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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亚新与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
∗

□谢欢

　　摘要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开展的图书馆学教育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

分.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大致分为两种形式:一是设立专门的图书馆学系科或专业,二是在其

他专业中开设图书馆学课程.回顾中国近代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教育史,钱亚新曾作出过重要

贡献.钱亚新从事图书馆学教育工作,主要是在各类师范院校中,不少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课程

都是由钱亚新首开.１９４２年钱亚新发表的«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对师范院校图书馆学

课程进行了详细规划,该文不仅反映了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而且体现了其

在民国时期对于图书馆学教学研究的成就.通过研究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史及钱亚新的

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文章提出了三个观点可供当下借鉴:(１)教育职能始终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

之一;(２)图书馆学教育要与社会互动;(３)教育史视角是研究民国图书馆史的重要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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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与教育事业关系密切,而就

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而言,近代诸多教育社团如中华教

育改进社、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基督教高等教育联

合会等对于推动图书馆学教育发展以及图书馆专业

人才培养作出了巨大贡献[１].与各种教育社团开展

图书馆学教育相呼应,很多师范(教育)类院校也纷纷

开设图书馆学相关课程,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教

育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回顾

近代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史可以发现,很多

都有钱亚新的身影,不少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甚至

都是由钱亚新首开,可以说钱亚新对于中国近代师范

院校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贡献卓著.本文试图通过

对钱亚新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经历进行梳理,并对其

有关论著进行研究,从而揭示钱亚新的图书馆学教育

思想及其对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贡献.

２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回顾

２．１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类型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肇始于１９２０年武

昌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后改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

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在此后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文华图专一直承担着培养中国图书

馆学专业人才的重任.继文华图专之后,上海国民

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２５年)、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

(１９２７年,后于１９４０年改为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

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１９４１年)、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４７年)等相继成立并

开展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这些机构与文华图专相呼

应,逐渐形成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多元

格局.
中国近代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从不同的角度可

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如从教育层次,可以划分为

高等教育(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国立社

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等)、中等教育(如四川

图书馆学专门学校)、职业培训教育(如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东南大学图书馆暑期

讲习科等).从专业化程度,又可分为专业教育和课

程教育.所谓的专业教育,就是有专门的图书馆学

系或专业,有系统的专业课程体系,如上文提及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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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等都可以认为是专业

教育;而课程教育,即是指在其他专业中开设图书馆

学课程的教育形式,这种教育形式虽然专业化程度

不高,但对于推广图书馆学、提升公众图书馆意识与

理念同样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应视为图书馆学

教育的组成部分.考察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课程教

育,发现大多设置于师范(教育)院系之中,进一步深

入研究发现,近代师范院校的图书馆学教育很多都

与钱亚新有关.

２．２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回顾

２．２．１　中国近代师范教育史

中国最早的现代师范教育,似乎可以追溯到

１８９７年(光绪二十三年)盛宣怀在上海南洋公学设

立的师范院.１９０２年张百熙奏定“学堂章程”,设师

范馆与大学预科同等,师范学堂与中学堂同等,同年

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始招生.１９０４年,京师大学堂

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中国师范教育肇始之初,
其程度相当于中等教育,其主要职能是为培养中小

学师资.１９０８年,清政府决定将京师大学堂优级师

范科改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这也标志着中国高等

师范教育开始独立建制,中国师范教育由中等向高

等演进[２].此后师范制度历经变革,尤其是辛亥鼎

革以后,随着教育宗旨的变换及教育改革的推进,师
范学校制度经历的改革次数尤多[３].

