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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

□韦庆媛

　　摘要　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对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进行研究.１９１６－１９５３年中国

留学生赴海外留学分为拓荒之旅、自由发展、纳入正轨三个阶段,共有１００位留学生就读国外３７
所图书馆学专业院校,留学人数与全国的需求相比,总体偏少.留学生来源于国内３０所中等以

上院校,籍贯主要分布于湖北及东南沿海和大城市,来源省份过于集中,显示出不平衡性.中国

留学生到美国留学基本以学历教育为目的,获得学位普遍较高.女性是留学生中的重要力量,前

期留学生全部或大部分回国,后期受时局影响回国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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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中国图书馆学研究者注重对于近代图

书馆学留学生资料的发掘,杨子竞总结了２０世纪上

半叶“海归派”的主要贡献,列出３８位曾经留学海外

或在海外工作过的学者[１].李刚在«制度与范式:中
国图书馆学的历史考察»中,列举了１９１１－１９２３年

的１１位留学生和１９２５－１９４９年的４１位留学生,并
对留学国家、学校、留学生之间的关系、留学生知识

背景进行了分析[２].郑丽芬在博士论文«民国时期

的图书馆学教育»中列举了第一批(１９１４－１９２４年)

１３位和第二批(１９２０年以后)６７位留学生[３].台湾

学者涂光霈在博士论文«西方知识和价值的转换与

传播:２０世纪早期中国图书馆服务的形成»中列举

了２８位留美学者[４].在研究资料上,郑丽芬对第一

代学人的外文资料进行了认真收集和整理,涂光霈

利用哥伦比亚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的档

案资料,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然而,迄今为止,对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的整体情况还缺乏清晰完

整的认识,在留学分期上也有进一步细化的必要.
文章在吸收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划分留学

阶段,注意搜集利用外文资料,对留学生的留学学校

及获得学位进行逐一订正,并对留学时间及人数、留
学国家、留学生来源、留学生籍贯、性别比例、就读学

校、获得学位、回国情况等进行全面的定量分析.

１　概念的界定

１．１　留学生范围的界定

据«辞海»定义,留学:留居他国学习[５].据«汉
语大词典»定义,留学:留在某处求学;留居他国学习

研究.留学生:留于他国学习的学生[６].留学生一

词有两个含义:一是离开本国到其他国家求学的学

生;二是来本国求学的外国学生.在中国,留学生最

早出现在唐代中国与日本等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中,
唐太宗(６２７－６４９)时,高丽、日本等国皆遣派子弟来

中国留学,玄奘亦赴印度研究佛学.本研究对象主

要针对第一种,即离开本国到其他国家求学的留

学生.
根据上述定义,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

主要包括:(１)在国外大学图书馆学院(系)或图书馆

学专业学习并获得学位,或虽未获得学位,但曾学习

图书馆学专业课程的学生;(２)其申请获得学位的学

位论文为图书馆学主题;(３)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国
立中央图书馆等国内机构派出的交换馆员,虽未进

入大学学习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但进入大图书馆以

学习和研究为目的,进行实践学习研究者,均属留学

生系列,若交换馆员后来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则
以后者记.有三种情况不包括在内:(１)在中国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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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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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１５BTQ００３)的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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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图书馆学专业,但出国后未继续学习图书馆学

专业者,暂不列入研究范围;(２)仅在国外各类图书

馆短期工作,其目的并不是学习和研究图书馆学,而
以获得其他专业学位为主要目的,或转往其他专业

工作领域者不在此列;(３)其他由于各种原因自行赴

国外图书馆工作者,不在留学生系列.因此,研究的

范围主要包括在国外获得图书馆学博士、硕士、学
士、毕业文凭,或未获得上述学历,但曾在国外大学

或机构学习图书馆学课程,以及由国内机构派出到

国外图书馆学习研究的馆员.

１．２　时间的界定

沈祖荣是民国时期第一位出国学习图书馆学的

学者,１９１６年获得图书馆学毕业文凭,因此本研究

将时间上限定为１９１６年.尽管到１９４９年民国时期

已经结束,但因新中国成立以前出国的留学生获得

学位可能滞后,如钱存训于１９４７年赴美,１９５２年始

获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另外,梅贻琦、程
其保曾根据美国大学、学院的注册数据统计过１９１６
－１９５３年中国赴美留学生的情况,其中图书馆学留

学生７５人[７],考虑到民国赴海外留学的图书馆学留

学生以美国为最多,并参考梅贻琦、程其保的统计数

据,将研究的下限时间定为１９５３年.

１．３　地域的界定

研究定义的民国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不以国籍

为限,而以籍贯作为收录的标准,主要收录出生在中

国或在中国接受基础教育,而在海外进行图书馆学

专业学习或研究的中国学者,毕业后留在海外工作

者也收在此列.一些图书馆学者虽为华裔,但生在

国外、长在国外,与国内关系并不密切,未收在此列.
学者籍贯列到省县级,民国省县设置与现在的情况

有些不尽相同,如海南隶属于广东省(今单独设省),
青浦隶属于江苏省(今隶属上海市)等,一般按民国

时期的地理区域划分进行记录.

１．４　学位的界定

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赴欧洲较少,有２位在瑞

士毕业,无法确定学位性质,暂以毕业文凭记;赴日

学者获得的是文学士;菲律宾大学主要仿照美国制

度设立,学位与美国无异,因此主要以美国的图书馆

学学位制度为依据.
美国的图书馆学学位可谓花样繁多,包括Ph．D

(哲学博士),如爱荷华大学、芝加哥大学;Ed．D(教
育学博士),如丹佛大学;D．L．S(图书馆学博士)①,

如哥伦比亚大学;M．S．(理科硕士),如伊利诺伊大

学、西蒙斯学院;M．A．(文科硕士),如丹佛大学、罗
萨里学院、皮博迪学院;M．L．(图书馆学硕士),如华

盛顿大学;M．S．L．S(图书馆学硕士),如哥伦比亚大

学;B．L．S(图书馆学学士),如纽约州立大学、伊利

诺伊大学、普瑞特学院、雪城大学、华盛顿大学;B．A．
(文科学士),如里德学院、佛蒙特大学;B．S．(理科学

士),如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对获得图

书馆学专业学位的认定主要根据其就读的是图书馆

学院(系)或完成图书馆学主题的学位论文.为行文

方便,把获得上述院校有图书馆学特征的博士、硕
士、学士统称为图书馆学学位,以及图书馆学毕业文

凭.一些留学生曾获得多个学科专业学位,本研究

对于获得其他学科专业学位者不计,仅计获得图书

馆学专业学位的情况.

