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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群体的职业精神之探讨

———以曾供职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图书馆学家为例

□田芳

　　摘要　通过对曾在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任职的洪有丰、桂质柏、戴超、柳诒徵等９位图书馆

学家的生平事迹的梳理,探讨其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背后的精神实质,将近代图书馆学家的精神

总结为:责任力、专业精神与恒持之心.
关键词　中央大学图书馆　近代图书馆学家　图书馆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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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８

１　引言

国立中央大学的前身为创办于清末的三江师范

学堂(１９０５年易名为两江师范学堂),经南京高等师

范学校(１９１５－１９２３)、国立东南大学(１９２１－１９２７)、
国立第四中山大学(１９２７－１９２８)、江苏大学(１９２８．２
－１９２８．５)各历史阶段,最终成为一所综合性的公办

大学———国立中央大学(１９２８－１９４９).
国立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央大学)图书馆的历

史则以“南京高等师范阅书室为起点”,最初设于学

校行政用房的“口字房”东楼下,仅一间阅书室,储中

西书籍数千册[１],洪有丰(字范五)为第一任图书部

主任.１９２１年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筹建图书馆,以
募捐方式筹措资金.１９２４年,命名为“孟芳图书馆”
的新馆正式开馆,图书馆始有独立馆舍.其后校名

屡更迭,图书馆亦最终随之定名为中央大学图书馆.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是中国高等教育兴起及

平稳发展时期,也是大学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成长期.
除有大量近代图书馆涌现并走向鼎盛,第一批留学

海外的图书馆学人也归国参与到图书馆的事业建设

和理论研究中来,并出现了早期的图书馆学教育,如

１９２３年东南大学开始举办暑期图书馆学讲习班.

在这一阶段,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学术体系逐渐形

成,图书馆实践活动也趋于丰富、活跃.本文梳理曾

在中央大学图书馆任职的著名图书馆学家的生平事

迹,总结他们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活动,以反映这段图

书馆事业史,弘扬先辈的图书馆精神.

２　受聘于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学家群体的实践特点

在中央大学图书馆这所建筑现代、藏书丰富的

馆舍内,以洪有丰为代表的一批近代图书馆学家群

体,在图书馆实践活动上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２．１　丰富的学术背景

他们中有传统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如柳诒徵

原为清末秀才,后就读于南京钟山书院、江阴南菁书

院、三江师范学堂,师从名儒缪荃孙.他曾先后受聘

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史学

教授,并主持该校国学图书馆① .追随柳诒徵的范

希曾(字来研)也是«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的重

要作者,曾任国学图书馆编辑部兼保管部主干,其代

表性著作有«评清史稿艺文志»«书目答问补正»等.
他们中也有第一批留学海外的图书馆学家,如

１９２０年代早期,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并最早

∗ 通讯作者:田芳,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２６９５Ｇ０５２８,rigilkent＠seu．edu．cn.

①１９２７年６月,柳诒徵受聘为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馆长.该馆原名江南图书馆,１９２７年９月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国学图书馆;１９２８年５
月改为中央大学区立国学图书馆,直到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取消大学区制,复更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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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图书馆任职的华人图书馆员洪有丰[２]①;以
及两度赴美国学习,并在早期的近代图书馆学界享

有较高声誉的戴超(字志骞)②.
此外,还有受益于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早期毕

业生们.如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后赴美获

得图书馆学硕士、博士学位,有“中国第一个图书馆

学博士”之称的桂质柏③.也有来自最早一批大学

图书馆学系的毕业生,如蒋家襄(字一前)、卢震京先

后毕业于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均师从李小缘,一任

中央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员,一任中央大学农学院

图书馆主任.

