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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王细荣

　　摘要　通过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了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地域、年代、出版者、学科分

布情况,介绍了图书出版者分布与典型高产出版者、图书的类型分布与主要出版活动类型,指出

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是近代出版业的补充,也是近代出版史和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近代图书馆出版的一些图书,尤其是书目工具书,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仍具有独

特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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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行出版,在中国图书事业史上,有着悠久的传

统.在私家藏书楼时期,许多藏书家出于传播文化、
保存典籍的目的,尽力刻印、出版图书.到了近代,
印刷出版已经从传统的刻书藏书事业中独立出来,
但由于传统的渊源以及提高学术、弘扬古籍文献的

需要,以传播知识、教化民众为己任的新式图书馆,
不少在编目、流通等常规业务之外,也从事印行、出
版活动.正如曾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所

言:“省立图书馆之性质与使命,应多顾及学术图书馆

之意义,故于储集图书推广阅览以外,对于阐扬地方

文献,提高学术,亦应与国立图书馆分工并进.是以

如印行馆藏珍本,编印专著单册,发行期刊,亦为省立

图书馆应有之职责,正不如恒人以为图书馆之事仅以

民众教育为限也.[１]”本文拟通过文献检索与统计,勾
勒出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概貌和特征.

１　文献检索与统计

１．１　统计时间段和文献信息源

尽管“图书馆”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就出现

过,但近代意义上的“图书馆”与“科学”一词一样,实
源自日语之用法,而最早使用它的国人当推曾出访

日本、美国、秘鲁、智利、巴西、加拿大等１１国的晚清

外交特使傅云龙———他在１８８７年１２月２日(光绪

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的游日日记中写道:“图书馆有

元本«汉书».[２]”中国最早使用“图书馆”名称的新式

图书馆则是１８９７年建立的北京通艺学堂图书馆.
不过,目前学界普遍认为,１９０４年(湖南图书馆兼教

育博物馆的创办)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时间上限,

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时

间下限[３].因此,本研究将统计的时间段设定为

１９０４－１９４９年.
统计时段确定后,还须选取统计的文献信息源.

目前,可检索近代图书书目信息的检索工具有:
(１)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简称

“国图 OPAC”).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其前身历来执

行全面入藏的方针,且一直是我国出版物样本缴送

的法定接受馆,故馆藏丰富,品类较全(尤其是古籍

类图书),其中１９０４－１９４９年的图书检索记录数达

１６５万多条.
(２)«民国时期总书目».该工具书是一大型回

溯性书目,由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编,书目文

献出版社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出版,主要收录了国家图书

馆、上海图书馆和重庆市图书馆收藏的１９１１－１９４９
年９月间出版的中文图书共计１２４万余种.

(３)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联合目

录公 共 检 索 系 统 (简 称 “CALISOPAC”).C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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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C作为全国高校图书馆系统的联机目录查询系

统,数据范围涵盖中外文普通图书、中外文期刊以及

古籍,其中１９０４－１９４９年的普通图书和古籍检索记

录数达３１８万多条.
(４)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建设的“民国时期文献总

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简称“民国图书数据库”).该

库的建设是以«民国时期总书目»为依据,在全国范围

内进行查漏补缺而完成的,最终确定了１５万种民国

图书,目前有１０４万条图书题录数据可供检索.
(５)«全国公共图书馆缩微文献联合目录民国

编»(全十八册).该目录收录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

复制中心自成立以来至２０１３年６月底之前拍摄的

民国时期图书８５万余种.
(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合目录».该

目录主要收录重庆市相关机构所收藏的１９３７年抗

日战争爆发至１９４６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期间中国

抗战大后方的历史文献,分为图书、期刊、报纸(包括

缩微胶卷)、图纸四个部分,其中“图书”部分收录图

书４３万多种.
(７)大 学 数 字 图 书 馆 国 际 合 作 计 划 (简 称

“CADAL数字图书馆”).该数据库是一全文数据

库,目前收录晚清与民国图书１５９万余册.
(８)“读秀”数据库图书频道.该数据库是一个

面向全球的互联网图书资源查询系统,文献资源收

录丰富,几乎涵盖所有中文图书,其中拥有相当数量

的近代图书和古籍的书目或全文信息.
(９)其他检索工具.如«全国总书目»(平心编,

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５年出版)、«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抗战

时期出版图书书目»(重庆市图书馆１９５７、１９５８年编

印)等,可检索中国近代特定时期的图书信息.
上述检索工具,其中任何一种可能都存在遗漏.

故欲全面反映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情况,必须综

合、交叉利用上述检索工具,以相互补充或彼此印证.

１２　数据处理

对检索所得的图书题录信息,应对出版时间、出
版地、图书类型、出版者等项进行相应处理.关于出

版时间,主要以初版为准,其中一些丛书的出版年份

显示为连续年份,则取起始年份.例如,浙江省立图

书馆的«快阁师石山房丛书»的出版时间为１９２９－
１９３１年,则取１９２９年;关于出版地,考虑 １９０４－
１９４９年间,我国省级行政区划多有变动,故“出版

地”以现行省级行政区划为准;关于图书内容类型,

主要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并结合图书馆

图书出版实际稍作调整,如综合性图书中的目录索

引等工具书单独列为“目录文摘索引”类.
关于出版者,考虑到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名称多

有变更的现象,故针对同一图书馆不同时期的名称,
均用最后的馆名或业界较熟悉的馆名进行统计.例

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曾先后有江南图书馆、江
苏省立图书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等多个名

称,故均采用最后的馆名“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统
计.１９４９年以前,我国以“图书馆”作为专业出版机

构的称谓在当时出版界并不少见,如苏州交通益记

图书馆、亚东图书馆、中华图书馆、交通图书馆、新民

图书馆、梁溪图书馆、宏文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竞智

图书馆、大陆图书馆、世界图书馆、同文图书馆、泰东

图书馆、法文图书馆、进步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古今

图书馆、郭纪云图书馆、襟霞图书馆、东亚图书馆、汉
英图书馆、富华图书馆、中国图书馆等.故在所得的

出版者为“图书馆”的数据中,应去除上述等冠名为

“图书馆”的专业出版机构以及学部编译图书馆、文
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１９２０年其成立前的“文华公

