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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开端之辨析∗

□韩娟娟

　　摘要　关于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开端存有不同论断.２０世纪初期,我国图书馆参照

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模式设立参考咨询部.文章从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早期产生的背

景、定义及界定的标准入手,系统梳理了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设立前后的历史资料,澄清现有

研究中界定有误或历史资料不清的观点和结论,确立清华学校图书馆为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

作之开端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　图书馆　参考部　参考咨询

分类号　G２５２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８．０１．０１５

１　引言

关于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开端,目前有

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

初,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前身清华学校图书馆首开参

考咨询工作的先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国家图书馆

的前身即北京图书馆设立参考组,“标志着我国真正

意义上的图书馆参考工作的诞生.”[１]民国时期的学

者何多源也提到当时之中国“唯国立北平图书馆、清
华大学图书馆”设立参考部[２],但没有明确指明谁为

我国参考工作之发端.
当代图书馆界的绝大多数学者支持第一种观

点,将清华大学图书馆的前身即清华学校图书馆参

考部的设立作为我国现代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开端

的标志.戚志芬认为参考咨询工作“清华大学可谓

先驱,在２０世纪初就有参考咨询部的设立.”“稍晚

于清华大学图书馆的是北京图书馆.”[３]马远良认为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参考咨询理论传入中国,清华

大学图书馆首先成立参考部,１９２９年国立北平图书

馆成立参考组.”[４]夏侯炳认为“２０年代初,我国引

进参考咨询工作概念,清华大学图书馆率先设立参

考部”“１９３１年７月北京图书馆设立参考书部”[５].
詹德优认为“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设立,被公认

为是我国图书馆信息咨询之开端”.文华公书林紧

随其后创立参考室,１９２３年约翰大学图书馆也设立

参考部,开展“信息咨询工作”[６].
清华大学图书馆设立了国内第一个参考部门这

是不争的事实,但其能否作为现代参考咨询工作的

开端却受到质疑.李凡认为,清华大学图书馆参考

部的设立并不能成为我国首先开展参考咨询工作的

标志.他从理论准备、物质条件、参考馆员、服务对

象及参考源等五方面,论证由于理论与实践条件均

不成熟,当时的清华大学图书馆仅是确立了参考部,
但并没有开展真正意义上的参考咨询工作,因此不

能成为参考咨询工作开端的代表[７].出现质疑之

声,主要有两种原因:一是不了解清华大学图书馆参

考咨询工作产生的背景和服务内容;二是没有界定

清楚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确立的标准和意义.“不
明参考工作的意义就无法决定参考工作的范围,不
能确定参考服务的范围,就无法划分其与图书馆其

他部门的职责”.[８]笔者将重新梳理这段历史,
根据当时参考咨询工作的定义、意义及界定标准,确
定我国参考咨询工作的开端.

我国最初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形式和内容均

是舶来品.中国２０世纪初开始的轰轰烈烈的新式

２０１

大学图书馆学报

JournalofAcademicLibrary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化问答社区与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服务研究”(编号:１６YJC８７０００２)、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

目“社会问答社区与图书馆数字参考咨询协作机制研究”(编号:２０１７－ZZJH－１８９)和河南理工大学人文社科研究基金项目“中国图书馆参考咨

询服务发展研究(１９４９－２００９)”(编号:SKGH２０１７－１４)的研究成果之一.

　通讯作者:韩娟娟,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２３２５Ｇ４３８３,hanjuanjuan＠pku．edu．cn.



2
0

1
8

年
第1

期

图书馆建设,基本上是在学习和模仿美国图书馆模

式的基础上构建中图图书馆事业的格局.２０世纪

初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的工作内容和形式均援引自

美国,我们的研究命题首先需要阐述１９世纪末２０
世纪初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定义和确立的特

征.以其为标准衡量清华学校图书馆的参考部是否

开展了真正意义上的参考咨询工作.梳理清华大学

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产生的背景,也从理论准备、物
质条件、参考馆员、服务对象及参考源等五方面论证

其在我国参考咨询工作中的地位.

２　１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

２．１　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广泛开展

１８７６年以后,美国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作不断

发展,为读者提供帮助的方式和内容也不断丰富.
一些公共图书馆针对图书馆资源编制“帮助与指导”
“努力培训读者使用馆藏资源”[９].大学图书馆积极

开展个人指导(IndividualInstructors)工作,图书馆

馆长为新生作报告,并经常为辩论会、论文写作研究

等提供专门帮助.参考咨询工作“ReferenceWork”
这一概念开始取代了以前的“AidtoReaders”和

“AssistancetoReaders”等模糊概念.１８９１年,«图
书馆杂志»发表了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系列文章,
巴德韦尔(W．A．Bardwell)介绍了布鲁克林图书馆

的参考咨询工作(ReferenceWork)[１０];哥伦比亚大

学图书馆的威廉姆齐尔德(WilliamB．Child)认
为参考咨询馆员最不可或缺的品质就是经验(ExpeＧ
rience),要提供最好的服务不仅要熟悉学科知识而

且要了解学生[１１].“到１８９３年,参考咨询理论已经

被美国的图书馆员普遍接受.”[１２]绝大部分规模大

的公共图书馆均雇用了专门的参考咨询馆员.