２　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统计

依据时间断代,将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留学

生赴海外留学分为三个阶段:

２．１　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拓荒之旅

甲午战败后,朝野震惊,国人逐渐觉醒,中国人

渴求民族独立和民族复兴的热情空前高涨,学习西

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出现了前

所未有的留学热潮.怀揣着发展中国图书馆事业的

梦想,１９１４年中国第一位留美图书馆学者沈祖荣赴

美留学,到１９２５年,共有１６位学者赴海外学习图书

馆学,他们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第一代

拓荒者.
拓荒时期留学者多为自费,由个人负担留学费

用,或由用人单位资助部分费用,如沈祖荣、胡庆生

曾受韦棣华资助,洪有丰、李小缘、刘国钧得到克乃

文的推荐,戴志骞、袁同礼得到清华学校和北京大学

资助,杨昭惁接受交通部资助,冯陈祖怡接受“留美

俭学会”资助,李燕亭半工半读,李小缘、沈祖荣、胡
庆生、刘国钧还接受了清华庚子赔款对自费生的

补贴.
第一代留学生怀有一颗强烈的爱国心,他们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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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约翰亨利哈林顿(FatherJohnHenryHarrington)１９５６
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博士学位(D．L．S),是首位图书馆学专

业博士学位获得者.引自 GailA．SchlachterandDennisThomison．
Librarysciencedissertations１９２５－１９７２[M]．LibrariesUnlimited
INC．,１９７４:５９．



2
0

1
8

年
第3

期

望建立与以往不同的新式图书馆,促进中国图书馆

事业的发展.获得学位无疑是重要的,他们一般选

择进入能够授予学位或颁发毕业文凭的图书馆专业

学院(校)学习,但也有仅凭兴趣和责任感而学习图

书馆学课程的学者,他们虽多数已在国内大学本科

毕业,但到美国仅读学士学位,而争取更多的时间到

各大图书馆实地实习,以获得图书馆管理的实际经

验.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的１６位留学生,有１０位获得了

图书馆学专业学位(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１４－１９２５年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

序号 中英文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国内(或本科)毕业时间及学校 在美获得学位(或学习)时间及学校

１
沈祖荣

(Seng,SamuelTsuＧjung)
１８８４－１９７７ 湖北宜昌 １９１１年,文华大学

１９１６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

毕 业 文 凭 【Diploma,New York Public

Library．LibrarySchool】①

２
徐燮元

(Hsu,HsienＧyuan)
１８９１－１９２３ 上海嘉定 １９１４年,圣约翰大学

１９１６年１０月－１９１７年１月,就读纽约公共

图书馆学校②

３
戴志骞

(Tai,TseＧchien)
１８８８－１９６３ 江苏青浦 １９１２年,圣约翰大学

１９１８年,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图书馆

学)学 士 【BLS,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１９２５年,爱荷华州立大学哲学(图

书 馆 学 专 业 )博 士 【Ph．D,The State

UniversityofIowa】③

４
冯陈祖怡

(Feng,T．Y．Chen)(女)
１８９５－１９７５ 福建闽侯 １９１２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１９１９年,加利福尼亚图书馆学校毕业④

５
胡庆生

(Hu,ThomasChingＧSen)
１８９５－１９６８ 湖北武昌 １９１５年,文华大学

１９１９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

毕 业 文 凭 【Diploma,New York Public

Library．LibrarySchool】

６
洪有丰

(Hung,YuＧfeng)
１８９３－１９６３ 安徽绩溪 １９１６年,金陵大学

１９２１年,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图书馆

学)学 士 【BLS,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７
杜定友

(Doo,DingU)
１８９８－１９６７ 广东南海 １９１８年,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１９２１年,菲律宾大学(图书馆学)学士

８ Tung,FengＧTse 山西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就读匹兹堡图书馆学院

４０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韦庆媛

ResearchontheOverseasStudentsStudyingtheLibraryScienceintheRepublicofChinaEra/WeiQingyuan

①

②

③

④

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隶属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在该校完成初级学年(一年)学习任务可获得证书(Certificate),完成高级学年(两年)学
习任务可获得毕业文凭(Diploma),不授予学位.沈祖荣１９１５年获得(一年)证书(Certificate,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获得毕业文凭(Diploma,１９１６).
引自 NewYorkPublicLibrary．libraryschoolofthenewyorkpubliclibraryannualreport[M]．NewYork:Thelibraryschool,１９１８:２７．胡庆生也

毕业于该校,并获得毕业文凭.
徐燮元仅在美学习３个月便退学,未能毕业.转引自郑丽芬．筚路蓝缕先驱之路———试论我国第一代图书馆学人留美经历[J]．图书馆

论坛,２０１５(４):２４－２９．
JamesI．Wyer．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register１８８７－１９２６[M]．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Association．INC．,１９５９:１２１.关

于 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国内学者多译为“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实则该校隶属于纽约州立大学(UniversityoftheStateofNew
York,LibrarySchool,Albany),有学位授予权,毕业生可获得图书馆学学士学位(BachelorofLibraryScience,简称 B．L．S)、图书馆学硕士学位

(MasterofLibraryScience,简称 M．L．S),本文译为“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戴志骞于１９２４年第二次赴美,１９２５年获得爱荷华大学图书馆

学博士学位.参见韦庆媛．戴志骞研究史料辨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４(２):１１１－１１７．洪有丰、李小缘、袁同礼均毕业于该校,并获得图书馆

学学士学位.
据１９２６年北京高师教职员录(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一览表[M]．１９２６,内刊)记载,冯陈祖怡１９２１年１月

到校任职,履历为“美国加利佛尼亚图书馆学校毕业,曾充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另据冯陈祖怡的侄女陈燕金回忆(见陈燕金．情系南阳———纪

念父亲陈慎吾先生诞辰一百周年[J]．海淀文史资料(第１０辑),１９９７:１４８－１７９),冯陈祖怡是加州大学图书馆学硕士.据查,当时加州大学只开

设图书馆学课程,应该不能授予学位.据郑丽芬提供的资料,加利福尼亚图书馆学校隶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应该也不具备授予硕士、
学士学位的条件.根据当时美国颁发学位的情况来看,隶属于大图书馆的图书馆学校只颁发毕业文凭,对冯陈祖怡赴美留学暂按获得毕业文

凭(Diploma)定,此处存疑,等待将来有进一步的资料证实再定.冯陈祖怡于１９１７年７月赴美,回国后的第一份工作是１９１９年９月担任南开大

学图书馆主任,因此认为冯陈祖怡的留学时间应为１９１７－１９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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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英文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国内(或本科)毕业时间及学校 在美获得学位(或学习)时间及学校

９ 李小缘(Li,SiaoＧyuen) １８９８－１９５９ 江苏南京 １９２０年,金陵大学

１９２３年,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图书馆

学)学 士 【BLS,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１０ 李燕亭(Li,YenＧting) １８９３－１９６４ 河北定兴 １９２０年,北京大学 １９２３年,就读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学校

１１ 姬振铎 １８９２－１９４３ 辽宁开元 １９１６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１９２３年,纽约布法罗大学职业教育、图书馆

学双学位

１２ 袁同礼(Yuan,TungＧli) １８９５－１９６５ 河北徐水 １９１６年,北京大学

１９２４年,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图书馆

学)学 士 【BLS,New York State Library

School】

１３ 杨立诚 １８８８－１９５９ 江西丰城 １９１９年,北京大学
１９２４年,法国巴黎大学、德国耶拿大学兼习

图书馆学

１４ 刘国钧(Liu,KwohＧchuin) １８９９－１９８０ 江苏南京 １９２０年,金陵大学
１９２４年,威斯康星大学图书馆学院(图书馆

学)毕业文凭

１５ 杨昭悊(Yang,TsaoＧtsu) １８９１－１９３９ 湖北谷城 １９１９年,北京法政大学
１９２２－１９２３年,就读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学

校;１９２５年,就读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

１６
王京生

(Wang,GingＧseng)(女)
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福建福州 １９２１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１９２４－１９２５年,就读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

学院

资料来源: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一览、注册登记表等,«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周邦道),«民国

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郑丽芬),«伟大的图书馆学家杜定友先生»(程焕文),«江西省图书馆馆史»(周建文),«读威斯康星图书馆学校所藏

刘国钧的档案有感»(胡立耘).

