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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对中国
图书馆学近代转型的影响∗

□刘春云　龚蛟腾

　　摘要　２０世纪上半叶,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两大社会文化思潮相继兴起,其合力最终

促使传统校雠学向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一方面,新文化运动舶来西式图书馆学之成果,从传播

西方图书馆理念,到普及欧美图书馆学思想,进而推动西式图书馆学学科创立.另一方面,整理

国故运动弘扬传统校雠学之精髓,在凸显传统校雠学与图书馆学同质的基础上推动二者对接,并

促使校雠学朝图书馆学转向.前者奠定了西式图书馆学的基础,后者则敦促学界批判、继承传统

校雠学说,于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经此酝酿喷薄而出.“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建设揭示了学

科发展的根基,尽管未能弥补中西图书馆学的失衡,但开创了图书馆学学科发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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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前期研究表明: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勃兴的中

国近现代图书馆学,绝非西方图书馆学的简单搬迁

与原样复制,而是校雠学说的一脉相承与急剧转

型[１].由于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转型的宏观背景是

整个国家民族的近现代化转型,图书馆学不仅要回

应自身的常态性问题,还要思考社会环境带来的非

常态性问题.“利国利民”的实学诉求左右着近代图

书馆理论到实践的几乎所有方面,成为图书馆存在

的最高依据[２].于是,基于家国情怀的近代图书馆,
最终完成了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上的西方化,原
本属于区域性、特殊性的西方图书馆学被误解为具

有世界性、普遍性的学理体系[３],而中国古代图书馆

学(校雠学)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最终丧失话语权.西

方图书馆学和传统校雠学在近代的不同境遇有其历

史必然性,而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转型恰是在二者

的博弈与调和中渐进的.从模仿西方图书馆学到建

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我国近代图书馆学的学术转

型渐趋理性.学科的分聚与兴衰往往随外在的社会

需求和学理内部的发展而演化[４],转型主因固然是

其学理内部的不断自我修正,但由于“中国近代图书

馆学是在社会文化思潮的背景下发展的,当时图书

馆人都十分关注社会文化思潮的进展,并主动将图

书馆的发展纳入其中”[５],因此,近代各种社会思潮

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转型所激发的某种外在社会需

求亦不容小觑.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

一大枢纽[６],整理国故运动是其在学术文化领域的

有力延续和深化,进一步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

的观念解放和现代转型[７].这两股相映成趣的文化

思潮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转型的浸染不言而喻,也
正是在它们的直接或间接染指下,“中国的图书馆

学”在艰难的探索中一路前行.

２　新文化运动舶来西式图书馆学之成果

２．１　新文化运动的萌芽促进西方图书馆理念传播

梁启超借用佛教流转相生、住、异、灭四期之分,
把思潮流转也照例分为四期:启蒙期(生)、全盛期

(住)、蜕分期(异)、衰落期(灭),并认为无论何国何

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８].任何思想或

运动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先前的孕育或启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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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逾越的基础阶段.新文化运动也经历了漫长的

酝酿过程,我们不妨称其为新文化运动的萌芽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思想呈现快速发展之势,经维新改

良思想、维新变法思想和辛亥前后革命思想的涤荡,
最终促成空前未有的新文化运动思想髙潮[９].在此

期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频度、广度与深度的不断增

加,西方图书馆观念在“开风气”和“启民智”的社会

变革中逐渐风靡全国.程焕文曾把中国近代图书馆

学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西方图书馆的介绍(鸦片战

争至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图书馆观念的引进(戊戌

变法前后)、日本图书馆学术的引进(清末新政前

后)、欧美图书馆学术的引进(辛亥革命前后至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中国图书馆学体系的形成(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末至３０年代)等几个阶段[１０].显然,前三个阶

段大致对应新文化运动萌芽期,而第四个阶段直接

“以美为师”主要发生在新文化运动高涨时期.清末

介绍与传播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主体有西方传教士、
开眼看世界之士大夫、维新改良派、政府开明官吏以