２．２　多样化的社会角色

民国时期的大学图书馆馆长,多为有声誉的学

者,有的还在学校中担任教职.如洪有丰既为图书

部主任,也兼教育科的图书馆学术集要课程教授.
柳诒徵为文史地学部的历史、国文教授,兼主持国学

图书馆.他们多数还参与创办地方性的图书馆协

会,在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中扮演重要角色,担任多

种社会职务,如戴超曾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图书馆

教育组主席、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执行部部长;中华图

书馆协会的董事之一洪有丰,亦任南京图书馆协会

主席、江苏图书馆协会会长等职.
但是因为时代和学校发展不稳定等因素,即使

著名的学者也曾中断他们的图书馆生涯.作为普通

的图书馆员,没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薪金也低于学校

教员,仅可以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的职业也常常变

化.如朱家治(字慕庐)在金陵大学求学期间,半日

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任职,半日到金陵大学

上课.１９２０年起他正式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

馆工作,是最早在这所图书馆工作的图书馆专业人

才之一.在中华教育改进社、南京图书馆协会、江苏

图书馆协会,也有他的身影出现.但是１９２７年东南

大学停办后,他辗转于党务学校图书馆和国民政府

外交部图书室,工作了十年,勉强继续从事着管理图

书的工作.抗战八年期间,他返回故乡徽州,担任中

学英文教员,数地兼课,为 家 庭 生 计 奔 波.直 到

１９４５年,以临时大学补习班教员的身份返回南京,
一年后才得以重回中央大学图书馆④.对于当时普

通的图书馆员来说,能以馆员、科员、教员的身份,没
有远离教育行业,已属幸运.毕业于文华图书馆专

科学校的童世纲,曾短暂供职于中央大学图书馆⑤,
他的图书馆生涯更具传奇性.１９３０－１９４０年代,他

成为张治中的中英文秘书,后由张治中推荐,入职重

庆中央统计调查局任专员⑥,因不能施展所长,一直

默默无闻.直到１９４６年前往美国,他才重新回归图

书馆行业,先协助裘开明管理哈佛燕京图书馆,又协

助胡适管理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勤勉经营２０
多年,使该馆成为美国收藏中国图书的第二大机构,
他自己也因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而被后人铭记.

２．３　开创性实践活动

早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活跃时期,图书馆学界已

有专业人才加入其中,借此全国性的机构为平台,推
动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戴超曾连任三届图书馆教育

组分组会议主席,朱家治在四次年会中也出任了三

次分组会议书记.１９２２年第一届年会上他们提出

的“中国师范学校及高等师范应设图书馆管理科案”
“推广学校图书馆案”,和１９２４年第二届年会上提出

的“组织各地方图书馆协会案”,在其后都得到切实

执行,有力地推动了独立的图书馆协会的成立.

１９２５年,全国性的图书馆组织———中华图书馆

协会成立,戴超任执行部部长,洪有丰任董事,朱家

治、施廷镛、柳诒徵、蒋一前、桂质柏均在协会专业组

中任职.此后,中华图书馆协会以年会提案的方式

呈请国民政府教育部,有力地促进了图书馆学课程

和系科在高等院校中创建.
在早期的图书馆学普及上,他们也发起不少开

创性的活动.１９２０年夏,戴超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开设暑期图书馆学讲习会,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短

期培训班之始,也是中国图书馆界由学习日本转向

学习美国的标志性事件,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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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洪有丰１９２１年归国受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兼图书

部主任,１９２４－１９２６年任东南大学孟芳图书馆主任.１９３５年７月重

返中央大学任图书馆馆长,直到１９５２年院系改革后调入华东师范大

学图书馆.是中央大学历史上出任图书馆馆长一职时间最久者.

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戴超受聘中央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１９２９年

２月兼任中央大学高等教育处处长,５月受聘为中央大学副校长.

１９３０年因学潮频仍离开中央大学.

１９３２年８月,桂质柏被中央大学罗家伦校长聘为图书馆主

任,直至１９３５年８月改聘于四川大学.
朱家治１９４６年回到中央大学图书馆,协助战后图书馆的恢

复和整理.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留在南京工学院图书馆,１９５６年出任该

馆副馆长.
我馆所收藏民国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年)“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

每日工作报告”,有童世纲的工作记录,至少说明当年他曾在中央大

学图书馆供职.
一说为朱家骅所委派,１９３０．１２~１９３２．１朱家骅曾任中央

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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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３年夏,洪有丰自编教材,请本馆馆员施廷镛(字
凤笙)①、朱家治出任教员,并延请校外图书馆学家

李小缘、刘国钧、杜定友等,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开

办图书馆学讲习班.“时因江浙一带,图书馆学讲习

系属初创”[３],故听讲者众多,讲习班于次年、第三年

暑期连续举办,直至洪有丰离任东南大学.
由短训班至大学系科,由地方协会至全国组织,

他们的实践活动使得这段时期的图书馆界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生动气息.有学者认为,近代图书馆行业

逐步完成“专业化”的过程,即是在建立专业协会后,
又试图通过推动大学专业教育达到专业化的目

的[４].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学家群体,是这个过程中

的重要参与者与实践者.

