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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杂志»与中国近代早期图书馆事业

□谢欢∗

　　摘要　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一本杂志.«教育

杂志»对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十分重视,刊载了大量与图书馆有关的图片、报道及研究论文等,文

章对这些内容进行了统计分析,认为«教育杂志»对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启蒙

了国人的现代图书馆观念,促进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奠定我国儿童图书馆学研究基础,开

启现代图书馆学本土化进程.
关键词　«教育杂志»　图书馆学史　图书馆事业史　中国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６．０６．０１９

１　引言

专业报刊是报道某一专门事业发展或学术研究

成果的重要平台,在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

究发展史(为行文方便,下文统称为图书馆事业)上,
不管是早期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华图书馆

学专科学校季刊»«图书馆学季刊»,还是后来的«图
书馆学通讯»«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
«图书馆报»等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都起了非常重

要的作用.据已有研究,我国图书馆学领域最早的

刊物是１９１５年１２月由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的«浙
江公立图书馆年报»,该刊主要是一本介绍浙江省图

书馆工作的报道刊物,学术性较弱.图书馆学领域

学术性相对较强的第一本专刊———«中华图书馆协

会会报»,直到１９２５年才创刊.那么,早期图书馆事

业报道及图书馆学研究成果都刊登于哪里呢? 鉴于

图书馆与教育的密切关系,创刊时间较早的大量教

育类报刊为图书馆事业报道及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发

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１],在众多教育类报刊中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教育杂志»(清末民初曾有多种刊物

都以«教育杂志»为名,但持续时间较短,本文特指由

商务印书馆创办的«教育杂志»)对我国早期图书馆

事业的贡献.

２　«教育杂志»概述

２．１　«教育杂志»历史概述

１９０９年２ 月 １５ 日 (清宣统元年正月二十五

日),«教育杂志»(月刊)正式于上海创刊,由商务印

书馆负责发行,１９３２年１２月因“一二八”事件而

第一次停刊,１９３４年９月复刊.抗战期间,«教育杂

志»先后随商务印书馆辗转于长沙、香港等地,期间

又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再度停刊,抗战胜利后商务印书

馆回迁上海,«教育杂志»也于１９４７年７月复刊,

１９４８年１２月终刊,前后共计发行三十三卷.

１９７５年台湾在王云五先生的主持下重新影印

了«教育杂志»旧刊全部３３卷,共计８０册,但据有关

学者研究发现,该影印版较之原版«教育杂志»仍缺

少了增刊、公告、启事、广告等内容[２].然而鉴于国

内图书馆很难找到一套完整的原版«教育杂志»,故
本研究主要依据影印版展开.

２．２　«教育杂志»刊期及编排顺序

«教育杂志»前两卷至第三卷第９期采用旧历皇

帝年号纪年(发行日依据农历),按“年、期”编排顺

序,第三卷第１０期开始采用民国纪年(发行日仍依

据农历),仍按“年、期”编序,第四卷开始按照“卷、
号”编序(发行日仍依据农历,第４卷１１号开始依据

公历发行).其中,第一卷(１９０９年)因按传统农历

纪年(该年有一闰二月)共出版１３期;第二十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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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４年)因于 ９ 月复刊只出版 ４ 期;第 三 十 卷

(１９４１年)因１２月停刊,只出版１１期;第三十二卷

(１９４７年)７月复刊,该年共出版６期;第二十七卷

(１９３８年)９、１０期以及１１、１２期为合刊.其余每年

都按月出版１２期.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教育杂志»在开始数年由

于纪年问题以及辛亥革命期间交通阻碍脱期原

因[３],导致卷期年月参差,后通过补出,直到第七卷

“期”与“月”才相符合.

２．３　«教育杂志»常设栏目

«教育杂志»前后历经三十余年,其栏目的设置

也是随着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变换,编辑部

时常会根据某一社会或教育热点设置专门栏目进行

讨论.在«教育杂志»数十年的历史中,有些栏目开

设的时间比较长(不同时期栏目名可能有所差异),
姑且可以称之为常设栏目,如:“图画”/“插图”/“教
育画报”(正文之前的插图)、“记事”/“教育界消息”/
“教育短讯”(这一栏目主要是对国内外重要教育事

件的新闻报道)、“调查”/“世界教育新潮”(这一栏目

主要是对国外教育事业的介绍,早期主要使用“调
查”为栏目名,到了中后期改用“世界教育新潮”)、
“法令”/“教育法令”、“绍介批评”/“新书介绍”/“新
刊介绍”/“名著介绍”等.