书林”除外)、图书馆协会、图书馆服务社、商务印刷

所图书馆部(“专接印刷图书馆各种卡片,承办一切

图书馆必需品”的企业[４])等教育、行业协会或具有

企业性质的机构名及其他非相关记录.另外,商务

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虽是图书馆,但它主要“着眼

于商务内部的编辑校勘之需,具有明显的经营因素

考虑在里面”[５],故它的检索记录也不在统计之列.
由于检索数据来源于不同的检索工具,即使是

同一检索工具也可能出现相同的图书记录.故为得

到有效的检索记录数,还需要进行去重,古籍还得去

除抄本的记录.当然,也有些记录,可能存在错讹,
故需要检索CADAL数字图书馆、读秀数据库、全国

报刊索引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等,通过获取的

全文信息,进行甄别.

１３　统计结果

经过统计并进行相关数据处理后,共得到１７０１
条检索记录,其中出版年份可考的为１６０７条,责任

者可考的为１６４７条.将这些检索记录按照年份、出
版地、主要出版者(检索记录数为１０及以上者)、图
书类型、以及出版译著情况分类进行统计的结果见

表１－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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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图书出版的地域与年代分布

上述文献统计的结果说明,我国近代图书馆图

书出版的地域呈现“东多西少”,年代呈现“中期多,
前后期少”的特点.

２１　地域分布

我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地域涉及今天除西

藏、新疆、宁夏等少数几个省级行区域外的２９个省/
市/自治区/特别行政区,其中一般图书的出版地主

要为北京、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地,古籍刊行则

主要在北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地.
根据表２,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主要集中在东

部一带城市,特别是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广州沿

海一带,曾在近代被设为特别市的城市,它们出版图

书的检索记录共为１１９６条,约占近代图书馆出版书

表１　近代各年份图书馆出版图书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年份
检索

记录数
年份

检索

记录数
年份

检索

记录数
年份

检索

记录数

１９０８ ３ １９１９ ９ １９３０ ７９ １９４１ ２６

１９０９ ５ １９２０ １０ １９３１ ８４ １９４２ ２５

１９１０ ９ １９２１ ３４ １９３２ ８４ １９４３ ３２

１９１１ ６ １９２２ １１ １９３３ １６４ １９４４ ９

１９１２ ２ １９２３ １５ １９３４ １０８ １９４５ ７

１９１３ ２ １９２４ ８ １９３５ １４７ １９４６ ７

１９１４ １５ １９２５ ８２ １９３６ １６３ １９４７ １４

１９１５ １２ １９２６ １２ １９３７ ９４ １９４８ ２４

１９１６ ３ １９２７ １２ １９３８ ３１ １９４９ １０

１９１７ １７ １９２８ ２７ １９３９ ５４ 民国间 ４６

１９１８ ６ １９２９ １０１ １９４０ ４４ 不详 ４７

　　注:年份为“民国间”,即１９１２－１９４９年.

表２　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地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出版地 记录数

北京 ５５８ 福建 ２６ 河北 １３ 香港 ２

江苏

３７３
(其中
南京
２３８)

江西 ２５ 湖南 １２ 台湾 ２

浙江

２０６
(其中
杭州
１９９)

重庆 ２３ 山西 ８ 澳门 １

上海 １３３ 天津 ２１ 河南 ７ 贵州 １

广东

７６
(其中
广州
６８)

山东 １８ 甘肃 ６ 内蒙古 １

云南 ６２ 湖北 １５ 广西 ５ 不确定 ３

辽宁 ３８ 陕西 １４ 黑龙江 ５

四川 ３０ 安徽 １３ 吉林 ４

表３　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主要出版者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图书馆 记录数 图书馆 记录数 图书馆 记录数 图书馆 记录数

国立
北平

图书馆
２８２

北平近
代科学
图书馆

３１
无锡县
立图
书馆

１８
地质

图书馆 １２

浙江省
立图
书馆

１８１
故宫

博物院
图书馆

３１
辽宁省
立图
书馆

１６
安徽省
立图
书馆

１１

江苏省
立国学
图书馆

１４７
国立
中央

图书馆
３０

太仓县
立图
书馆

１４
建设

委员会
图书馆

１０

燕京
大学

图书馆
８４

北京师
范大学
图书馆

２５
山东省
立图
书馆

１２
交通大
学图
书馆

１０

江苏省
立苏州
图书馆

７３
合众

图书馆 ２３
陕西省
立图
书馆

１２
金陵
大学

图书馆
１０

云南省
立昆华
图书馆

５８

中央陆
军军官
学校教
育处

图书馆

２３
上海市
立图
书馆

１２
清华大
学图
书馆

１０

中山大
学图
书馆

３２
江西省
立图
书馆

２１
中央大
学图
书馆

１２

表４　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各类图书检索记录数一览表

图书
类型

记录数
图书
类型

记录数
图书
类型

记录数
图书
类型

记录数

目录文
摘索引 ４２９ 军事 ３１ 经济 １６ 体育学 ３

图书馆
事业 ２９８

语言
文字 ３０ 地质 １２

新闻
传播 ２

综合 ２０３
文物
考古 ２８

医药
卫生 ９ 心理学 １

文学 １９２
工业
技术 ２１ 农业 ８ 天文 １

历史 １８４ 教育 ２０ 文化 ７ 水利 １

地理 ５０ 宗教 １８ 法律 ６ 数理化 １

图书
馆学 ４１ 政治 １８

自然科
学总论 ４ 生物学 １

艺术 ３４ 哲学 １８
中小学
教科书 ３

社会科
学总论 １

籍检索总记录的７０３％.不过,在近代中国出版史

上,上海一直居于全国绝对中心的地位,但就图书馆

的图书出版而言,北京反超上海,成为此领域的翘

楚.中西部地区中,云南、四川、江西表现不凡;东北

地区中,辽宁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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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近代图书馆出版译著统计一览表

