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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韦庆媛

　　摘要　收集、整理民国时期个人、机构对图书馆数量的历次调查统计,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

留下的会员统计表,对民国时期的图书馆数量、图书馆员人数、图书馆学者的群体规模及地域分

布等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图书馆学者的区域分布严重失衡,这种失衡受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

等因素的影响.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者群体曾通过提案,影响国家决策,使全国图书馆区域分布

失衡的状况有所改善;也有个别学者以个人魅力凝聚同行,带动一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史经

验表明,国家调控是平衡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群体分布失衡的必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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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的规模

１．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的数量

抗战前全国图书馆的数量达到民国时期的顶

峰,但究竟全国有多少图书馆? 统计主要来自个人

和机构.最早对全国图书馆进行调查的是沈祖荣先

生,他在１９１８年发表的«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
中,收录了全国３３所图书馆[１].１９３５年许晚成作

«全国图书馆调查表»,以个人之力调查颇费周折,
“或一馆而探问数次,或一疑而悬候累日,远道通函

调查,往往发函十数次,而总无复寄,挂号快函,如雪

片飞去,亦有始终不睬,切托该地友朋,实地探问,始
达目的.”最终收录图书馆２５２０所,包括公立图书

馆２００５所,私立图书馆５１５所,“所列图书馆,皆以

有固定名称及组织,并有相当人员管理者为限,一橱

一桌可称图书馆者,概不列入.”[２]同年,杨家骆以个

人之力,积几年时间、几万封信调查所得,全国有

２９４０所图书馆[３].
机构主要是通过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发放调查

表进行调查,数据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华图书

馆协会,二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三是浙江图书馆和

上海«申报年鉴»社.各方统计标准不同,数量出入

也较大.

中华图书馆协会在抗战前共进行了５次调查.

１９２５年成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是民国时期最权威

的全国性图书馆专业学术团体,协会成立后,为了解

全国图书馆的情况,即请各省教育厅配合,着手调查

图书馆的数量.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发表了第一次调查结

果,全国有５０２所图书馆[４].１９２７年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各省行政刷新,新创立的图书馆增多,１９２８年

１０月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全国有

６４１所图书馆[５].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进行了第三次调查,
全国有１４２８所图书馆,其中国立、省立、市立、县立、
私立图书馆９２５所,学校附设图书馆３８７所,机关会

社附设图书馆７４所,专门图书馆(主要是儿童图书

馆)４１所,此次调查因没有收到山西、江西、湖南以

及边远省份西康、宁夏、青海、新疆、蒙古、西藏等省

的调查报告,因此数据并不完整,但图书馆还是增加

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１９２９年１月在南京举行了中

华图书馆协会第一次年会,在全国影响很大,政府也

加大倡导力度,人民对图书馆有了更多的认识,使全

国新创立的图书馆增多[６].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中华图书

馆协会进行了第四次调查,全国单设及较大图书馆

共１５２７所,计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９７０所,
学校附设４１３所,机关会社附设８９所,专门图书馆

５１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研究”(项目编号:１５BTQ００３)和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北京

的图书馆发展史研究”(项目编号:１５ZHB０１７)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韦庆媛,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６５０５Ｇ０００７,weiqy＠lib．tsinghua．edu．cn.



2
0

1
7

年
第2

期

(主要包括小学及儿童图书馆)５４所[７].１９３４年１２
月进行第五次调查,全国公共图书馆(包括国立、省
立、市立、县立、私立和儿童图书馆)９３３所,学校图

书馆(包括大、中、小学图书馆)４９７所,专门图书馆

(包括专门学校、政府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３７７
所,特种图书馆(指外国人用者)９所,共１８１６所,加
之民众教育馆附设的图书馆１００２所,全国共２８１８
所,但规模太小之阅书报处没有列入[８].历年调查

统计显示,图书馆数量在不断增加,这一方面是因为

新图书馆如雨后春笋般建立,另一方面是协会虽与

各省教育厅配合,但仍存在调查渠道不畅、信息滞后

等问题,需要不断补充遗漏.
另一个调查途径是教育部社会教育司,据１９３０

年调查,全国有２９３５所图书馆,其中普通图书馆

９０３所,专门图书馆５８所,民众图书馆５７５所,社会

教育机关附设图书馆３３１所,机关及团体附设图书

馆１０７所,书报处２５９所,学校图书馆６９４所,私家

藏书楼８所[９].这一数据与中华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１
年的调查数据相差较大,这主要是因为中华图书馆

协会是以单设图书馆和较大型图书馆为主进行统

计,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统计包括了大量的民众

教育馆附设的图书馆及规模较小的阅书报处等.