２．４　«教育杂志»宗旨及其影响

«教育杂志»创刊之初以“研究教育、改良学务”
为宗旨[４],１９１８年将宗旨改为“研究学术为建设教

育基础、以教育问题解决国家社会诸大问题、革新学

校教授之方法”[５],１９３４年９月时任«教育杂志»主
编的何炳松将«教育杂志»的使命概括为“打倒文盲、
建设农村、提倡生产教育、提高文化程度”[６].可以

说,«教育杂志»一直紧密联系中国不同阶段的国情

以确定自身的宗旨或使命,事实也证明,民国时期

“凡教育上应兴应革,殆无不具备于此”[７].
«教育杂志»是民国众多教育类期刊中刊期最

长,存续近４０年;容量最大,通常每期少则五六万

字,多则十余万字,偶有几期在二十万字以上;且内

容极为丰富,中外与教育有关的内容都予以刊登;发
行极为广泛,最高时达５万份,部分卷期一版再版;
作者多为当时国内著名专家,尤其是该杂志聘请的

７０余位特约撰述人都是当时学界名流,影响极为巨

大 [８],堪称中国近代教育第一刊.

３　«教育杂志»刊载图书馆相关内容分析

笔者统计分析的对象是«教育杂志»上专门论述

图书馆的相关内容,虽然不少文章章节涉及图书馆,
但这些非专门论述图书馆的文章不作为统计分析来

源.另外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在统计分析时,图片是

以单幅图片为计算对象,如１９３７年第４号上有“浙
江省立图书馆”的图片报道,该期目次上只显示“浙
江省立图书馆”,而实际上有２幅插图,对于这种情

况,就以２幅图片计;另外,如孙毓修的«图书馆»一
文分多期连载,对于这种情况以每一期算一篇,如连

载８期,就算有８篇文章.相关统计结果如下:

３．１　内容形式构成分析

«教育杂志»刊载的与图书馆相关的内容的形式

比较多样,既有国内外图书馆插图,又有图书馆相关

法令规程的转载;既有对国外学者研究成果的译介,
又有本国学者专门研究成果的刊布.通过分析,大
致可以将«教育杂志»上刊登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

分为:图画、事业报道、法令规程、译介、研究文章(含
调查统计报告)五大类,其中图画３５帧、事业报道

３１篇、法令规程２篇、译介１９篇、研究文章(含调查

统计报告)３３篇,总计１２０篇/帧.具体比例如图１
所示:

图１　«教育杂志»刊载图书馆有关内容形式构成

上述五种形式的内容中,译介及研究文章下文

会有专门分析,笔者此处想对«教育杂志»刊载的与

图书馆有关的图片作一简要分析.虽然现在很多晚

清民国数据库都全文收录民国报刊,但一般只显示

正文内容,对于插图、补白等信息还未完全揭示,因
此从数据库很难完整了解一本期刊的全貌.而自

２０世纪中后期开始,图像研究除了在以往的艺术研

究领域之外,在兴起的新文化史领域也开始大放异

彩,但国内从文化史的视角来研究图像的还不多.
就图书馆史研究领域而言,目前对图片尚未引起足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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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重视,而近代以来与图书馆有关的大量照片散见

于各大报刊,这些照片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事

业史、图书馆建筑史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教育

杂志»所刊载的３５帧与图书馆有关的图像可以从如

下几个视角分析:(１)就内容而言,涉及图书馆建筑

形态图片计３１帧,相关事件报道图片４帧;(２)就时

间而言,１９１０年代有７帧,最早的是１９１１年;１９２０
年代有２２帧,１９３０年代为６帧,最晚的为１９３７年.
这一年代分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图书馆事业

的发展情况,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是我国现代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一个高潮期,而此时«教育杂志»刊发大

量图书馆照片,其实也是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

一种支持与宣传;(３)就图片中的图书馆所属国别而

言,国外的占到１４帧,其中法国４帧、日本６帧、美
国２帧、泰国２帧,泰国２帧主要是介绍当地华侨学

校图书馆,这些反映了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向国外

学习的情况;(４)就图像中的图书馆的性质而言,中
小学校图书馆６帧,高校图书馆２帧,公共图书馆２３
帧,在２３帧公共图书馆的图像中,与儿童图书馆、儿
童阅览室有关的有４帧,由此也表明«教育杂志»对
于中小学图书馆、儿童图书馆的重视,联系这些照片