民国初年,教育部陆续颁布了«师范教育令»
(１９１２年)、«师范学校规程令»(１９１２年)、«高等师范

学校规程令»(１９１３年)等法律法规,师范教育改革

步伐加快,并日趋走向正规,在建制上高等师范学堂

由省立改为国立,并在全国划分师范区,与此同时,
女子师范教育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师范教育迎

来了一个发展高潮.１９２２年随着«学校系统改革

令»的颁布,中国师范院校开始调整,很多高等师范

学堂或独立成大学,或与其他大学合并,以大学教育

学院、教育系的身份重新亮相,与此同时一些中等师

范也与普通中学合并成综合性中学.１９３２年国民

政府«师范教育法»颁布,允许师范学校独立,但不少

师范院校囿于经费,发展并不顺利.１９３７年抗日战

争爆发,师范教育得以复兴,１９３８年７月«师范学院

规程»颁布后不久,国民政府在湖南成立了第一所国

立师范学院,到１９４６年,中国近代师范教育达到鼎

盛,当时全国共有独立师范学院１１所,独立师范专

科学校１３所,普通师范学校９０２所[４].中国近代师

范教育是“教育救国”思想的产物,对造就中国现代

教师队伍,培养新式公民、提升民族文化水平产生了

重要的作用.

２．２．２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回顾

民国肇始后,教育部有感于传统教育的弊端,通
过与民间教育团体合作,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其中最主要的是改革传统教育模式和大力推行社会

教育.而改革传统教育模式的一项重要措施便是对

传统教学方式的变革,即批判、抛弃原有的“死”的教

育,追求一种解放人性的“活”的教育,在变革过程中

各级学校纷纷意识到图书馆对于推行新的教学方法

的功用,“使无伟大之图书馆,则启发式之教学法亦

难实施也”[５].在这种认识之下,各级学校图书馆事

业虽然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图书馆却未能发挥其

应有的功用,很多学校学生尚不知如何有效地利用

图书馆;同时不少学校图书馆因缺乏专业的人员管

理,图书馆运转也不是很好.鉴于师范学校的学生

毕业以后要投身教育,为教育后来学生能够了解图

书馆并有效地利用图书馆,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呼吁

在师范学校中设置图书馆学课程.１９１９年李大钊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就直呼

“图书馆和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

系.贵校是研究教育的,所以我希望贵校添设图书

馆专科,或是简易的传习所,使管理图书的都有图书

馆教育的知识”[６].１９２０年夏,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举办了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２３日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

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成

立[７].中华教育改进社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影响非

常大,对我国教育事业改进功绩亦甚大[８].１９２２年

中华教育改进社有感于图书馆对于教育之重要,在
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时设立图书馆教育组(后改名

为图书馆教育委员会),这是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图

书馆专业组织.而在第一届年会上就议决通过了洪

有丰提出的“中学及师范应添设教导用图书方法课

程案”及戴超(志骞)提出的“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师

范学校应增设图书馆管理科”[９]两个提案,这两个提

案后来也由中华教育改进社转呈教育部.金敏甫在

«中国现代图书馆概况»一书中曾指出:“自经民国十

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书馆教育组,议决请各师范及

高等师范设立图书馆科一案后,各省师范学校渐有

添设此种课程者[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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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拟定了新的师范课程

标准,其中在教育选修科目中增设了“图书馆管理

法”课程.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始实行

三民主义教育,当时的教育部相应公布了新的“高中

师范科暂行课程标准”,其中在选修科目部分,明确

列出了“图书管理学”[１１],而这也是官方文件中正式

确定图书馆学(虽然当时课程名是“图书管理学”)为
师范课程中的选修科目,此后图书馆学作为选修课

程一直被保留,不过师范院校中真正开设图书馆学

课程的并不是很多.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９年以前开

展过图书馆学教育(课程教育以及专业教育)的师范

(教育)院校主要包括１５所[１２],详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４９年前开展图书馆学教育的师范院校(不完全统计)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１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６ 北京大学教育系 １１ 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

２ 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７ 江苏省立教育学院 １２ 云南大学教育系

３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 ８ 天津市立师范学校 １３ 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

４ 上海国民大学教育科图书馆学系 ９ 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 １４ 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

５
江苏第二师范学校(后改组合并

成为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师范科)
１０ 杭州师范学校 １５ 台湾省立师范学院图书馆专修科

３　钱亚新的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经历

钱亚新,１９０３年出身于江苏宜兴,１９２８年毕业

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毕业后先后在中山大学、上
海交通大学、大夏大学、湖南大学、国立师范学院、国
立社会教育学院等单位任职,１９５０年后一直在南京

图书馆工作,１９９０年去世.钱亚新是中国近代著名

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其在图书馆学教育方面同

样作出了重要贡献.钱亚新从事图书馆学专业教育

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０年２月到７月,其代替杜定友

为当时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部师范科讲授图书

馆学课程,当时教材选用杜定友所著«图书管理

学»[１３],该课为选修课,每周２小时,共计２学分[１４].
而这段经历同样也是钱亚新在师范院校讲授图书馆

学之开端.

