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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中外: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图书馆界
举办的两次国际展览会∗

□张静

　　摘要　中国国际图书馆联合世界多国的知名图书馆与文化机构,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和１９３７年

４月,先后在中国主办的“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与“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分别是近代中国规模最

大的图书馆专题展览会和第一次国际性百科全书展览会.两次展览会以汇通观摩世界先进文

化、发扬中国文化、鼓励和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宗旨,促进中国图书馆事业与学术界的进步,传

播中国文化,也给当前我国图书馆建设以更多启示.
关键词　国际性展览会　中国国际图书馆　中国图书馆事业　中外文化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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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以介绍关于中国国际间学术之研究,期得沟通

中西文化较大的效率为旨”[１]的中国国际图书馆,

１９３４年与１９３７年分别在中国主办了“世界图书馆

展会”与“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两次展览会规模

大,参观人数多,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图书馆界影

响力较大的展览会.展览会沟通了中西文化,助推

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与学

术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基于当时的中

外文报纸杂志刊载的图文史料,对这两次展览会的

盛况及社会影响做出回顾与分析,希望能给当前中

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多的启示.

２　两次展览会的时代背景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西方的近世文明受到追

捧,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受到西洋文化的空前挑

战和冲击.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翻译出版书籍、创
办教会图书馆、印书局等活动,带来了先进的西方先

进技术及文化知识,使中国知识分子大开眼界,动摇

了其固有的传统观念.２０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掀

起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使中国知

识分子走上全面、直接向西方学习的道路,西方先进

文明输入中国.到了五卅运动时期,中国开始转向

反对帝国主义.强烈的民族意识使知识分子及政界

官员认识到提高国际地位、发扬文化自信的紧迫性.

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重建民族自信、促
进国际文化合作交流实施了一些举措.１９２８年１２
月１２日的«行政院关于颁行全国举办物品展览会通

则至国民政府呈»中明确指出“正拟举行国际展览

会,遍邀世界各国参加”[２]«中国新教育社主办基本

教育展览会计划纲要»的目的就是“促进国际间互相

的了解与教育的合作”[３].各个文化机构创办国际

展览会,被国民政府纳入施政计划.
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黄金时期.依附于国民政府决策及图书馆事业飞速

发展的有利条件,不同性质的展览会在全国图书馆、
博物馆等文化机构普遍开展.如１９２９年的“西湖博

览会”、１９２８—１９２９年的“中华国货展览会”、１９３５—

１９３６年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１９３６年浙江省立

图书馆举办的“浙江文献展览会”等,以上展览会面

向国内外公开展示中国的文化宝藏,产生了强烈的

社会反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国际图书馆

主办的“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和“世界百科全书展览

会”,可看作是沟通中西文化、鼓励和发展国内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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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事业及学术界的重要组织活动,同时也是一种引

人注目的政治与社会现象.

３　展览会创办的缘由

３．１　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需要

民国时期,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当务之急就是不

断向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经验,使图书馆成为普及全

民教育的机构.２０世纪初,以沈祖荣、戴志骞等图

书馆学人留学回国后,发起了“新图书馆运动”,广泛

宣传图书馆的功能,对旧藏书楼的陋习进行抨击,仿
效美国公共图书馆建立新式的图书馆,国内图书馆

事业得到发展.１９２９年的«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
发刊词中对国内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指出:“虽然已

渐渐的为社会所注意,但大多数的人们,还把他当作

教育的附属品,却不知道他是和其它教育机关联系

在一起的.我们为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应当向

社会解释,把图书馆事业的内容和他的重要,都略略

的展献于社会.使社会上的人士,对于他由了解而

发生信仰和希望”[４].由此可以看出,展览会也是普

及图书馆事业的重要因素之一.“至近百年,欧美图

书馆事业积极推广,事实上有会通观摩之必

要”[５].中国作为国际图联发起国之一,以韦棣华、
戴志骞、袁同礼、沈祖荣等为代表的先进人士,非常

重视与欧美先进国家联络,进行学术交流,吸取国外

先进经验,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１９２９年,中华图

书馆协会派戴志骞、袁同礼、沈祖荣为代表参加第二

届国际图联大会,竭力沟通中西文化.此次大会各

国的代表“一致认为中国图书馆事业虽尚在幼稚时

期,而对于提倡世界文化不落人后,足证中国图书馆

界同仁有发扬东方文化之热忱与吸收西方文化

之望.”[６]

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曾有袁同礼、戴志骞、裘
开明、冯陈祖怡、胡天石等多次参加国际图书馆学术

会议,并邀请国外图书馆学者来华访问和参加各种

活动,增进中国图书馆与国际图书馆的联系,从中得

到鼓励和借鉴.创办国际性的图书馆展览会,可以

加深与国际人士的认识与了解,彼此增加感情,是发

展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活动之一.