及地方贤达士绅,各类人物应有尽有,因而传播的受

众更多、力度更强、范围更广、影响更大[１１].及至民

国初年,更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积极参与其中,他们

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职业图书馆人难以起到

的作用.创办报刊与编译日本关于图书馆的文字,
是这一时期国人探究图书馆及其管理方法的主要途

径,如«清议报»«教育世界»和«教育杂志»等都是其

中的突出代表,而孙毓修在«教育杂志»上连载的«图
书馆»则是我国近代系统介绍国外图书馆事业的滥

觞.当然,“以日为师”主要发生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８年,
此后虽仍存在学习日本图书馆学术思想的现象,但
其主体地位已被“以美为师”取代[１２].经过宣传介

绍西方图书馆、学习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传播公共

图书馆观念与开展公共图书馆运动几个阶段的酝

酿,西方图书馆理念广泛传播,西式图书馆学思想不

断孕育和发展;反之,中国传统的藏书思想则因晚清

藏书的衰落而日趋式微.

２．２　新文化运动兴起加快欧美图书馆学思想普及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扩张与深入,尤其是五四运

动的推动,西方图书馆学思想在全盘西化的话语中

加速了传播.“到了２０年代后,在国内新文化思潮

的影响下,又由于一批赴美留学的图书馆学家带来

了欧美图书馆新理念,对图书馆加以改造和整合的

新图书馆运动便成了这次思想启蒙的主流”[１３].新

图书馆运动应新文化思潮而生,并成为新文化运动

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关于“新图书馆运动”
的起止时间,学界看法不一.其实新文化运动的萌

芽期也是“新图书馆运动”的奠基期或准备期.因此

我们认为可将清末至１９３７年视作“广义的新图书馆

运动”,而１９１７－１９２５年则为“狭义的新图书馆运

动”.倘若没有特别强调为“广义的新图书馆运动”,
就应当视为“狭义的新图书馆运动”.新文化运动是

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动力,西方先进的图书馆学

思想、模式、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为中国新式图书

馆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学习

的榜样及人力资源的保证,并促成了新图书馆运动

的发生[１４].韦棣华女士导演了此运动的开展,创建

美式图书馆也是其来华投身于图书馆后持之以恒的

追求.１９１７年始,沈祖荣和余日章等携带有关美式

图书馆资料、仪器和实物开展巡回宣传活动,其足迹

遍布湖北、湖南、江西、江苏、浙江等地.他们猛烈抨

击传统藏书机构的陋习,大声呼吁创办美式公共图

书馆,积极主张采用欧美公共图书馆的管理方法.
同时,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几乎无

一例外都积极参与当时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其中李

大钊是宣传和创建示范性新式图书馆的影响较大的

公众人物,“他主要以北京高校为舞台,以北京大学

图书馆为主要阵地,宣传并实践着新式图书馆的工

作”[１５].随后,杜定友、刘国钧等也撰文或演讲,大
力传播美国图书馆学思想.他们积极宣传欧美图书

馆的办馆观念与管理思想,切实倡导建立西式图书

馆学教育与培养新型图书馆人才,详细阐述图书馆

的性质、任务、服务、技术与方法等.美国图书馆学

思想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界的主流思想,并在我国图

书馆事业发展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导向作

用[１６].在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的热忱倡导下,办理公

共的、面向公众的作为普及国民教育之机构的图书

馆的思想深入人心,欧美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广泛

普及.

２．３　新 文 化 运 动 的 发 展 推 动 西 式 图 书 馆 学 学 科

创立

几乎与新文化运动同步的新图书馆运动完成了

从旧式藏书楼向近现代图书馆脱胎换骨式的转变,
是新文化运动在图书馆领域的发展和继续.它促成

了民众对图书馆价值的普遍认同,提高了民众对新

式图书馆的利用率,使图书馆的公共性得到前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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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加强,提升了图书馆的管理水平,促成了中国图

