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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棣华图书馆学教育理念研究∗

□付勃达　谢欢

　　摘要　韦棣华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缔造者与奠基人.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文章通过大

量调研、历史爬梳与解读式内容分析,解析韦棣华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及理念.文章认为,以文华

公书林的创立为标志,韦棣华助推中国图书馆学教育从“隐学”走向“显学”,其教育实践功绩主要

归纳为“建立文华公书林”“引入美式图书馆学”“力争美国退还庚款”三点.在此基础上,韦棣华

的图书馆学教育理念可以概述为以下三点:坚守专业化与特色化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道路;保障

学科独立稳定,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认同感和影响力;深化学科中外交流,提高学科国际知名度,
持续优化图书馆学教育体系.最后,结合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现状,以韦棣华实践与理念为依托,
提出当前及今后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启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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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G２５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２．０５．０１２

１　引言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可追溯至１９２０年武昌文

华大学创设的文华图书科.１９２９年文华图书科独

立于文华大学,建立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

简称“文华图专”),在战火频仍、内战不断的２０世纪

上半叶,“文华图专”历经重重磨难,坚守中国图书馆

学教育阵地,培养了包括裘开明、桂质柏、严文郁、钱
亚新等在内的一批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学家,为中

国图书馆学的产生、发展与壮大作出了突出贡献,而
这之中,韦棣华(MaryElizabethWood)无论在中国

图书馆学的诞生,还是在“文华图专”从无到有的发

展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来,随着图书馆学史及图书馆学人的相关

研究不断深化,有关韦棣华女士的研究也受到了中

外学界的关注与重视.早在上世纪初,国外就已有

关于中国图书馆事业现状、发展和困境,图书馆学起

源,“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以及韦棣华女士的相

关介绍与评述(其中包含韦棣华个人撰写的有关中

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的若干文章)[１－６],国内的

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大致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此时

的研究多聚焦于对韦棣华女士的个人情况、建树、评
价等方面[７－１０]、韦棣华同“文华公书林”与“文华图

专”的关系研究[１１]、韦棣华与中国图书馆事业研

究[１２]等.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更为丰富的史料与

档案得以面世,研究视角也逐渐多元化,近十年来,
图书馆学不断开枝散叶,全面、客观、细致研究图书

馆事业、图书馆学人、图书馆学实践、图书馆学教育

等主题的成果越来越多,如韦棣华与中国图书馆学

发展的关系探析[１３]、“文华公书林”的创办基础、源
流、发展脉络与意义[１４]、“文华图专”的产生背景、筹
备、创办与发展等问题探析[１５－１６]、韦棣华的生平考

辨、个人信仰、政治背景及其开展的图书教育等问题

的探究[１７－１９]、以及从不同视角出发对韦棣华女士进

行多维度评价和研究[２０－２１].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韦棣华图书馆学教育理念

历史定位和现实价值的成果见之甚少.本文以韦棣

华图书馆学教育理念为切入点(据考证发现,“图书

馆教育”一词应源自谢荫昌先生翻译的日文,且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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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指涉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时,常用到“图书馆普

及”“图书馆传习”“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员养成”“图
书馆员训练”等词汇,文章探究的是广义的图书馆学