刊载的时间,正好反映了１９２０年代儿童教育思潮的

盛行,同时也表明«教育杂志»对于社会教育思潮的

关注.«教育杂志»虽然刊载与图书馆有关的图像不

多,笔者也只是简要分析,但是从这简单地分析中也

可以看出图像对于研究近代图书馆史的重要价值,
也希望学界对这一问题能引起足够重视.

３．２　年代分析

«教育杂志»上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的刊载年代

及数量如表１所示:
表１　«教育杂志»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刊载年代及数量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１９０９ ４ １９１６ １ １９２５ ２ １９３５ ２

１９１０ １３ １９１７ ２ １９２６ １２ １９３６ ８

１９１１ ６ １９１８ ２ １９２７ ８ １９３７ ５

１９１２ １ １９１９ ３ １９２８ ５ １９３８ ３

１９１３ ７ １９２２ １ １９２９ ９ １９３９ １

１９１４ ３ １９２３ ２ １９３０ ６ １９４０ １

１９１５ ５ １９２４ ３ １９３１ ３

从表１可以看出,«教育杂志»自１９０９年创刊以

来,一直关注图书馆的发展,几乎每年都会刊载一定

数量的与图书馆有关的插图、新闻报道或论著,其中

１９１０年是一个高峰,这主要与孙毓修«图书馆»一文

的连载有关,而到１９２６年到达另一个顶峰,１９２６年

以后随着«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图书馆学季刊»
等全国性专业报刊的相继创办,«教育杂志»上刊载

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也逐渐下降.

３．３　著译者分析

«教育杂志»上刊载的１１８篇与图书馆有关的内

容中,署有姓名者４２人,具体姓名及文章数量如表

２所示:
表２　«教育杂志»刊载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容的作者及数量

排序 作者
数量

(篇)
排序 作者

数量

(篇)
排序 作者

数量

(篇)

１

２

３

４

孙毓修

杜定友

王懋镕

蔡文森

田惜庵

庄　俞

太　玄

沈绍期

８

６

６

２

２

１

１

１

４

天　心

巽　吾

常道直

杨鼎鸿

李振牧

叶公朴

雷宾南

姜　琦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４

陈选善

何清儒

谢春满

陈友松

郑光昭

钟鲁斋

曾昭森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１

表２中,“巽吾”“天心”“太玄”应该是笔名,尤其

是“巽吾”,因为“巽吾”有“佚名”的意思,所以对于具

体所指则需要进一步考察.从文章数量来看,孙毓

修因为«图书馆»一文分８次连载而排第一,王懋镕

也是因为翻译的日本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分６
次才连载结束,因而并列第二.假使从发表文章的

种类来看,杜定友先生无疑为第一,共发表«儿童图

书馆问题»(１９２６年第４号)、«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

法»(１９２６年第９、１０两期连载)、«日本图书馆参观

记»(１９２７年第１、３两期连载)、«儿童参考书研究»
(１９２８年第６号)４篇文章.就作者的背景来看,除
杜定友、沈祖荣(绍期)为图书馆学专业出身以外,其
他多以教育界人士为主,这也表明了早期各界特别

是教育界人士对于图书馆事业的关注.

４　«教育杂志»对中国近代早期图书馆事业的作用

４．１　启蒙国人的现代图书馆观念

国人对于“现代图书馆”的认识得益于传教士及

晚清一批“开眼看世界”的开明士大夫的传播,这些

人最初的宣传范本主要是“泰西诸国”.然而伴随着

４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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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５年甲午战争打响,昔日的“蕞尔小国”日本打败