１９３６年９月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再次进行全面调查,
基本延续上次的标准,更将数量大大提高,全国有

４０３２所图书馆,其中普通图书馆５７３所,专门图书

馆１１所,学校图书馆１９６３所,民众图书馆１２５５所,
流通图书馆３７所,机关图书馆１７３所,私家图书馆

２０所[１０],该调查的覆盖范围较广,如民众图书馆包

括通俗图书馆、乡村图书馆、农民图书馆;流通图书

馆包括巡回文库;机关图书馆包括政府机关、团体、
工厂、商店等附设图书馆,因此数量较多.

１９３１年浙江省立图书馆进行全国调查,列出

１４２１所图书馆[１１].上海«申报年鉴»社从１９３３年开

始,联合浙江省立图书馆连续４年对全国图书馆进

行调查.１９３６年该社联合浙江省立图书馆制表分

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进行调查,并参酌中华图书馆

协会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统计数据,确定全国２８
省６直辖市、区(包括已沦陷之东北三省,但未包括

西藏和外蒙)有单设图书馆及民众教育馆、学校、机
关附设图书馆共５１９６所,其中单设图书馆１５０２所,
民众教育馆附设图书馆９９０所,机关附设图书馆

１６２所,学校附设图书馆２５４２所,这一数量多于同

年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调查的４０３２所,该社的解释是

“意度教部发寄调查表时对于各类标准未经明定,故
各省造送取舍无定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学

校图书馆,该社“根据教育部中等、高等教育统计,默
认为每一中等以上学校必应有一相当之图书馆,故
不尽从其他报告”[１２].

个人调查和机构调查相比,机构的调查可信度

更高一些.从调查途径来看,个人调查在获取信息

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许晚成、杨家骆的调查虽颇

费周折,然比之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以及浙江省立图

书馆和上海«申报年鉴»社的调查,图书馆数量少了

很多.而官方的调查是通过向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寄

发调查表获取数据,获取数据的途径更为直接有效.
在机构调查的三种途径中,数据相差也很大,哪

一种更为可靠? 笔者认为,从数量上来看,以浙江省

立图书馆和«申报年鉴»社联合调查所得５１９６所为

最多,该调查在回收调查表的基础上,详细参酌比对

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和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调查资

料,补充不足.«申报年鉴»社还编制了«中国各省市

立图书馆概表»、«全国重要大学图书馆概表»等,包
括馆名、地址、藏书册数、全年总经费、组织、馆长、馆
员、成立年月等信息[１３].该调查的缺点是,尽管教

育部规定中等以上学校须设立图书馆或图书室[１４],
但未经实际调查,仅根据教育部发布的中等以上学

校的数量来确定图书馆的数量,未免武断,但应与实

际出入不大,数据可以作为基本参照.１９４８年教育

部在编制«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时,也采信了这一

数据.１９４８年全国仅有２７０２所图书馆,与１９３６年

相比,数量大大减少.[１５]

１．２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员人数

在确定了图书馆数量的基础上,还有一个问题

需要搞清楚,即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图书馆员?
据１９３１ 年 教 育 部 社 会 教 育 司 统 计,全 国 有

２９３５所图书馆,馆员３５２８人,平均每馆１人多一

点[１６].另据１９３５年许晚成的调查,全国有２５２０所

图书馆,馆员５１４３人(个别图书馆馆员缺失)[１７],平
均每馆约２人.

来自官方的社会教育统计数据也基本反映了这

一规律.中华民国成立后,教育总长蔡元培“感于各

国社会教育之发达,而我国年长失学之人占全国之

大多数,以此立国,危险孰甚! 因竭力提倡社会教

育,而于草拟教育部官制时,特设社会教育司,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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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并立”[１８].蔡元培将教育分

为校内和校外两种形式,学校教育包括大、中、小学

校开展的正规教育活动,社会教育包括在学校之外

的图书馆、民众教育馆、民众学校、博物馆、民众茶

园、补习学校、识字班等教育.社会教育司掌管图书

馆、博物馆、美术馆、通俗教育及讲演会、巡行文库

等,图书馆主要包括国立、省立、市立、县立、私立等

公共图书馆,据教育部统计,１９３０－１９４５年全国社

会教育机关图书馆及馆员人数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３０年至１９４５年图书馆数量及图书馆员人数统计表[１９]