教育,因此将相关词汇均纳入考察范围[２２]),借助全

面调研、历史研究和解读式内容分析的方法,对相关

成果、史料、档案等进行搜集与梳理,期望对韦棣华

及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相关研究有所裨益,并为后

续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２　韦棣华生平概述

韦棣华(１８６１．８－１９３１．５)于１８６１年生于美国纽

约州 巴 达 维 亚 市 (Batavia)附 近 的 小 镇 艾 尔 巴

(Elba).韦棣华父母共生养包括她在内的儿女９
人,由于生活负担和家庭压力较大,韦棣华在成年之

前只断断续续地接受过一些私立与公立学校(包括

巴达维亚中学)的中小学教育,不过韦棣华勤奋好

学,虽未系统接受过学校教育,但通过自学等方式广

泛涉猎,掌握了许多知识,尤其在英国文学方面兴趣

颇高[２３].１８８５年,韦棣华在巴达维亚城邮局觅得一

份差事,至１８８９年,开始踏足图书馆界,任理奇蒙德

纪念图书馆(TheRichmond MemorialLibrary)的
首任馆长,１８９９年,于该馆工作十年之后,韦棣华辞

去馆长一职[２４].同年,为探望赴华传教的弟弟韦德

生[２５],韦棣华从旧金山乘船先抵达上海,后转至武

昌.按照韦棣华的预期计划及武昌当地教会的安

排,她进入思文学校(BoonePreparatorySchool)担
任英文教员一职.１９０３年起,随着思文学校转型升

级为文华书院与文华大学,在校生数量也迅猛增长,
且由于缺乏课外阅读材料,实际教学效果欠佳,韦棣

华便筹备创设一所包含中英文书籍在内、能够满足

学校教学与学生需求的图书馆[２６](４４).１９０６年,韦
棣华回到美国,一边在纽约普拉特学院(PrattInstiＧ
tuteLibrarySchoolinBrooklyn,New York)进修

图书馆学知识,一边参观学习美国各地的图书馆,并
广泛联系当地亲友、民众、教会、社团和相关组织,号
召多方力量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给予财力和物

力支援.１９１０年,在韦棣华的多方联络和努力下,
“文华公书林”正式建成开馆,此馆乃是中国第一所

现代化“美式图书馆”,倡导“公共、开放、共享”的办

馆理念,对校内外所有群众免费开放.为有专门人

才能够科学管理“文华公书林”与发展中国图书馆学

教育,韦棣华先后于１９１４年和１９１７年派遣沈祖荣

和胡庆生赴美专攻图书馆学,开中国人赴美修读图

书馆学之先河[２７].１９１８—１９１９年,韦棣华以特别生

的身份入美国西蒙斯学院(SimmonsCollege)就读.

１９２０年,在韦棣华、沈祖荣和胡庆生等人的不懈努

力下,文华大学文华图书科正式成立并于当年３月

开学招生.１９２３—１９２５年,韦棣华致力于借助美国

政府退还的第二批庚子赔款,来改善中国图书馆事

业和图书馆学教育发展过程中经费困难的状态,同
时争取鲍士伟博士来华演讲与调研,推动“中华图书

馆协会”的成立.１９２７年,作为中国代表的韦棣华

赴爱丁堡参加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５０周年大会,并
在该次会议上签名成为国际图书馆及目录委员会即国

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前身(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
LibraryAssociationsandInstitutions,IFLA)的发起国

之一[２６](１７１－１７４).１９３０年,为促进图书馆学教育的深

化,韦棣华推动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创

立.１９３１年５月１日,韦棣华于武昌逝世.
韦棣华与“文华公书林”“文华图专”以及中国图

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产生与发展同频共振,
她在中国的３０余年时光中,以培养图书馆学专门人

才、为“文华公书林”和“文华图专”的发展保驾护航

为己任,其相关观点、理念、思想对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产生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

３　韦棣华图书馆学教育实践

韦棣华女士对中国图书馆界作出了诸多探索,
就图书馆学教育而言,其先后创办文华公书林、引入

“美式图书馆学”理念和思想、与沈祖荣和胡庆生共

同创办文华图书科、推动美国退还庚款余额等等,这
些宝贵的实践经验铺就了一条助益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从“隐学”走向“显学”的道路.

３．１　建立“文华公书林”,初步推广图书馆学教育

１８８９年,韦棣华已开始其与图书馆相伴相生的

工作情缘.１８９９年,在文华书院担任英语教员期

间,她敏锐地发现学校内外竟无一所可供学生及民

众自由阅读的图书馆,而她在美国曾担任图书馆馆

长一职,深知图书馆对于启发民众智识、摆脱贫苦生

活状态的重要意义,经过多方努力,韦棣华先后在美

中两国募集资金和书籍,自１９０２年１月陆续接收来

自美国的赠书之后,便着手在文华书院内创办了一

间藏书 室,该 藏 书 室 也 就 是 “文 华 公 书 林”的 雏

形[２８].至１９０８年,随着书籍、资金、资源等事务逐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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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筹备齐全,“文华公书林”正式落成,它从整体上抛

