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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实«图书馆指南»误读二三事∗

□姚玲杰

　　摘要　学界普遍认为«图书馆指南»的主要内容与日本图书馆协会编写的«図書館小識»的中

译本«图书馆小识»相同,但顾实在书中并未言明其为译著,此举常为学界诟病,然而顾实为何不

言明«图书馆指南»为译著这个问题却无人问津.通过分析相关资料发现,顾实确在«教育公报»
曾公开声明«图书馆指南»为迻译新籍,但这一点却鲜为人知;该书加页的“文学丛书书目提要”的

推广词中讲顾实编辑«图书馆指南»是为了介绍日本新学说等,则间接说明了该书为编译作品.
同时对顾实与«图书馆小识»的翻译、«図書館小識»的版次与编者、顾实是否读过«图书馆小识»等

几个误读,进行了阐明.
关键词　顾实　«图书馆指南»　«图书馆小识»　学术规范　图书馆史

分类号　G２５０．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２．０６．０１６

　　顾实非专门的图书馆学者,１９１８年,其所编撰

的«图书馆指南»由上海医学书局出版后,引起了强

烈反响,中华民国教育部批准顾实呈送«图书馆指

南»作为图书馆的参考用书.学界普遍认为«图书馆

指南»取材于日文«図書館小識»,因此常将其与北京

通俗教育研究会的译本«图书馆小识»相比较.顾实

未在书中言明其为译著,刘国钧对此颇为不满,“顾
氏既取材于此书,而一语不之及,窃不知其何意

也”[１](３４７),范凡等学者与刘国钧持相同观点,认为顾

实窃取了他人的劳动果实[２].
直至今天,«图书馆指南»仍是近代图书馆史研

究无法回避的著作,许多图书馆学者都曾在论著中

论及该书,如谢灼华[３]、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

会[４]、黄 宗 忠[５]、谭 迪 昭[６]、张 润 生 等[７]、王 昌 亚

等[８]、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和武汉大学图书

情报学院[９]、王酉梅[１０]、董小英[１１]、董乃强[１２]、王子

舟[１３]、来新夏[１４]和程焕文[１５]等.但是,目前专门针

对«图书馆指南»进行研究的论文只有１篇[１６],即为

黄红华的«顾实及其‹图书馆指南›研究»,该文对此

书的成书背景、取法日本及体现的以日为师的学术

特点进行了分析.但是,«图书馆指南»成书时的争

论热点之一,也即刘国钧的质疑———顾实缘何未言

明此书为译著,这个问题却一直无人问津.顾实是

否盗取了他人的果实,还需要证据.本文旨在对这

一问题进行探讨,并澄清一些误解.

１　顾实及其学术评价

顾实(１８７８—１９５６),字惕生,古文字学家,早年

留学日本,攻习法科.曾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后在

无锡国专任教,教授中古文学.通多国语言,爱好广

泛,后习东西洋史.同姚名达友善,与丁福保、王献

唐、马叙伦、徐宗泽、瞿良士、瞿凤起、张元济等人交

往颇多,在学问上互相切磋,相得益彰,于目录学、史
学皆有研究,著述兼涉史、子、集三部[１７－１８].

顾实主要著述有«汉书艺文志讲疏»«重考古今

伪书考»«穆天子传知见书目提要»«中国文字学»«图
书馆指南»等.金榜在«目录之功用»中云:“不通汉

«艺文志»,不可以读天下书”[１９],顾实在«汉书艺文

志讲疏»自序中以金榜之言为基础扩展道:“然不通

汉艺文志,诚不可以读天下书,而不读天下书,亦不

可以通汉艺文志”[２０],钟敬文以此句讽刺顾实如此

“泰山北斗”却“倒识欠通”[２１](２２２),不过这句话非但

６８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ies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本土化视野下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译述与改写研究”(编号:１９CTQ００１)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姚玲杰,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６５９Ｇ３０１８,邮箱:５６３０８９＠htu．edu．cn.