了“天朝上国”,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将目光投向日

本,大批士子东渡日本,而关于日本的各种书籍随之

大量东渐,其中就包括图书馆学书籍,如谢荫昌翻译

的日人户野周二郎的«图书馆教育»(奉天图书馆发

行所,１９１１①)、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翻译的日本图

书馆协会编的«图书馆小识»,部分介绍欧美的图书

也是转译自日本.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前,日本对我

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影响不可谓不大,其中最为基

本且影响最为深远的就是“图书馆”一词的引介与使

用.这一时期«教育杂志»刊载的«日本图书馆之盛

况»(１９１０年第４期)、蔡文森翻译服部教一的«欧美

图书馆之制度»(１９１０年第５期)、王懋镕翻译日本

文部省的«图书馆管理法»(１９１３－１９１４年陆续刊

载)很好地反映了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师法日本的

情况.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以后,随着大批留欧尤其是

留美学人的回国,向西方学习的视线逐渐由日本转

向欧美,而就图书馆事业而言,这一时期«教育杂志»
上刊登的图片以及译介类文章大多已变成介绍欧美

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动态.
从图１可以看出,«教育杂志»刊载的纯译介类

文章共１９篇,占全部内容的１６％,如果加上插图及

事业报道中涉及的国外图书馆的内容,那么所占比

例就更高.由此可见«教育杂志»所刊载的与图书馆

有关的内容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日本及

欧美的现代图书馆事业,以增加国人对图书馆重要

性的了解,促进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我

国教育的发展已.得益于«教育杂志»巨大的发行范

围及庞大的发行数量(最高时达５万份),可以推断,
其所刊载的介绍日本及欧美图书馆的内容对于国人

现代图书馆观念的启蒙应该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４．２　促进庚子赔款用于图书馆事业

美国等国决定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并用于发展

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教育文化事业是我国图书馆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当下不少图书馆界人士提到

此事,都会想到韦棣华女士各方奔走之功.的确,韦
棣华女士对于促成此事有着重要贡献,但其过程堪

称艰辛复杂.首先庚款能用于教育文化事业是教育

界人士努力争取的结果,在具体分配时,全部庚款中

用于图书馆事业的经费远低于用于其他教育文化事

业的经费,图书馆界能分得一杯羹,一方面固然与韦

棣华女士等人的努力争取有重要关系,但更多的还

是得益于当时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呼吁.须知韦棣华

等主要争取的是美国的庚款,而其他国家退还的庚

款中也有用于图书馆事业的.当时图书馆界的力量

相对还是比较薄弱,这个从韦棣华女士通过中华教

育改进社表达申请庚款发展图书馆事业的述求也能

窥得一二.而在讨论庚款的具体用途时,«教育杂

志»又提供了重要的讨论平台.

１９２３年«教育杂志»第６期特辟 “庚子赔款与教

育”专号,专门探讨庚款用途,当时教育界不少著名

人士都撰文发表观点,大多数人都提及要把部分庚

款用于图书馆事业,如周太玄指出“故赔款之用途,
在教育上,似当仅用以补充正式教育之不足而创建

其所缺.无论都市、城、镇、乡,此种设置(指图

书馆)皆极重要.但所需经费太多,不能备举.最好

调查各图书馆之所缺,而酌量赠以书籍.如大都市

之图书馆,则多缺少科学文学上之欧美重要书籍,宜
分增之,以供学者之参考.至城、镇、乡图书馆,则宜

多赠以常识及新出之书籍.”[９]陈启天则提出了用一

部分庚款专门创设自然、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社
会、美术、图书八大学院,对于前七类学院,每个学院

都特别说明要建立相应的专门图书馆,而对于图书

学院,认为“图书馆事业与文化学术有极大的关系,
而中国图书馆概不发达,‘图书学’与‘图书馆学’也
少人讲究,未免令人短气,如要收集中外图书,一面

供学者参考,一面研求图书学与图书馆学以求发展

改良,非急起直追建设完备的图书学院,物色多数专

门人才,经营此事不可.”[１０]邱椿也认为“图书馆为

吾国教育之急需”,因为“图书馆之利益甚多,举其大

者.第一图书馆为教员与学生之良友.第二,
图书馆又为深造之总錀.第三,图书馆又为改

良风化之利器.”[１１]因此,要利用退还庚款从速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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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图书馆教育»一书的成书时间,不少论著或工具书都

将其著录为“１９１０年”,如来新夏教授等的«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２１页),王子舟教授的«图书馆学基础

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４２页),张树华教授的«２０世纪

以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９４页)等,然
据笔者查阅,«图书馆教育»书上所印时间为“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印

刷 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发行”,很明显该书采用的是旧历(农历)
纪年,而宣统二年十二月初一(公历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３１日)该书刚开始