３　曾任职于中央大学的图书馆学家群体的实践精神

３．１　责任力

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家身上体现的,不仅是一

种责任心,更是在强烈的责任心下所产生的紧迫感,
并由此产生的行动力,可称之为“责任力”.强烈责

任心的产生,源于教育救国的信念.早期的图书馆

学家兴建图书馆,其根本出发点是图书馆具有教育

功能,是重要的教育机构.他们倡导图书馆开放的

思想,使藏书用于人民,就是想以图书馆事业促进教

育事业,以教育振兴国家.然而仅仅倡导是不够的,
更需要他们身体力行地去实践自己的理念.

１９１９年戴超第一次留学回国,即提出建立“有
实用之图书馆”,不应出重价购善本稀珍,而应先购

置实用的有参考价值的书籍.后来,他在清华大学

图书馆建立起国内第一个图书馆参考部门,并率先

实行开架阅览制度,身体力行地实践着他的现代图

书馆理念.
早期图书馆学家在学习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同

时,也不断根据自己的实践活动,修订出适合中国图

书馆事业发展的规范.１９２６年洪有丰写就«图书馆

组织与管理»一书,概括图书馆建设的基本内容为

“创设与经费、建筑与设备、馆员与职务”,及各部门

工作流程诸方面.书中的实务部分细至馆内书架、
桌椅的形制和陈设,以及书标、登录卡片、书片袋、借
书证等设计范式,均用文字加图片方式呈现.金敏

甫给予该书高度肯定,他说虽然在洪氏之前已有图

书馆概论方面的图书出版,但其作者于图书馆事业

“并未实地办理”,而洪有丰却是“本数年来办理中国

图书馆之经验,以及教授之心得”撰写此书,所以尊

“此为中国图书馆学之创始”[５].由此可见,当时的

图书馆学家们更为注重实践的态度.

１９３２年８月,桂质柏受聘为中央大学图书馆主

任,提出应设立大学图书馆的建设标准,即藏书多少

问题(藏书量)、书籍流通问题(流通量和开馆时间)、
财政问题(经费管理)和馆员问题.他还列举当时美

国各大学的生均藏书量,并提议“教育部应可颁令大

学图书馆,最低之书籍数;及以后仍须逐年加增之规

定.[６]”时至今日,他所提这四个问题,仍是考核一所

大学图书馆的重要标准.１９３３年４、５月间,沈祖荣

受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委派,调查国内图书

馆状况,对于当时南京的中央大学图书馆,他评论

道:“近来该校各科系订购新书甚多,故馆员工作特

别忙.同时借出书籍数量日增,限期延长,开馆阅览

与参考时间亦加长,均为该馆对服务上谋求改进之

新规划.”又提及“该馆藏书骤增,后屋已不敷用.现

该馆扩充馆舍安设新书库之计划,已着手实施.[７]”
这年７月,图书馆扩建工程开工,计１４０日全部完

竣,面积较前略大二倍,可藏书八十万册.据«国立

中央大学十周年纪念册»所载,西迁之前,图书馆藏

图书、杂志已达４０．７万余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桂
质柏回忆自己执掌中央大学图书馆的经历,仍认为

那是自己最辉煌之时期.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

说,是他依循自己的理念,以富有创见的实践活动,
带领中央大学图书馆走向了西迁之前的鼎盛时期.