２．２　１９２５－１９４５年,自由发展

第一代留美学者的努力,奠定了中国近代图书

馆及图书馆学发展的基础,国内对新式图书馆的认

识已然加深.１９２０年第一代留美学者沈祖荣、胡庆

生在美国友人韦棣华女士的帮助下,在中国建立了

第一个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机构———文华大学图书

科,开始在中国培养图书馆学专业人才.该校毕业

生对图书馆事业孜孜以求,志在高远,毕业后通过各

种途径争取出国深造,以获取更高的专业学位,留美

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出国后,一般选择能够授予学

位的大学或学院攻读更高的学位.
这一时期的出国途径较拓荒时期明显拓宽,除

自费外,还可通过半工半读、获得专项基金资助、交
换馆员等到国外学习研究,留学地域也从美洲扩展

到欧洲和日本.袁同礼作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北平图

书馆的实际负责人,１９３０年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达

成协议,由北平图书馆派一人前去哥伦比亚大图书

馆学院学习,并兼管该校图书馆的中文图书,为期二

年,到期后换人,先后派出的有严文郁、汪长炳、岳良

木、李芳馥、曾宪三等,国立北平图书馆还派出交换

馆员王重民、向达赴欧洲.国立中央图书馆也派出

陆华深、于震寰等出国交流研究,１９４４年蒋元枚奉

派出国.
洛克菲勒基金会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D．

RockefellerSr．)于１９１３年创立的,从成立开始到

１９４９年退出中国大陆,基金会对中国的医药卫生、
文化教育事业进行了广泛关注和投资,２０世纪３０
年代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了中国图书馆学者曾宪

三、黄维廉、徐家麟、李芳馥、曹祖彬等留学美国.此

外谭卓垣、吴光清获得卡内基基金会资助,曾宪文获

得密歇根大学专为东方女生而设的奖学金资助.

１９２５－１９４５年,有４３位留学生赴海外图书馆学专

业院校学习研究(表２).

５０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韦庆媛

ResearchontheOverseasStudentsStudyingtheLibraryScienceintheRepublicofChinaEra/WeiQing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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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１９２５－１９４５年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

序号 中英文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国内(或本科)毕业时间及学校 在美获得学位(或学习)时间及学校

１
裘开明

(Chiu,AlfredKaiming)
１８９８－１９７７ 浙江镇海 １９２２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１９２５年,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学)

毕 业 文 凭 【Diploma,New York Public

Library．LibrarySchool】

２
王文山

(Wong,WenＧsan)
１９０１－１９９４ 湖北汉川 １９２３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１９２８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

３
桂质柏

(Kwei,ChihＧBer)
１９００－１９７９ 湖北江夏 １９２２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１９２８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

１９３１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图书馆学专业)

博士(Ph．D,UniversityofChicago)

４
查修

(Cha,LincolnHsiu)
１９０１－１９８１ 安徽黟县 １９２２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１９２９年,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学士

５ 马宗荣 １８９６－１９４４ 贵州贵阳 １９２６年,名古屋第八高等本科
１９２９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士(图书馆

学专业)

６ Chen,RuthWeiKun
１９３０年,里德学院(图书馆学)学士 【BA,

ReedCollege】

７
田洪都

(Tien,HungＧtu)
１９０９－? 山东 １９２４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１年,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图 书 馆 服 务 学 院

肄业

８

梁思庄

(Liang,Florence

SsuChuang)(女)
１９０８－１９８６ 广东新会 １９３０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１９３１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 馆 学 )学 士 【BS,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

９
谭卓垣

(Taam,CheukＧWoon)
１９００－１９５６ 广东新会 １９２２年,岭南大学

１９３１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BS

COL】

１９３３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图书馆学专业)

博士【Ph．DCHI】

１０
吴光清

(Wu,KuangＧtsing)
１９０５－２０００ 江西九江 １９２７年,金陵大学

１９３１年,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图 书 馆 学)学 士

【BS,Columbia】;

１９３２年,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ALS

MICH】;

１９４４年,芝加哥大学哲学(图书馆学专业)

博士【Ph．DCHI】

１１ 孙楷第 １８９８－１９８６ 河北沧县 １９２８年,北京师范大学
１９３１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赴日本调

查小说戏曲各书籍

１２
严文郁

(Yen,WenＧYu)
１９０４－２００５ 湖北汉川 １９２５年,华中大学图书科①

１９３２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１９３１－１９３２
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哥伦比亚大学

交换馆员;１９３２－１９３３年,德国普鲁士国立

图书馆交换馆员

６０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韦庆媛

ResearchontheOverseasStudentsStudyingtheLibraryScienceintheRepublicofChinaEra/WeiQingyuan

① １９２０年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创办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１９２５年改为华中大学图书科,１９２９年改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引自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武汉市志(２２文化志)[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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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英文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国内(或本科)毕业时间及学校 在美获得学位(或学习)时间及学校

１３
蒋复璁

(Chiang,FuＧTsung)
１８９８－１９９０ 浙江海宁 １９２３年,北京大学

１９３２年,在德国柏林大学图书馆学研究所

学习

１４ 刘廷藩 １８９９－１９５０ 浙江永嘉
１９２１年,金陵大学

１９２３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３年,华盛顿大学学习

１５
房兆楹

(Fang,Chaoying)
１９０８－１９８５ 山东泰安 １９３０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

院学习

１６

汪长炳

(Wong,Sanfore

ChangPing)
１９０４－１９８８ 湖北汉川 １９２６年,华中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４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１９３２－１９３３
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哥伦比亚大学

交换馆员

１７
王重民

(Wang,ChungＧMin)
１９０３－１９７５ 河北高阳 １９２９年,北京师范大学

１９３４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巴黎国立

图书馆交换馆员;１９３５－１９３８年,在德、英、

梵蒂冈访书;１９３９年,赴美国国会图书馆

１８
崔叔青

(女)
１９３５年,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之图书馆养

成所毕业

１９ 向达 １９００－１９６６ 湖南湘西 １９２４年,东南大学

１９３５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赴英国牛

津大学图书馆、伦敦不列颠博物馆、德国普

鲁士科学院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交换

馆员

２０
岳良木

(Yoh,PeterLiangＧmu)
１９０５－１９９４ 湖北汉川 １９２７年,华中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６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１９３４－１９３５
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哥伦比亚大学

交换馆员

２１
李芳馥

(Li,AugustineFongＧfu)
１９０２－１９９７ 湖北黄陂 １９２７年,华中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６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１９３４年,奉

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赴美考查

２２
赵庭范

(Chao,T．F．)
１９０１－? 湖北江陵 １９２０年,北京财商学校

１９３６年,选学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

院(图书馆学)课程

２３
黄维廉

(Wong,ViＧlien)
１８９７－１９９３ 上海 １９１９年,圣约翰大学

１９３６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

２４ 曹祖彬(Tsao,TsuＧping) １９０２－? 安徽青阳 １９２７年,金陵大学

１９３６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 馆 学 )学 士 【BS,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