１９３２年７月,钱亚新结束了在文华图专两年的

工作,再度回到上海担任大夏大学(现华东师范大学

前身之一)图书馆主任兼社会教育系讲师,同年９
月,钱亚新在社会教育系开设“分类学与编目学”课
程,钱亚新开设这门课程的主要目的是:“(１)提高图

书馆学的地位;(２)获得求学的门径;(３)便于管理图

书;(４)完成社会教育的使命”,该课程主要内容包

括:“(１)图书研究;(２)分类研究;(３)编目研究;(４)
图书馆管理研究[１５].”

１９３３年８月,钱亚新接替陆秀担任河北省立女

子师范学院图书馆主任.１９３４年２月,河北省立女

子师范学院新学期开学,该院有两系聘请钱亚新讲

授图书馆学课程,钱亚新在授课时,以利用该院图书

馆为出发点,讲授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概

况及分类编目常识,学生反映较好[１６].除了上述课

程之外,钱亚新还在后续的教学中陆续增加了“汉字

排检法”等课程.从１９３４年９月开始,钱亚新在河

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之余,
还为学院附属中学讲授“图书馆利用与管理”课程,
并编写«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图书馆指南»一书,
用作教材.钱亚新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开设的

图书馆学相关课程也是该校最早开设的图书馆学专

业课程.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日,钱亚新离开天津,其在河北省

立女子师范学院的相关教学活动随之停止.同年８
月,钱亚新入职国立湖南大学,担任湖南大学图书馆

主任,任职期间,钱亚新曾在文学院讲授图书馆学.

１９４１年５月,钱亚新接受国立师范学院教育系讲师之

聘,并于８月正式入职该校,讲授图书馆学专业课程,
而这也是钱亚新在师范院校中专职从事图书馆学教

育之滥觞.在国立师范学院授课期间,钱亚新不仅为

课程编写了有关讲义,还根据多年研究与实践心得撰

写了«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该文也成为最能代表

钱亚新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一篇论著.

１９４６年,钱亚新返回江苏,任教于国立社会教

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先后担任副教授、教授.国

立社会教育学院是当时为培植社会教育专门人员而

设置的一所国立大学,鉴于图书馆、博物馆在社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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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中的重要地位,于１９４１年设立图书博物馆学系.

１９４５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由四川迁至苏州.钱亚

新于１９４６年至该校任教至１９５０年图书博物馆学系

解散.１９５０年以后,钱亚新虽然也有至南京师范大

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夜大)等单位的授课经历,但是

其主要任教经历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前,而这其中绝大部

分都是在师范类院校中,在中国近代开设过图书馆

学教育的师范院校中(见表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

学校留下了钱亚新的足迹.进一步对曾经在这些师

范院校中讲授过图书馆学课程的教师的研究发现,
钱亚新任教的师范院校是最多的,而像河北省立女

子师范学院、国立师范学院等学校的图书馆学课程

都是由钱亚新首开,由此可见钱亚新为中国近代师

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作出的重要贡献.

４　钱亚新的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

学术论著是承载一位学者学术思想的重要载

体,研究钱亚新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特别是关于师范

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思想,从其论著入手是一个非

常重要且有效的途径.从现有的钱亚新撰写、发表

的有关论著来看,１９４２年发表的«师范学院中的图

书馆学»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篇.晚年钱氏在忆及该

文时也提到:“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说明图书馆学

这一科目在师范学院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且是

我以后几年教学和写作方面的指导思想[１７].”而通

过与同时代学者相关论著的比较发现,«师范学院中

的图书馆学»一文确实能够反映钱亚新对于中国近

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其中尤其在课程

建设方面,颇具卓见.