２．２　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定义及特征

关于美国参考咨询工作的定义,１８９１年,哥伦

比亚大学图书馆的威廉姆齐尔德认为:“参考咨询

工作就是馆员为读者提供的简单帮助,帮助他们熟

悉复杂的目录,回答问题,简而言之,就是尽其所能

促进图书馆资源的利用.”[１３]１９０２年,爱丽丝．克勒

格尔(AliceKroeger)认为参考咨询工作是管理工作

的分支,是在读者使用图书馆资源时为其提供帮

助[１４].１９１５年,威廉姆比西尔普(William．W．
Bishop)认为“参考咨询工作是馆员为帮助某项研究

提供的服务.它并不是为读者做的研究本身,给从

事各种研究的读者提供的帮助才是参考咨询工

作.”[１５]１９１９年,玛丽黑泽丁(MaryE．Hazeltine)
认为参考咨询工作就是“为从事各种研究或学习的

咨询者提供帮助.”[１６]这些对参考咨询工作的定义

虽然各有侧重,但是均包含三个共同的要素:参考咨

询馆员、咨询者、帮助的行为.换言之,这个时期的

学者认为图书馆开展参考咨询工作业务具备这三个

要素.
关于判定这个时期参考咨询工作确立的特征,

路易斯卡普兰(LouisKaplan)通过研究美国参考

咨询服务从１８７６－１８９３年的历史,归纳总结现代参

考咨询工作特有的三个特征是:“专门的员工或大量

的员工从事参考咨询工作,设置用于参考咨询的房

间,馆藏的参考书籍开架阅览,充分指导利用图书馆

资源.”[１７]罗斯坦塞缪(RothsteinSamuel)认为判

定何为参考咨询工作,不能只单纯根据定义,必须要

超越其定义,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独立成熟的参

考咨询工作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有规定.图书馆有

专门的馆员为有信息需求的读者提供帮助;二有认

知.图书馆提供帮助是其作为教育机构履行职责必

不可少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责任去服务;三有专门的

管理机构执行帮助[１８].人员由专门受过参考咨询

工作训练的馆员担任.因此,图书馆设置专门的参

考咨询部门,指定专门负责的参考咨询人员,主动为

咨询者提供帮助应作为判定参考咨询工作确立的标

准.问答服务只是参考咨询工作的一种服务形式,
并没有成为其核心业务,更不能成为判定参考咨询

工作开展与否的依据.

３　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开展的参考咨询工作

３．１　理论知识具备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中
国教育的革新推动了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一
则因为欧美学术的输入,一则因为教育方法的改良

各省各县都有公共图书馆相继设立,各学校也

大都有学校图书馆的附设,而图书馆事业,因之渐见

萌芽”.[１９]这一时期的美国现代图书馆理论和管理

机制已经相当成熟.我国图书馆界的先锋人物希望

在中国推行美国图书馆模式,启迪民智,辅助公众教

育.１９１６年沈祖荣从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The
NewYorkPublicLibrarySchool)毕业并获得图书

馆学位后归国.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他巡回各地宣传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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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现代公共图书馆事业的理念和模式,掀起了图书

馆革新运动的高潮.１９１８年,代任清华学校图书馆

主任的袁同礼也在积极探索和推行图书馆革新.他

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馆长)李大钊一起,组织筹

建成立了北京图书馆协会,订立协会章程,主要开展

“互借图书”和“互换其出版物”的等活动[２０];沈祖荣

留美归国后,胡庆生赴美国攻读图书馆学位,韦棣华

随后也赴美进修.１９１９年俩人先后归国.与沈祖

荣一起继续按照美国模式推动国内图书馆的革新进

程,并于１９２０年创立了我国第一所图书馆学教育机

构———文华图书科,为图书馆事业培养专业人才.
文华图书科开设的专业课程也是在模仿美国图书馆

学校课程的基础上设置.

１９１７年８月,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主任一职的

戴志骞以被派考察图书馆为由,专程赴美留学.戴

志骞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校(New York
StateLibrarySchool)进修,学习图书馆专业培训课

程.戴志骞在«图书馆学»一文中全面介绍了纽约州

立图书馆专科学校开设的课程内容,其中有很多跟

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有关,如“书目学”“图书参考”
“公刊参考”“检字索引法”“图书参考法”“图书馆参

考实习”等[２１].１９１８年戴志骞取得本科图书馆学学

士学位.其后,获得当时中国北洋政府许可留美“实
地之练习”,先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担任馆

员,后又任“美国爱布顿军营图书馆参考部主任、副
馆长及代理馆长”[２２].