2022

年
第6

期

没有被消灭,反而成为至理名言,至今被人传颂.
顾实是位怎样的人物,我们或可从当时学界对

他的作品评价中略窥一斑.钟敬文受汪馥泉之邀为

“顾实著作批判特号”撰文,却欲抑先扬讲顾实“据说

于书无不窥,等身著述”[２１](２２１).张俟明以顾实«文
章学纲要»“目录后附言”中自言“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举例,评说该文“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态度

浮夸”[２２],从附言中不难看出顾实恃才傲物的狂放

之情,这种做派与传统的“谦虚”美德是相悖的,恐难

为大家所容.张俟明撰文时讲“力求其简单,省得多

占‘新学生’有用的篇幅”,而要在版面珍贵的刊物上

特批专号对顾实的著作进行批评,可见顾实的学术

影响力着实非同凡响.蔗园在«顾实的“大学”新解»
中赞叹“他用毕生的精力,专攻国学”,“他用他的森

严锋利的笔,揭破宋代陋儒自欺欺人的勾当,在这学

术衰歇的时代,仍在大声疾呼的以学问昭告后学”,
这种精神令人肃然起敬! 非但不觉得顾实狂妄自

大,反而认为“顾先生从事经解的一支笔,我觉得比

刀枪还要锋利一点[２３]!”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文风正盛,学者之间常相互

公开“论战”.以钟敬文和张俟明为代表的针对“序
言”和“附言”而非正文内容的“批判”,恰能说明这种

“批判”只是文人之间意见相左时的相轻之词.极尽

批判与不吝赞美两个极端,说明顾实既负盛名又有

争议.顾实理西方学术、与新派人物相交等表明其

容易接受新事物,但在新旧思想交替的民国,迎新与

守旧的姿态都容易招来口诛笔伐.
读秀学术搜索中查到１０种不同版次«汉书艺文

志讲疏»,总被引２５７０次,其中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４年、

１９４５年版及广文书局１９７０年版被引用指数分别高

达３．５５９８、３．５５９８和３．５２７２(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２日数

据).可以说,顾实的学问到今天仍被人们热切关

注着.

２　«图书馆指南»其书

２．１　成书及背景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

求强国之道,西方大量的军事科技书籍被翻译引入,
图书馆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被介绍到国内.甲午战