弃了传统中国庭院的封闭模式,将入口朝向人来人

往的街巷,而非文华大学的教学区或操场[２９],服务

对象也扩展至全体公众.
“文华公书林”凝聚了韦棣华诸多心血,“图书馆

之功用,在学校则为学校之心神,在社会则为社会之

骨髓,故不惜摩顶放踵艰难以缔造之”[３０].根据她

的设想,公书林实行全开架阅览模式,一方面,“文华

公书林”不仅满足校内师生的教育学习需求,同时也

面向武汉三镇所有民众开放,即任何人均可入馆免

费借阅图书;另一方面,依托“文华公书林”,韦棣华

也初步开始其大众化与精英化并驾齐驱的图书馆学

教育工作.首先,在大众化图书馆学教育方面,韦棣

华依托“文华公书林”举办讲座、读书会、故事会、音
乐会、电影放映等活动,吸引民众入馆,并对其进行

基本的图书馆常识普及与知识讲授.此外,为扩大

“文华公书林”的服务半径,便利民众就近阅览,

１９１４—１９２０年间,她创新性地设立了分馆和巡回文

库,将图书馆的资源与图书馆学基本常识通过分馆、
巡回文库和推广活动等形式送到武汉三镇中较为偏

远的工厂、机关和学校[３１];其次是精英化图书馆学

教育方面,韦棣华针对到馆的学生群体(包括文华大

学和武昌城内各官立学校学生[２６](８４－８６)),进行较为

专业系统的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知识介绍、引导、教
育,包括“文华公书林”的性质、功能、布局、馆藏资

源、机构定位以及图书馆机构的性质与价值等.同

时和文华大学的教师合作,提前获知课程所需相应

书籍,并请他们鼓动学生到图书馆,后对到馆学生进

行书籍分类、检索、借阅等图书馆学知识普及,以使

学生不费翻寻之劳,而得逢源之乐,此举不仅提高了

文华大学的教学效果,同时学生也愈加积极主动到

“文华公书林”查阅图书[３２](１７１).经过韦棣华等人的

不懈努力,“文华公书林”对校内外公众吸引力逐步

提高,到馆读者数量不断攀升(如图１所示[３３－３４]).
此时的图书馆学教育尚处于隐性发展阶段(即有图

书馆学教育之实而无图书馆学教育之名),为后续发

展奠定了基础.

３．２　选派优生赴美深造,引入“美式图书馆学”
沈祖荣在文华大学毕业之时,正值“文华公书

林”建设之际,由于经费受限,此时的公书林职员严

重不足,因此韦棣华女士便力邀沈祖荣留校担任“文
华公书林”协理(副馆长)一职[３５].此外,１９１５年胡

注:入馆人数根据文献资料整理而得,除“文华公书林”入馆人数

为确切值,其余两馆人数均为大约值.

图１　１９１８和１９２２年“文华公书林”入馆人数及对比图

庆生从文华大学毕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随即留校

在中学部任教员一职,韦棣华敏锐地发现他对图书

馆事业的兴趣,因此在胡庆生教学之余,邀请其到

“文华公书林”帮忙[２６](７８).至１９１９年,“文华公书

林”主要由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三人打理,同时也

有一两位助理和若干位到馆勤工俭学的学生[３２](１６７),
但前来借阅的民众数量日益增加(见图１),“文华公

书林”仍未步入科学有序的发展轨道,究其原因,在
于专门人才的匮乏.沈祖荣作为“文华公书林”的协

理,虽毕业于文华大学文科,但彼时的中国无现代意

义上的图书馆,更遑论图书馆学,因此作为一名未接

受过正规系统的图书馆学教育与训练的管理者,他
对于图书馆事务十分陌生,不明其中要理.沈祖荣

曾认为,图书馆员的工作不过就是“惟保藏书籍,典
司出纳”,对于“文华公书林”的诸多事务,只能亦步

亦趋地模仿美国图书馆界的已有做法[２６](７３).韦棣

华也清楚认识到缺乏专门人才管理的公书林难以长

久维续,因此她决定先后资助沈祖荣与胡庆生赴美

攻读图书馆学专业,而选择美国作为图书馆学深造

地是出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考量.
第一,韦棣华在来华之前,曾在理奇蒙德纪念图

书馆工作十年,而该图书馆也是巴达维亚协和学校

的图书馆[３６],因此在该馆的任职经历使得韦棣华对

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与学校图书馆事业有了一定程

度的了解.除此之外,１９０６年,韦棣华借返美推进

“文华公书林”筹建之际,进入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普

拉特学院图书馆学院进修图书馆学,为“文华公书

林”的建设储备体系化的理论知识,因而她对于美国

图书馆学教育及理念也有较为系统的认知.从韦棣

华个人实践、理论与历史的视角来看,美国的图书馆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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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及图书馆学教育体系较为完善和成熟.且从学