１９１８年戴志骞在«论美国图书馆»一文中认为

“馆长须具有商铺掌柜之资格.望每日夜皆有

主顾,愈多愈善.”[２３]由此不难看出戴志骞深受被誉

为参考咨询工作之父的塞缪尔格林将图书馆馆长

比作“店主”(Shop－Keeper)而读者是“顾客”(CusＧ
tomer)参考咨询理论的影响.

１９１９年８月,戴志骞回到清华学校图书馆继续

担任馆长一职.戴志骞在美国学习和工作时期,尤
其是在美国两个图书馆的工作经历,使他更加了解

当时美国图书馆部门职能分工和参考咨询工作的理

论与实践方法.学成归国的戴志骞,马上旗帜鲜明

地依照美国图书馆的管理理念和方式对清华学校图

书馆进行改革,将清华学校图书馆定位于参考图书

馆.２０世纪初期,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设立前的

相关理论已经非常成熟.

３．２　物质条件具备

首先,物理空间面积增加.１９２１年,清华学校

图书馆新建馆舍的一期工程全部完成.整个建筑面

积２１１１４．４４平方米.实现“藏”“借”“阅”功能明确

分开.当时刊行的«清华周刊»发文“吾清华图书馆

之建筑,固为东亚独步(此系某报之评论,非夸张

也).”[２４]其次,经费增加,预算偏重参考书籍.按照

１９１７年«清华学校校务报告»,迁入新馆舍后,清华

学校图书室改为清华学校图书馆,购书经费也由原

来每年四五千元,增加至万余元.１９１９年,戴志骞

重任馆长后主持设置了购书经费预算,将图书馆定

位为参考图书馆,主要购买参考用书.根据其１９２１
年的首次购书经费预算,总费用为１１５００元,其中购

置普通参考书预算１６００元,占经费总额１４％.到

１９２４年,图书馆的实际购书经费增加至两万余元;
再次,采用新的图书分类编目方法.１９１９年后戴志

骞聘请清华学校美籍教授狄玛的夫人发兰姆担任西

文编目员,开始采用“杜威十进位分类法”分类编目

西文图书.１９２２年,根据查修编制的«杜威书目十

进位法补编»,对中文图书分类编目.馆藏资源分类

编目方法的革新便利了图书馆开展参考咨询工作.

３．３　专业人员齐备

１９２１年,“戴志骞主持设立的清华学校图书馆

组织系统,分设主任、副主任及参考部、购置部、编目

部、出纳部、登录部、装订部六个部门”[２５]其中参考

部设职员一名,为副主任兼任.当时的图书馆包括

戴志骞在内共有１１名工作人员和３名学生助理.
其中戴志骞和狄玛夫人受过专业的图书馆学教育,
毕树棠和唐贯方精通多门外语,熟悉馆藏资源,专门

从事参考咨询工作,帮助研究者获取资料,被誉为

“活字典”.毕树棠不仅翻译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还
撰写论文、书报介绍指导阅读.１９２４年顾子刚到清

华学校图书馆工作,担任参考员(参考咨询馆员),负
责参考部的工作.顾子刚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
精通英文,“指导学生阅读教师指定参考书,回答读

者提出的问题,给师生颇多指点.”[２６]在１９２４年戴

志骞第二次被派赴美国进修之前,清华学校图书馆

已拥有不少很优秀的员工,这些人或毕业于美国专

门图书馆学校,或毕业于国内文华大学图书馆科,还
有一部分精通外语、知识渊博、参考咨询工作经验丰

富的人才(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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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２４年前清华学校图书馆部分管理、

编目及参考咨询职员信息表

姓名 毕业院校
到馆时间

(年)
主要工作

戴志骞
纽 约 州 立 图 书 馆

学校
１９１４ 馆藏建设及图书馆管理

狄玛夫人
威斯康星图书管理

学校
１９１９ 西文编目

吴汉章 上海圣约翰大学 １９２０
图书 馆 管 理,英 文 书 籍

推介

余光宗 北京大学预科班 １９２０ 文书和事务工作

毕树棠
济南省立第一师范

学校
１９２１

管理期刊阅览,帮助读者

查询资料,被称“活字典”

查修
武 昌 文 华 大 学 图

书科
１９２２

补正杜威十进位分类法,

中文编目,编中文书目

唐贯方 上海青年会商科 １９２１
西文 书 刊 采 购,参 考 咨

询,被称 “活字典”