书名 作者 译者 出版地 出版者 初版时间 分类

新译世界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１９０９ 综合

最新世界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１９１０ 综合

世界教育统计年鉴 (日)伊东佑谷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１９１０ 综合

欧美电信电话事业 (日)中山龙次 (清)李景铭,方兆鳌 北京 邮传部图书馆 １９１０ 工业技术

图书馆教育 (日)户野周二郎 谢荫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１９１０ 图书馆学

国际公法 (日)千贺鹤太郎 卢弼、黄炳言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１９１０ 法律

欧美教育统计年鉴 (英)开尔剔(Keltie) 孙世昌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１９１１ 综合

蒙古史:卷上、卷下 (日)河野元三 欧阳瑞骅 江苏南京 江南图书馆 １９１１ 历史

东三省疫事报告书 奉天全省防疫总局编译 辽宁沈阳 奉天图书馆 １９１１ 医药卫生

普通儿童心理学 (日)松元孝次郎 江仁纶 彭清鹏 吉林吉林 吉林图书馆 １９１２ 心理学

大乘理趣六波罗密多经 (唐)三藏般若 江苏无锡 无锡县立图书馆 １９１９ 宗教

地窖密约 渔隐(俞印民) 江苏苏州 桃坞图书馆 １９２２ 文学

马哥孛罗游记 第１册
(意)马哥孛罗

(MarcoPolo)
张星烺(汉译兼补注) 北京 燕京大学图书馆 １９２９ 地理

西夏语研究小史 (苏)聂斯克 张玛丽英译,向达汉译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３０ 语言文字

朗世宁传考略 (日)石田干之助 贺昌群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３３ 历史

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目
(法)伯希和

(PaulPettiot)
陆翔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３３ 文物考古

日本思想史上否定之

论理的发达(上、下册)
(日)家永三郎 张我军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１９３３ 哲学

好妻子 (美)奥尔珂德 郑晓沧 浙江杭州 浙江省立图书馆 １９３３ 文学

小妇人(第５版) (美)奥尔珂德 郑晓沧 浙江杭州 浙江省立图书馆 １９３４ 文学

敦煌石室访书记
(法)伯希和

(PaulPettiot)
陆翔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３５ 文物考古

太平天国起义记

(清)洪仁玕述;

(瑞典)韩山文

(Hamberg,Theodore)

简又文 北京 燕京大学图书馆 １９３５ 历史

唐钞本韵书及印

本切韵之断片
(日)武内义雄 万斯年 北京 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３６ 语言文字

日本精神与近代科学 (日)永井潜 钱稻孙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１９３７ 哲学

诗经的星 从西湖三

塔说到雷峰塔

(日)野尻抱影,

青木正儿
张我军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１９３８ 文学

自然与人融合一体

之光荣 美丽之国永

远不变之日本容姿

(法)ClaudeFarrere 尤炳坼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１９３８ 文学

北京的都市形态概报 (日)木内信藏 洪炎秋 北京 近代科学图书馆 １９３９ 地理

围棋布局要则 (日)濑越宪作 胡检汝译 过旭初编校 江西泰和 江西建设厅图书馆 １９４１ 体育学

　　上述的地域分布特征,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①
上海、北京、南京、杭州、广州是我国近代曾被设为特

别市的城市,其图书馆事业发展较快.据１９３５年上

海申报年鉴社与浙江省立图书馆合作开展的调查中

关于图书馆数量的统计,当时６个直辖市、特别区

中,上海的图书馆最多,为２４０所,次为北京,为９６
所,再次为南京,为５２所[６],而广州到１９３８年被日

军侵占前,图书馆已发展至５７所[７],这些城市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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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省的全省馆数总和还要多;位于杭州的浙江省立

图书馆,是近代为数不多的附设印行所的图书馆,其
木印和铅印书籍的数量相当可观.②南京、北京一

直是近代中国新图书馆运动的重镇[８],上海更因其

中西文化交汇点的特殊位置和发达的经济,亦成为

新图书馆运动的中心[９].北京不仅是新文化的发祥

地和近代学术教育中心,拥有大量专注于学术和教

材出版的大学图书馆出版机构,而且其出版业与上

海的商业性质和南京的官方性质不同,更具有学术

性质,并在１９２７－１９３６年间也获得了很好的发展,
尤其是学校下属的出版单位为全国之最[１０].③中

西部地区的云南、江西,均得益于各自的省立图书馆

对书籍尤其是地方文献出版的重视.例如,云南省

立昆华图书馆专设印售部,办理本馆出版书籍的印

刷与发行[１１];江西省立图书馆自欧阳祖经担任馆长

以来,非常注意访求、搜集江西所刻的古籍版片并将

其重印行世[１２].四川的图书出版,则是因为抗战期

间一些迁入图书馆的贡献.例如,中央陆军军官学

校教育处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分别

迁入四川的成都和江津,其间它们出版了不少书籍.

④东北辽宁的较高图书检索记录,主要是由于日本

在大连设立的满铁大连图书馆、在沈阳设立的伪满

洲国国立中央图书馆奉天分馆等,这些图书馆均出

版了不少数量的图书.

２２　年代分布

在１７０１条记录中,有检索记录的年份为１９０８
－１９４９年,且每年均有记录数.近代图书馆图书出

版的年代分布见图１.

图１　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年份分布图

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发端于１９０８年前后,在
１９２８年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后

逐渐走向辉煌,１９３７年抗战后逐渐衰落.据此,可
将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划分为四个阶段,即
１９０４－１９１３年的萌芽期,１９１４－１９２８年的发展期,

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的高峰期,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年的萧条期.

