够

在主系专业与图书馆学之间转换自如,同时在两个

专业领域有所建树.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主修历

史、辅修图书馆学的钱存训.他后来一直在图书馆

界工作,并将历史学与图书馆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完
成了«书于竹帛»«纸和印刷»等横跨历史学与图书馆

学两大学科的经典著作.

２２２　课程设置中西融合

刘国钧与李小缘是图书馆学系(组)的主要推动

者与参与者.两人都在美国接受了图书馆学专业训

练,掌握了当时西方最为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知识

与技能体系.图书馆学系(组)创办之后,他们自然

而然地开设了若干西方图书馆学课程,并且以西方

图书馆学著作为基础教材.比如,１９２８—１９２９ 学

年,图书馆学系(组)总共开设了１５门图书馆学课

程,其中有６门课程直接采用西方教材,分别是:“图
书馆学一四〇(图书馆学大纲)”课程采用鲍士伟

(ArthurBostwick)的«美国公共图书馆(第三版)»
(TheAmericanPublicLibrary,３rded．),“图书馆

学一 四 一 (参 考 书 使 用 法)”课 程 采 用 哈 钦 斯

(MargaretHutchins)等人的«图书馆使用指南(第
三版)»(GuidetotheUseofLibraries,３rded．),
“图书 馆 学 一 四 四 (目 录 学)”课 程 采 用 范 霍 森

(Henry Bartlett Van Hoesen)与 沃 尔 特 (Frank
KellerWalter)的«目录学手册»(ManualofBibliＧ
ography),“图书馆学一五一(分类法)”课程采用塞

耶斯(William CharlesBerwickSayers)的«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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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法导论»(IntroductiontoLibraryClassificaＧ
tion),“图书馆学一五二(编目法)”课程采用希契勒

(TheresaHitchler)的 «小型图书馆编目法 (第三

版)»(CatalogingforSmallLibraries,３rded),
“图书馆学一五七(民众图书馆)”课程采用麦克劳德

(RobertDuncan Macleod)的 «郡 县 乡 村 图 书 馆»
(CountyRuralLibraries).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直

接采用西方教材,但这些课程却具有显著的本土化

特征,注重中西学术的相互融合.比如,“图书馆学

一四一(参考书使用法)”注重“研究中西文重要参考

书籍之性质及其特色、问题”,“图书馆学一四四(目
录学)”注重“研究中西目录学原理及其范围”,“图书

馆学一五一(分类法)”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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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wey十进法与国会图书馆分

类法”,“图书馆学一五二(编目法)”主要“讲授中西

图书编目原理及其方法”,“图书馆学一五七(民众图

书馆)”注重“讨论中国图书馆与成人教育问题及图

书馆之推广方法”.此外,具有显著西方图书馆学特

色但并不采用西方教材的“图书馆学一五八(索引与

序列)”课程同样“尤注意于本国情形及在读书、编
书、治事上之应用”,“图书馆学一六九(图书馆史)”
课程也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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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图书

馆学一六三(图书选择之原理)”涉及的“版本鉴别、
书估舞弊、价目之区别、各书铺内容与所出目录之研

究”也是跟中国出版业密切相关.
与此相应,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还开设了

四门极具中国特色的课程,尤其是注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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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图书馆学一四三(中国重要书籍研究)”课程,以
戈公振所著«中国报学史»为教材的“图书馆学一五

四(杂志报纸政府公文)”课程,研究“与书籍有关系

之材料如纸、墨、笔等”的“图书馆学一六〇(书史

学)”课程,以及“研究印刷技术之各方面”的“图书馆

学一六一(印刷术)”课程.不过,这四门课程中有两

门同样呈现出中西融合的显著特征,即:“图书馆学

一五四(杂志报纸政府公文)”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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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学一六〇(书史学)”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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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言之,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的课程设置

是以中西融合为首要特征.一方面,它注重引进西

方图书馆学,并努力将其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
另一方面,它也努力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转

型,使之与西方图书馆学相融合.

２２３　注重实践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所开课程的另外一大

特色就是注重实践.比如,“图书馆学一五八(索引

与序列)”课程除了“研究索引与序列之原理及方

法”,更加注重索引“于本国情形及在读书、编书、治
事上之应用”.这种应用当然不可能只是纸上谈兵,
而是需要学生亲身去实践,去改进,去完善.又如,
“图书馆学一四〇(图书馆学大纲)”课程“有习题与

实地参观”,“图书馆学一四一(参考书使用法)”与
“图书馆学一五二(编目法)”均是“逐课皆有习题”,
“图书馆学一五一(分类法)”亦是“逐课皆有习题练

习”.
值得注意的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组)学生

“向例有参观本京各图书馆之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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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因此,其学生不时到金陵大学