败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意识到,日本虽为小国,却国富

民强.同时,由于日语中有大量日文汉字,对国人来

说,日语较其他外语更容易学习,且两国相邻,交通

相对便利,日本图书馆于是成为国人主要的学习对

象.许多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学者都曾翻译或撰写文

章和书籍向国人介绍近代图书馆.近代政治家和教

育家梁启超于１８９６年出版«西学书目表»,介绍了近

２０年来被翻译到中国的３００多种西方书籍;政治家

和教育家康有为于１８９７年出版的«日本书目志»,是
对日本书目的第一次全面介绍;目录学家孙毓修于

１９０９年出版的«图书馆»,是我国第一部“中西合璧”
的图书馆著作,也是第一部系统介绍图书馆的著作;
近代思想家王国维１９０９—１９１０年间所翻译的«世界

图书馆小史»,最初以系列文章的形式发表,被认为

是第一部向国人介绍海外图书馆历史的译著;教育

学家谢荫昌于１９１０年出版译著«图书馆教育»,将图

书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概念引进到国内;出版家

章锡琛于１９１２年发表文章«近代图书馆制度»,阐述

了古代图书馆与现代图书馆的区别.他们相信,在
民众教育和民众启蒙方面,图书馆与学校和杂志一

样重要,也是富国强民的重要因素.
顾实曾在日本求学,了解日本图书馆的运作方

式和图书馆的好处.也曾留学日本的中华民国江苏

省教育厅厅长符鼎升在«图书馆指南»的序言中写

道,“顾君倜生渊雅君子人也,课余秉其学识经验所

得,发 明 图 书 馆 本 末,书 凡 二 十 四 章,名 曰 指

南”[２４](序１).符鼎升文字与顾实一贯的浮夸风如出

一辙,大有«图书馆指南»一书乃“渊雅君子”信手拈

来之意.至于中国人为什么需要这样的一本书,他
在序言中称,我国虽素号文化,藏书代有其人,但至

明清之间,藏书名家也不过是搜罗海内珍本秘籍,以
供个人浏览;各省虽设立图书馆,图书馆教育却不及

巴黎、柏林之百分之一.中国传统的藏书楼未及向

图书馆转换,图书馆学教育也还只是国文科的课程,
浩如烟海的古今图籍无法荟萃于一堂,学者只能望

洋兴叹,这种现实怕是顾实撰写«图书馆指南»的直

接动力,顾实的图书馆理想着眼于要解决学者的文

献利用难题,这一想法与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者施

雷廷格的观点不谋而合,施雷廷格认为图书馆的作

用是将所收集到的相当数量的图书加以整理,并根

据求知者的各种要求将图书提供给他们利用[２５].
书中提及新的图书类分方法,“综其大旨有三,

曰宗教、曰哲学、曰科学,而其主张人我智识之交换,
则以中日书区一类,泰西书区一类,盖必如是而图书

馆之由来分明,而图书馆之设为不虚.”由于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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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已经无法对新出版和翻译

的书籍进行类分,因此宗教、哲学和科学的划分在当

时具有创新性.且在旧的藏书体系中,书籍的收藏

大于利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智识交换从不在考虑

之列.顾实提出的图书分类法与智识交换的主张对

国人来说都是新概念,“人我智识交换”的观点非常

深刻与超前,与现代语境中“语文学是穿过时空隔阂

了解他者的一种方法”[２６]这一提法有异曲同工之

妙,生动地描述了图书馆的书与读者的互动关系.
序言中称,所谓弹琴赋诗、古画书法,无益于生

民,酒社梨园靡财败俗,“独此图书馆,实有益而可

喜,试举其胪列各法,试之一乡一邑,递进而至于一

国,则是编也,而又岂徒如舟子驾驶时握指南针之是

务哉?”图书馆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恰如指南针之于

航船.其中“递进”和“指南针”的描述,对当时图书

馆的推广和图书馆作用的理解,把握非常准确.

２．２　«图书馆指南»的学界影响

金敏甫在«中国图书馆学术史»一文中说:“上海

有顾实之图书馆指南出版,顾氏之书;虽称编辑,实
亦翻译于日本之图书馆小识,惟其译法与通俗教育

研究会所译,微有不同,而首尾则增添二章系由顾氏

自撰;且每章之末,另附欧美之情形,以为参考,此其

异于原本者”[２７].金敏甫指出,«图书馆指南»与«图
书馆小识»一样,实质上都是日文«図書館小識»的中

译本,不同之处在于,«图书馆指南»的首尾添加了二

章顾实自己的东西,而且每一章都另附欧美图书馆

的情况,作为参考和比较.当时人们对欧美图书馆

的状况还很陌生,因此此部分附加的内容也属于对

西方图书馆的新译介了.
刘国钧曾评论道:“惟顾氏时时流露反对专制政

体之见,又以为中文图书之分类,不宜用四库,亦不

宜袭东京帝国图书馆之办法,因略变异其次做中华

民国图书馆分类法,又于每章稍加材料,附于其后,
命曰参考,此其异于原书者”[１](３４７).刘国钧对顾实

敢于冲破桎梏提出新的学术见解以及不同于四部之

分类法表示赞赏.顾实对帝国分类法不生搬硬套,
而是加以变通,他对«图书馆指南»的编译结合了本

土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融入了自己的思考,顾实和

«图书馆指南»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有自己独特的

贡献.
«图书馆指南»出版一年后,中华民国教育部批

复“顾实呈送图书馆指南准作图书馆参考用书”[２８],

此批复公开发表在官方刊物«教育公报»上.１９１９
年的中国图书馆界,图书馆专业著作寥若晨星,该官

方批复肯定了此书的专业性、学术性和权威性.教

育部既然批准«图书馆指南»作为图书馆参考用书以

指导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该书在一定范围

内会对当时的图书馆事业产生一种统编教科书式的

影响.