书馆与国际的接轨和沟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近代

图书馆事业的转型和图书馆学学科建设的发展[１７],
并“直接促成了２０世纪我国图书馆学发展的第一次

高潮”[１８].在欧美图书馆学思想广泛普及的基础

上,国内形成了以沈祖荣、胡庆生、杜定友、刘国钧、
戴志骞等为代表的实力强劲的欧美图书馆学派.在

引进欧美图书馆学热潮中,沈祖荣、胡庆生率先出版

«仿杜威书目十类法»,拉开了欧美学派登上图书馆

学学术殿堂的序幕.１９２３年,戴志骞发表«图书馆

学术讲稿»,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图书馆学的理论

和方法.同年,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图书馆学理论著

作———杨昭悊的«图书馆学»出版.该专著第一次以

“图书馆学”命名,最先划分和确定了图书馆学的科

学体系、结构和内容,对后来图书馆学的研究与发展

起到了先导作用,标志着“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

的学科在我国得以确立,这一事件也成为“新图书馆

运动”由宣传期进入高潮期的转折[１９].随着欧美先

进的图书馆理论与方法的逐渐普及,图书馆学教育

制度初步建立,图书馆学著述与日俱增,中国图书馆

事业开始迈入全方位发展时期,图书馆学研究也迎

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不过,这个时期我国的图书

馆学研究者基本上以引进与吸收西方图书馆学为

主,除了图书馆学译著之外,即使是国内作者撰写的

图书馆学著作,往往也只是国外图书馆学思想的借

鉴、移植乃至照搬.直到１９２５年之后,我国的图书

馆学家才真正消化与掌握欧美图书馆学,并开始结

合国情探讨如何构建“中国的图书馆学”[２０].因此,
有学者把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的召开看成是新

图书馆运动结束的标志,认为建设全国性的公共图

书馆体系理想从此渐被放下,图书馆界更多致力于

“建设中国图书馆学”[２１].

３　整理国故运动弘扬传统校雠学之精髓

３．１　整理国故凸显传统校雠学跟图书馆学同质

“‘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具有相同

的思想源头”[２２].作为一场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并

接受了西方学理深刻影响的学术运动,整理国故运

动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２３].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即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得到图

书馆学人的广泛关注与思考.最早提出与系统阐述

该命题的是梁启超,他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

上慷慨陈词,认为“中国从前虽没有‘图书馆学’这个

名辞,但这种学问却是渊源发达得很早,自刘向、刘
歆、荀勖、王俭、阮孝绪、郑樵,以至近代的章学诚,他
们都有通贯的研究,各有精到的见解”,并表示相信

“中国现代青年,对于外国图书馆学很有根底之后,
回头再把中国这种目录学(或用章学诚所定名词叫

他做校雠学)加以深造的研究,重新改造,一定能建

设出一种‘中国的图书馆学’来”[２４].１９２０年自欧洲

游历归来的梁先生深刻认识到西学新知的弊端,主
张不应盲从西方学说,并从此开始投入到整理国故

的学术建设中,先后出版了«清代学术概论»«中国历

史研究法»等著作.很难说“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
不是他在整理国故过程中殷殷思考的成果之一,其
后他虽没有更系统深入的相关著述来续论,但他的

这一声“狮吼”已令每一位图书馆人震聋发聩.同

年,杜定友指出:“除了一般的图书馆学之外,还有一

种同时进行而很有价值的科学,就是我们向来所有

的校雠之学.”[２５]１９２６年,刘国钧在«图书馆学季刊»
创刊号上确立办刊宗旨:“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
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

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２６].
在面对西方图书馆学强势冲击时,前辈学者努力从

传统校雠学思想中寻求关联与智慧,无疑为建设“中
国的图书馆学”找到了根本给养,而他们敏锐洞悉出

校雠学与图书馆学之间隐秘而必然的联系则是关键

前提.如梁先生指出:“图书馆学里头主要的条理,
自然是在分类和编目.”[２７]而分类与编目也是校雠

学重中之重的两个拳头部分.显然,图书馆学与校

雠学具有相同的内核,它们都是以目录学为核心的

研究文献整理与文献管理的学科.此外,从时间上

看,他们对相关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２０世纪２０
年代中后期,整理国故运动的相关论争亦“发起于

１９１９年、而极盛于１９２３－１９２７年”[２８],二者存在很

大的吻合度.可以说,整理国故运动在很大程度上

突显了近代图书馆学向传统校雠学追根溯源的必要

性,催化与显性化了图书馆学中国化的诉求.基于

此诉求,图书馆学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校雠学并洞

见其与近代图书馆学的同质关系,“中国图书馆学理

论的胚底,便找到了”[２９].因此,校雠学就是中国古

代图书馆学,而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是整理国故

运动在图书馆学领域的直接呼应.