３．２　专业精神

图书馆学自于国内发端,便不断有质疑之声:图
书馆学到底是不是一门学科,有没有理论价值,还只

是实践的累积、经验的归并;图书馆工作到底有没有

专业性,还只是技能性的,培训几日便可上岗.这是

因为图书馆员的工作是幕后的,不为人所见的,而读

者只需方便检索,轻松获得资料,并不需要看到这些

无形的工作.但事实上,“图书馆为文化之宝库,而
图书馆员则为司此宝库键钥之人,对于各种图书,须
有整理、庋藏、编目、分类、流通诸手续,语其详细,实
为一专门之学.[８]”而以图书馆为职业,以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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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２２年施廷镛到东南大学图书馆任助理员工作,１９２７年离

开.１９４６年中央大学在南京复校,受校长吴有训之聘,他返回学校

出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主任.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受聘南京大

学图书馆任编目组主任,１９６１年出任该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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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领域之人,不仅须有专业知识,还需有精神支

持在其中.
近代图书馆学家的专业精神,概括起来应包括

三方面的含义:
一为专业素养.中央大学图书馆历史上的图书

馆学家群体,具有丰富的学术背景,不仅有相当的图

书馆专业水平,也在其他领域的研究中别有专长.
即使一些普通图书馆员,虽未能在图书馆学领域内

获得学历上的进修机会,但仍凭借兢兢业业的工作

和坚持不懈的学习,达到了专业水平.如施廷镛并

无高校文凭,连相当于大专的证书都没有.他的家

人回忆道:“父亲青年时代是因为对‘图书目录学’怀
有极大的兴趣而调入图书馆工作的,此后一生致力

于古籍研究整理工作.”“他原先学的不是这一行.
可是,他一入行就深入钻研,显露出特立独行的风

格,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９]”施廷镛的独特贡献,就
是结合自己的实际工作,编制了各种类型的目录,并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对目录、版本的理论研究.
在清华大学工作期间,为解决中、日文藏书分类及新

旧图书统编问题,施廷镛编制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

«藏书分类法»和«著者号码表».其分类法以“甲、
乙、丙、丁、戊、己、庚、辛”为序,分八大类,“每类中亦

有十进十分之法,而实际已有千位,大类且属八分,
较之杜威,大不相同”[１０],且已具有字母、数字混合

使用的雏形.此分类法在当时得以推行,曾与刘国

钧编制的分类法并称“施法”和“刘法”,时至今日,东
南大学图书馆所藏民国图书上,仍能看到标有该分

类法的书卡等.
二为对专业的热爱,对书、对图书馆、对图书馆

学的热爱,是为程焕文教授所说的“四爱”中的“爱
书”(嗜书如命的精神)[１１],但也不全是如此.古之

私人藏书家,爱书如命,却显然与现代图书馆馆员的

方式不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智慧与服务”
为校训,可见图书馆员的爱书方式,并非私人之爱,
而是爱书之用于人.

柳诒徵任国学图书馆馆长时,开创了读者住馆

制度,只要房间允许,读者可以申请住馆阅读书籍.
学者蔡尚思想要编著大部头的«中国思想史»,决定

按照«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从汉代到民初逐本阅

读下来,于是自１９３４年９月起的一年时间及以后几

个暑假都住在国学图书馆内.１９３５年９月,蔡尚思

受聘上海沪江大学,向柳诒徵辞行并再三感谢,柳诒

徵却回答他说:“在我主持这个图书馆十年后,才得

到您来把馆藏集部图书的蠹鱼弄死或赶跑我倒

要大大地感谢您哩.[１２]”恰是因为“爱书”,才使“每
本书有其读者”的现代图书馆思想出现在这所传统

的旧式图书馆中.而蔡尚思能够按照图书目录“循
图索骥”般地通读完历代文集,是因为当时全国图书

馆中只有国学图书馆整理出版了全部善本、普本合

编的总目.早在１９２３ 年,柳诒徵就向当时的中华

教育改进社历史研究组提出“拟编全史目录议”提
案,即“以经、史、子、集及近出诸书,外国人研究吾国

史事之书,推之图谱、器物凡与史事有关者,均为条

举件系,汇引一编.”学者想要知道某朝某类之史,只
需“按目而求,尽得其原料之所在”[１３].出任国学图

书馆馆长后,他以史学家的角度想要合编新旧书刊、
中外书籍的思想终于得到实践.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柳
诒徵在王焕镳等人协助下,清点国学图书馆２２万件

馆藏,编撰成«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及«补编»３０
册,其编制方法的突破性、实用性,及书目体系的容