时间

(年)

图书馆数

(个)

馆员人数

(人)

时间

(年)

图书馆数

(个)

馆员人数

(人)

１９３０ １２７３ ２６４８ １９３１ １３９３ ２８８５

１９３２ １４７９ ２７４８ １９３３ １６３４ ３２０９

１９３４ １４７９ ３００１ １９３５ １５７６ ３２０４

１９３６ １８４８ ３５５３ １９３７ １１２３ ２２４５

１９３８ １１７８ １９３５ １９３９ １００３ ２１５６

１９４０ ８９２ １７５１ １９４１ １０６６ １６６０

１９４２ １１３５ ２２４５ １９４３ ９４０ １８０８

１９４４ ７０６ １４９８ １９４５ ７０４ １５１１

　　１９３０－１９４５年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的数量和

图书馆员的人数是动态变化的,抗战前的１９３６年达

到顶峰.此项统计不包括学校教育所涉及的图书

馆,但统计数据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馆员人数的参考,
以１９３６年为例,社会教育机关图书馆为１８４８所,馆
员人数为３５５３人,从比例上看,馆员约为图书馆数

量的二倍,其他年份也基本如此,因此可以推算每馆

至少有２名馆员.而当年全国有５１９６所图书馆,以
此判断,全国至少有馆员１万人以上.需要注意的

是,全国图书馆的总数并不是社会教育图书馆和学

校图书馆的简单相加,如单设图书馆中也有非公共

性质的图书馆.

１．３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规模

一门学科的建制有三个主要的标志,即建立专

业系科并开设相关课程或系列讲座、成立专门的研

究机构或学术团体、出版学术刊物[２０].值得图书馆

人自豪的是,１９２０年已经在文华大学创立图书科开

始专业教育;１９２５年成立了专业学术团体中华图书

馆协会;１９２６年创办了图书馆学术刊物«图书馆学

季刊»;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图书馆学已经完成了学

科建制,确立了学科地位,早于现在公认的一些重要

学科.
成立专业学术团体是完成学科建制的重要标

志.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宗旨是:“研究图书馆学术,
发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协会会员在

统一的学术共同体内,开展学术交流,探讨学科发展

的专业问题,确认学科成果,提升对图书馆学的认同

和信念,形成了一个学者群体.１９２５－１９４９年,中
华图书馆协会共举行６次年会,出版了期刊、丛书、
调查报告等,还积极参加国际图书馆协会的活动,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的发展,是学者群体集体推

动的结果.对图书馆学者的评定标准是多元化的,
作为学术成果主要表现形式的学术论著,是评价学

者学术水平的主要依据,学术成果的作者群体是图

书馆学重要的学者群体.但是,图书馆学是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体,图书馆学者不仅撰写了大量的学术

论著,而且还借助中华图书馆协会这个平台,提出了

很多有见地的、前瞻性的工作提案,会员中不仅有图

书馆学家,还有长于图书馆管理的专家,他们是各地

图书馆的代表,具有高度的专业自觉性,他们把协会

的精神带到各地指导工作,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学术

力量,他们更能代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多样性,
因此本文主要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作为学者群体

进行研究.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是民国时期基本的图书

馆学者群体.中华图书馆协会采取会员制,会员分

为四种:一、机关会员,以图书馆为单位;二、个人会

员,图书馆员或热心图书馆事业者.三、赞助会员,
捐助该会经费者(后期增加了永久会员).四、名誉

会员,在图书馆学术或事业上有特别成绩者[２１].历

年的会员数量统计见表２.
表２　中华图书馆协会历年会员数量[２２]

年份(年) 机关会员(个) 个人会员(人) 名誉会员 总数

１９２６ １２９ ２０２ ３３ ３６４

１９２７ １３２ ２１７ ３１ ３８０

１９２８ １２９ １９０ ３１ ３５０

１９２９ １６２ ２６９ ２９ ４６０

１９３０ １７３ ２７３ ３５ ４８１

１９３１ １８６ ３１０ ３３ ５２９

１９３２ ２３３ ４０２ ３２ ６６７

１９３３ ２５８ ４５２ ３０ ７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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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年) 机关会员(个) 个人会员(人) 名誉会员 总数