２５
黄星辉

(Huang,JuliusHsinＧhui)
? 湖南湘潭 １９２３年,文华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６ 年,在 密 歇 根 大 学 学 习 图 书 馆 学

课程①

７０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韦庆媛

ResearchontheOverseasStudentsStudyingtheLibraryScienceintheRepublicofChinaEra/WeiQingyuan

① 尽管裘开明先生记载“黄星辉在今年６月(指１９３５年)离职去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学院读研究生”(见程焕文编．裘开明年谱[M]．桂林:广
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４４);但据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录载,其为“美国密歇根大学经济学硕士”(见国立山东大学编．国立山东大学教职员

录[M]．１９３６,内刊);另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载:黄星辉“于(１９３６年)八月间由美返国,兼研经济学,将在沪就事云”(见会员简讯[J]．中华图书

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６,１２(１):１８),因此认为黄星辉获得经济学硕士,而非图书馆学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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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 吕叔湘 １９０４－１９９８ 江苏丹阳 １９２６年,东南大学
１９３６年,赴英留学,曾在伦敦大学图书馆科

学习

２７

曾宪三

(Tseng,MarkHsienＧSan)

FlorenceTanMoeson

１９０１－１９４９ 湖北武昌 １９２５年,华中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７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１９３６－１９３７
年,奉国立北平图书馆之派,哥伦比亚大学

交换馆员

２８
陆华深

(Lu,H．S．)
１９０３－? 广东中山 １９２６年,华中大学图书科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奉国立中央图书馆之派,赴

德国莱比锡图书馆实习

２９
陈晋贤

(Chen,PaulTsingHsien)
１９０１－? 江苏南京 １９２６年,金陵大学

１９３８年,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图 书 馆 学)学 士

【BLS,ILL】;

１９５１年,(图书馆学)硕士【MS】

３０
Lee,MrsVictoria

Chinn(女)
１９１８－? 广东广州 １９３７年,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

１９３８年,普瑞特学院(图书馆学)学士【BLS,

PRA】

３１ 齐济侪 １９１７－? 北平
１９３８年,瑞士日内瓦社会学院图书馆学系

毕业

３２
曾宪文 (Tseng,

Katherine)(女)
１９０６－? 湖北武昌 １９３０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３９年,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学)学士

３３
刘修业(Liu,Sussan,

MrsSiuＧYehLiuWeng)
１９１０－１９９３ 福建福州 １９３１年,燕京大学

１９３９年,伦敦大学(图书馆学)学士【Library

Science,Univ．ofLondon】

３４
于震寰

(Yue,Zunvain)
１９０７－? 山东蓬莱 １９３３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３９－１９４６年,奉国立中央图书馆之派,赴

美国大学图书馆实习,并研究近代图书馆之

技术工作

３５
徐家麟

(Hsu,JamesChiaＧLing)
１９０４－１９７５ 湖北沙市 １９２６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０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

３６
Wang,Mary

(女)
１９１８－? １９４１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

１９４１年,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图 书 馆 学)硕 士

【MSinLS,Columbia】

３７ 刘崇仁 １９１４－１９８３ 河北 上海图书馆学校
１９４２年,瑞士日内瓦社会教育学院图书馆

学系毕业

３８ ChangChunＧMing １９４３年,伊利诺伊大学图书馆学院

３９
陈鸿舜

(Chen,HungＧshun)
１９０５－１９８６ 江苏泰州 １９２９年,燕京大学

１９４３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 馆 学 )学 士 【BS,School of 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

４０
王恩保

(Wang,JosephEnＧPao)
１９１０－? 北平 １９３２年,辅仁大学

１９４３年,雪城大学(图 书 馆 学)学 士 【BLS

SYR】

４１
陈怀烈

(Chun,MissViolette)(女)
１９４４年,佛蒙特大学(图书馆学)学士【BA
(Lib．Arts),Univ．ofVermont】

４２ 蒋元枚 湖南邵阳 １９３６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４年,奉国立中央图书馆之派赴美留学

４３
陈春意

(Chin,MissIaabelle)(女)
１９４５年,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学士【Lib．

Sc,SimmonsCollege】

资料来源:WhosWhoinLibraryService(１９３３、１９５５、１９６６),MastersEssays．ColumbiaUniversitySchoolofLibraryService(１９６７),Library
ScienceDissertations(１９２５－１９７２),TheHistoryoftheUniversityofIllinoisGraduateSchoolof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１８９３－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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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ColumbiaUniversityAlumniRegister(１７５４－１９３１),MultnomahCountyLibrarySystemfromtheSocialPointofView(Chen,RuthWei

Kun),«贵阳人物续»(何静梧),«不朽的文华———从文华公书林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周洪宇),«中国国家图书馆馆史资料长编»(李致

忠),«蒋复璁口述回忆录»(蒋复璁),«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１９３１),«裘开明年谱»(程焕文),«王重民１９３５－１９３９年英德意诸国访书

记»(刘修业),«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高增德),«女职崔叔青校长»(秀华),«向达学记»(沙知),«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６、１９３９、

１９４４),«曹祖彬图书馆生涯考察»(黄雪婷),«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三编 文化),«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麦群忠等),

DirectoryofChineseUniversityGraduatesandStudentsinAmerica(１９４５),«中国现代语言学家介绍:吕叔湘»(吕必松),«图书馆人物志»(黄

元鹤等)．«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学教育研究»(郑丽芬).

２．３　第三阶段: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年,纳入正轨

抗日战争的胜利,让饱受日寇压迫的中国人扬

眉吐气,人们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从整个国家

层面来讲,战后正是百业待兴急需人才之际,１９４６
年７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举行了抗战胜利后的第一

次全国留学生选拨考试.公派考选对留学国和名额

进行了限定,留学国限定为美、英、法、比、瑞(士)、
丹、荷、意、加、澳大利亚１０国;名额限定为１９０名,

５７个专业.图书馆学首次纳入公派留学范围,在留

美的公费生中设立２个图书馆学名额,这也使图书

馆学留学生全部转向美国.自费留学只限定留学国

家,未设名额限定,
本次考试的录取标准为:公费生总平均５０分以

上,外国语４０分以上,自费生总平均３５分以上,外
国语２５分以上.依此标准,公费生共录取１４８人,
张铨念、顾家杰 ２ 名入选图书馆学;自费生录取

１２１６名,孙云畴１名入选图书馆学.１９４７年２月,
一部分参加公费考试的考生提出,他们的成绩虽没

有达到公费标准,但符合自费标准,请求自费留学,
教育部批准了７１８名学生自费留学,并可自由选择

专业,在５７个专业中,有１５人选择了图书馆学,位
列第１４位,图书馆学影响扩大,受欢迎程度提高[８].
公派图书馆学留学生的出现,是中国图书馆学教育

史上的大事,标志着培养中国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正

式纳入国家培养计划之中,提高了图书馆学的知名

度,选择学习图书馆学的自费留学生也大量增加,成
为新的有生力量.