１９２６年,刘国钧在评论顾实«图书馆指南»、戴
志骞«图书馆学术讲稿»和杜定友«世界图书馆分类

法»等六种早期图书馆学著作时说:“凡上六书,虽论

述不同,详略互易,而其绝大宗旨则同.此宗旨为

何? 则适用是矣.然所谓适用者,非谓办理者

之适用乃一切使用图书馆者之适用也.以书籍

为公有而公用之,此近代图书馆学之精神,而亦近代

图书馆之所以异于昔日之藏书楼者也”[１](３４９).在刘

国钧看来,虽然论述的角度都不相同,«图书馆指南»
与其他几位图书馆学学者的著作宗旨却一样,不仅

可以为图书馆管理者提供参考,还具有指导读者使

用图书馆的作用,宣扬了近代图书馆学的公共思想.
金敏甫认为,«图书馆指南»与«图书馆小识»两

书,成为日本图书馆学传入时期的代表,“此时之一

般办理图书馆者,亦莫不奉为上法,于是中国之图书

馆,类皆成为东洋式之图书馆,盖受此二书之影响

也”[２７].被“奉为上法”的自是极佳之作,这是对«图
书馆指南»的高度评价,该书同时也成为向日本学习

图书馆学的代表之作,同时也侧面印证了中华民国

教育部所批复的«图书馆指南»的“参考用书”地位.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一书称顾实“依田万吉等的

«图书馆小识»为蓝本编撰的«图书馆指南»出版,将
以日为师推向高潮”[２９].

３　学界误读与批评

３．１　顾实与«图书馆小识»的翻译

杜定友在«图书分类法史略»一文中介绍说,«杜
威十进法»于１９０９年,由顾实从日本翻译来的«图书

馆小识»一书,首先被介绍到中国来[３０].四川省图

书馆学会直接采用了杜定友这一观点:“当时我国出

版的图书馆学著作,大多数也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顾实的«图书馆小识»(１９０９年)
和«图书馆指南»(１９１８年),M杜威的«十进分类

法»就是由«图书馆小识»首先介绍到中国的”[３１].
以图书馆学乃顾实的“业余研究”和孙毓修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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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志»连载«图书馆»一文为据,李严论证首次

介绍杜威十进分类法应该是孙毓修于１９１０年,而不

是顾实于１９０９年[３２].杜定友在他本人的著作«图
书馆学概论»第四十章«图书馆学书目»中记录顾实

的著述只有一条:“«图书馆指南».医学书局,民七,
九角”[３３].日本图书馆协会编写的«図書館小識»第
一版于１９１５年才出版[３４],杜定友关于顾实１９０９年

翻译«图书馆小识»的说法应该是笔误了.

３．２　«図書館小識»的版次与编者

«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一书称顾实的«图书馆

指南»是依照“田万吉等的«图书馆小识»为蓝本编

撰”[２９].而事实上,日文«図書館小識»第一版由日

本图书馆协会编著并于１９１５年出版;第二版[３５]和

第三版[３６]分别出版于１９２２年和１９２５年,均由和田

万吉等编著,日本丙午出版社出版.因此这里有两

处不当之处:第一,«图书馆指南»出版于１９１８年,所
以其蓝本只可能是比它出版时间更早的１９１５年由

日本图书馆协会所编写的第一版;第二,１９２２年的

第二版或１９２５年的第三版的主要编者都是“和田万

吉”,而不是“田万吉”.

３．３　顾实是否读过«图书馆小识»
刘国钧不乏讥讽地指出:“其书共二十四章,于

图书馆之必要、性质、种类、经营法,推论綦详.然察

其内容,除首尾二章外,标目悉与图书馆小识同,稽
其实质,又复相似.意者顾氏未知此书有中译而取

之为蓝本乎然顾氏既取材于此书,而一语不之

及,窃不知其何意也”[１](３４７).不知刘国钧是批顾实

不遵守学术规范,还是暗指顾实剽窃他人思想,或兼

而有之.民国时期信息传播不顺畅,«图书馆小识»
仅比«图书馆指南»早一年出版,顾实在编写«图书馆

指南»之前没有读过«图书馆小识»也属常情.因此,
刘国钧此处的批评由于太绝对而略失客观.