４．１　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的认识与倡导

关于师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的意义,早期

图书馆学学人多有涉及.如１９２２年朱家治发表«师
范教育与图书馆»,该文在讨论师范学校中图书馆的

作用及如何运营之余,也隐约倡导在师范院校中开

设图书馆学相关课程[１８].１９２２年召开的中华教育

改进社第一届年会上,图书馆教育组通过了中国师

范院校增设图书馆管理科的提案(主要由洪有丰、戴
志骞所提),而通过该提案的理由是“传授师范生图

书馆常识,便于其从事图书馆管理工作,毕业后亦能

利用图书馆,同时能指导学生使用图书馆”[１９],不过

当时图书馆教育组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开设图书

馆学课程的师范院校必须有图书馆,这一前提条件

也反映了当时师范院校的一个现状.随着全国及师

范院校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社会教育机

构的图书馆的功用愈发被教育界人士所重视,钱亚

新在«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师

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能利

用图书馆(既利用图书馆作为休闲的空间,又利用图

书馆养成阅读的习惯,更能用图书馆开展学术研

究);使学生能办理图书馆;使学生能推广图书馆的

教育”[２０].在这其中,钱亚新尤其重视第三点,即师

范院校学生推广图书馆的教育,有利于让普通民众

受益,因此需要在师范院校中大力倡导.
从上述论述可知,钱亚新在朱家治、洪有丰、戴

志骞等学人基础上,根据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实

践,将师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的意义更加系统

化、明确化.

４．２　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设置规划

关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设置,钱亚新在«师
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中的规划是笔者目前所见民

国时期相关文献中最为周详的,主要内容包括:
(１)图书馆学课程学习对象

钱亚新认为不仅教育系、国文系同学需要参加,
师范学院学生都需要学习图书馆学课程,最好能将

图书馆学课程作为师范学院全校必修课,因为钱亚

新认为师范院校是为培养师资,其学生日后主要是

从事教育工作,而凡是受过图书馆学教育的学生较

之没有学习过图书馆学课程的学生在图书馆推广、
民众图书馆意识提升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此

外,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重要目的是教会学生如何

利用图书馆,这对于每一位学生自身发展也是大有

裨益的.因此图书馆学有必要作为师范院校的全校

必修课.
(２)图书馆学课程教学时间

钱亚新认为学习图书馆学的时间与课程设置的

目的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只为了让学生能有效地利用

图书馆,那么越早学习图书馆学越好,如果是为了让

学生以后具有办理图书馆以及推广图书馆教育的能

力,那么最好在高年级才学习.图书馆学设置一定要

考虑与已有的相关科目的关系,例如历史系等部分系

科会设置“史部目录学”等课程,钱亚新认为应学习图

书馆学再学目录学等相关课程,这样更加利于学生掌

握,如果先学目录学等课程,再学图书馆学,不免有本

末倒置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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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图书馆学课程学分