３．２　沟通中西文化,提升中国之国际地位

２０世纪２０至３０年代,留学欧洲的中国知识分

子,亲历先进国家的图书馆,感受西方国家先进文化

的同时,认识到了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国际影响

力的紧迫性.“鉴于东西文化接触日繁,实有沟通阐

扬之必要,而图书馆事业,及沟通阐扬之工具.
但必须与世界各图书馆有互相之联络与认识,取法

与观摩,方切实际而收效方速也”[７].杜定友指出:
“今之提倡图书馆者,其宗旨一以保存我国故有之文

化,一以灌输欧美新文明.使学术界多一参考地,国
民多一休养所”[８].１９２９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

年会通过李小缘的“呈请教育部集中全国及国际交

换图书事业案”议案理由是:“故本国书籍送与国际

交换者甚少,应积极组织筹备,以增进国际之地

位”[９].
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热衷于吸取西方先进文

化,传播中国文化事业.在先进人士李石曾、吴稚

晖、张静江等人的努力下,１９３３年,在瑞士日内瓦成

立中国国际图书馆(中国国际图书馆的总部),馆长

为胡天石.１９３４年,在上海成立中国国际图书馆分

馆“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馆长为冯陈祖怡.上海

中国国际图书馆馆藏丰富,为中外文化的合作交流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经常配合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

馆,进行各种图书征集、展览活动.如１９３４年２月５
日至１４日,在该馆举办的“现代德国印刷展览会”,
展出了“德国近十年以来的现代印刷品五百多件,包
括图书、杂 志 等,这 次 展 览 在 中 国 是 独 一 无 二

的”[１０],此次展览会对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

重要影响.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

各项活动停止发展,珍贵的馆藏转移到了世界学校

保管,据档案资料记载,当时世界学校内有“有大礼

堂一间,储存古乐器约二百件,又藏书库一大间,约
有中国经、史文集数千余部,名人字画数百件”,这些

丰富的藏品“亦均为世界所罕见!”[１１]

中国国际图书馆,“承担着接受西方文化,发扬

东方文化,以达世界文化之合作的重任.”[１２]多次举

办展览会,起到了沟通中西文化桥梁的作用.蔡元

培在中国国际图书馆茶会上致辞:“中国文化有数千

年之历史.即印刷术之发明亦较他国为早,然因吾

国缺少具备材料,买献与国际,致各国对我未能有深

切之认识.今中国国际图书馆从事该项工作,中西

文化藉此而得贯通,世界合作前途诚利赖焉.”[１３]

中国国际图书馆的建立为中国的国际文化交流

合作提供了组织保证,将中国图书馆与国外的交往

引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代.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世
界图书馆展览会”与“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使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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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馆舍[１４]

人士认识与了解中国文化,增进国际合作交流,从而

提升中国之国际影响力,这也是中国国际图书馆办

馆宗旨的有力印证.

４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与“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
的盛况

两次展览会的参会单位,来自国内外不同国家

和地区的知名图书馆,规模宏大、参观人数之多,引
起国内外社会媒体的共同关注.当时重要的中外文

报刊如«申报»«良友»画报、«中华»画报、«大公报»
«字林西报»(TheNorthＧChinaDailyNew １８６４－
１９５１)、«弥勒氏评论报»(TheChinaWeeklyReview
１９２３－１９５０)、«大陆报»(TheChinaPress１９２５－
１９３８)等报刊对两次盛会都有跟踪报道.

４．１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日内瓦中国际图书馆联合

世界各国著名图书馆,在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举办

的“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为中国之首创.来自“世界

上各国的一百多家著名图书馆参加,由吴稚晖、李石

曾联合主办”[１５].展览会开幕当天,由上海中国国

际图书馆馆长冯陈祖怡报告筹备经过,吴稚晖致开

幕词,交大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徐家汇图书馆馆长徐

宗泽发表演说.