３．４　学界批评

同刘国钧的观点一致,范凡的批评态度非常明

确,“一些著作明明是翻译著作,译者只是多多少少

加进去了一些自己的意见,就完全据为己有,不肯承

认是译作如顾实的«图书馆指南»”[２],顾实被点

名批评.
在上海医学书局的“文学丛书书目提要”中,编

辑赞叹顾实嗜好图书,且国学根基深厚,“留学日本,
考察彼邦教育,深知图书馆为社会教育唯一之机关,
归国而后,叠在京师内地各大图书馆,考察状况,慨

我国图书馆事业之幼稚,亟宜讨求振兴之策,特辑此

书,内容介绍新说”,讲«图书馆指南»乃顾实为振兴

我国图书馆事业特意编辑之书,以介绍日本图书馆

新学说,间接言明«图书馆指南»为编译作品;并评价

«图书 馆 指 南»“闳 通 旧 法,淹 贯 警 辟,得 未 曾

有”[２４](书目１),大有赞其融古今、创新篇之意,其虽为

推广语,却也可以理解为不吝溢美之词.

１９１９年,«教育公报»刊载教育部批复顾实呈送

«图书馆指南»文:“据呈送图书馆指南一册到部,迻
译新籍,参以己见,于办理图书馆甚有裨益,应准作

图书馆参考用书,书存此批”[２８].此批文除了准许

顾实呈送«图书馆指南»之外,还还原了顾实对该书

的重要描述:此书为新近翻译书籍并加入了个人见

解.至于日文原著是何书籍,无论是“文学丛书书目

提要”还是顾实呈送教育部报批文稿中都只字未提,
不过从其结构与内容来看,原著非«図書館小識»
莫属.

顾实未在«图书馆指南»一书上说明此书为译

著,刘国钧１９２６年发出的质疑“一语不之及”的结论

应该就是基于此,但鉴于１９１８年该书出版时,上海

医学书局出版社的推广词中“留学日本”“介绍新学

说”之辞对该译著的间接说明,以及顾实１９１９年呈

送的报批和批复公文上,公开说明此书为“迻译新

籍”,可见刘国钧的质疑和范凡２０１１年的批评是不

够客观的.

４　不言明译著的缘由

以上分析表明,人们对顾实和«图书馆指南»存
在一定的误解,如果想当然地接受所有评论,就会得

出一个失实的结论.顾实虽然没有在书上说明«图
书馆指南»为译著,但他在«教育公报»上却公开声明

其为译著,加上出版社推广词的间接说明,这也意味

着顾实主观上并没有窃取他人劳动果实的意图.

４．１　学术规范尚未建立

顾实遵循一定的学术规范,如在«汉书艺文志讲

疏»的参考文献上,“如有择录,悉注出处,不盗人善,
自见己旨”[３７],着重学术上的考镜源流.但诚如范

凡所指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学术规范尚未完全

确立[２],这是个不争的事实;陈平原也曾抱怨过民国

时期小说写作的不规范甚至是混乱[３８];结合杜定友

的笔误和刘国钧的不精确批评,我们完全可以信赖

范凡所言,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学术规范尚未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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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
顾实了解学术规范并于经书注解之时坚守规

范,因为经书注解一直是顾实的心血之作,故而凡事

考究也在情理之中.为何撰写«图书馆指南»的时候

却一反常态呢? 顾实既然“读日本书,犹本国书也”,
翻译一本日文书对他而言,自然是手到擒来,符鼎升

就把«图书馆指南»的写作归结为顾实课余学识经验

所得.所谓容易得来的不容易被珍惜,«图书馆指

南»之于顾实大概如此.由于学术监督的空缺,在呈

送«图书馆指南»到官方机构———教育部之前,其是

否符合学术规范对于顾实而言,就成了不必重视的

末节,如此行事倒符合顾实狂放的性情.