从１９４７年起,留学生开始踏上留学之旅,公费

留学生张铨念未选择图书馆学,而入哥伦比亚大学

教育系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９],顾家杰、孙云畴

分别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其他自费生也陆续进

入美国图书馆专业院校学习.同时徐亮获美国国务

院资助,喻友信、孙云铭、胡绍声获美国协助中国基

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资助赴美留学,陶维勋奉国立

中央图书馆之派赴美学习.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年,有４１
位图书馆学留学生赴美学习(表３).

表３　１９４６－１９５３年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

序号 中英文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国内(或本科)毕业时间及学校 在美获得学位(或学习)时间及学校

１
顾家杰

(Ku,ChiaＧChieh)
１９１３－１９７９ 江苏苏州 １９３６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８年,丹佛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A,UＧ

niversityofDenver】

２
徐亮

(Hsu,Liang)
湖南益阳 １９３１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８年,丹佛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３
张葆箴(Hsu,PaoＧCheng

Chang)(女)
湖北 １９３１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８年,丹佛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A,UＧ

niversityofDenver】

４ Tom,MrsHelenShang(女) １９２２－? 广东广州 １９４４年,加利福尼亚大学
１９４８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图书馆学)学士

【BSinLS,CAL】

５
胡延钧

(Hu,WillamYenChen)
１９０７－? 山东济宁

１９３４年,齐鲁大学;

１９３６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８年,在科罗拉多州立教育学院学习图

书馆学课程

６
吴元清

(Wu,Yuencheng)(女)
１９１１－１９９６ 湖北汉川 １９３３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８年,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硕士

７ 孙云畴(Sun,YunＧchou) １９１７－２０１４ 江苏高邮 １９３９年,西南联合大学 １９４９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８
喻友信(Yu,Charles

YouＧhsin)
１９０９－? 安徽芜湖 １９３１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９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９ 金云铭 (Chin,YunＧmin) １９０４－１９８７ 福建闽侯 １９２８年,福建协和大学 １９４９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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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英文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国内(或本科)毕业时间及学校 在美获得学位(或学习)时间及学校

１０ 胡绍声(Hu,ShaoＧsheng) １９３７年,金陵大学 １９４９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１１
沈宝环

(Seng,HarrisBaoHwen)
１９１９－２００４ 湖北武昌 １９３８年,复旦大学

１９４９年,丹佛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Ain

LS,DEN】;

１９５３年,丹佛大学教育学(图书馆学专业)

博士【Ed．DDenver】

１２ 徐家璧(Hsu,ChiaＧPi) １９０７－? 湖北沙市 １９３０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９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院(图

书馆 学)硕 士 【MSLS,SchoolofLibrary

Service,ColumbiaUniversity】;１９４５年,赴

英;１９４６赴美

１３
陶维勋

(Tao,ClintonW)
１９１７－? 湖北武昌 １９３９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９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学士【BLS,

UWash】;１９４７年,奉国立中央图书馆之派,

在华盛 顿 大 学 图 书 馆 实 习,专 研 图 书 馆

学科.

１４

黄慕龄

(Chen,MrsMarianH．)

(女)
１９１２－? 广东广州

１９３５年,金陵大学;１９３７年,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９年,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图 书 馆 学)硕 士

【MS,ILL】

１５ 邓光禄 １９０４－１９９７ 四川巴县
１９３１年,华西大学;１９３３年,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
１９４９年,南加州大学图书馆学研究院学习

１６ 刘家璧 １９２３－? 湖南洪江 １９４６年,国立政治大学 １９４９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１７ Sung,MingYang １９０４－? １９３３年,沪江大学

１９４９年,阿巴拉契亚州立提彻思学院(图书

馆学)学 士 【Educ,LS,AppalachianState

TchrsCol】;１９５２年,(图书馆学)硕士【MA

inLS】

１８
王肖珠(Wang,Phyllis

ChiuＧChu)(女)
１９１０－１９９５ 福建福州 １９２７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１９５０年,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图 书 馆 学)硕 士

【MSinLS,ILL】

１９
吴婉莲(Wu,Dorothea

WanLien)(女)
１９２７－１９９０ 北平 １９４８年,燕京大学

１９５０年,阿 拉 巴 马 大 学 (图 书 馆 学)学 士

【LS,Alabama】;１９５１年,西蒙斯学院图书

馆学硕士【MS,SIM】

２０ 彭溎源(女) １９２２－? 河南南召 １９４７年,中央大学 １９５０年,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硕士

２１
Chang,Mrs．Lois

TsungＧYing(女)
１９１７－? １９４６年,辅仁大学

１９５０年,罗萨里学院(图书馆学)硕士【MA

inLS,ROS】

２２ Chen,Ruby(swen) １９０６－? １９２５年,金陵大学
１９５０年,皮博迪学院(图书馆学)硕士【MA
(LS),PeabodyCol】

２３ Wong,Helen(女) １９１９－? 广东广州 中山大学
１９５０年,密 歇 根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硕 士

【MALS,UMich(AnnArbor)】

２４ Ho,Dont(Chengton) １９２２－? 上海 １９４９年,清华大学
１９５１年,德雷克塞尔学院(图书馆学)硕士

【MSinLS,DRE】

２５ 钱丰格(女) １８９９－１９８９ 浙江杭州 １９５１年,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２６
吴文津

(Wu,EugeneW．)
１９２２－? 四川成都 １９４６年,中央大学 １９５１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硕士

２７ 刘楷贤(Liu,Kai－Hsien) １９０８－? 河北 １９３３年,北京师范大学
１９５２年,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图 书 馆 学)硕 士

【MSinLS,ILL】

２８
刘宫鹦

(Liu,KungＧying)(女)
１９７４－１９７５ １９３２年,华南女子文理学院

１９５２年,伊 利 诺 伊 大 学 (图 书 馆 学)学 士

【BSLSUILL】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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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中英文姓名 生卒年 籍贯 国内(或本科)毕业时间及学校 在美获得学位(或学习)时间及学校

２９
寿德棻(Shou,Stephens

TeＧFen)(女)
１９２０－? 浙江 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

１９５２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A,

Washington】

３０

王陈秀锦

(Wang,HsiuChinChen)