这大体对应于程焕文所主张的中国近代图书馆时代

的四个时期:公共图书馆运动时期 (１９００－１９１１
年)、新图书馆运动时期(１９１２—１９２５年)、近代图书

馆兴盛时期(１９２６－１９３７年)、近代图书馆衰落时期

(１９３８—１９４９年)[１３].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的高峰期图书

检索的记录数为１０２４,平均每年约为１１４条,约占

近代图书馆出版书籍检索总记录的６０２％.
上述的年代分布特征,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①

１９２５年４月,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展图书馆事

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为宗旨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成

立.协会下设５个委员会,就有“出版”委员会,这对

后来出现的图书馆图书出版高峰具有一定的推动作

用.②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间,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出现

了一片繁荣景象,不仅图书馆数量剧增,而且各种类

型的图书馆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与图书馆有关

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１４],图书馆图书出

版自不例外.③这段高峰期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东北易

帜后的近１０年出现的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最辉煌时

段的出版大环境不无关系.

３　图书出版者分布与典型高产出版者

３．１　图书出版者分布与高产出版者确证

全部的１７０１条记录图书,分别由２６２个图书馆

出版.这些出版者中,既有国立省立市立县立公共

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也有私立图书馆(如福建莆田

涵江图书馆)、中学图书馆(如上海民立中学图书

馆)、专门图书馆(如北京等地的地质图书馆)、外国

人在华创办的图书馆(如北京孔德图书馆),以及作

为日本侵华文化机构的图书馆(如满铁图书馆);既
有普通图书馆,也有流通图书馆(如浙江流通图书

馆);但主要分布在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和大学

图书馆 等 普 通 图 书 馆,它 们 的 检 索 记 录 数 共 为

１１４６,约 占 近 代 图 书 馆 出 版 书 籍 检 索 记 录 的

６７４％.其中国立图书馆的检索记录数为２５１,约
占近代图书馆出版书籍检索记录的１４８％;省立图

书馆的检索记录数为５９４,约占近代图书馆出版书

籍检索记录的３４９％;大学图书馆(含学院和专门

学校图书馆)的检索记录数为３０４,约占近代图书馆

出版书籍检索记录的１７９％.
借鉴文献计量学的洛特卡定律来分析和验证近

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高产出版者”.洛特卡定律表

述为:“写n篇论文的作者数量大约是写１篇论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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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数的１/n２.所有写１篇论文的作者所占比例大

约是６０％.”普赖斯又在洛特卡定律的基础上提出

了著名的普赖斯定律,即:“完成该专业论文总和一

半的高产作者的人数在数量上等于该专业作者总数

的平方根.[１５]”
上述全部２６２家图书馆出版单位的６０％约为

１５７,与实际上只出版过一种图书的１４３家相差１４
家;１４３的１/４约为３６,与实际上出版２种图书的４０
家相差４家;１４３的１/９约为１６,比实际上出版３种

书籍出版者的１３家相差３家;１４３的１/１６约为９,
比实际上出版４种书籍出版者的１０家相差１家.
可见,实际情况与理论数据有些出入,但差别不大.
所有２６２家出版单位的平方根大约是１６２,也就是

说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高产出版者数量应该是

１６家,从上述表３中可以看到,这应当是出版过１６
种以上书籍的出版者的数量.这些高产出版者为:
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

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云南

省立昆华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

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北京师

范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

处图书馆、江西省立图书馆、无锡县立图书馆、辽宁

省立图书馆.而出版了全部１７０１种书籍一半的图

书馆数量约为７,即出版过３２种以上书籍的出版者

数量,两者相差较大(１６２－７＝９２),这说明用普赖

斯定律来描述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的高产出版

者情况不太适用.但不妨将上述１６家图书馆视为

“核心出版者”,而将其中的前７家视为“高产出版

者”.

３２　典型高产出版者及其图书出版简介

考虑到文献出版的难度远低于论文写作,故还

需大幅提高“高产出版者”出版图书的基数,即认为

出版过８０种以上书籍的图书馆出版者为“典型高产

出版者”.它们是国立北平图书馆、浙江省立图书

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
(１)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前身是创立于１９０９年的京

师图书馆和创立于１９２６年的北海图书馆,鲁迅、梁
启超、李四光、蔡元培、袁同礼等近现代知名学者都

曾主事于此.该馆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藏书量最

多的国立图书馆.其“职司所重”“一在文献典籍之

搜藏”“二在中外文化之交流”,故亦“尽力于编辑及

出版事宜”[１６].
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古籍善本颇丰,故其图书

出版主要以古籍善本类珍品的重版或再版为主,且
不乏可圈可点的举措,如除自行刊印外,还有以“珍
本经籍刊行会”名义的刊行活动.１９３０年,国立北

平图书馆就蔡元培、胡适、李四光、张元济、袁同礼等

学界、教育界、出版界、图书馆界３０位闻人于１９２９
年发起的“珍本经籍刊行会”,启动了“国立北平图书

馆珍本丛书”项目.该项目“就本馆所藏善本与夫近

世名人论著各种小品,仿«知不足斋丛书»例,招股刊

行”[１７].１９３０年４月１０日,«国立北平图书馆刊行

珍本经籍招股章程»颁布.截至当年１０月,出版了

元代官书«通制条格»、明代方孔炤著«全边略记»、明
代沈璟撰«埋剑记»、明代王肯堂撰«郁冈斋笔麈»４
种古籍[１８].１９３１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珍本丛书”又
出版２种,即明末王光鲁撰«想当然»传奇、清人彭孙

贻撰«平寇志»、清人李圭撰«鸦片事略»[１９].
另外,国立北平图书馆于１９３６年秋影印出版宋

代三大资料宝库之一的«宋会要辑稿»[２０].此举不

仅嘉惠史林,使这部研究宋史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广

为流传,更为日后«宋会要辑稿»的中华书局影印本

(１９５７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本(２０１４年)出版,
奠定了基础.