４．２　志不在此

«图书馆指南»一书诚然获得了不同凡响的肯

定,顾实因此成为近代图书馆学研究不可忽视的一

位人物,他对图书馆事业的理解也超乎了他的时代,
但是相对于他等身著述的古文字学和目录学泰山北

斗的地位而言,也可谓小巫见大巫了.此外,作为官

方指定的图书馆参考用书,«图书馆指南»的出版,在
当时的图书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是顾实并未

有续作来延续此荣耀.或如蔗园所言,顾实确实投

毕生精力于文章学的考辨,亦如符鼎升在序言中所

写,此书只是他知识经验之余的一个小小的思想火

花,也如前文李严所论述,图书馆学只是顾实的业余

研究,顾实志不在此.
顾实认为大多学问与事业都是由于人的一时好

奇而开启的,好奇心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趋向好

名心,名誉又分暂时的名誉与永久的名誉,得到永久

名誉的人便渐入圣贤之境,并引用孔子在«孝经»中
所言“立 身 行 道,扬 名 于 后 世”来 支 持 自 己 的 论

点[３９].如果以此观点来看,«图书馆指南»是顾实的

好奇心,官方认定的学术权威和学界热评是他获得

的永久名誉,倒也合情理.然而他呈送«图书馆指

南»到教育部这一行为的细节,鲜有资料可查证,因
而尚无法判断是否代表了其好名心.历史向我们走

来,却始终戴着面纱,他的这本译著,或同如前所述

的那些文化界和教育界的学者一样,只是想为中国

新生的图书馆事业作点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１　刘国钧．现时中文图书馆学书籍评[J]．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２６,１(２):

３４７,３４９．

２　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北京: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５０．

３　 谢 灼 华．中 国 图 书 和 图 书 馆 史 [M]．武 汉: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１９８７:２５９．

４　中国图书馆学会出版委员会．图书馆学[M]．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８０:８３．

５　黄宗忠．图书馆学导论[M]．«湖北高校图书馆»杂志社,湖北省高

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１９８５:１９７．

６　谭迪昭．图书馆学基础知识 试用教材[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６:２１．

７　张润生,胡旭东,王忠,等．图书情报工作手册[M]．哈尔滨:黑龙江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２３．

８　王昌亚,卢绍君,白国应,等．中国图书情报工作实用大全[M]．北

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１７．

９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图书馆学

基础[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１:３６．

１０　王 酉 梅．中 国 图 书 馆 发 展 史 [M]．长 春:吉 林 教 育 出 版 社,

１９９１:２８８．

１１　董小英．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源[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９９６:２７

１２　董乃强．中国高等师范图书馆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５９．

１３　王 子 舟．图 书 馆 学 基 础 教 程 [M]．武 汉: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

２００３:４２．

１４　来新夏．中国图书事业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４０２．

１５　程焕文．图书馆的价值与使命[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

社,２０１４:２５．

１６　黄红华．顾实及其«图书馆指南»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２０１２
(２):９９－１０２．

１７　王睿．民国诗学著作考述[M]//曹辛华,钟振振．民国诗词学文

献珍本整理与研究．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６:６７．

１８　申畅,陈方平,霍桐山,等．中国目录学家辞典[M]．郑州:河南人

民出版社,１９８８:３８３－３８４．

１９　«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编辑组．目录学研究资料汇辑 第１分册

目录学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１９７９:１９６．

２０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M]．上海:广文书局,１９７０:１．

２１　钟敬文．顾实先生的考证学[J]．新学生,１９３１,１(３)．

２２　张俟明．关于“顾实文章学纲要”[J]．新学生,１９３１,１(３):２０９

－２１３．

２３　蔗园．读书消息:顾实的“大学”新解:新年读书记之一[J]．励志,

１９３６,４(３):６－９．

２４　顾实．图书馆指南[M]．上海:医学书局,１９１８．

２５　周文骏．图书馆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１９９３:４０８．

２６　苏杰．语文学的精神是什么[N]．上海文汇报．２０１９－１０－２５
(W０７)．

２７　金敏甫．中国图书馆学术史[J]．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１９２８,２
(２):１．