印刷,直到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五(公历１９１１年１月１４日)才上市发

行,通常情况下如无特殊说明,我们所说的某书年代都是以其正式出

版发行年代为主,有鉴于此,将该书出版时间著录为１９１１年似乎较

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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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建设.此外,如庄泽宣[１２]、赵金源[１３]、朱兆

林[１４]等也都纷纷提出将部分退还庚款用于建设图

书馆,而庄泽宣、邱椿、陈启天等人在当时中国教育

界都颇具影响力,正是得益于他们有这样的认识,所
以当韦棣华女士提出部分庚款用于发展图书馆事业

时才会得到广泛呼应,试想如果教育界人士没有此

种认识,任凭图书馆界人士如何奔走呼吁,都是很难

争取到庚款的.
由此,也必须感谢«教育杂志»提供的这一讨论

平台,让上述教育界知名人士对于使用庚款发展图

书馆事业的意见能广泛传播,形成一定的舆论共识,
最终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于１９２５年决定拨

款支持中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４．３　奠定我国儿童图书馆学研究的基础

综观«教育杂志»上刊载的与图书馆有关的内

容,其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儿童图书馆,１９０９年

第一卷第８期便刊登了蔡文森的«设立儿童图书馆

办法»一文,对儿童图书馆书籍的设置、馆内布置、经
费、设备等问题进行了阐释[１５],此文也开创了我国

儿童图书馆学研究的先河,据李钟履所编«图书馆学

论文索引(清末至１９４９年９月)»的“小学和儿童图

书馆”类,我国最早的与儿童图书馆有关的文章是

１９０１年５月«教育世界文译篇»刊载的一篇译文,而
第一篇研究文章则是蔡文森此文[１６].此后«儿童读

书之心理»(１９１０年第一卷第１２期)、«儿童图书馆»
(１９１０年第二卷第２期)、«英国图书馆与小学校之

连络设施»(１９１３年第４期)等相关文章陆续在«教
育杂志»刊发.

１９１９年 ５ 月,美 国 著 名 教 育 家 约 翰  杜 威

(JohnDewey)应邀来华,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发

表演讲,这些演讲对于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与扎根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杜威教育思想的一大

核心便是注重人的本能,尤其是儿童的本能.儿童

问题也成为杜威及其夫人在华演讲的核心内容之

一[１７],这些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言论大大震动了当

时我国教育界.１９１９年１０月１０日至２５日第五次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会议于山西太原召开,会议通过

了一系列决议案,其中之一便是«请废止教育宗旨宣

布教育本义案»,该决议案认为:“新教育之真义,非
止改革教育宗旨,废除军国主义之谓.从前教

育只知研究应如何教人,不知研究人应如何教;今后

之教育应觉悟人应如何教,所谓儿童本位教育是

也”[１８].此后关于儿童问题的研究,长时间成为教

育界研究的一大热点,这一时期«教育杂志»也特设

“儿童研究”专栏,刊载相关研究成果.在这股儿童

研究的热潮中,图书馆界也找到了儿童图书馆这个

很好的契合点,开展相关研究.图书馆界人士之外,
不少教育界人士也意识到了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性,
纷纷开展“跨界研究”.«教育杂志»上关于儿童图书

馆的文章主要集中于１９２６年和１９２８年,１９２６年

«教育杂志»刊发了３篇研究儿童图书馆的重要文

章,分别是杨鼎鸿的«儿童图书馆在教育上之价值»
(１９２６年第３号)、李振牧的«对于儿童图书馆的我

见»(１９２６年第３号)、杜定友的«儿童图书馆问题»
(１９２６年第４号),１９２８年又刊发了杜定友的«儿童

参考书研究»(１９２８年第６号)、叶公朴的«论儿童图

书馆与儿童文学书»(１９２８年第６号).这５篇文

章,尤其是杜定友先生的«儿童图书馆问题»一文,对
设置儿童图书馆的必要性及儿童图书馆的组织、馆
长、馆 藏 选 择、出 纳、阅 览 问 题 进 行 了 详 细 地 阐

述[１９],堪称我国早期儿童图书馆研究的扛鼎之作,
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当下的儿童图书馆事业发展及学

术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教育杂志»对于儿童图书馆的重视早已有之,

蔡文森的«设立儿童图书馆办法»一文便是“本社辑

稿”,而杜定友先生的«儿童图书馆问题»一文也是应

时任主编的李石岑之约而写[１９].对«图书馆学论文

索引(清末至１９４９年９月)»中“小学和儿童图书馆”
类目中所收文章的发表刊物进行统计,可以发现刊

载小学和儿童图书馆文章最多的刊物便是«教育杂

志»[１６]５４－５８,由此可见,«教育杂志»对于我国早期

小学和儿童图书馆研究的作用.