图书馆或南京的其他图书馆参观学习.１９３０年１０
月１８日,陈长伟带领图书馆学一四〇班的１６名学

生先赴金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参观,由该馆主任钱存

训介绍;然后又赴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参观,并聆听

该馆馆长柳诒徵(字翼谋)的演讲[７３].１９３０年１０月

２５日,陈长伟带领图书馆学一四〇班的３０多个学

生前往中央大学图书馆参观,由该馆代理馆长朱家

治接待并做演讲[７４－７５],介绍图书馆的种类与性质,
该馆职员的具体职责与遇到的困难,图书馆的创办、
组织、管理与设备等[７６].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为增

进学生实地经验起见”,陈长伟又带领图书馆学组学

生到金陵大学图书馆参观各部门的实际工作情形,
然后又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图书馆参观[７７].１９３２
年１１月１０日,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组学生前往中央

大学图书馆参观[７８].

２２４　组织图书馆学会

１９３１年上半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同学组织

了一个图书馆学会,“藉以砥砺学行,联络校内外同

学感情”.１９３１年秋季开学后,该会进行职员改选,
选举彭耀南、钱存训、周德洪、毕慕康、高小夫５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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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委员,并敦请刘国钧、李小缘、万国鼎、陈长伟、
曹祖彬５人担任顾问.该会还议决通过了本学期工

作大纲,共有７条,具体如下:(一)吸收对图书馆学

感兴趣的金陵大学在校学生入会,并邀请在图书馆

界工作的金陵大学校友担任名誉会员;(二)在«中央

日报»主办«图书馆学附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并筹

划独立出版刊物;(三)邀请该会顾问或其他专家莅

会作学术研究或指定题目讨论;(四)请刘国钧出面

接洽,到各大图书馆进行参观学习;(五)建议金陵大

学当局扩充图书馆学系,及时筹划设立图书馆学专

修科等;(六)建议金陵大学当局留意图书馆界职位

空缺,给会员介绍工作,或允许会员到金陵大学图书

馆实习;(七)每两周开会一次,由各会员轮流提供茶

点,以便会员之间联络感情.[７９]不过,该会后来开展

的活动似乎有限.目前所见,该会在１９３１年１１月

２１日组织会员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图书馆、国民政

府外交部图书馆与铁道部图书馆参观[８０].此后,未
见«金陵大学校刊»有所报道.

１９３４年秋季开学后,有１０多人辅修图书馆学.
图书馆学组学生再次筹备成立图书馆学会.１９３４
年１１月９日,图书馆学组学生在北大楼会客室开图

书馆学会成立大会.刘国钧亲临并发表讲话,论及

社会各界对图书馆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图书馆学

的内涵与意义、图书馆学会开展工作的注意事项等.
然后,与会学生共同讨论会章与会务进行方针,并选

举职员,胡绍声当选为总务(干事)、余文豪为研究

(干事)、贾逢源为事务(干事)[８１].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３０
日,图书馆学会举行第一次学术演讲,由时任国立中

央图书馆筹备主任蒋复璁演讲«中国图书馆的几个

问题».本次演讲历时一个多小时,共有２０多名听

众[８２].余文豪将蒋复璁的演讲内容记录成文,分成

上、下两个部分,连载于«金陵大学校刊»第１４２、１４３
期[８３－８４].差不多与此同时,图书馆学会向«图书馆

学季刊»主编刘国钧提出主办该刊“时论撮要”栏

目[８５],并获得同意.１９３４年１２月,«图书馆学季刊»
第８卷第４期“时论撮要”栏目注明:“本栏系本刊编

辑部与南京金陵大学圕学会诸君同辑,即希注意为

幸”.此后,从１９３５年３月出版的第８卷第５期到

１９３７年６月出版的第１１卷第２期,各期“时论撮要”
栏目均注明:“本栏承南京金陵大学圕学会诸君合

作,特此志谢.”“时论撮要”栏目的宗旨是:“本栏宗

旨,在将各杂志中关于图书馆学及目录学之论文择

尤撮其要旨,以便研讨.本栏逻辑范围,中文方面暂

以普通杂志中所见者为好,其专门讨论图书馆学之

刊物,如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季刊等概不列入.外国方面,则以专门讨论

图书馆学之杂志为限,其他暂不列入.草创之始,挂
漏必多,以后当极力扩充,期其觕备.”这就要求图书

馆学会员们广泛阅读国内出版的各种普通杂志及国

外出版的各种图书馆学专业杂志.