(２)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浙江省立图书馆于１９０９年成立,前身为浙江藏

书楼和浙江官书局.其图书出版,既有木印,也有铅

印.１９２９年之前,该馆的图书出版为木印,内容大

都为乡邦文献,总计印书有４００多种,其中１９１４年

曾送木刻书往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参展[２１].通过检

索国家图书馆 OPAC,在浙江图书馆所出的乡邦文

献中,主要作者有章太炎、丁谦、万斯同、章学诚等,
且其中的一些书在学界影响很大.例如,１９１５年刊

刻的丁谦编«蓬莱轩地理丛书»(又名«浙江图书馆地

学丛书»)是一部考证我国历代边疆地理和西域地理

的著作,被学者誉为“天下之奇作”[２２].１９２９年１０
月起,浙江省立图书馆开始铅印出版各种专书,且用

纸多为上等连史纸,甚为精雅.例如,１９２９年出版

的杨立诚编«四库目略»«文澜阁目索引»等«四库全

书»方面的专书,杨立诚、金步瀛撰«中国藏书家考

略».这些铅印书,不少备受学者推崇.例如,１９３１
年出版的金步瀛编纂«丛书子目索引»,“集丛书二百

余种,依字画排列子目,尤足减少检寻之烦,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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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备之书”;１９３１年出版的清代姚振宗编«快阁师石

山房丛书»,“尤为目录学之名著”[２３].

１９２９年之后,浙江省立图书馆的木印书籍仍颇

具规模,如１９３３年３月就印行２７０余种.其印刷所

用的书版,有原浙江官书局刻的,如«九通»;有本馆

刻的,如孙仲容«温州经籍志»;也有藏书家捐赠的,
如«金华丛书»等.这些书籍,不仅“校勘缜密,版本

精良,远非铅印本可比;且大字美观,不损目力”,对
研究我国历代典章、制度、政治、经济、史地、哲学、文
艺以及浙江文献的学者,皆有参考价值.为了帮助

读者函购所刊古籍,该馆特印制它们的详细书目,在
各书名之后分别附述该书的内容提要、版本性质,加
上书籍定价低廉(仅为成本价),故书籍销路极畅,如

１９２９年出版２９１７部就售出２６９１部[２４,２５].
(３)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前身为创办于１９０７年

的江南图书馆,辛亥革命后屡次更换馆名,１９２９年

才使用此馆名.国家图书馆 OPAC检索结果显示,
该馆的图书出版集中在１９２９－１９４８年,这与近代著

名史学家、图书馆事业家柳诒徵主政该馆的时间段

(１９２７－１９４７年)基本吻合.柳诒徵担任馆长后不

久,为发扬该馆印行古籍的重要业务传统,补充、完
善馆藏,便新创印行部,并在«国学图书馆章程»中,
专门列«印行部规程»一章,后又制定了«寄售书籍简

约».据记载,该馆印行、排印古籍、稿本８０余种,印
行总数在１０万册以上[２６].其中一些书的发行量相

当大,如１９２８年新印行的书籍１６５１４册,其中发行

１１６５３册[２７],占印制书籍总数的７０％强.
国学图书馆出版古籍,大都为影印,只对有些内

容有价值,但誊写不精的抄本重新排印出版.出版

形式有本馆编辑、委托印刷所承印和与出版商合作

出版两种形式.所出书籍主要是«四库全书»未收之

书,如清代的“禁书”、各种志乘、收藏家目录未载的

罕见珍本、未经删易的原本、足本、手稿、批校本、江
苏地方文献,具体内容主要包括:①地方文献、乡贤

著作,如有关南京的文献«金陵古今图考»«南雍志»
等;②科技图书,如«宋本医说»«鲍山野菜博录»等;

③文学艺术的稿本、钞本,如余怀的«玉琴斋词»等;

④大部丛书,如«云自在龛丛书»«藕香零拾丛书»等.
这些刊行的古籍,因底本大都为善本、精抄本、精校

本和有资料价值的近代书刊,且大都由馆长柳诒徵

和馆内几位国学功底较深的学者进行版本考证,撰

写提要、题跋、著者的生平等导读性文字,故几为“全
璧”[２８],为海内外所推崇,一些还被当时的学者视为

精品,如印行的“盋山精舍”书[２９].该馆“所藏的善

本,在质和量上,比起平馆(即国立北平图书馆———
本文作者注)和故宫自有逊色”[３０],但“以馆藏之多

珍”“方针之所重”,使得其印行的古籍,不论是质量

还是数量,均居全国各省立图书馆之首,且“几与国

立北平图书馆南北媲美”[３１].
(４)燕京大学图书馆的图书出版.
燕京大学图书馆在１９１９年燕京大学成立时便

开始创办.该馆出版的书籍,以明清人著述为多,且
多均为罕见之本.例如,清代洪仁玕口述、瑞典韩山

文(T．Hamberg)撰译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于１８５４
年在海外出版,后又在海外被多方转载翻印,但国内

则罕见其书,燕京大学图书馆便于１９３５年出版简又

文翻译、增改,洪业校订的«太平天国起义记»中英文

铅印本,并将其归入燕京大学图书馆丛书.另外,该
馆也出版一些时人有关传统文化的研究著作.例

如,１９３５年出版的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的遗稿

«春觉斋论画».
燕京大学图书馆刊行书籍的学术价值大都较

高,如«春觉斋论画»被誉为“艺林圭臬”[３２],其“一字

一语,皆 有 至 理”,可 谓 “后 学 之 津 梁,迷 途 之 宝

筏”[３３].书籍的形式也多样,有西式铅印本,也有中

式线装本;装帧质量也属上乘,尤以线装本为甚,正
所谓“选料优良,用纸上乘,装帧精美”.该馆出版的

书籍印刷量一般不多,除少数留作馆藏,多数用于交

换、赠送或出售[３４].
另外,哈佛燕京学社引得编纂处出版的索引工

具书,其版权页上印有“引得编纂处”和“燕京大学图

书馆”字样,故它们一般也被认为是燕京大学图书馆

出版物.这种观点可从«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刊载的

本馆出版书目广告得以说明.例如,１９３８年１１月

出版的第１２０期«燕京大学图书馆报»刊载的广告

«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书目»,就列有«日本期刊三十

八种中东方学论文篇目附引得»(于式玉编,１９３３年

出版).