３．２　整 理 国 故 运 动 推 动 传 统 校 雠 学 与 图 书 馆 学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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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

中国传统学术向来强调贯通,重视通儒之学.
但清末民国以来,分科治学成为学界主流取向,“国
学”的分科即十分明显.究其根源,恰恰是受到了整

理国故运动的很大驱动[３０].其实学术的分科趋势

在鸦片战争后便已肇始,不过起初还只是刘师培等

晚清国粹派个别学者的倡议.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

后,随着整理国故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梁启超、胡适、
顾颉刚、吴文祺等知名学者才对此作了更为详细的

探讨.尽管“国学”分科在民国时期未能最终实现,
但在整理国故运动的不断推动下,这一标志着中国

现代学术转型的趋势仍然得到了较大发展[３１].按

照西方现代学术门类对中国传统学术加以分科研

究,在中国学术研究范式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示范

作用,传统校雠学即在这样的示范下逐渐分化与转

型为图书馆学等文献类学科群.校雠学作为“国故”
的重要内容之一,无疑是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最
基础最根本的母体部分,是转型的内在动力;近代图

书馆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对传统学术具有关键性

激活作用,是转型的外在推力.如何让“旧学”与“新
知”进行无缝“对接”是转型必须面对的关键点,也是

转型不可回避的难点.整理国故运动立足于“评判

的态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这一主张无疑启迪了

当时的图书馆学人.譬如,梁启超立足“国故”提出

了诸多建设性意见,他指出“整理中国的书籍要研究

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也要掌握我国校雠学(广义目

录学)的知识,且能神明变化之,如此方庶几有功”;
“用四部分类法分现代书籍固然穷屈不适用,但用杜

威十进分类法分中国书籍,其穷屈比四部更甚”;“中
国古代编目中的优良传统要继承下来,如章学诚倡

及的‘互注’‘别裁’的方法,就可以施用于新的书目

编制中去”;“中国古代有编纂大型类书的文化传统

及好的经验,新式图书馆要加以发扬”[３２].传统校

雠学并非一无是处,而是能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图

书馆学互补的学术遗产.因而当时众多图书学人纷

纷从采访、分类、编目等方面探索对接方法,如沈祖

荣、刘国钧、杜定友、王云五、皮高品等的“仿杜”“改
杜”“补杜”与“辅杜”的分类法,杜定友、王云五、赵景

源等学者根据西方原理创造的汉字检字法,以及图

书馆学教学中东西方并重的图书馆学课程等,都是

将校雠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结合的典范[３３].此外,整
理国故运动促使国学研究和国学教育高涨,而国学

所开的课程和求学人员包容了图书馆学的部分内容

(如古代版本学、目录学等)和图书馆人员,为建立新

式的中国近代图书馆学起到了强大的推进作用[３４].
国学大家直接培养了大批图书馆学人,为“对接”提
供了人才支持.如王重民、姚名达等学者得益于深

厚的国学基础,在整理国故运动的学术氛围中大力

开展校雠学(目录学、文献学)的研究工作,致使图书

馆学研究一时呈现出非常明显的中国传统学术特

征.因此,即便校雠学在近代逐渐沦为学术史上的

概念,其学术生命亦在图书馆学等文献类学科群中

得到了延续与发展.