图２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

展出的照片、出版品、图样表格等展品[１６]

此次展览会规模较大,参会单位多,１０月１３日

的«字林西报»(TheNorthＧChinaDailyNew １８６４
－１９５１)对此报道:“展览会有来自世界十六国百余

家图书馆参加,其规模较大者如:美国之国会图书

馆、英国之博物院图书馆、德国之柏林图书馆、意大

利之那波里图书馆、瑞士之国立图书馆等世界著名

图书馆.”[１７]国内参展的有“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浙江省 立 图 书 馆、国 立 北 平 图 书 馆 等 各 大 图 书

馆”[１８].“国立中央图书馆并送来商务印书馆最近

影印四库全书一部,亦陈列展览.是会之琳琅璀璨,
蔚为伟观,实属我国图书馆之创举”[１９].展品分为

照片、图样表册、出版品、图书馆建筑模型等类型,
“共计一千二百余件,布置颇为精致”[２０].国外部分

以德国和美国图书馆展品最多,各种出版品、建筑模

型有上千件.国内展品有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北

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图书馆、上海圣约翰大

学图书馆、金陵大学图书馆等著名高校图书馆以及

各省立图书馆展出的照片、出版物等举不胜举.展

出文献较多的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其展

品有文渊阁内部、外部的照片,«故宫善本书影初稿»
«故宫善本数目»«明史本纪»«殿本书库先存数目»
«河源纪略»«清宫史续编»等几十种珍贵文献.“到
会参观者,中外人士颇形踊跃,极博好评”[２１].

图３“世界图书馆展览会”在北平国立图书馆举办现场,

图中有筹办展览会人员冯陈祖怡、靳鸿等人士[２２]

在上海展出之后,收效甚好,并应华北各界人士

邀请,“即定十一月一日起在北平国立图书馆公开展

览,该会并推定委员靳鸿、冯陈祖贻来平筹备一

切.”[２３]会场布置在北平国立图书馆的“梁启超纪念

室”(图３),展期为一周,这次的“国际图书馆展览会

社会影响力非常大”[２４],参观人数有“来观者约万人

之谱云”[２５]之说.展览会在北京结束后,所展图书

照片部分翻拍缩影,印制成册,保存在中国,以便发

展中国文化.“世界图书馆展览会”的创办以沟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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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文化、发展图书馆事业为宗旨,“希望从世界各国

图书馆之最近设施与趋势,得到一种模范观念”[２６],
“颇足以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之发展”[２７].

４．２　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

１９３７年４月１７日,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联

合世界社、世界学院、世界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世
界合作出版协会在上海中国国际图书馆主办的“百
科全书展览会”,“在中国尚为空前举动”[２８].参会

的各界著名人士有褚民谊、杜月笙、潘公展、周作民

等二百多人.参展的图书主要是来自国内外知名的

图书馆、大学等机构.展览会规模大,展品多,展览

会社会影响大,参观者“极为踊跃,平均每日在二千

人”[２９]以上.１６日的«大陆报»(TheChinaPress
１９２５－１９３８)报道为:

此次展览图书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语言的百科全

书有三万多册.巨量的百科全书分为普通的、专科

的层层陈列,作为参观者的一种观摩,可以鼓励学术

界的进步.国外部分最早的是法国狄德罗和其

团队,耗费２７年编纂的,于１７７８年第一次出版的百

科全书.近期的有英、美、德、饿、法、荷兰和芬兰等

国的百科全书.还有天主教和日文版的佛教

类,其中科学、哲学、艺术和书信类的百科全书就有

四百多卷[３０]

展会颇为引人注目的是纪晓岚的«四库全书»手
抄本、自画像、生前遗物和法国大文豪狄德罗编著的

百科全书初版与石膏像等(图４).如«申报»所载:
法国之狄德罗,及中国之纪晓岚,乃世界两大百

科全书创作家.其毕生之努力,及其贡献,于近世纪

学术界之伟大,吾人实有纪念之必要.故于此次展

览会中,特将其遗物,亦合并展览,并另刋近世界六

十名人及纪晓岚二书,以为之纪念.本人鉴于古人

之努力,有如狄纪二氏者,及世界各国之努力.有如

今日所陈列之各种百科全书,不能不发生一种感想,
即 吾 人 编 纂 世 界 百 科 全 书 者,更 应 如 何 努 力

云云.[３１]