１９３５年３月初,图书馆学会在北大楼会客室举

行新学期第一次大会,改选职员并讨论会务.结果,
胡绍声连任总务(干事),余文豪连任研究(干事),事
务(干事)则改由张忠祥担任.会务方面,该会决定

本学期每半个月举行学术一次演讲,继续编辑«图书

馆学季刊»的“时论撮要”栏目,同时聘请刘国钧为顾

问,曹 祖 彬、汪 兆 荣、周 克 英 与 陈 长 伟 ４ 人 为 指

导[８６].１９３５年４月１９日,图书馆学会邀请时任中

央大学图书馆馆长桂质柏到校演讲«中国公共图书

馆问题»,历时２小时.桂质柏讲述了清季以来中国

教育变迁的四大特点、公共图书馆的５大目的及发

展公共图书馆的３大方法.最后,他还放映美国公

共图书馆影片(当是幻灯片),帮助听众了解美国公

共图书馆的组织、设备与活动情况[８７].１９３５年５月

中旬,图书馆学会邀请时任国民政府设计委员会秘

书王文山到校演讲«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于图书馆行

政之贡献».余文豪将其记录成文,分上、下两部分

连载于«金陵大学校刊»第１５８、１６０期[８８－８９].１９３５
年６月中旬,图书馆学会又邀请时任国民政府外交

部图书馆主任朱家治到校演讲«开架式图书馆的效

率问题»,详细论述开架式之意义、开架式之原则、开
架式之设施、开架式之利弊等问题[９０].１９３５年１０
月４日晚上７点,图书馆学会在北大楼举行新学期

第一次大会.先由总务干事胡绍声报告该会发展历

史、以往开展的工作、上届的收支情况,然后修改会

章,最后改选职员,胡绍声、余文豪与张忠祥３人连

任原职[９１].１９３６年秋季开学后,图书馆学会首次在

金陵大学成功备案,名称是“金大圕学会”(即“金陵

大学图书馆学会”),负责人为胡绍声,性质是“对图

书馆学有兴趣之同学组织”“学术研究组织”[９２].

１９３７年２月７日,图书馆学会在北大楼 AC４教室举

行新学期首次大会,２０多名会员到会,刘国钧与陈

长伟出席.张忠祥报告会务,然后刘国钧与陈长伟

分别发表讲话,最后讨论会务及改选职员.张忠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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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文豪、李英如分别当选为总务干事、研究干事与事

务干事[９３].
此后,图书馆学会很少出现在«金陵大学校刊»

或其他出版物上.１９３９年春季,图书馆学会仍然是

在金陵大学备案的学生社团之一,名称为“图书馆学

会”,负责人为张忠祥,性质为“为对图书馆学有兴趣

之教职员同学所组织”[９４].１９４０年１月２５日,«金
陵大学校刊»第２７０期所载«本季学生团体一览»中
已经没有了图书馆学会的踪影[９５].

３　余论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

材料便不出货”[９６].史料缺失,疏于鉴辨,这无疑是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的面貌一直不甚清晰的重

要原因所在.一方面,现代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与高

等教育事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大学及其下属学

院的一览、概览、概况、校刊、院刊、年刊、月刊、周刊、
通讯、报告、同学录、职员录等出版物(包括英文版)
蕴含着大量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相关的信息,但这

类史料以往并未被图书馆学界充分注意和利用.另

一方面,“亚联董”档案亦是一座宝库,但除了研究金

陵女子大学图书馆史[９７－９８]与燕京大学图书馆史[９９]

时有所利用外,图书馆史学界鲜见利用;而且有研究

者用的是并不方便的缩微胶卷[１００]而非耶鲁大学网

站免费提供的数字化版本.因此,研究者应当突破

学科、语言与空间的束缚,多渠道、全方位地挖掘尽

可能多的史料,加以整理、鉴辨和利用,从而提高史

述的可靠性与准确性.
当然,实事求是地说,本文所用材料虽已超过了

“一分”,却也远非“十分”.未来,亟需查阅中国第二

历史档案馆(南京)与南京大学档案馆馆藏的金陵大

学档案,弄清各个学年学生辅修图书馆学的具体情

况,各个教师的具体开课情况,毕业生的就业情况及

其职业发展轨迹等重要史实,以期更为准确地还原

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史的原始面貌.

致谢:衷心感谢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固朝

教授多年来对本研究的关心和帮助! 南京大学信息

管理学院副教授谢欢博士系统提供了«金陵大学校

刊»,在此谨表谢忱! 感谢审稿专家不惮其烦,提出

了一系列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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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riticalSurveyoftheHistoryofLibraryScienceEducation
intheUniversityofNanking(１９２７—１９４１)

ZhengJinhuai　GuYeqing

Abstract:Throughcarefulinvestigationandexploitationofsomehistoricalmaterials,suchasearly
publicationsbytheUniversityofNankingandtheArchivesoftheUnitedBoardforChristianHigherEduＧ
cationinAsiareservedinYaleDivinityLibrary,thispapermakesacriticalsurveyofthehistoryoflibrary
scienceeducationintheUniversityofNankingfrom１９２７to１９４１,bymakingclearitscurriculum,staffand
graduates．Besides,itgivessomesuggestionsontheextension,exploitationandreviewofhistoricalmateriＧ
als,andpointsoutsomekeyissuesforfuture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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