３．３　整理国故促进传统校雠学朝图书馆学转向

“人事日繁,文化日发达,则著述愈多,学术日新

月异;或从原有学术分化,或因人文演进新生,或系

国外学术输入,断非古代学术派别、图书部类所能包

括,更非东周以前王官职守所能范围.”[３５]蒋伯潜所

言甚是,校雠学是古代传统文化与学术的产物,清末

以来社会各方面发生重大变革,注重分类与考辨的

校雠学理论已无法适应新的学术环境.如西学书籍

与日俱增,“断非古代学术派别、图书部类所能包

括”,原有四部分类法捉襟见肘,而其重道轻器的学

术旨趣也与实用主义大行其道的学术氛围相悖.是

时,国外图书馆学术顺势而入,且日渐繁盛.传统校

雠学与时俱进,取西方图书馆学之长补己之短以形

成“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大势所趋.当时轰轰烈烈的

整理国故运动一定程度上为其朝图书馆学转向提供

了很好的“软环境”.整理国故运动强调用西方科学

精神与科学方法批判地整理传统学术,这也是其与

当时各大保守主义的根本区别.中西学术各有所

长,彼此只有“相得”才能“益彰”,建设“中国的图书

馆学”一方面要传承古代校雠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

面要汲取西方图书馆学之精华.诸多热衷于国故整

理的国学大家深谙此理,在转型过程中发挥了承前

启后的作用.首先,他们十分重视目录,为图书馆人

研究索引、目录这一学术课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空

间,推进了图书馆学关键学科(目录学)的发展;其
次,在整理国故运动中,他们整理出版了大量有关目

录学、版本学、编纂学、校勘学、考据学等方面的内

容,催生了郑氏«中国文献学概要»(１９３０年)的诞

生,这是中国现代第一次使用“文献学”名称来概括

一门学问的专著,为中国现代图书馆学系统增加了

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３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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雠学在近代逐渐分化成拥有目录学、图书馆学、文献

学等诸多子学科的“文献类学科群”,其中图书馆学

日渐扩张而承其主体.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古代校

雠学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逐渐转型成了中国近现代

图书馆学,只是学术范式从古代以“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为中心的学者型图书馆学(校雠学)转型成了

“自动实用,厘清要素”的大众图书馆学.在核心技

术方面也得到了实质性突破,主要是以分类法和编

目法的突破为标志[３７].如御用了一千多年的四部

分类法被杜威十进分类法“碾压”,体现“辨考”思想

的学术目录(面向学者型)被便于检索利用的卡片目

录(面向大众型)替代等,都是西方科学精神与科学

方法直接作用于图书馆学术的反应.图书馆学理论

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别或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

形式,实际上是当时当地图书馆实践的升华,是当时

当地图书馆学研究者思想认识的理论结晶,都以这

样或那样的方式推动了当时当地图书馆实践的发

展[３８].古代校雠学是属于藏书时代的“图书馆学”,
为古代的文献整理与管理工作提供了范式与参照系

统,并随着主客观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演变.图书馆

学在近代的这次转型是其学术史上最根本最彻底的

一次变革,而整理国故运动的开展无疑为此架构了

一座沟通中西、纵横古今的桥梁.

４　对“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的反思

４．１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揭示了学科发展根基

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对于图书馆学、图书馆事业

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３９].新文化运动推动西式图

书馆学在我国传播乃至确立,整理国故运动则为西

式图书馆学与传统校雠学的对接提供了契机.源远

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魅力,近现代文化

转型之际总是向传统溯源,以寻求心理慰藉与动力

资源[４０].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学术虽然可以在外来

因素的刺激下发生革命性飞跃,但若没有传统文化

作底蕴则无疑是邯郸学步.“中国传统藏书理论是

中国图书馆学的重要思想资源,它所蕴涵的一些基

本要素已以各种形式保留、沉淀在了传统学术文化

之中,它们是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的.中国图书馆

学的建立不可摆脱或回避这一历史前提.割断对传

统的继承,学术研究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４１].“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是早期图书馆人受

整理国故运动启示而更深一步思索中国实际的结

果,强调立足于“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从中国古

代图书馆学思想中汲取智慧源泉,“吻合中国图书馆

学内在‘基因’的规定性”[４２],规范了此后中国图书

馆界的工作重点和研究方向.此定位不仅解决了图

书馆学对传统目录学(校雠学)知识的继承问题,而
且确立了自己在学科之林的独特地位,也使自己在

世界图书馆学中拥有了鲜明特色[４３].它提示图书

馆学人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的过程中,还应

回头挖掘与整理古代校雠学的合理内核,真正做到

“洋为中用”“古为今用”.这种中西贯通的学术视野

避免了学术研究的狭隘性,在提升图书馆学研究科

学性的同时,也为中国图书馆学的近代转型铺垫好

了必要的民族底蕴.欧美图书馆学在促进我国图书

馆实践工作方面确实拥有莫大的技术优势,但倘若

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不顾民族文化传统,那么这种

割裂中华文化之根的外来图书馆学既难以摆脱人云

亦云的附庸状态,又难以弘扬传统读书治学文化与

促进世界图书馆学多样化发展的重任[４４].“越是民

族的,越是世界的”,只有充分传承古代图书馆学思

想精髓,才能更好地借鉴西方图书馆学学术成果,从
而真正开拓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学科发展之