１９３４ ２７７ ４８２ ２７ ７８６

１９３５ ２７６ ５２２ ２７ ８２５

１９３６ ２８８ ５３６ ２６ ８５０

１９３９ ８１ １９３ ２４ ２９８

１９４０ １０１ ２８０ ２２ ４０３

１９４３ １４２ ４１７ １８ ５７７

１９４４ １５７ ５３５ １８ ７１０

１９４７ ７０９ ８ ７１７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数量也是动态变化的.
协会成立后,在业内的影响力和认同度逐年提高,抗
战前会员人数呈逐年增多的趋势,１９２６－１９３６年的

１０年间增加了２倍多.但抗战爆发后,沦陷区图书

馆纷纷内迁,混乱的局势也使会员联络不畅,统计工

作一度中断,１９３９－１９４０年左右,会员人数骤减,抗
战后 期 逐 渐 恢 复,１９４７ 年 达 到 个 人 会 员 人 数 的

顶峰.
中华图书馆协会聚集了当时中国图书馆学界最

优秀的学者,１９３６年全国有图书馆５１９６所,馆员１
万人以上,当年中华图书馆协会有个人会员５３６人,
仅占馆员总数的５％.１９４８年全国有图书馆２７０２
所,按照馆员为图书馆的倍数计算,约有馆员５４００
人以上,而１９４７年底协会有个人会员７０９人,占馆

员总数的１３％,图书馆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积极性明

显提高.协会会员是图书馆员中的先进群体,也是

图书馆界的代言人.

２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地域分布及其特征

２．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地域分布

中华民国建国初期承袭清朝旧制,辖有江苏、安
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东、广西、
福建、浙江、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新
疆、辽宁、吉林、黑龙江等２２省.北洋政府时期,在
原２２省的基础上,增设了热河、察哈尔、绥远、川边

等几个特别区域.国民政府建立后,将特别区域和

宁夏、青海一同建为６个省(其中川边特别区改制为

西康省),总计２８个省,另外加上西藏、外蒙古２个

地方.１９４５年后,国民政府将东北三省划分成九

省,增设辽北、安东、合江、松江、嫩江、兴安６省,抗
战胜利后接收的台湾,成为第３５个行省.除设省

外,民国时期共设置了１２个直辖市,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

设南京、上海、北京①、天津为直辖市,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

设汉口、广州、青岛为直辖市.抗战爆发后,１９３９年

随着政治中心转移,设重庆为直辖市.抗战胜利后,
为了加强对西北、东北的控制,设西安、大连、哈尔

滨、沈阳为直辖市.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会员构成民国时期图书馆学

界基本的学者群体.１９２６－１９４７年,中华图书馆协

会分别于１９２６年、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５年、１９３９年、１９４７
年公布了５次会员调查结果.１９２６－１９３５年的３
次调查,学者群体的区域分布基本相同,以统计人数

最多的１９３５年为例,个人会员５０７人,国内４９０人,
国外１７人,国内会员分布在１９个省、５个城市,将
仅有３人的青岛市归并到山东省,学者地域分布情

况如下:
表３　１９３５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的地域分布[２３]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北京 １１１ 南京 ７３ 上海 ５３ 天津 ２２

江苏 ３１ 广东 ３０ 浙江 ２９ 湖北 ２６

河北 ２５ 福建 １６ 山西 １５ 安徽 １３

山东 １２ 四川 ９ 广西 ７ 河南 ５

江西 ３ 陕西 ２ 湖南 ２ 云南 ２

辽宁 ２ 绥远 １ 贵州 １ 美国 １２

瑞士 ２ 英国 １ 法国 １ 日本 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后,组建了中华图书馆协会委

员会,下设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及各分委员会,
委员由会员公选,均为在全国有影响的学者,是民国

时期图书馆的核心学者群体.以１９３５年为例,协会

设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事务所、分类委员会、
编目委员会、索引委员会、检字委员会、图书馆教育

委员会、建筑委员会、编纂委员会、版片调查委员会、
图书馆经费标准委员会、审定杜威分类法关于中国

细目委员会、«图书馆学季刊»编辑部、会报编辑部,
聘请委员１２０人次,去除职务重复者,共６４人,其地

域分布情况见表４.
表４　１９３５年中华图书馆协会领导机构成员地域分布[２５]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北京 １６ 上海 １１ 南京 １２ 天津 ２