(女)
１９２２－１９８３ 福建厦门 １９４６年,江西国立中正大学

１９５２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L,

UniversityofWashington】

３１ 钱存训(Tsien,tsuenＧhsuin)１９１０－２０１５ 江苏泰县 １９３２年,金陵大学

１９５２年,芝 加 哥 大 学 (图 书 馆 学 )硕 士

【MALS,CHI】(１９５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专

业哲学博士);１９４７年,奉北平图书馆之派,

赴芝加哥大学交换馆员

３２ Lu,NoraYingling １９２８－? 广东汕头 １９４９年,岭南大学
１９５２年,西蒙斯学院(图书馆学)硕士【MS,

SIM】

３３
Ling,MrsChoＧhkin

(Chin)(女)
１９２９－? 河北 １９５１年,玛卡莱斯特学院

１９５２年,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学)学士【BS

inLS,minn】

３４
Wen,MrsC(Ecilia)

Grace(Fung)(女)
香港 １９４９年,迪由维尔学院

１９５２年,德雷克塞尔学院(图书馆学)硕士

【MSinLS,DRE】

３５
Tsou,MrsRose

Chiayin(女)
１９２４－? 上海 １９４６年,燕京大学

１９５２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A

WASH】

３６
王金玲

(Wang,ChinLing)
１９１５－? 北平 １９３８年,北京大学

１９５２年,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图 书 馆 学)硕 士

【MSLB(LS),ColumbiaUniv．】

３７ Wang,SzeＧTseng １９１３－? 山东济南 １９３７年,南开大学
１９５３年,哥 伦 比 亚 大 学 (图 书 馆 学)硕 士

【MSCOL】

３８ Ho,PhilipWenＧJen １９１６－? 福建
１９３９年,燕京大学学士;

１９４１年,燕京大学硕士

１９５３年,华盛顿大学(图书馆学)硕士【ML

WASH】

３９ Ma,FredY．M． １９２１－? 广东 １９４５年,中山大学
１９５３年,明尼苏达大学(图书馆学)学士【BS

inLSMINN】

４０ King,MyrayinＧSuan(女)
１９５３年,佛 罗 里 达 大 学 (图 书 馆 学)硕 士

【MA,FloridaStateUniversity】

４１
李观仪

(Li,KuanＧI)(女)
１９２４－２０１７ 江苏常州 １９４６年,圣约翰大学 １９５３年,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学院肄业

资料来源:ASelectiveandAnnotatedBibliographyofContemporaryAmericanDramaforChineseStudents(Ku,ChiaＧChieh),«裘开明年谱»

(程焕文),AProjectforExpandingtheLibraryServiceoftheShanghaiMunicipalLibrary(PaoＧChengChangHsu),Who’sWhoinLibrary
Service(１９５５、１９６６、１９７０、１９８２)«追忆我的留美生活»(胡延钧),TransformationandDisseminationof WesternKnowledgeandValues:the

ShapingofLibraryServices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KuangＧPeiTu),Masters’Essays．ColumbiaUniversitySchoolofLibraryServＧ

ice(１９６７),«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４５、１９４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 第三编 文化),«西南师范大学教授名录»(西南师范大学

教授名录编写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大辞典»(高增德),«中国图书馆界名人辞典»(麦群忠),«图书馆学情报学大辞典»(丘东江),«坐拥书

城 勤耕不辍 钱存训先生的志业与著述»(吴格),«上海社会科学界人名辞典»(上海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研究室),ASelectedAnnotatedBibliＧ

ographyofFictionandNonＧfictiononChinaSuitableforUsewithJuniorandSeniorHighSchoolStudents(King,MyrayinＧSuan),Popular

LibraryMovementinChinaintheLastThirtyYears(Wang,HsiuChin).

３　留学生群体分析

３．１　留学时间及人数

１９１６年沈祖荣第一个在美纽约公共图书馆学

校毕业,１９１６－１９５３年,中国一直有学者赴海外学

习图书馆学.但自民国建立以后,国内政局不稳,军
阀连年混战,同时国际上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国
际、国内都处于战争与混乱状态,留学人数始终很

少.抗战前的黄金十年相对稳定,出现了留学的小

高潮,留学目的地也由美、日扩展到欧洲,但很快就

１１１

民国时期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的构成及分析/韦庆媛

ResearchontheOverseasStudentsStudyingtheLibraryScienceintheRepublicofChinaEra/WeiQingyuan



2
0

1
8

年
第3

期

图１　留学时间及人数分布

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尤其是１９４１年珍珠港事件以

后,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的主要留学目的地国———
美国卷入战争,中美交通阻隔,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和

由美回国人数均较少.抗战胜利后,随着图书馆学

被纳入国家公派留学,以及战后青年对知识的渴求,
战后留学人数骤增.１９１６－１９５３年中国赴海外学

习图书馆学的留学生共１００人,其中有学者曾多次

出国留学,戴志骞、桂质柏、谭卓垣、吴光清、沈宝环、
陈晋贤、吴婉莲、Sung,MingYang等８人获得２个

以上图书馆学专业学位,以学者第一次出国留学时

间计算,留学时间及人数分布如图１.

１９１６－１９５３年的３８年中,有５年没有留学生

毕业,毕业人数最多的１９５２年也仅有１１人,而１９３６
年民国图书馆数量顶峰时期,全国有图书馆５１９６
所,馆员达万人以上[１０].与国内需求相比,留学生

人数总体偏少.

３．２　留学国家

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始于“取法日本”,２０世纪

初,在清政府各项留学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下,中国留

日人数迅速增加.然而,中国早期赴日留学生并未

像其他专业学者一样在日本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

位,这是因为直到二战结束,图书馆学专业教育没能

在日本的大学里获得一席之地,也没有授予图书馆

学专业学位,而仅仅是基础性的图书馆员技术培

训[１１].因此以获得学位为目的的中国图书馆学留

学生较少选择留学日本,仅有马宗荣完成以图书馆

学为主题的学位论文而获得文学士,另有崔叔青在

日本东京帝国图书馆之图书馆养成所毕业.在亚

洲,除日本外,还有赴菲律宾大学留学的杜定友获得

图书馆学学士学位.
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图书馆学留学生的足迹迈

向欧洲.欧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深厚的文

化底蕴吸引中国学者前往学习.除其他途径赴欧留

学外,自１９３０年,在袁同礼及国内机构的努力下,中
国向欧洲派出交换馆员,他们奔赴德国、英国、法国、
瑞士等,进入欧洲各大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学

习研究,但获得学位不多,多数以实践实习和学术研

究为目的.
继“留日潮”之后,中国学生留学方向迁移最大

的是“留美潮”.随着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的建立,以
及美国经济的勃兴,吸引了大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
图书馆学留学生跟随中国的留美大军,开启了留美

之旅,其力度远远超过其他留学国.图书馆学留学

生流向美国,还有一个因素就是美国的图书馆学专

业教育在当时的世界上独占鳌头,正如纽约公共图

书馆馆长埃德温 H．安德森(EdwinH．Anderson)所
说:“图书馆学或图书馆技术是欧洲学生到美国学校

学习的几项主要内容之一.美国人总是去欧洲学习

艺术,我们几乎所有的艺术和建筑都来自于大洋彼

岸,美国学生成群地赴欧洲著名大学去留学,但是有

谁听说美国图书馆员去欧洲学习图书馆管理方法和

技术?”[１２]在１００名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中,有５人

留学两个以上国家,赴美留学生最多,共８８人,占留

学生总数的８８％.留学国家分布情况如图２所示.

图２　留学国家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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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　留学生来源

中国留学生留学前,多数已经在中国完成了基

础阶段的学习,在１００位留学生中,有８９人次在国

内３０所中等以上院校毕业,Ho,Philip Wen－Jen
还获得了燕京大学硕士学位,另有４位直接到美国

就读大学本科,梁思庄则获得加拿大本科学位,马宗

荣在日本就读.留学生来源分布如图３.
中国留学生在国内就读最多的是中国的第一所

图书馆学专业学校,其名称几经变迁,１９２０年创办

时称武昌文华大学图书科,１９２５年改为华中大学图

书科,１９２９年改为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延续时间最长,留学人数

也最多.一是因为该校为图书馆专业学校,留学自

然选择本专业;二是该校毕业生一般志向高远,毕业

后寻求各种机会争取出国深造.