４．４　开启现代图书馆学的本土化进程

１９０９年至１９１０年,«教育杂志»的“名家著述”
栏目陆续刊载了孙毓修的«图书馆»一文,按照孙毓

修的设计,这部«图书馆»应包括“建置第一、购书第

二、收藏第三、分类第四、编目第五、管理第六、借阅

第七”七大块内容[２０],可惜只连载到“分类”便结束

了,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可这“残缺”的«图书馆»
还是在中国图书馆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严文

郁对于孙毓修的«图书馆»一文有如是评价:“孙毓修

撰«图书馆»一文,分期刊登于教育杂志,为国人对近

代图书馆学术做有系统著述的端始.该文之撰

述,曾参考美日的图书馆专书及报告,内容已赅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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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图书馆的学术和技术”[２１],范并思也认为“孙毓修

«图书馆»是中国学者对图书馆系统论述的第一部著

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针对当时图书馆理论相对

滞后的现象,第一次系统回答了图书馆建设的理论

问题,虽然没有连载完成,但仍可称得上是近代图书

馆学的开山之作”[２２].应该说两位学者对于孙毓修

及其«图书馆»一文的评价颇中肯綮,通过阅读«教育

杂志»上连载的这８篇文章,不难发现孙毓修在文章

中表现出了很明显的“公共”倾向,认为“图书馆则以

便人见观为主,其地最忌奥僻,宜于都市之中,四达

之区”[２３].对于当时报馆、学会、官署、寺院等机构

的藏书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他认为这些机构是“备
一部分人之观览似公而实私者耳”[２０],孙毓修认为

“图书馆之意为公,将一切之书,无所不备以饜一方

读者”[２４],而且从其文章中还能够看出图书馆不仅

要保存新旧典籍,而且还应教育他人的思想.孙氏

«图书馆»一文,向国人介绍了西方图书馆思想,特别

是杜威十进制分类思想,但是孙毓修并不是一味地

“贩卖洋货”,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努力将西方图书馆

思想与中国相结合,如在介绍购书时,融入中国的古

籍版本知识,在介绍十进制分类法时,又设计了适合

我国的新书分类法,而且文中还隐约可以看见“比较

图书馆学”的思想方法,可以说孙毓修的«图书馆»开
启了现代图书馆学本土化(中国化)的进程,为中国

图书馆学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奠基作用.继孙毓修之

后,«教育杂志»１９２６年第９、１０两期连载了杜定友

的«图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该文主要是对国外图

书馆学课程、研究方法等的介绍以及对我国图书馆

学教育历史的梳理,指出了图书馆学可以切实贡献

于中国学术的五个方面,或者说研究图书馆学的五

个意义[２５],该文的主体虽然还是停留在对西方图书

馆学教育的介绍层面,但是创建“中国图书馆学”之
意已然在文中得到彰显,这篇文章也可以说是杜定

友建设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探索,也是我国图书馆

学发展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
由上可见,从孙毓修的«图书馆»到杜定友的«图

书馆学的内容和方法»,«教育杂志»为图书馆学的本

土化提供了重要的讨论和成果发布平台.

５　结语

近代报刊的出现是整个晚清文学与文化变革的

重要基石.报章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既是物质的,也

是精神的.文学要革新,学术要进步,需要集合一些

同道、提出一些口号,以推进文学及事业的发展,这
时候个人著述的影响力,远不及报纸、杂志来得大.
报纸、杂志成为集结队伍、组织社团以交流思想的主

要阵地[２６],历史也证明报纸、杂志是推动学术潮流

和文学潮流的重要力量.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的发展

离不开报刊,而包括«教育杂志»在内的早期教育类

报刊无疑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土

壤,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上做出了独特贡献.早

期刊登与图书馆相关的内容的教育类报刊很多,笔
者只是选取了其中的一种,希望更多的同侪能关注

这一领域,这对梳理我国图书馆学的发展史应该说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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