２８　批顾实呈送图书馆指南准作图书馆参考用书(第一百六十三号,

八年四月十日)[J]．教育公报,１９１９,６(６):７６．

０９

顾实«图书馆指南»误读二三事/姚玲杰

MisunderstandingsofT．S．KuandHisLibraryGuide/YaoLingjie



2022

年
第6

期

２９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中国图书馆学学科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

术出版社,２０１４:１０４．

３０　杜定友,钱亚新,钱亮,等．图书分类法史略[J]．广东图书馆学刊,

１９８７(１):５．

３１　四川省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概论[M]．四川省中心图书馆委员

会,１９８３:４３．

３２　李严．为杜威法首次传入我国质疑[J]．江苏图书馆工作,１９８０
(４):２６－２８．

３３　杜定友．图书馆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７:１０５．

３４　日本図書館協会．図書館小識[M]．東京:日本図書館協会,１９１５．

３５　和田万吉,金澤慈海,植松安,等．図書館小識 增訂[M]．東京:丙

午出版社,１９２２．

３６　和田万吉,金澤慈海,植松安,等．図書館小識 增訂再版[M]．東

京:丙午出版社,１９２５．

３７　傅荣贤．«汉书  艺文志»研究源流考[M]．合 肥:黄 山 书 社,

２００７:３９９．

３８　陈平原．书里书外[M]．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２０１９:１３２．

３９　顾实．治小学之目的与方法[M]//东南大学南京高师国学研究

会．国学研究会演讲录 第１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３:２１－２２．

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图书馆,河南新乡,４５３０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１年１２月１日

(责任编辑:支娟)

MisunderstandingsofT．S．KuandHisLibraryGuide

YaoLingjie

Abstract:LibraryGuidewaswidelytakenassimilartoLibraryIntroduction,atranslationofToshoＧ
kanShoushiki．T．S．KuwasaccusedofintendingtostealothersworksbymanyscholarsashedidntdeＧ
claretheworkasatranslation．Buttillnow,thereisstillnoanswertothequestionthatwhyKudidntdeＧ
clareLibraryGuideasatranslation．Bytakingananalysisofrelevantmaterials,aconclusioncouldbe
madethatKudiddeclareitasanewtranslationinthenewspaperEducationGazette,butthispieceofnews
wasnotwellＧknown;inthe“BibliographyofLiteratureSeries”intheaddedpagesofLibraryGuide,the
editorstatedthatKuscompilationofLibraryGuidewastointroducenewacademictheories,whichexＧ
plainedthatthisbookwasatranslationindirectly．Atthesametime,somemisunderstandings,suchasKu
andthetranslationofLibraryIntroduction,theeditionandeditorofToshokanShoushiki,andwhetherKu
haseverreadLibraryIntroduction,wereclarified．

Keywords:T．S．Ku;LibraryGuide;LibraryIntroduction;AcademicNorms;LibraryHistory

(接第６９页)

AnalysisontheMethodsandPracticeofUniversityPatentCompetitiveness
—Taking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

LiuXiuwen　WangYimei　LuoWenxin　TianYang

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constructionofastrongintellectualpropertycountry,drivenby
theneedsoftheuniversitymanagement,itissignificancetoanalyzethepatentcompetitivenessoftheuniＧ
versityindetail,whichwillhelpthedecisionmakingoftheuniversity,improvethepatentqualityandproＧ
motethetransformationandapplication．TakingPekingUniversityLibraryasanexample,thispapersumＧ
marizesthemethodsandpracticeofuniversitypatentcompetitivenessanalysisinordertoprovidereference
formoreuniversitylibrariestocarryoutsuchservices．

Keywords:PatentCompetitiveness;IndexSystem;InformationServiceInnovation;IntellectualPropＧ
erty;UniversityLibrary

１９

顾实«图书馆指南»误读二三事/姚玲杰

MisunderstandingsofT．S．KuandHisLibraryGuide/YaoLingj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