　　在留学生来源学校中,排在前几位的均为教会

学校,或与教会密切相关的学校,如文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最初即诞生在基督教美国圣公会创办的文

华大学,１９２９年独立后,仍接受教会捐款及招募教

师,与教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留学生次多者金

陵大学、燕京大学均为教会大学,这些学校一般比较

重视英语,学生英语水平较高,到美国学习语言障碍

较小.学校聘请外籍教师,在自由接触的环境中,中
国学生更能直观地感受到西方科技文化的影响.来

自非教会学校的学生也多为国内名校,留学生先期

受教育程度较好.

３．４　籍贯分布

在１００位留学生中,除１２位无法确定籍贯外,

８８位学者分布在中国１８个省区,具体分布如图４.
留学生中湖北人数最多,这是因为中国第一所

影响最大的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位于湖北武

昌,带动武昌及周边地区学生学习图书馆学.除湖

北外,留学生主要来自东南及沿海省份和上海、北京

等大城市,这与当时全国的留学生来源地基本一致.
据梅贻琦、程其保统计,１８５４－１９５３年,中国留美学

生中,江苏占２９．３％,广东占１５．３％.东南沿海及大

城市自晚清以来开放最早,英美势力影响较强,西学

东渐最先覆盖,人们对西方科学的认同度较高,为留

学创造了良好的舆论基础.这些地区经济发达、生
活富裕、经费充足,为自费留学提供了资金保障.

总体来看,留学生基本来自华中、华南、华东、华
北等较为发达的地区,以１９４５年全国共设立３５个

省区为参照,图书馆学留学生分布范围仅为全国的

一半,相对于全国来看,分布范围过于集中,显示出

不平衡性.

３．５　留学就读学校

在１００位留学生中,有同一人在不同院校分别

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按就读院校人次计算,共

１０２人次就读３７所各国图书馆学专业院校,具体分

布如图５.
中国学者进入美国高等院校学习图书馆学的人

数最多,在３７所院校中,美国院校占３０所.在美国

图书馆院校中,最多的是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

学院.这是因为该院的前身是１８８７年美国最早建

立的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院,后改为纽约州

立大学图书馆学院,１９２６年与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

一起并入哥伦比亚大学,合并成立了图书馆服务学

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服务学

院既是该校早期图书馆学院恢复建院,也是纽约州

立大学图书馆学院和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的延续,

图３　留学前毕业学校或在中等以上学校就读人数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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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留学生籍贯分布

图５　留学生在海外就读图书馆学专业院校统计

中国第一代留美学者戴志骞、李小缘、洪有丰、袁同

礼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沈祖荣、胡庆

生、裘开明毕业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由于他们的

直接影响,后学对该院最为熟悉.该院在中外图书

馆学界知名度甚高,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俞爽迷学历造

假即为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１３],可见哥伦比

亚大学图书馆学专业学位在国内外受认可程度

极高.

　　中国学者集中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另一个原因是

经时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联络接洽,中国多

位学者到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学习,同时在该

校图书馆工作,半工半读.受此影响,赴哥伦比亚大

学留学人数远远高于其他院校.其他学者赴外留

学,无论是进行学历学习,还是进修学习,一般都选

择承认学历的图书馆院校.

３．６　获得学位

尽管欧洲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学位制度的地区,
但由于中国赴欧洲留学人数较少,且以交换馆员为

主,因此获得学位和文凭不多,而赴美留学人数最

多,共７１人获得专业学位和毕业文凭,这与梅贻琦、
程其保统计的７５人相差无几.具体分布见图６.

图６　留学生获得学位和毕业文凭的国家和人数

美国自１７世纪开始建立学位制度,到２０世纪

初已经渐趋成熟.美国大学设置学位须经州政府批

准,由各高等院校具体实施,由于高校学科不同,专
业学位也名目繁多,但基本上可以划分为学术(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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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留学生就读海外图书馆学专业院校人次和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人数比较

究)和专业(专科)两种学位类型.以学士学位为例,
主要设置文科学士(BachelorofArts,B．A．)和理科

学士(BachelorofScience,B．S．),习惯上对学习社会

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生授予理学士,对学习文学、历
史、艺术等学生授予文学士[１４].所以图书馆学学士

学位既包括通常意义上的文科学士、理科学士,也包

括专业学位图书馆学学士(BachelorofLibrarySciＧ
ence,B．L．S),图书馆学硕士、博士学位也与美国总

体学位设置情况相同.
早期的一些隶属于大图书馆的图书馆学校,如

隶属于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隶
属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的加利福尼亚图书馆学

校等,基本为两年制,学生完成初级学年(一年)学习

任务可获得证书(Certificate),完成高级学年(两年)
学习任务可获得毕业文凭(Diploma),一般没有学

位.挂靠在大学的图书馆学院虽然也只有两年的课

程,但准入门槛较高,如纽约州立大学图书馆学院

(NewYorkStateLibrarySchool),要求注册学院毕

业才能进入,毕业生可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如:
图书馆学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等[１５].

民国以来,中国学者到国外学习图书馆学,大多

数是以获得专业学位为目的.总体看,抗战前获得

学位比例低于抗战胜利后.在１００位留学生中,先
后有１１０人次就读各类图书馆学院校,有７７人共获

得８６个图书馆学专业学位,另有１７人选读了图书

馆学专业课程,留学生就读的图书馆专业院校人次

和获得图书馆学专业学位的比较情况见图７.
中国留学生一般十分珍惜留学的机会,学习非

常刻苦,有的留学生渐次获得学士、硕士、博士学位,
在７７人获得的８６个学位中,有博士５人次,硕士４５
人次(包括３位已获博士学位者),学士２８人次(包

括６位已获博士、硕士学位者),毕业文凭８人次.
具体分布如图８－１１.

从毕业情况来看,获得博士学位和毕业文凭者

较少,获得硕士学位和学士学位者较多,而获得硕士

学位者最多;早期获得毕业文凭较多,后期获得正式

学位较多.留学生获得学位层次整体水平较高,与
其在国内的学习基础有关.如前述,留学生大多来

自教会学校和国内名牌大学,出国前均已接受中学

以上教育,英文水平较好,不需预备就可直接进入国

外高校学习,获得学位相对容易.虽然无法将高学

历等同于高水平和高能力,但在很大程度上说明留

学海外的留学生群体在负笈求学的过程中踏实务

学、积淀深厚.