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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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湖北 ２ 浙江 ２ 江苏 ２ 广东 ２

山西 ２ 四川 １ 河南 １ 江西 １

山东 １ 福建 １ 美国 ６ 英国 １

法国 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名誉会员是在图书馆学术或事

业上有特别成绩者,分为国内和国外两部分,历年国

内名誉会员均分布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几个大

城市,以１９３５年为例,共有名誉会员２７人,国内１９
人,国外８人.在国内的名誉会员中,除施肇基属于

南京政府官员,当时担任中国驻英国大使住在伦敦

外,其余全部在北京、上海、南京、天津任职或居住.
表５　１９３５年国内名誉会员地域分布[２６]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北京 ６ 上海 ６ 南京 ４ 天津 ３

１９３９年,中华图书馆协会进行了抗战爆发后的

首次会员调查,因受战争阻隔,统计不全,上海孤岛

包括在内,北京、天津为沦陷区,未在统计范围之内,
国内会员分布在１３个省、２个城市.抗日战争胜利

后,内迁的图书馆陆续迁回原址,图书馆开始恢复原

有秩序.１９４７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对全国会员进行

调查,个人会员有７０９人,国内６８２人,国外２７人,
国内会员分布在２１个省、１０个城市.按现行行政

区划习惯,将会员较少的西安、广州、沈阳、汉口、青
岛归并到城市所在省份,其地域分布见表６.

表６　１９４７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员地域分布统计[２７]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南京 １７７ 上海 ９３ 北京 ６２ 重庆 ２７

天津 １２ 福建 ６５ 四川 ５０ 浙江 ４９

江苏 １９ 湖北 １８ 广东 １６ 江西 １５

陕西 １３ 安徽 ９ 广西 ８ 云南 ８

辽宁 ７ 山东 ７ 湖南 ６ 山西 ６

贵州 ６ 甘肃 ６ 河南 ４ 台湾 ３

西康 ２ 河北 １ 吉林 １ 美国 ２２

瑞士 ４ 澳洲 １

抗战期间,由于通讯阻隔,协会会员分散各地,
协会各专业委员会活动基本停止,但协会领导机构

始终坚持工作,１９４４年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组织参加

中国教育学术团体第三届联合年会的同时,举行了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六次年会,重新选举理事、监事委

员会委员,加上协会事务所成员共２５人[２８],这次选

举出的协会领导机构一直延续至１９４８年,据１９４７
年统计,协会领导机构成员的地域分布见表７.
表７　１９４７年中华图书馆协会领导机构成员地域分布[２９]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省市 人数

南京 ８ 北京 ２ 上海 １ 湖北 ３

浙江 ２ 甘肃 ２ 江苏 ２ 广州 １

四川 １ 美国 ３

抗日战争胜利后,协会部分名誉会员迁徙他处,
部分年事已高,相继逝世,１９４７年仅有８位名誉会

员,其分布见表８.
表８　１９４７年国内名誉会员地域分布[３０]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城市 人数

北京 ３ 上海 ２ 南京 ３

２．２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的４类分布区

综合中华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４７年对会员

学者的调查结果,可将其分布划分为四个区域.
(１)密集分布区.据１９３５年统计,北京、上海、

南京、天津４个城市有基本会员２５９人,占个人会员

总数的５１％;４个城市的核心会员为４１人,占核心

会员的６４％.国内名誉会员１００％在上述城市生活

或工作.１９４７年的统计,由于战争期间政治中心转

移到重庆,会员向大城市集中,在１９３５年４个城市

的基础上,增加了重庆,５个城市有基本会员３７１
人,占个人会员总数的５２％;南京、北京、上海的理

事、监事委员会委员１１人,占４４％,国内名誉会员

亦１００％生活和工作在上述城市.赴美国、英国、法
国留学或工作的会员也大多数来自于上述区域,该
区域的学者数量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区,为图书馆

学者分布的密集区.
(２)一般分布区.据１９３５年的统计,江苏、广

东、浙江、湖北、河北、福建、山西、安徽、山东各省有

个人会员１０－４０人不等,９省共有会员１９７人,占
基本会员的３９％.除河北、安徽没有核心会员外,
其他各省共有核心会员１４人,占全部核心会员的

１８％.据１９４７年的统计,江苏、广东、浙江、湖北、福
建、四川、江西、陕西各省个人会员有１０－６０人不

等,８省共有会员２４５人,占基本会员的３４％,江苏、
广东、浙江、湖北、福建与１９３５年分布一致,河北、山
西、安徽、山东退出第二梯队,增加了四川、江西、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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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这主要是因为河北、山东在抗战期间成为沦陷