路.尤其是在图书馆学人文追求日益式微的境况

下,图书馆学界更应重视对前辈学人留下的丰厚学

术遗产的继承,重视学术传统的弘扬,增加图书馆学

研究的人文关怀,这也是每一代图书馆学人都应该

为之努力的[４５].

４．２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未能弥补中西学失衡

近代汹涌而来的西潮,很多时候是伴随着武力

的.中国的领土主权无以保存,西方的“文化侵略”
必然大获成功.相当多的中国读书人的思想方式被

改变,接受了以强弱定文野的判断标准[４６].在新文

化运动过程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就借助所在国的

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强势地位而输入到各方面

相对落后的国家,致使落后国沦为图书馆学的“学术

依附国”,源自发达国的“本土理论”也跃升为世界性

的图书馆学话语[４７].整理国故运动主张回归传统,
为传统的文化与学术力争话语权,但由于国故本身

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待国故的态度与方法的差异性,
整理国故一直伴随着种种矛盾与冲突,受到来自各

方面的尖锐质疑,导致整理国故运动的积极意义被

部分内耗,对“再造文明”所起的作用也被削减[４８].
宏观环境如此,微观上校雠学与图书馆学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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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难以例外.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本是图书馆学

前辈们为了消解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而做出的尝试

与努力,但孱弱的传统校雠学无力抗衡强势的西式

图书馆学,“新知”对“旧学”的绝对领导权并未得到

撼动,二者的对接或融合亦不甚理想.当时图书馆

学中国化的命题初立,更多还停留在提倡阶段,具体

操作需一定时间的酝酿与摸索,尤其是西方图书馆

学显示出的实用性,确实较我们向来重道轻器的校

雠学有更大的适用空间.即使在新图书馆运动的高

潮期,即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第一次学术高潮期,学
术研究成果“井喷”,大多都是接受西学影响的产物.
如“中国近代图书馆理论界的标志性成果”———要素

说,它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就是“杜威热”和“罗素热”
在图书馆界的波及.此外,曾凡菊在查阅２０世纪

２０－３０年代中国学人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相关论

述时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其对诸如编目与

分类等图书馆业务操作层面的探讨相当之多,而对

图书 馆 学 基 础 理 论 本 土 化 的 探 讨 则 少 有 人 问

津”[４９].因而有学者评价曰:“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

应该是全方位的、有关图书馆学研究总和的中国化,
当把中国化的诉求局限于‘应用的’层面时,意味着

中国化内涵在理论层面上的缺失;而当把‘应用的’
图书馆学局限在分类编目等具体技术上时,则意味

着中国化的内涵流失更多”[５０].当然,学科转型初

期很难保证面面俱到,前辈们的探索存在诸多局限

亦说明“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从一开始就充满艰辛

与曲折,他们的精神与取得的成果是后辈图书馆学

人不断探索与精进的基石,他们的不足或不成功之

处则能警醒我们少走弯路.但１９３７年以后,这种颇

有意义的探索随着抗战全面爆发愈加艰难,“中国的

图书馆学”建设留下了诸多遗憾.显然,由于特殊历

史情境的外在影响与学科特性的内在钳制,“中国的

图书馆学”建设在当时可谓有得亦有失.