纳量都受到当时图书馆界的肯定.１９２０－１９３０年

代的南京图书馆界,规模较大的图书馆的馆长,特别

是大学图书馆的馆长,均有海外留学、学习过西式图

书馆学的背景.柳诒徵却是传统的学者,但他主持

国学图书馆后的各项措施,却将这所以善本古籍为

主要藏书的传统图书馆,带上了开放的、积极服务于

读者的、研究性的现代图书馆之路.除建立“住馆制

度”、整理编印馆藏目录,他还影印古籍,与全国各地

的单位或个人交换,以扩充馆藏.他创办的国学图

书馆年刊,成为当时目录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如其学

生范希曾的主要著作均发表在该刊之上.范希曾也

是«图书总目»编纂的主要参与者,正是因为编纂总

目,他才得以遍阅陶风楼所藏八千卷善本秘籍,以及

各家抄本、稿本、校本,加上老师柳诒徵的指导,才有

«书目答问补正»五卷流传至今.在后辈学者看来,
“担任大图书馆馆长”时间最长的柳诒徵,他的爱书

精神,不仅仅是他检书、理书、终日读书并数次以身

护书的精神,更是他对与他一样爱书的人的深切关

爱,正是这种爱“爱书之人”的精神,才是近代图书馆

学家真正的专业精神.
三为对专业的自尊自重.１９２２年朱家治在«新

教育»发表文章,讨论图书馆员对于图书馆建设的重

要性.他说,“盖设一有形式之图书馆不难,设一有

精神之图书馆洵非易事.注精神于图书馆使为教育

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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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紧要机关,非他,即图书馆员是也.”他认为,能完

成这样的责任的图书馆员,需要具有“学问”、“特长

知识”、“无私”、“社会观念”等一系列素养,最后一点

他强调说,“以图书馆为职业,明事理之中心点”是
“信仰,即自信其事务”[１４].

在这里,“信仰”说的是一种工作态度.那些在

图书馆工作,努力精研,自成一家者,他们对于图书

馆工作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家的态度,是追求

真善美的境界的态度.用杜定友的一段话来理解,
是“因为他有一个最高的理想,永远要求进步,永远

有所追求.但对于自己的工作,自己的作品,却敝帚

自珍,他欣赏自己小小的收获,满意自己艺术园地里

的欣欣向荣,就在这样的矛盾下,才能不断创作,不
断改进,朝于斯,夕于斯,不知老之将至.[１５]”

１９２９年,卢震京还在金陵大学李小缘门下求

学,和三个同学花费４年时间,编撰成９０多万字的

«图书学大辞典»,完稿后请王文山、李小缘、刘国钧、
洪有丰等专家学者校正,又历时三年才定稿[１６].老

师李小缘给４位弟子的著作作序,说“其他从余学

者,不仅四子也.或已改操他业,或已专门努力教

学.独四子者,持其所业,坚忍不拔.每日行政

繁琐之余,尤阐精图书馆各方面之学术技能继续研

究探讨,不惮发难.”这四位学生的治学精神,连老师

也不禁在行文中赞叹.这部从编纂到定稿已历时七

年的工具书,正欲发表,却逢抗日战争爆发,原稿被

商务印书馆带至香港,又筹划两年才在１９４０年于香

港出版.但不到三个月,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寇侵占

香港,商务印书馆工厂内的纸型也遭到焚毁,运抵内

地的只有之前印刷完毕的几百本.解放后,当年一

起编书的同学已不知去处,那时大家想编一部书,将
搜罗网致的学问辨清源流,考证分类,“不独供插架

之用”,或能成不朽之事业.而此时当年的联合著书

之人却只余下年过半百的卢震京.１９５１年,卢震京

给当时的文化部文物局长郑振铎写信,讨论图书分

类法修订问题,在信件的最后,他透露自己想要重新

编纂«图书学大辞典»的想法,他说,“我本人在两年

前就着手搜集有关资料想增订一本续篇,可是现在

认为这种‘个人英雄主义’是不对的,而且事实上要

完成这种巨制,更需要群力物力和广泛的有关资

料”[１７].从现有的资料,并不知道郑振铎是否给予

了卢震京想要的帮助,但是可以看出的是,从他想要

重新出版自己的著作,开始资料搜集到最终出版,又

花费了９年.因为当年书中所列条目,部分“事过境

迁”,部分要重加修改,有些还需重新修正立场[１８].