区,山西成为战场,大批图书馆员撤往西南的四川、
西北的陕西等地,抗战胜利后,有的滞留原地未及复

员,有的就地工作.理事、监事委员会委员的分布,
除江苏、广东、浙江、湖北是１９３５年分布的共有区域

外,增 加 了 甘 肃、四 川,共 １１ 人,占 委 员 总 数 的

４４％,远高于１９３５年的核心学者分布比例,说明经

过抗战,图书馆核心学者的分布范围更为广泛.
(３)稀疏分布区.据１９３５年的统计,四川、广

西、河南、江西、陕西、湖南、云南、贵州、辽宁、绥远等

省的会员都在１０人以下,１０省仅有３４名会员,占
会员总人数的７％.除四川、河南、江西各有一名核

心会员外,其余省份没有核心会员,仅占核心会员总

数的４％.据１９４７年的统计,广西、河南、湖南、云
南、贵州、辽宁、山东、山西、河北、甘肃、吉林、西康、
台湾等省的会员都在１０人以下,１３省共有７４人,
占个人会员的１０％.除广西、河南、湖南、云南、贵
州、辽宁保持不变外,河北、山东、山西落入第三梯

队,甘肃、吉林、西康等省的会员从无到有,有所进

步.可喜的是,台湾有学者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
理事和监事委员会的委员有２人在甘肃,占８％.

(４)无会员分布区.按１９３５年全国有２８个

省、２个地方计算,甘肃、新疆、吉林、黑龙江、热河、
察哈尔、西康、宁夏、青海、西藏、外蒙古１１省区没有

个人会员.１９４７年全国设３５省,按此计算,热河、
察哈尔、绥远、西康、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外蒙古、
辽北、安东、合江、松江、嫩江、兴安１５省没有个人会

员.除甘肃、吉林、西康进入第三梯队外,基本延续

１９３５年的格局.

２．３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地域分布特征

从１９３５年、１９４７年会员分布情况来看,尽管跨

度为１２年,仍然呈现出一些共性和规律.
第一,分布很不平衡.虽然从东北的辽宁到西

南的云南、贵州都有图书馆协会会员,但表现出十分

明显的地域分布差异.会员主要密集分布于北京、
上海、南京、天津、重庆等大城市,而一般分布区主要

是东部、中部省份,全国９０％的会员集中在密集分

布区和一般分布区,与该地区图书馆的发达程度成

正比.
第二,会员相对集中.会员主要分布在４个相

对集中的区域,分别是以上海、南京以及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山东为核心的华东地区,以北京、天津以

及河北、山西为核心的华北地区,这两个区域的会员

人数最多.此外,还有以广东为核心的华南地区和

以湖北为核心的华中地区,这两个区域的会员人数

次多.受战争因素影响,四川、重庆的会员人数异军

突起,但仍没有改变整体格局.
第三,分布范围扩大.１９３５年,会员的一般分

布区集中在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地区,１９４７年,一
般分布区除原有区域外增加了西南的四川和西北的

陕西,区域有所扩大;１９３５年,核心会员在密集分布

区的比例远高于一般分布区,而１９４７年,理事和监

事委员会的委员在密集分布区和一般分布区的人数

持平.１９３５年,稀疏分布区的个人会员和核心会员

比例较低,１９４７年,稀疏分布区个人会员和理事、监
事委员会的委员的比例均高于１９３５年.这些都说

明,学者的足迹已经在向偏远地区扩散,抗战期间对

西南、西北的开发,促进了这些区域文化事业的

进步.
第四,从东到西快速递减.会员学者的分布总

体呈现从东南沿海和传统经济发达地区向中部、西
北、东北地区扩散和快速递减的趋势.华东、华北会

员较为集中,处于中部的湖北、湖南以及偏西的云

南、贵州等依次递减,西北、东北一些省份没有会员,
递减速度加快.