科建制与稳定发展的维度来理解,近现代一切学科

的产生非在高等教育中有一席之地均不足以成学,
因此唯有１８８７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经济学

校(SchoolofLibraryEconomy,ColumbiaUniverＧ
sity)的创办才是图书馆学学科诞生的标志[３７],美国

作为彼时沈祖荣和胡庆生深造图书馆学之地,乃是

题中应有之义.第二,就现实情境来说,在１９世纪

末２０世纪初的世纪更迭之际,世界主要国家的图书

馆学教育开始诞生并逐步成长,放眼彼时的世界形

势,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获得了良好

的发展机遇(如远离“一战”“二战”主战场、经济得以

迅速腾飞、重视并大力发展文化事业等),因此其图

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教育也得以传承并快速生长,
不断壮大走向成熟,而同时期的其他国家多处于图

书馆学教育萌芽时期、或对美国图书馆事业与图书

馆学教育的模仿时期,仍以提升本国图书馆员工作

技能类的短期培训为主.另外,彼时的中国处于新

旧思想交融碰撞的转型时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

方文化冲击,西式教育在中国得以生长和发展(如文

华大学就是由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教会学校),因此将

美国作为沈祖荣和胡庆生二人的深造之地也有一定

的现实前提[３８].
综上所述,从主观与客观、历史与现实的层面来

看,韦棣华先后选派沈祖荣、胡庆生赴美修习并深造

图书馆学,且将彼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美式图书馆

学”教育体系和理念引入中国,是使中国图书馆学教

育由隐性发展向显性发展顺利过渡的重要举措,也
是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教育注入新鲜血液

的一次大胆尝试,具有重要意义.

３．３　力争美国退还庚款,助益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庚子事变后,中国要向列强支付数十亿两白银,
其中,美国要求的赔偿金额高达５３００多万美元.

１９１７年底,美国实际的获赔金额已达到自认的“应
赔”之数,但依据条约规定,中国仍需继续赔付６００
余万美元.于是,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便向美国政

府提出退还庚子赔款多余部分的要求,即美国第一

次退还庚子赔款的余额(１９０４年底,美国曾同意将

“过多”的赔款分３２年退还中国,以助“兴学育才”之
用),韦棣华女士便是其中奔走斡旋的重要人物

之一[３９].
韦棣华女士在“文华公书林”及“文华图专”的创

办发展过程中,深刻认识到经费困难给图书馆学教

育事业带来的巨大障碍.于是,自１９２３年起,就设

想借助美国政府退还的第二批庚子赔款来助力中国

的教育与文化事业[４０].１９２３年９月,韦棣华从上海

乘船赴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她向美

国方面提供了诸多关于中国的第一手资讯,积极运

作使美国国会尽快通过«庚款法案»,６个月时间内

共拜访 了 ８２ 位 参 议 院 议 员 和 ４２０ 位 众 议 院 议

员[２](１８０).１９２４年３月底４月初,韦棣华出席美国众

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听证会并发言,她依据其在中

国办理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教育的经验,提出将

该笔款项应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一系列建议和计

划.１９２４年５月,美国众议院经过全体委员会讨

论,认可韦棣华提出的将庚款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的

若干提议[４１].５月２１日,美国众议院与参议院通过

联合决议,授权美国总统将庚款余额退还中国[４２],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作为负责管理美国退还

庚款余额的专门机构,也因之成立.此后,为向“中
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争取将庚款用于更为具体

的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韦棣华“代表中华教

育改进社,向美国图书馆协会,洽谈聘请美国图书馆

学专家鲍士伟博士赴华调查图书馆事业及其教育现

状 一 事,并 希 望 借 此 能 够 对 庚 款 用 途 有 所 建

议”[２６](１５８).１９２５年６月,“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会”在第一次年会上通过了系列决议案,其中明确指

出“兹议决美国退还之赔款,委托于‘中华教育文化

基金董事会’管理者,应用于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

事业,如图书馆之类等等”[４３].
至此,在韦棣华等人的积极运作和不懈争取之

下,美国方面不仅退还了庚款余额,同时将其应用于

包括图书馆及图书馆学教育在内的文化事业之中,
先后资助国立北平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学

校图书馆以及“文华图专”的正常运作与发展,成功

助力中国图书馆学教育走上显性发展的道路,成为

名实兼具并日益枝繁叶茂的一门科学.时任“中华

民国国务总理”的颜惠庆先生曾指出,庚子赔款的应

用分配原则中特别提出“图书馆”,一是满足美国立

法人的兴趣,二是报答韦棣华女士的努力,实现她在

中国建起更多图书馆并发展图书馆学教育的愿

望[４４].由此可见,韦棣华女士在助力图书馆学教育

前进过程中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取得的伟大成就.