展示图书“以种类言,共计四百五十种;以国别

言,共计十一国;以参加之机关言,共计三十九家,确
为中国文化界空前盛举.”[３３]“中文三百余种,日文

一百多种,西文一百七十余种”[３４].内容分为“普
通、语言、社会科学、应用技术、文学、历史、美术、宗
教等类.收集如此巨量的知识宝库之百科全书,公
开展览,在 我 国 尚 属 第 一 次,自 是 极 有 意 义 的

图４　“百科全书展览会”展出的各国百科全书[３２]

事.”[３５]中国的«图书集成»、«太平御览»、«册府元

龟»、«教育大辞书»等珍贵文献,在这次展览中也非

常夺人眼目.

图５　“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场的中部情形[３６]

“百科全书展览会”对我国学术界的进步产生了

重要影响.因为“在当时社会贫乏的学术界中,目前

还不易找出一部比较完备的百科全书.‘世界

百科全书展览会’,对于中国学术界当有一番大的贡

献.作图书馆界和出版界一种观摩,当可以鼓

励我国学术界的进步.”[３７]此次展会贡献了世界各

国百科全书,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促进中国学术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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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也给中国学人开放展览藏书一个很好的启示.

５　“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与“世界百科全书展览会”
的影响

两次展览会的创办,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界开放

馆藏资源、展览珍贵文献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２０
世纪３０年代,全国图书馆展览会的创办已达到了兴

盛时期.１９３６年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我国图书馆

事业很有长足的进步,其中一种很有意义的活

动,就是举办各种展览会.”[３８]其次,两次展览会引

起了图书馆界对创办展览会的重视.如１９３６年刊

载的«图书馆与展览会»和«书籍的收藏与开放»两篇

文章分别提出:“我们希望各种图书馆能随时举办各

种性质的展览,我们尤其希望社会各界之热烈督促,
而且匡助图书馆之此种活动”[３９];“我希望从今以

后,对于国内的书籍收藏家是以十二万分的诚挚与

祈祷,要求开放展览.我们期待着这种书籍开

放展览之风很快地能广布了全国”[４０].从中也可看

出社会公众要求图书馆开放藏书和创办展览会的热

切愿望.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后,从公立图书馆到学

校图书馆,各种类型的展览会在全国范围广泛开展

起来.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展览珍本(１９３５年)、
安徽省立图书馆举行文物展览(１９３６年)、燕京大学

图书馆举行图书展览(１９３７年)、苏州图书馆筹备吴

中文献展览(１９３７年)、中央图书馆善本拓片展览会

(１９４１年)、国立中央图书舘期刊、善本、拓片展览

(１９４１年)、国立中央图书馆钱币展览(１９４３年)、中
华书局图书馆基本教育展览会(１９４７年)等.由此可

见,展览会已在全国图书馆界得到很好的发展.

６　结语

两次展览会规模大、收效好,对我国图书馆事

业、学术发展以及中西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早在２０００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

出了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国家“十一五”文
化发展纲要»中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扩大对外

文化贸易;“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也是文化部出台

的«文化建设“十一五”规划»中推动实施的五大发展

战略之一.２０１３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２０１７年１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其重点任务就包括“推动中外文化

交流互鉴,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
充分发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群艺馆、美术馆等

公共文化机构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作

用”.
自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辽宁省图书馆、莫斯科中国

文化中心在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共同主办了“中国传

统节日系列图片展”;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伊朗

国家图书与档案馆举办了“美丽的中国”图片展,同
年,伊朗国家图书档案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举办“美
丽的伊朗”图片展.上述这些跨国际的展览会,向国

外展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风貌和自然风光,沟
通了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引起了很好的反响.当前

我国图书馆建设亟待拓宽思路,既要“走出去”也要

“引进来”,通过与周边国家共同举办各种展览会,助
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拓展服务模式,提
升文化服务功能,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文化和信

息资源支撑,为促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快速发展做出努力.站在今天的时代高

度看,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世界图书馆展览会”与“世
界百科全书展览会”仍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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