４　图书的类型分布与主要出版活动

４．１　图书的类型分布

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图书类型几乎涉及“中国图

书馆分类法”的各大类目.其详细分布情况见图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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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类型分布图

　　据图２所示,综合类图书中的目录文摘索引类

图书最多,其次为文化教育类中的图书馆事业方面

图书.检索记录数列于第二梯队的为其他综合、文
学、历史类.第三梯队则为地理、图书馆学、艺术、军
事和语言文字类.第一梯队的目录文摘索引类和图

书馆事业方面的图书,一般由图书馆人自己编写,其
检索记录数遥遥领先于其他类型的图书.关于这一

点的原因,范凡博士的分析颇具启发.她指出,中国

近代图书馆界出版自己编著的著作的情况非常普

遍,其原因大概有:“第一,图书馆出版图书,用于本

馆职员的培训,向外界宣传自己,或者用于图书馆界

之间的经验交流第二,出版图书是许多图书馆

的业务之一第三,编辑出版也是图书馆协会的

重要工作,不论是全国性的中华图书馆协会,还是地

方性的上海图书馆协会,都把编辑出版图书当作自

己的一项重要工作第四,图书馆自行出版图书

也是为了解决出书难的问题”[３５].

４．２　主要出版活动概述

根据上述图书类型的分布情况,再结合图书出

版的功能定位,可归纳出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活

动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①善本、孤本、珍本、稿
本、钞本等古籍珍品的刊行;②图书馆事业相关书籍

及参考工具书的出版;③近代学者尤其是兼具图书

馆实践者的相关著述的出版;④为应时应景,即配合

当时的社会形势而编辑出版的各种宣传、培训书籍;

⑤各种翻译书籍的出版.
(１)古籍珍品的刊行.
检索国家图书馆 OPAC,近代图书馆出版的

６７０多条图书记录中,显示为古籍的占９０％以上.
近代图书馆出版古籍珍品,尤其是刊行本馆的珍藏,
是我国藏书楼刻书印书传统的继承,也是近代学术

界的需要使然.据上述的文献检索结果,近代国立、
省立、县立、大学、私立等各级各类图书馆大都有过

此举.
近代图书馆出版古籍珍品,一般采用传统的木

印方式,且多为旧版新印.这些旧书版,一般源自既

有馆藏,也有的是受赠、访求、搜集而来的.例如,江
西省立图书馆先后藏有一大批珍贵版本,如宋代周

必大的吉州刻本«居士集»５０卷、元刻本«资治通鉴»

２９０卷,胡思敬“退庐图书馆”(问影楼)所刻«豫章丛

书»１０４种版片.１９３３年８月,该馆鉴于«豫章丛书»
流传不广、全国各地图书馆以及各高等院校又十分

需要的情况,“为介绍学术宣扬文化起见,特补刊残

缺,用上等连史纸,选择良工以名墨印刷,精装二百

六十五册,分九月、十一月两期出书”,共印行«豫章

丛书»１００部,每部“定价百二十元,本馆兹为优待各

界特发行预约价只收八十元”,大多被全国各大图书

馆购去[３６].另外,一些图书馆通过修补受损书版印

行古籍.例如,１９４２年、１９４３年,四川大学图书馆曾

对馆藏的前尊经书院、锦江书院书版分两期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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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复印.其中第一期修整«周易王弼注(殿本宋

岳氏版)»等书版２５种１１万余张,并复印成书.这

些书籍除呈缴中央分发外,亦按工料成本价对外预

约发行[３７].至于新版新印书籍,则不多见,正如

１９３５年陈训慈在«全国省立图书馆现状之鸟瞰»一
文中所说:“如豫馆(即河南省图书馆———本文作者

注)之雕版者甚鲜”[３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河南省立

图书馆曾访购未刊的乡贤遗著,专设书版室,新雕书

版刊印“中州先贤丛刊”,到１９３６年该馆刻书处取消

时,刻成«石田野语»«臆见随笔»«隐山鄙事»«书学慎

余»«算法通义»«律吕心法»«几何简易»等１６种[３９].
除传统的木版刊行外,近代图书馆也利用影印、

铅印、石印等现代化方式出版古籍.影印的古籍,如
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０年出版的明写本«通制条格»
残卷;铅印的古籍,如燕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３５年出版

的清代奕赓著«管见所及»;石印的古籍,如云南图书

馆１９１５年据日本明治１７年的伊藤圭介重修版本出

版的清代吴其俊著«植物名实图考».
(２)图书馆事业相关书籍及参考工具书的出版.
检索«民国时期总书目»,在近代图书馆所出的

图书中,“图书馆事业”方面的图书种类最多.另外,
为提倡学术,发扬文化,一些图书馆也出版书目、索
引、年鉴等综合类工具参考书.

中国近代图书馆出于管理和便利读者之目的,
一般都会编印本馆的历史概况、规章制度、使用指

南、图书馆业务指导等图书馆实务方面的书籍,其中

大多由本馆刊行出版.例如,江南图书馆出版本馆

编的«江南图书馆详定章程»(１９１２年),上海大夏大

学图书馆出版马宗荣编的«大夏大学图书馆指南»
(１９３４年).在图书馆出版的这类图书中,如果是涉

及本馆的,一般为非卖品;如果是有关某一类或某一

地区图书馆的书籍,则一般对外发行.例如,同济大

学图书馆出版的«国立同济大学圕概况»、浙江省立

图书馆出版的«浙江全省图书馆概览(增订三版)»,
在１９３５年８月３１日出版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的“新书介绍”栏目,它们的书名后分别标注有“非卖

品”和“壹角”的发行价(零售定价贰角)[４０].这些

书,有的对提升图书馆同仁的业务素养功不可没,如
浙江省立图书馆在１９３１－１９３６年间先后出版刘澡

的«图书之选购»,许振东的«图书之流通»,许振多、
王文莱和郁望尧的«图书之典藏»,金步赢的«图书之

分类»,陈豪楚的«图书之征购»,对于规范浙江地方

图书馆工作、提高服务水平起了指导作用[４１].
“历代藏书皆编有书目”,近现代图书馆也不例

外.其书目出版,不仅是我国官府、私家藏书者刊刻

书目传统的承继,更是近代出现的公共图书馆运动

或新图书馆运动使然.这些书目的类型主要有馆藏

总目、馆藏古籍各部目录、刊行书目、主题目录、私家

藏书目录、捐赠书目等.馆藏总目录,如金陵女子大

学图书馆１９２７年出版曹祖彬编«金陵女子大学图书

馆图书目录»、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

铅印出版«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馆藏古

籍各部目录,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１９３６年出版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史部总目»;图书馆刊行书目,
如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１９３５年出版本馆编«江苏省