７９

韦棣华图书馆学教育理念研究/付勃达,谢欢

ResearchonMaryElizabethWoodsEducationalIdeologyofLibraryScience/FuBoda,XieHuan



2022

年
第5

期

４　韦棣华图书馆学教育理念述评及其当代启示

如前所述,以“文华公书林”的创建为标志,本文

对韦棣华１８９９年赴华后的图书馆学教育实践进行

了细致梳理和概括总结.通过回顾韦棣华一生对中

国图书馆学教育的付出不难发现,其中饱含着她不

断创新的思想信念,这一理念在新时代我国图书馆

学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价值.
(１)坚守专业化与特色化的图书馆学教育发展

道路

图书馆学教育是图书馆事业的根基与核心,韦
棣华从自身出发,不断丰富图书馆学知识,同时资助

更多的人学习图书馆学,系统引入专业化的“美式图

书馆学”教育理念及实践体系,在此基础上大力发展

中国的图书馆学教育,使得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的

“文华图专”毕业生成为彼时图书馆事业建设的重要

力量.此外,图书馆学作为应用性与实践性导向的

学科,具有独特的机构优势,韦棣华在办学过程中将

学校与图书馆机构紧密联合,使“文华公书林”成为

“文华图专”的实际办学依托[４５],其馆员同时也是

“文华图专”的师资[２０](１２６).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世界图书情报学教育在新的

信息环境下面临着改革与创新的课题,于是以整合

所有与“信息”有关的学科教育为目的的“信息学院

运动”(iSchoolMovement,iSchool)在欧美应运而生

并席卷全球[４６].该运动试图通过联盟的形式构建

以大数据为中心的新型跨学科人才培养体系,“去图

书馆化”成为其重要特征和趋势,而iSchool也正在

使图书馆学的人才培养失去专业性及个性化[４７].
无论是传统的图书馆学情报学,还是当今融合了新

兴技术的iSchool,其核心落脚点都应在于人文关怀

和机构特色,脱离人文因素与图书馆机构的图书馆

学就如同无源之水,其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

务等均会背离专业化、特色化、系统化的发展路径.
因而从可持续发展的立场来看,第一,应加强对“图
书学”“图书馆”“图书馆(学)史”“图书馆工作与服

务”等内容的传授,使学生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加深对

本专业和图书馆机构的理解,唤醒其人文理性;第
二,强调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双轨交叉式培养,图
书馆学教育应把握机构优势,借助实习实践帮助学

生认识图书馆,掌握图书馆学,同时也在实践过程中

指导今后的教学重心与实习重点,致力于将专业技

能、图书馆实践、文化服务、社会参与等融入图书馆

学教学目标与育人规划中,培养真正能够“两条腿”
走路的图书馆学学生,从而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价

值理性;第三,响应时代号召,凸显专业优势,与国际

上“去图书馆化”呼声四起的现况相比,我国以图书

馆为中心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势头强劲,在此基础

上,图书馆学应与党和国家的发展要求同向聚合,回
应公众需求,持续深耕于“公共文化”“传统文化”“全
民阅读”“地方文献”“特色服务”等领域,提升图书馆

学教育的时代使命感与社会效益.
(２)保障学科独立稳定,提升图书馆学教育的认

同感和影响力

韦棣华女士认识到稳定的经费支持与良好的发

展环境对于图书馆学教育至关重要,因此一方面致

力于争取美国退还庚子赔款,并将其中一部分专用

于“文华图专”的办学经费(“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

会”于１９２６—１９２９年每年补助“文华图专”１万元,

１９３０—１９３２年每年补助金额为１．３５万元,１９３４—

１９３５以及１９３９年又分三次补助１．５万元[４８]).另

一方面,韦棣华女士在其遗嘱中较早地规划了“文华

公书林”“文华图专”、相关基金以及其个人住所的发

展、经营、分配和使用等问题,有效保障了“文华公书

林”及“文华图专”的稳定独立与持续发展.
随着«新文科建设宣言»的颁布、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成立“交叉科学部”、教育部和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设置“交叉学科”门类,图书馆学在转型时