３．７　性别比例

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认为,女性的生理特点和

心理特点决定了她们比男性更适合图书馆工作,女
性馆员职业情绪稳定,便于工作管理;感情细腻,亲
和力强,便于与读者沟通;勤奋聪颖,心灵手巧,具有

良好的观察力,便于发现细节;因此当杜威创办美国

第一所图书馆学院时,就提倡招收女生.１８８８年,
哥伦比亚学院图书馆经营学院两个年级共有学生

２９名,其中有女生２１名[１６].在中国,民国时期还是

未开化时期,女子受教育者凤毛麟角,但人们普遍认

图８　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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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留学生获得硕士学位统计

图１０　留学生获得学士学位统计

图１１　留学生获得毕业文凭统计

为“图书馆员的职业,于女子最为相宜”,因此也出现

了女性留学生选择学习图书馆学专业.
抗战胜利后,随着战后秩序的建立,图书馆学被

女性所认识和熟悉,战后图书馆学留学生女性人数

大幅度增加.据梅贻琦、程其保统计,在美国的７５
位图书馆学留学生中,男性２４人,女性３２人,不确

定性别者１９人,女性占总数的４３％.从整个留学

生群体来看,在已知的１００位留学生中,确知的女性

留学生３０人,占留学生总数的３３％.留学生人数

和确知的女性人数分布如图１２.
随着时间的推移,民国时期的女性图书馆学留

学生由无到有,由少至多,由稀疏到密集.尽管信息

不全,从已知信息可以判断,缺失的女性留学生应分

布在靠后的年代.有些女性受夫君的影响选学了图

书馆学专业,有的由于选择伴侣志同道合而走进了

图书馆学领域,在留学生生态圈中,夫唱妇随者屡见

不鲜,如杨昭悊、王京生夫妇,王重民、刘修业夫妇,
裘开明、曾宪文夫妇,徐亮、张葆箴夫妇,刘楷贤、刘
宫鹦夫妇,陈晋贤、黄慕龄夫妇等.亲族之间也常有

相携相帮,互相影响,如曾宪三、曾宪文兄妹.此外

兄弟同出一门也传为佳话,如徐家麟、徐家璧兄弟.

３．８　回国服务情况

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留学生人数虽少,但除

TungFengＧTse没有详细资料外,其他学者学成后

全部回国,他们是近代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开山鼻祖.
抗战前毕业的留学生也基本回国服务,１９２５－１９４５
年的４３位留学生中,有３３位曾回国工作.

抗战期间,由于交通阻隔,留学生回国异常艰

难,如北平图书馆西文编目组组长曾宪三于１９３６年

９月受北平图书馆派遣赴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

并攻读学位,１９３７年夏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

硕士学位,之后曾在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

馆实习,计划于１９３８年夏返回北平图书馆,后应国

会图书馆之聘协助中文编目,聘期延长,又计划于

１９４１年６月返国,但当他抵达美国西海岸时,因战

事紧张,所定船只停航,无法回国.１９４１年珍珠港

事件爆发后,中美交通断绝,回国无路,又到克拉蒙

大学图书馆实习,两年后由该馆介绍至斯坦福大学

图书馆实习,并被聘为该馆高级编目员,主持中文书

籍编 目 工 作,１９４６ 年 ８ 月 终 于 回 到 祖 国[１７].从

１９３８年夏计划返国,至１９４６年８月最终返国,历时

漫长的８年,真可谓归途遥远.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内政局变化,一些留学生滞

留海外,归途未卜,如北平图书馆钱存训,１９４７年奉

北平图书馆之派到芝加哥大学工作进修,即留在美

国直至终老.他回忆到:“中年来美短期访问,原想

镀金回国,但未料到将长眠他乡”,后来,“不觉在这

花旗国中度过了比在自己出生的乡土上更长的岁

月,实非当年来美时的原意.”[１８]在民国时期图书馆

学专业留学所经历的三个阶段中,第三阶段回国人

数骤减,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留学生很少回国,使图

书馆学专业人才流失,给国内图书馆的发展带来损

失.在图书馆学留学生经历的三个阶段中留学人数

和回国人数比较见图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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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留学生总人数与女性人数比较

图１３　留学生三个阶段留学总人数和回国人数比较

４　结语

民国时期,中国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开启了海

外留学之旅,他们主要到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图书

馆管理理念和方法,借以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推动

中国图书馆的近代化.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主

要是日本、美国以及欧洲的英、法、德等国家,因而留

学生趋向于到这些国家留学.日本因到二战后才有

高等图书馆学学位教育,中国留学生赴日较少.欧

洲路途遥远,加之二战后满目疮痍,忙于自救,除少

数交换馆员外,中国图书馆学者较少留学欧洲,因此

图书馆学留学国仅剩美国一途,留学美国人数占图

书馆学留学生总数的绝对优势.

１９１６－１９５３年,中国共有１００位图书馆学留学

生赴海外留学,由于受时局动乱的影响以及留学途

径的限制,与国内需求相比,总体留学人数偏少;在
已知的信息中,留学生来自国内３０所中等以上院

校,来源省份覆盖逐年增加,除湖北周边外,主要来

自东南沿海和大城市,相对于全国来看,虽覆盖省份

逐年增加,但分布范围仍然过于集中,显示出不平衡

性;中国学者分布在海外３７所图书馆专业院校学

习,基本以获得学历为目的,学历层次较高.在１００
位学者中,有７７人获得专业学位和毕业文凭,以获

取最高学历计算,博士５人,硕士４２人,学士２２人,
毕业文凭８人,另有１７人学习了图书馆学课程;女
性留学生是重要力量,前期留学生全部或大部分回

国,后期受政局影响较少回国.
近代图书馆学留学生群体是中国最早接受西方

教育的新知识群体,中国近代最先进的一部分图书

馆学家大多数受到过国外尤其是美国图书馆学思想

的影响,他们对近代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的建立起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而留美未归的中国图书馆学者作

为新移民,活跃于各大东亚图书馆,为美国汉学研究

的兴旺发达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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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OverseasStudentsStudyingtheLibraryScience
intheRepublicofChinaEra

WeiQingyuan

Abstract:ThegroupoftheoverseasstudentsmajoringinlibraryscienceintheRepublicofChinaera
wasquantitativelyinvestigated．Fromtheyearof１９１６to１９５３,therewere１００studentsstudiedabroadin
the３７libraryschools．Bytheyearof１９５３,threeperiodswereclarifiedasexploring,freelydevelopment,

andordereddevelopment．Thenumberoftheoverseasstudentsdidnotmeettheincreasingdemandof
China．Theseoverseasstudentsoriginallycamefrom HubeiprovinceandSoutheastcoastalareasorbigcitＧ
iesandstudiedmainlyin３０universitiesandcollegesinChina,withanobviousimbalanceinregionaldistriＧ
bution．Theyprimarilyaimedatdegreeeducation．Asaresult,mostofthemweresuccessfultoobtaindeＧ
gree,amongwhichthefemaletookalargeproportion．Duringtheearlyperiod,mostoverseasstudentsreＧ
turnedtoChina．However,inthelateperiod,theyrarelycamebackduetothepoliticalsituation．

Keywords:IntheRepublicofChinaEra;LibraryScience;OverseasStudents;GroupScholars



(接第８７页) 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tioninUniversityLibrary
UnderthePerspectiveofCultureＧCultivatingＧTalents

—ACaseStudyofThreeＧDimensionalPlatformConstructionof
CultureＧCultivatingＧTalentsin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

YangGuofu

Abstract:CultureＧcultivatingＧtalentsisamodeofqualityeducationincollegesanduniversitiesinthe
newperiod,universitylibraryshouldpaymoreattentiontothefunctionof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Ｇ
tion．Thisarticleexploredthesignificanceofculturalinheritanceandinnovationinuniversitylibrary,and
highlightedthecaseofthreeＧdimensionalplatformconstructionofcultureＧcultivatingＧtalentswith“cultural
lecture＋culturalexhibition＋joyousspace”inZhejiangUniversityLibrary,inordertosharetheexperiＧ
enceandideasofcultureＧcultivatingＧtalents．

Keywords:CultureＧCultivatingＧTalents;UniversityLibrary;CulturalInheritance;Cultural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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