３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者地域分布的成因

３．１　经济因素

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密切

相关,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直接导致了学者分布

的不平衡.经济的发展对于图书馆的普及和学者参

与图书馆活动有明显影响.直辖市是全国经济最为

发达的地方,上海自晚清开埠以来,迅速成为全国最

大的城市,经济的繁荣促使城市贵族的崛起,学习文

化、到图书馆读书成为新的时尚.北京作为故都,南
京作为新首都,是传统的和新兴的经济聚焦点.华

东、华北、华南、华中相较全国来说经济也较为发达,
尤其是江浙一带,一直是中国重要的经济区.近代

经济的发达,提升了人们对西方科学的认同和容纳

心理,加之浓厚的经世致用传统和学风,使得经济发

达地区成为中国近代化图书馆起步最早的地区,也
成为近代图书馆学者的摇篮.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需

求以后,人们会追求更高的精神生活,这也促使这些

地区的一些经济实力雄厚的个人创办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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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政治因素

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与政治变迁有直接关系,国
家的政治中心一般也是学术中心,学者往往会随着

政治中心的变迁而流动.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

心,能够吸引大量人才.中华民国建立之初,北洋政

府定都北京,图书馆学者和热心图书馆事业的专家

学者云集北京,或直接参加图书馆工作,或在政府部

门及教育机构任职,从旁协助图书馆学者,使北京的

图书馆事业盛况空前.随着国民政府定都南京,部
分学者随之迁居南京,带动了南京的图书馆事业发

展.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移都重庆,大量文化机

构、社团组织、名人、学校被迫内迁,众多学者随之迁

往重庆,在１９３９年的调查中,作为陪都的重庆市和

大后方的云南省图书馆学者最多.在１９４７年的调

查中,重庆市和四川省的会员仍然很多.华东、华
北、华南、华中有中国最大的城市,除上海、南京和北

京、天津外,华南的广州、华中的武汉也是区域政治

中心,聚集了大量人才,这也是图书馆学者比较集中

的重要因素.

３．３　文化因素

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来看,不同的地域空间,其
地方的文化特质、文化积淀也各不相同.考察民国

时期图书馆学者的分布规律,会发现其与当地的文

化特色有密切关系.以上海、南京、江浙为代表的华

东地区,具有人口密度大、外来人口多等特点,受外

来文化影响较大,作为传播西方文化的载体,人们接

受新式图书馆的观念较早,学者以开放的心态接纳

新生事物的意识较强;以北京、天津、河北为代表的

华北地区是传统的文化区,文化实力雄厚,名校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众多高等学府诞生

于此,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摇篮,为图书馆学者的生存

和活动做好了文化铺垫.而西北地区地域广阔、交
通不便、人口相对稀少和分散,这种特殊的环境形成

了小范围、小规模文化发展的特点,使其文化相对封

闭,观念变化相对缓慢,不利于新式图书馆观念的交

流和传播.

３．４　教育因素

读书首先要识字,教育是图书馆的先导.东部

是教育发达之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主要分布在北

京、上海、天津、南京、武汉等华北、华东、华中地区,

１９２２年之前,西南、西北、东北甚至连一所国立大学

都没有,１９２５年全国有国立大学２１所,其中北京１０

所,上海３所,南京２所,武汉２所,天津、唐山、成
都、西安各１所,西南、西北分别只有１所国立大学.
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创建在武汉,吸引周边地区的

学生就读,毕业后留在学校所在地周边工作,提升了

华中图书馆的影响,也使该地区的图书馆学者相对

活跃.各地区的中学教育的分布也呈现出不平衡状

况,统计显示,１９３３年在中国每万名人口中,中学生

的比例按排名来看,排名首位的南京是排名末位的

新疆的３７８倍,即便是处于中位的河北省与南京市

相比,也相差２３．７倍[３１].全国各地区接受中等教

育以上的人数分布严重失衡,这直接影响了各地文

化教育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图书馆的发展,限制了

图书馆学者的活动.

４　民国时期改善图书馆学者地域分布失衡状态的

经验

图书馆学者群体的分布与图书馆的分布成正相

关.中国图书馆的建设,图书馆学者的分布,受到经

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教育因素的影响,全国

各地区发展的不均衡,决定了当地图书馆的有无和

水平以及图书馆学者群体的活动.从近代至现代,
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始终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倾