期遇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在此关键时期,图书

馆学应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且独立稳定的新时代教育

教学与人才培养体系.目前,图书馆学仍属于学科

森林中的弱小枝干,调查发现,有超过７成的图书馆

学专业没有独立的院系[４９],面临着被社会学、历史

学、管理学等传统强势人文社科学科边缘化和肢解

化的风险,因此在转型过程中,应首先保证图书馆学

的独立发展,加强学科宣传,促进跨界交流,不断提

升图书馆学的规模、实力与社会认可,由此争取独立

发展的政策与制度保障;其次,通过合作共享、校友

服务、社会实践等模式(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

商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等均为商科教育稳

定独立发展的先进案例[５０]),尝试以合作建立基金

会、品牌冠名、提供高附加值服务的形式为图书馆学

教育争取稳定的科研、育人、实践等经费支持,从而

有效破解图书馆学教育的维续困境与发展难题,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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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其向着可持续、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３)深化学科中外交流,提高学科国际知名度,

持续优化图书馆学教育体系

韦棣华女士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图书馆界及

图书馆学教育界会议,向彼时的国际社会展现中国

图书馆界的面貌,发出中国图书馆界的声音.如

１９２７年９月２６—３０日,参加英国图书馆协会成立

５０周年纪念大会,作为中国代表,韦棣华和其余１４
个国家的代表共同签署发起成立国际图书馆及目录

委员会(IFLA前身)[５１].此外,无论是返美求学、募
集资金与书籍,还是斡旋于中美两国间争取庚子赔

款等,韦棣华女士都在不同场合数次宣传中国图书

馆学教育的现状及发展的迫切性与重要性,为图书

馆学在中国的成长壮大争取了多方面的国际支持和

援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包括图书馆

及图书馆学在内的文化教育事业获得了良好发展机

遇,逐步在国际舞台中展现“中国特色”与“中国模

式”,如先后有十余所图情院系入选iSchool联盟、以
图书馆学为核心的信息管理类专业通过英国图书信

息专业协会(TheCharteredInstituteofLibraryand
InformationProfessionals)认证、图书馆学学者相继

出任国际组织的学术职务[５２]等.但繁荣现象的背

后,我国图书馆学在中外交流、合作、共享、共进的路

途中仍然步履维艰,国外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图书馆

学教育的相关信息知之甚少[５３],在以欧美国家为主

的英语文化圈中,我国图书馆学教育走出去的“速
度”“广度”“深度”还有待加强.基于此,一方面,强
化沟通,增进理解.借助“一带一路”“金砖国家”等
相关政策优势,延展并加快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对外

交流的范围和步伐,展现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

路径、经验、特色,继而扩大我国图书馆学教育的知

名度和影响力;另一方面,虚心学习,拉近距离.同

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建立良好的教育伙伴关系,提
升国际交流与合作的能力,对先进的图书馆学发展

模式加以学习、借鉴并创新应用,在虚心学习的过程

中发现差距、规避陷阱,不断将我国图书馆学教育推

至国际一流水平的高地,为国际图书馆界贡献图书

馆学教育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５　结语

２０世纪以来,西方图书馆学伴随“西学东渐”进

入中国,其先进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冲击着我

国固有藏书楼的封闭私有和陈旧落后的管理模式.
“文华公书林”及“文华图专”凝聚了韦棣华的毕生心

血,对于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意义重大,从１９１０年“文
华公书林”落成、１９２０年“文华图专”建校,文华学子

成为彼时蜚声海内外图书馆界的著名学人,成为推

动中国图书馆事业进步的中坚力量.回顾韦棣华的

图书馆学教育实践及观点,“坚守专业化与特色化的

图书馆学教育发展道路”“保障学科独立稳定,提升

图书馆学教育的认同感和影响力”“深化学科中外交

流,提高学科国际知名度,持续优化图书馆学教育体

系”等理念,对新时代信息环境与社会转型中的图书

馆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与借鉴意义.期望借助对

韦棣华实践和理念的全面、客观梳理,助益我国图书

馆学教育的创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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