戴罗瑜丽
纽 约 州 立 图 书 馆

学校
１９２２

英文编目,编辑图书馆英

文书籍目录

顾子刚 上海圣约翰大学 １９２４
担任参考员,负责管理参

考部全部事务

刘廷藩
武 昌 文 华 大 学 图

书科
１９２４ 图书馆书籍编目

３．４　服务不同需求的用户

李文认为:“学校图书馆以教师和学生为固定读

者群进行服务,他们的阅读目的通常是相对固定的,
知识水平相对较高,对于参考咨询的需求不及公共

图书馆读者那么强烈.这也制约了参考咨询工作在

当时图书馆中的开展.”这种观点存在两个常识性错

误:一是,２０世纪初的美国学者认为参考咨询工作

的核心意义在于对读者提供帮助,读者包括普通读

者和研究型读者.不同的读者需要不同的参考咨询

工作内容和形式,并不代表有学识的读者不需要图

书馆参考咨询馆员的帮助.“上至博士工程师,下逮

一般艺徒工匠,莫不以图书馆为供给知识之渊薮.
应用图书馆既如是之多,图书馆若无完善之参考部,
实不足应其要求.学校图书馆之设参考部,所以供

学生及各教授之研究者也”[２７];二是,清华图书馆当

时的参考咨询服务对象并不仅限于本校师生.１９２４
年,戴志骞提到“财政部调查各国统计到我们清华图

书馆来请问.结果都查的了,而他处则无法可想.
其次为北京各大学校的学员也到我们这里来查参考

资料.”[２８]由此可见,当时清华图书馆的参考咨询工

作开展得很成功,满足了许多校外读者的不同需求.
李文将“参考信息源的相对匮乏”作为判定清华

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不足以开展的原因,笔者认为

存在逻辑性错误.参考信息源相对匮乏,读者获取

信息的难度就大,更需要图书馆设立参考部开展参

考咨询工作.一方面,专业的参考咨询馆员可帮助

读者代为查找;另一方面,参考咨询馆员可以编制专

业的书目、索引等参考资料,推介书报,指导读者获

取知识.查修在清华学校图书馆工作期间,编制图

书馆的中文书籍目录,并根据“民国十一年七月至十

二年六月的经验”[２９]发表两篇论文论述编制中文书

籍目录的方法.毕树棠在«清华周刊．书报介绍副

刊»«晨报副刊»«学生杂志»等杂志上发表大量的书

报介绍,或关于中英文定期出版物,或关于中英文的

杂志论文,用于指导读者阅读.编制目录和书报导

读很好地整合了各种书报等信息源为开展参考咨询

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４　结论

１９２１年,清华学校图书馆设立参考部后,图书

馆馆长已有一个固定的认知,即参考咨询工作是图

书馆一项常态化的业务工作.图书馆应该去提供这

项服务,而且设立一个固定的部门来从事这项工作.
由经验丰富的参考咨询馆员专门为读者提供帮助,
并且是有意识积极主动地为读者提供各种形式的帮

助.１９２３年,戴志骞发表«图书馆与学校»一文,他
认为“文化之发展,人民知识之进步,端赖学校与图

书馆互相提携之精神”.[３０]如果使学校与图书馆“团
结力坚固有效”,教员和图书馆管理员要做到两点:
一是“教员与图书馆管理员应先了解双方办事之方

法与目的,然后能互相辅助而无隔阂之虞.”图书馆

管理员辅助教员“应用图书馆之目录及书籍”,教员

则指导学生利用图书馆.图书馆管理员则可了解学

生的心理,“不但知学生在图书馆之须要,尤须设法

增进学生阅书之兴味,并宜随时提高其兴味之程

度”;二是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员须持之以恒“共同合

作;且易随时讨论一切,预定一种有程序之方法引导

学生参考图籍杂志及应用图书馆之目录.”

１９２１年,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的设立,无论

５０１

我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开端之辨析/韩娟娟
ResearchonGenesisofLibraryReferenceServicesinChina/HanJuanjuan



2
0

1
8

年
第1

期

是从其机构设置、专业人员配备以及图书馆员为读

者提供的参考咨询服务方法和内容都足以证明,此
时的清华学校图书馆参考部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部

门设置,而是将美国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服务方

式移植于中国的图书馆.它的成立具有标志性的意

义,是我国现代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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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aretwodifferentviewpointsonthegenesisoflibraryreferenceserviceinChina．Inthe
early２０thCentury,referenceserviceinChinawassetupfollowingwiththeAmericanmodel．Thispaper
startedfromthecontext,definitionandcriteriaofreferenceservicesintheUnitedStates,throughsystemＧ
aticallysortingoutthehistoricalfactsoftheestablishmentofthereferencedepartmentofTsinghuaSchool
Librarybeforeandafter,clarifiedthedefinitionoftheexistingresearchandhistoricalfactsunclear,and
concludedthatTsinghuaUniversityLibrarylaunchedreferenceservicefirstlyinour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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