立苏州图书馆印行的所木刻图书目录»;主题目录,
如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出版法国伯希和

(P．Pettiot)编、陆翔译«巴黎图书馆敦煌写本书

目»,国立中央图书馆１９４８年出版本馆编«抗战史料

书总目录»;私家藏书目录,如燕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３８
年出版顾廷龙编«章氏四当斋藏书目»;捐赠书目,如
浙江省立图书馆１９３６年出版本馆编«杭州孙氏寿松

堂捐赠浙江图书馆书目».
目录只能指引读者查找有关书籍,而要了解、查

找各种书籍的内容,则要靠“索引”这种工具书的帮

助.我国近代一些图书馆,不仅注重索引工具书的

编撰,还刊行出版不少索引类书籍,其中最具代表的

是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国立北平图书馆.根据 CAＧ
LISOPAC检索结果,燕京大学图书馆出版的索引

工具书有３０条记录,如«礼记引得»«四库全书总目

及未收书目引得»«历代同姓名录引得»«三十三种清

代传记综合引得»等.这些索引是国内较早运用科

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的工具书,极大地方便

中、西学者检索和利用中国古籍.根据国家图书馆

OPAC检索结果,国立北平图书馆出版的索引有«清
代闺阁诗人征略索引»«续碑传集索引»«清代文集篇

目分类索引»«耆献类征索引»«先正事略索引»等数

种,其中１９３５年出版的王重民、杨殿殉编«清代文集

篇目分类索引»,“既可查考具体文集篇目的出处,又
可集中查到不同文集中论述同一问题的篇目及出

处”[４２],学术价值极大,得到了学术界好评,后又多

次再版.
与书目、索引相比,近代图书馆的年鉴出版的规

模要小得多.因为这类工具书,大都为相关的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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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如国民政府实业部的«中国经济年鉴»、教育

部的«中国教育年鉴»、申报馆的«申报年鉴».这种

在一般商业书坊为稀有品的书籍,在近代图书馆的

出版物列表中,也是凤毛麟角,仅有零星几种,如奉

天图书馆出版的(日本)伊东佑谷撰、谢荫昌译«新译

世界统计年鉴»(１９０９年),广东省立图书馆出版的

«沙市年鉴»(１９４６年),其中前者还是里程碑式的书

籍,即是我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意义且以“年鉴”命名

的年鉴.
图书馆出版的上述书籍,尤其是书目、索引类书

籍,极大地便利了当时学者对图书馆和文献的利用,
即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仍具独有的参考价值,正
所谓“以图书形式出版的书目具有特殊的重要作用

在某种情况下,它们提供‘所有的’可供资料(限
定在具体年份之内)的能力,远远强于计算机数据

库”[４３].例如,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抗战期间出版的

«抗战以来图书选目(第一辑)»,载有１９３７年７月至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以前初版的国内中文图书书目,其对

于我国抗战时期出版业研究的价值,是目前任何一

个文献数据库所无法比拟的.
(３)学术著作的出版.
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学术著作,几乎涉及所有学

科,但以史学、地质地理、图书馆学、语言文字等领域

最为突出,其中史学与图书馆学著作中,不少还是该

领域的扛鼎之作.史学书籍,如国立北平图书馆出

版的谢国桢«晚明史籍考»,被认为是２０世纪中国史

学名著、治明代清初史者必读之书,正如其出版预告

所言:“凡有志研究近古史者,不可不人手一编,即不

专治史学者,读此一书,足以瞻明清间之掌故,而吾

国民族发扬之精神,亦可于此略见”[４４].此书梓行

于世后,学界一直反响强烈,近代著名史学家朱希

祖,近代著名民主革命家、南社领袖柳亚子,当代明

清史专家王春瑜等对此书均有赞词.出版界对此书

也是情有独钟,１９６８年和２０１１年先后又有台北艺

文印书馆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本问世,其增订

本于１９６４年、１９８１年、２０１４年先后在中华书局、上
海古籍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难怪有云:“谢国

桢这部书将长久流传下去”[４５].图书馆学书籍,如
文华公书林１９１７年出版沈祖荣、胡庆生合编的«仿
杜威书目十类法»,是我国第一部脱离书目形式、采
用先进技术,从宏观上、整体上、全局上编制的文献

分类法,使我国文献分类法步入世界近代分类法的

行列,被图书馆学界誉为“我国第一个为中文图书而

编的新型分类法”“中国近代文献分类法的里程

碑”[４６];燕京大学图书馆１９３２年出版的洪业«引得

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索引研究的开山之作,不仅

“影响了１９３０年代以来的我国中文古籍索引工作”,
而且“在我国索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４７].

近代图书馆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有的是作者学

术生涯中最具代表者.例如,浙江省立图书馆１９３２
年出版的文言文本«新唯识沦»,是中国著名哲学家、
思想家熊十力最主要的哲学代表作和其哲学思想体

系正式形成的标志性成果.
至于学术图书的著者,则以有图书馆工作经历

的学者或图书馆学研究者为多.这是因为近代图书

馆学家或学者型图书馆实践者,因工作的关系,他们

的著作有不少是在图书馆,尤其是本人所任职的图

书馆出版的.例如,明清史研究专家、版本目录学

家、金石学家和藏书家谢国桢,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２年,

１９３４－１９３７年间供职于国立北平图书馆,该馆先后

出版了他撰写的«清开国史料考»(１９３１年)、«晚明

史籍考»(１９３２年)、«清初史料四种»(１９３３年)等.
(４)应时应景书籍的出版.
近代图书馆为配合当时的社会形势,也会编辑

出版一些种宣传、培训、实用等方面的应时应景书

籍.宣传图书,如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日寇先后

发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意欲图谋全面侵华

之际,为激发国人爱国之心,特印行多种明代御倭方

面的书籍,如«嘉靖东南平倭通录»(１９３２年)、«郑开

阳杂著»(１９３２年)、«任环山海漫谈»(１９３２年)、«俞
大猷正气堂集»(１９３４年)等[４８];培训用书、教材,如
北平市市立高级职业学校图书馆出版的«油漆概论»
(１９３４年),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处图书馆出版的