向,即华东、华北、华南、华中是图书馆的兴盛区,西
南、西北是衰微区,其他地区处于中间状态,学者群

体的区域分布与图书馆的分布相同.尽管在抗战期

间,云南、四川作为大后方,图书馆学者曾短暂聚集,
但抗战胜利后,学者群体随图书馆回迁东部,西南又

恢复了以往的格局.
为了调节全国图书馆发展不平衡的状况,中华

图书馆协会作为行业组织,集中群体力量,积极促成

在西北、西南建立国立图书馆.西北图书馆始建于

１９４３年,当时国民政府参政会通过提案,“为了提高

该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准,保存西北文献,提供图书

阅览,并开展图书教育”,拟请政府在西北组织大规

模图书馆.１９４３年２月教育部批准通过了该提案,

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西北图书馆正式开馆,刘国钧任

馆长.由于在抗战的最后关头,国民政府财力匮乏,
教育部于１９４５年４月下令暂停运营西北图书馆,于

６月将其关闭[３２].抗战胜利后,中华图书馆协会向

教育部建议:“抗战业已胜利,今后复员建国,尤当注

意教育文化之普遍发扬,而西北交通不便,文化素

衰,亟待复兴,故特呈请教育部恢复西北图书馆,以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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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西北文化事业之基础.”同时还建议:“我国国立图

书馆,现仅北平与中央两所,本会以图书馆之建立对

于专门学术研究与一般社会教育均有莫大帮助,而
惟有国立图书馆始可具较大规模,收较大成效,故又

呈请教育部于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及原设之国立

图书馆,则请教部于其经费与事业方面尽量予以充

实与提高,俾得收更大成效.”[３３]教育部采纳了协会

的建议,于１９４６年９月恢复西北图书馆,改为国立,
馆长仍由刘国钧先生担任,１９４７年２月改为国立兰

州图书馆.同月,西北的另一所国立图书馆———国

立西安图书馆开始筹办,１９４７年５月西南重庆的国

立罗斯福图书馆阅览室开放.１９４７年６月间,教育

部从南京、上海等地向国立兰州图书馆调拨各类图

书近１０万册,大大丰富了该馆的馆藏.通过这些努

力,使西北的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构成有了改善.
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专业学者从整个国家图书馆事业

的高度考虑发展大计,影响了国家决策,使全国图书

馆区域分布的失衡状态有所改善.
学者以个人魅力凝聚学者群体的力量,可以带

动一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个好的馆长可以带领

全体馆员勇于进取,不断创新,反之则可能导致图书

馆停滞不前,甚至衰退.中华图书馆协会在给教育

部的行文中充分肯定了刘国钧馆长的作用,肯定西

北图书馆“以交通困难,经费短绌,以致购置图书未

富,但馆长刘国钧氏努力推进馆务,颇著成效.”西北

虽为落后之地,但刘国钧以自己在图书馆界的影响,
在西北聚集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到１９４４年６月,刘
国钧已经聘请了各种职员３２人,原国立西北师范学

院图书馆主任何日章被聘为总务组主任,原中央政

治学校图书馆主任沈学植被聘为采集组主任(后未

到职),另聘周克英、章荪、何锡暇、林锡麟、曹慕樊、
张祯琳、卢善昭等多人任编纂、干事等职.１９４５年

初,刘国钧联络西北师范学院图书馆、甘肃科学教育

馆、省立兰州图书馆等单位,联合发起成立兰州市图

书馆协会,得到图书馆学者的热烈响应,在很短的时

间内,单位会员增至４０家,个人会员达到８０余人,
这在西北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极大地推动了西北地

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在南京成长起来的学者刘国

钧在抗战胜利后仍然愿意留在西北,为开发西北作

贡献,也是不可多得的,体现了图书馆学者的精神.
国家调控是平衡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者分布失衡

的重要手段.由于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者分布的失

衡,分布较多的城市和区域民众利用图书馆更为方

便,学者开展学术活动更为积极,使这些城市和区域

的图书馆学研究和图书馆活动形成良性互动,进而

促进该地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和图书馆学者的成

长.而相对薄弱的西北、西南地区缺乏这种良性互

动,使东部和西部图书馆的发展始终存在距离,阻碍

了图书馆学者的流动.作为提高全民素质的图书

馆,政府在鼓励各方力量创办图书馆的同时,还需要

运用行政手段进行调控,均衡图书馆的分布,使自然

生长与政府调控并举,让全体国民有均等的接受文

化熏陶的机会,以防止“马太效应”和恶性循环.如

果不协调图书馆及图书馆学者的分布,东西部的良

性互动难以建立,学者流动难以实现,最终将影响图

书馆的均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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