１９５８年,终于再次出版的«图书馆学辞典»却因为立

场问题遭到批判,直到１９８０年代才有学者为其发声

辩驳.因为没有他本人的其他文献谈及此事,如今

我们已经很难揣测,卢震京对于自己的这部著作抱

着怎样的感情,再次出版该书前,他从事图书馆工作

已２７年(１９３１年—１９５８年),编纂这部供他人一窥

图书学门径的著作,延续时间就有２０年,这种执着

或许只能以“信仰”来诠释.

３．３　恒持之心

图书馆的工作既需要好的体力,也需要坚韧的

精神.戴超说,图书馆员需“有淡泊之性情”,才能在

这一行默默无闻地工作下去.但是因为身体健康原

因,以及多种因素促成的志向的转变,他也淡出了图

书馆界而转入其他行业[１９].
洪有丰自１９１６年金陵大学毕业后留任该校图

书部副主任,直到１９６３年任职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副馆长时去世为止,除却留学海外的时间,近半个世

纪投身于近代高校图书馆事业.他两次重返南京任

职中央大学图书馆,又两次北上就职清华大学图书

馆,职位辗转间还曾任中央党务学校、中央政治学校

图书部主任.１９５２年后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工作十年.施廷镛“一生基本上随洪范五先生从事

南(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北(清华大学、燕京大学)
两地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自１９２２年就职于东南大

学图书馆,至１９８３年在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任上

辞世,在图书馆岗位上 工 作 近 ６０ 年.桂 质 柏 自

１９２２年毕业后供职于北京协和医院图书馆,至１９７１
年于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图书馆馆长任上退休,也
在图书馆工作了半百之岁.柳诒徵以史学教授的身

份接管国学图书馆时已年近 ５０,但从 １９２７ 年至

１９４９年,除抗战期间不得不辞去馆长职,他从事图

书馆工作也有近２０年.前文已述朱家治、卢震京等

各位,除范希曾因病早逝,均为图书馆事业服务终

生,也正是因为他们坚守在自己热爱的专业领域,才
最终成为卓有成绩的图书馆学家.

１９５２年洪有丰初到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并没

有人知道他过去在图书馆界的经历.他单身一人住

在集体宿舍,和普通馆员一样抄抄写写,什么都做.
那时候图书馆刚刚创建,正在接收各校调配来的图

书,采购、编目、制订规章都在重新起步.１９５３年建

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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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新馆,却没有人征求洪有丰的意见,因为也没人知

道他曾主持过中央大学图书馆和清华大学图书馆两

馆的筹建和扩建.直到１９５６年重新启用专家,洪有

丰管理和组织图书馆的经验才得以发挥.１９５７年

他受教育部委托,主编«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

馆西文期刊联合目录»① ,自己亲自分担一部分校对

工作,“有好几个月,他晚上回家,一边饮酒,一边看

校样,每找出一个错字,他都会感到高兴”[２１].第二

年图书馆接收整编过来的书刊,已６５岁的洪有丰,
和工作人员一起参加具体工作,不分“盛暑、严寒,有
时至夜深”.前 述 图 书 馆 学 家,出 生 时 间 基 本 在

１９００年及之前② ,他们都经历了两次社会变革,他们

所从事的图书馆工作和研究的图书馆学内容,也深

受社会变革的影响.但是,他们自己却因为经历过

社会变革的洗礼,而分外坚韧不拔.他们是默默贡

献的、更注重实践的群体,但也是更能勇于接受改

变,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的一群人.正是这种乐

观豁达和对图书馆的热爱,才使得他们找到工作的

意义而为之努力一生.

４　结语

中央大学历史上曾涌现过众多的名家学者,图
书馆只是其中的一个小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留下足

迹的先辈们身上所闪耀的图书馆员的职业精神,是
近代图书馆事业在艰难多变的环境中仍能蓬勃发展

的原因所在;这种职业精神,也是一代又一代图书馆

员坚守知识净土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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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inNanjing,thepaperexploredthespiritualessenceofmodernChineselibraryresearchersandsumＧ
marizetheirpracticespritasresponsibility,professionalism,persistenceandperseve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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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目前看到的出版实物名称为«４７所高等学校图书馆馆藏外文期刊联合目录»,署“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第一、二司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５８年８月第１版 .全书前言中未提及洪有丰个人名字,只有华东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参加了编审和校核”.

②蒋家襄和卢震京的出生年份略晚一些,分别为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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