«战车战术讲义»(１９３９年);实用图书,如建设委员

会图书馆出版的«用电必读»(１９３２年).
图书馆出版的这类书籍,有的明确定为免费赠

送或交换.例如,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鉴于其

“负各校学生阅读之指导”的职责,因此编印“各种专

题目录及各科入门书目”(如１９３５年编印的«中学生

国文科课外阅读书目»),作为“非卖品”,“各学术机

关如欲索阅”,只付“邮资即寄赠”“如承交换,更为欢

迎”[４９].有的是当时已畅行之书,如美国L．M．AlＧ
cott著、郑晓沧译的长篇小说«小妇人»,１９３２年９月

译本初版“才两月而京镇沪杭一带,已有不胫而走之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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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列车中及长途汽车中亦屡见有手执是书以事

循诵而资为伴侣者出版仅四月有余,已蒙国人

爱阅”[５０],１９３３年２月、１９３３年８月、１９３４年４月又

先后印行３次,到１９３４年１２月浙江省立图书馆出

版时,已是郑氏译本的第５次印刷了.
为出版应时应景的书籍,一些图书馆还特地成

立了相关部门.例如,江西省立图书馆在抗战发生

后,鉴于交通不便,书报流通受阻,精神食粮匮乏,于

１９３９年１２月呈准省教育厅设立文化服务部开展文

化服务,其中出版书籍便是该部的一项工作职责.
文化服务部曾出版董明易编«政府普通会务会计原

理及实务»(１９４１年)、罗时侃著«抗战话剧集»(１９４２
年),再版涂闻政编«教育公牍与教育法规»(１９３２年

初版,１９４２年增订４版).其中«抗战话剧集»一书

由时任中正大学校长兼教务长的罗廷光题词、著名

音乐家程懋筠等作序,内容包括独幕剧«挣脱了锁

链»«抢婴队»«军人魂»«助寒衣»«团结力»和二幕话

剧«夜袭南昌»,堪称一份珍贵的近代戏剧文献,其在

抗战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５)翻译书籍的出版.
中国的近代化之路和西学东渐有着密切的关

系,体现在图书出版方面就是大量译著的付梓出版.
根据上述的检索结果,中国近代图书馆出版的书籍

检索记录中,责任者显示有译者的为２７条(见表

５),仅占责任者可考的记录总数的１６％.
这些译著中,１种为古籍,其余全为近代著作.

原书著者涉及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苏联

和日本等国,以日本为最多,检索记录数达１５种.
从出版者主体来看,有国立图书馆、省立图书馆、县
立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政府附设图书馆,还有日本

政府为文化侵略中国而设的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
可见,近代图书馆译著的出版,烙上了深深的日本印

记,这与清季国人高涨的学日热情和日俄战争尤其

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文化殖民政策有关,但前

者是主动学习日本,后者则是被动的“精神”灌输.
从出版时间来看,译著出版最早的为１９０９年,

最晚的为太平洋战争爆发的１９４１年,出版高峰出现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检索记录数达１３种,而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的检索记录数仅为１种.可见,时局安定与

否,对译著的出版影响更大.从出版地来看,主要分

布在北京和江浙地区.这与图书馆的地域分布规律

一致.

从译著的内容来看,涉及哲学、宗教、文学、语言

文字、历史、地理、法律、文物考古、体育、心理学、医
药卫生、工业技术、综合等类,但以文学、历史为多.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天图书馆于１９０９－１９１１年刊

行的«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等４种年鉴,“使年鉴类书

籍自此在中国流行起来”[５１];１９１０年刊行的«图书馆

教育»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关于图书馆教育的译作,
该书中首次出现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教育”这两

个概念[５２].不过,这些译著的内容大都还是涉及国

人所喜好或熟知的领域,而真正属于西学的不多.
这说明图书馆译著的出版,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推

动作用非常有限.

５　结语

综上所述,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在一定程度

上是近代出版业的补充,也是近代出版史和近代图

书馆事业史不可或缺的部分.图书馆图书出版的主

要目的是传承文化、丰富馆藏;出版地域主要分布在

北京、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大城市,其中北京是

图书馆图书出版的绝对中心;高产出版者亦主要分

布在北京和江浙地区,其中最典型者为国立北平图

书馆、浙江省立图书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燕京

大学图书馆等,且其图书出版各具特色;出版的高峰

出现在近代时局的相对稳定期,即南京国民政府统

治的１９２９－１９３７年间.近代图书馆出版图书的类

型,以古籍珍品、书目索引等颇具近代中国图书馆馆藏

特色者为主,其中一些工具书,尤其是中国古籍类书目

索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对古籍文献的检索和利用,即
使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亦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致谢:本文的数据整理与统计,得到了上海理工

大学图书馆信息部全体同仁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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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BookPublishingofChineseModernLibrarybyLiteratureStatistics
WangXirong

Abstract:Baseduponliteratureresearchandstatistics,thispaperanalysesthebookpublishingbyChiＧ
nesemodernlibraryfromaspectsofregion,age,publisherandknowledge,andintroducesthedistribution
ofbookpublishersandthetypicalHighＧyieldＧpublishers,anddistributiontypesofbooksandpublication
activitytypesofbookpublishing．ItpresentsthatthebookpublishingofChinesemodernlibrarywasasupＧ
plementtothemodernpublishingindustry,andanindispensablepartofmodernpublishinghistoryandthe
historyofmodernlibrary．Somebookspublishedby modernlibrary,especiallythebibliographytool
books,stillhaveuniquereferencevalueevenintodaysdigital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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