钱亚新通过具体的教学实践发现,通常要使学

生充分了解图书馆学的内容大概需要３０－４０小时,
而当时部分院系将该课程的学分设置为２－３学分

则远远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因此,钱亚新认为

师范院校设置图书馆学课程至少要有４学分.这一

认识,虽然只是一个简单的数据,但是却是基于钱亚

新多年的教学实践,因此参考价值高.
(４)图书馆学课程教材选择

钱亚新同样认为教材的选择与学习该课程的目

的有关,如只是为了利用图书馆,那么所选教材重点

应该是讲述如何利用图书馆,具体包括对图书馆及

其馆藏的了解,对目录、索引等工具的了解与使用,
阅读、参考等方法的训练.如果是要了解图书馆管

理,那么教材内容除包括图书馆利用知识外,还应包

括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知识、图书馆辅导研究、图书馆

管理研究及图书馆建筑研究内容.学生允许只选修

图书馆利用法内容,但是未选修图书馆利用法而直

接选修图书馆办理法的,钱亚新认为则不行.
(５)图书馆学课程教学方法

钱亚新认为在图书馆学教学过程中除了老师讲

授,还强调学生的自学.在钱氏看来,学生应该学会

通过自修来扩充见闻,学会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并最

好能通过利用图书馆自己解决问题,并且参加图书

馆实践,将所学知识运用到具体的图书馆工作中以

增加经验.在对教学方法的规划中,钱亚新特别提

出了“试讲”的方法.钱亚新指出“试讲”是最能考察

学生图书馆学课程学习成效的,而作为师范院校学

生,以后从事教育事业也必须学习讲授,因此在图书

馆学教学方法中引入“试讲”的方法可谓“一举两

得”.
钱亚新«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文中对于图

书馆学课程的规划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来自钱亚

新多年师范院校的教学实践,其中不少内容至今仍

然有参考价值.可以说«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学»一
文是师范院校图书馆学课程建设的一份规划图,该
文不仅反映了钱亚新图书馆学教育思想(如重视图

书馆教 育 的 社 会 价 值、强 调 理 论 与 实 践 相 结 合

等)[２１],而且体现了民国时期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

学教育认识的新高度,更是反映了民国时期对于图

书馆学教学研究的成就.回顾民国时期有关图书馆

学教育研究的成果,首先在数量上并不多,而在已有

的研究成果中,能像钱亚新这般做如此详细规划的

着实少见,这也再次体现了«师范学院中的图书馆

学»一文的学术价值.

５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评价

５．１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根源

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与倡

导,一方面与其自身求学、工作经历有关.关于工作

经历,上文已有涉及,在此不再赘言.至于求学经

历,钱亚新接受图书馆学启蒙是在上海国民大学图

书馆学系,该系是设立于教育科之中[２２],其初衷也

是将图书馆作为一种教育机构来对待.而上海国民

大学图书馆学系的负责人,钱亚新的恩师杜定友先

生,在菲律宾读书期间不仅修读了图书馆学学位,还
修读了教育学学位,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在教育机构

推广图书馆学,如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图书馆学课

程就是由杜定友首创,这些对钱亚新对于图书馆的

认识应该都会有所影响.除了杜定友之外,马宗荣

对于钱亚新关于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也颇

有影响,马宗荣曾担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

任,其一直将图书馆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

对待,因此,也始终致力于推广图书馆,钱亚新在上

海大夏大学讲授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也是受马宗荣之

邀,钱亚新对于马宗荣的诸多认识不仅在思想上表

现出认可与钦佩,在“行动方面也总能一致”[２３].
除自身经历外,钱亚新思想的形成与当时社会

思潮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辛亥鼎革以后,国民政府

教育部开始大力推行社会教育,在这一过程中,不仅

是官方机构,很多教育界人士如蔡元培、陶行知、庄
泽宣、俞庆棠等也都认识到了图书馆对于推广社会

教育的重要作用[２４],并在有关论著或者演讲中大力

倡导图书馆.笔者研究钱亚新１９４９年以前发表的

论著,发现钱氏在行文时很多都明确表示图书馆是

教育机构之一,图书馆教育是教育种类之一[２５],且
在谈及图书馆教育时基本也会引用教育学界有关论

著.以上这些,影响了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开展图

书馆学教育的认识.

５．２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特点

钱亚新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思想的最主要特

征就是理论联系实践.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开展图

书馆学教育的认识以及规划,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

基于他多年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成的,具有很强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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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及可复制性.而其对于人才的培养,也要求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其次,钱亚新对于师范院校图

书馆学教育的认识具有系统性,如在课程设置时,他
不仅考虑到了图书馆学的课程,还考虑到了图书馆

学系与其他系科之间的关系.再次,他从广义的角

度来认识图书馆学教育[２６],更强调师范院校图书馆

学教育的社会价值.图书馆学教育既包括图书馆学

专业教育,即针对有志于从事图书馆职业的学生,传
授图书馆经营管理等专业知识;也包含图书馆推广

教育,即培养普通学生利用图书馆的能力,改变或提

升其图书馆意识.钱亚新多次强调,师范院校图书

馆学教育目的之一是要推广图书馆教育,即要增强

民众图书馆意识以及利用图书馆的能力.最后,钱
亚新在思考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时,还特别注重

师范院校的实际,鉴于师范院校学生毕业后大多都

从事教育工作,因此,钱亚新在设计授课方式时,特
别增加了学生“试讲”的环节,以便于学生日后工作,
这应该说是最能反映其从实际出发的教育思想的.