４．３　“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开创了学科发展道路

在晚清时期,中国传统的藏书思想和“西洋漂

来”的图书馆学术思想之间一直没有出现类似“中
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那样激烈的冲突,而
是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相对独立发展[５１].在清末

甚至民国初年,校雠学与西式图书馆学的确走的是

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前者不断自我萎缩和衰

落,而后者则不断壮大和发展,双方尚未出现深层次

的交融需求.１９２５年前后,图书馆学中国化诉求提

出,这两条“平行线”开始无限趋近,并拧成一股“中
国的图书馆学”之绳.校雠学思想被激活开始涅槃

新生,图书馆学经本土化也愈发欣欣向荣.纵观中

国图书馆学的转型与发展历程,我们认为大体有三

个阶段:第一,清末以前的古代校雠学阶段;第二,清
末至１９２５年的西式图书馆学阶段;第三,１９２５年之

后“中国的图书馆学”艰难探索阶段.“中国的图书

馆学”建设需要把握好“西学”与“中学”之间的缝隙

与张力,使之既有传统文化之根,又有先进的理念.
西学的影响力经过新文化运动得到强化和巩固,映
射到图书馆界,即新图书馆运动吸收并确立了西式

图书馆学.当时以沈祖荣、杨昭悊、蔡元培等人为代

表的学者普遍认为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前中国没有图

书馆学,甚至有“厚”西式图书馆学而“薄”传统校雠

学的倾向.如杨昭悊就对图书馆学和校雠学作了区

分,认为原有的校雠学不可与图书馆学同日而语.
随着认识的全面与深入,这种妄自菲薄的现象得到

改观,其中整理国故运动对它的修正作用功不可没,
即将一度奉西学为圭臬的国人视野拉回到了传统文

化.图书馆学人也开始积极理性地正视起传统校雠

学与西方图书馆学的对接问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

西式图书馆学的垄断地位.即便整理国故运动在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走向衰歇,也依然潜移默化地持

续影响着学界.其实,中国固有文化不仅制约着近

代知识与制度体系转型的进程和趋向,而且影响着

转型后的样态[５２].传统校雠学虽不可能与西式图

书馆学一决高下,但自其价值与精髓在整理国故运

动中得到肯定与弘扬之后,它再未逸出过图书馆学

人的视野.总之,经“以日为师”到“以美为师”再到

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的几度辗转,我国图书馆学

终于找到了正确的发展路向,其后虽因战争和“文
革”等特殊因素被迫中断过,但从整个学科的发展史

来看,“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道路还是得到了坚持

与贯彻,且至今仍是学界常议常新的话题.只是随

着科技的发展与需求的变化,其外延与内涵在不断

拓展与丰富.

５　结语

近代中国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竞相出现,必然在

学科发展进程中留下各自印记.新文化运动激进批

判旧文化,激情引进西方文化;整理国故运动既是新

文化运动的产物,又是对五四运动开始时某些极端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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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论的纠偏,是文化转型过程中对外来影响与民族

传统关系的自行调整.新图书馆运动(广义)前期旨

在创办美式图书馆以及引进美式图书馆学,１９２５年

以后逐渐转向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这正是其

兼容并蓄、前后呼应两股思潮的结果.“中国图书馆

学建设途径是在掌握图书馆学的基础上,对中国目

录学(校雠学)进行改造而成”[５３].新文化运动恰好

奠定了西式图书馆学基础,整理国故运动则敦促图

书馆学界批判地继承传统校雠学.整理国故运动是

新文化运动趋于成熟的表现,建设“中国的图书馆

学”则是中国图书馆学转型走向理性的标志.“中国

的图书馆学”建设需要形成本土化的有生命力的“中
国图书馆学流派”,并使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获得

在世界图书馆学大家庭中与西方图书馆学研究者平

等对话、交流和合作的地位”[５４].尽管“中国的图书

馆学”建设在近代存在各种不足,未能弥补中西图书

馆学的失衡,但这个大方向的扭转无疑是中国图书

馆学发展史上至关重要的一步.学科建设方向已明

确,具体途径与方法则需一代代图书馆学人“摸着石

头过河”.近代图书馆学前辈们积极主动地将学科

发展纳入社会文化思潮中,使之顺应潮流又影响潮

流.我们应当择善而从,使当代图书馆学与整个文

化生态相得益彰,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话语权,并为

早日建立起能够得到世界普遍承认的“中国图书馆

学流派”而孜孜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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