５．３　启示

历史研究的功用,简言之可概括为“求真”与“淑
世”两端.研究历史,我们一方面是为了了解历史真

相,即要“求真”,但求真的同时还要“以史为鉴”,通
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当下提供一些借鉴,即所谓

的“淑世”.笔者通过研究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

学教育史以及钱亚新的有关思想,发现其对于当下

图书馆事业以及图书馆学教育同样有值得借鉴之

处,具体而言,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１)教育职能始终是图书馆的基本职能之一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的重要出

发点是认为图书馆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作
为培养师资的师范院校需要教授图书馆学知识.随

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图书馆的职能愈发多样

化,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表现形式也日趋丰富,如当下

普遍开展的阅读推广等,其本质都是图书馆在履行

其教育职能.教育作为图书馆基本核心职能之一必

须坚守.
(２)图书馆学教育要与社会互动

中国近代师范院校图书馆学专业或课程的设

置,充分反映了师范院校与社会、图书馆界与教育

界、图书馆界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对于推广

图书馆事业、提升民众图书馆意识产生了重要作用.
而审视当下的图书馆学教育,似乎出现了一种“畛域

自囿”的危机,有一种误入“信息迷林”不能自拔的趋

势,在课程设置方面,对社会、对普通民众的需求缺

乏足够的关切.信息技术是图书馆学教育的重要辅

助工具,在开展图书馆学教育方面,不能舍本逐末,
不应忘记图书馆学教育的“初心”,需重视与社会的

互动,真正关心社会普通民众的需求,并有针对性地

培养图书馆人才.
(３)教育史视角是研究民国图书馆史的重要切

入点

图书馆史是近年来图书馆学界研究的一大热

点,关于图书馆史特别是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成绩

十分喜人.然而,从现有的研究来看,不少还是局限

于图书馆界本身,即以一种“内史”的角度出发.而

民国的图书馆事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作为一种

教育事业来推行的,民国图书馆的主管部门也一直

是教育部门.本文对师范院校图书馆学教育的梳

理,是属于教育史与图书馆史的一个交叉研究,从教

育史的视角来研究民国图书馆史也许会让我们有新

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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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anYaxinandtheLibraryEducationinModernChineseNormalSchools

XieHuan

Abstract:ThelibraryeducationcarriedoutbymodernChinesenormalschoolsisanimportantpartof
modernChineselibraryeducationhistory．Thelibraryeducationinnormalschoolscanbedividedintotwo
forms．Oneistosetupamajor,theotheristoopenalibrarycourseinothermajors．ByreviewingthehisＧ
toryoflibraryeducationinmodernChinasnormalschools,thisarticlefoundthatQianYaxinmadegreat
contributionswithhisexperiencesoflibraryeducationmainlyfromvariousnormalcolleges．Thecourseof
libraryscienceinmanynormalschoolswerefirstlyopenedbyQianYaxin．In１９４２,QianYaxinpublished
thearticleLibraryScienceinNormalColleges,whichdetailedtheplanningofthelibrarysciencecurricuＧ
luminnormalcolleges．ThisarticlereflectsnotonlyQianYaxinsunderstandingoflibraryeducationin
normalschools,butalsotheachievementsofthestudyonlibraryscienceteachingduringtheRepublicof
China．Bystudyingthehistoryoflibraryeducationin modernChinasnormalschoolsaswellasQian
Yaxinsthoughtsonthelibraryeducation,thearticlegeneralizedthreepointsforreferencewhichare:the
educationalfunctionisalwaysoneofthebasicfunctionsofthelibrary;libraryeducationshouldinteract
withsociety;andtheperspectiveofeducationhistoryisanimportantentrypointforstudyingthelibrary
historyoftheRepublicofChina．

Keywords:QianYaxin;LibraryEducation;LibraryHistory;NormalSchool;Education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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