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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图书馆学术研究衰微的数据分析∗

□王一心

　　摘要　通过对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图书馆学术活动的考察,包括专著出版与论文发表相

关数据、图书馆协会组织活动状况的统计分析,证明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图书馆学术研究与进程

曾产生深重的负面影响,由此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阻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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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伴随着区别于传统藏书楼的先进图

书馆的急速扩张,以及“新图书馆运动”的轰轰烈烈,
“由科学组织、人才培养、学术成果发表组成的图书

馆研究体制”[１]在图书馆学人的努力下逐渐建立起

来.毫无疑问,这样的研究体制极大地促进了图书

馆学术研究的开展.但“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中国图书馆事业由此陷入低迷.相应

地,朝气蓬勃的图书馆学术研究也随之趋于衰微.

１　图书馆学专著数量、质量双降

１．１　图书馆学专著数量的“断崖式”下降

我国近代图书馆学专著的源头在哪里? 这并不

是一个泾渭分明的问题.１９０９年初,山东巡抚袁树

勋呈上奏折,以“开民智而保国粹”为由请求在山东

省创设图书馆,得准.图书馆即于仲春开建,秋天完

工,命名为“山东图书馆”.该馆虽然不是中国近代

史上最早的图书馆,但其于建成后、年底前颁行的

«山东省图书馆章程»,有学者视为我国问世的第一

部图书馆学著作[２].
同样在１９０９年,于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

图书室筹建助手的孙毓修,以«图书馆»为题名,在商

务印书馆«教育杂志»上连载,１９０９年连载３期(第

１１－１３期),１９１０年连载５期(第１、８－１１期),自此

未见后续,也未见结集出版.«图书馆»的定义于是产

生歧见:有学者以它现成的部分将它归为论文;也有

学者认为它是一部未完成的专著而以专著视之[３].
此后十几年,仿佛是起步蹒跚,也仿佛是待机蓄

势,图书馆学著作每年只有少则１部多不过７部出

版,直到１９２４年为止.１９２５年在中国图书馆学著

作出版史上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因为这一年

不仅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数较之上一年出现２４３％的

惊人发展,更结束了每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一直

在个位数徘徊的局面,实现了由个位数向十位数的

突破,因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自此,十位数的

水平保持了１９年,直到抗战后期的１９４３年.

１９２８－１９３６年,每年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的数

量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中间只有１９３２年与１９３５
年分别比上一年度有所下降,但未改变出版数量总

体向上的趋势.此两个年度的下降,从数据上看有

相近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２４－１９４７年图书馆学著作出版统计①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１９２４ ７ １９３２ ４０ １９４０ １２

１９２５ １７ １９３３ ６４ １９４１ ２１

１９２６ １３ １９３４ ８７ １９４２ １１

１９２７ １１ １９３５ ６５ １９４３ １０

１９２８ ２７ １９３６ ９５ １９４４ ７

∗２０１７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十四年抗日战争’日本文化侵略的图书馆视角”(批准号:１７YJA８７００１９)的研究成果

之一.

通讯作者:王一心,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２Ｇ５７１６Ｇ７８８６,邮箱:w８９６９＠１２６．com.

①资料来源:范凡．１９０９－１９４９图书馆学著作出版年代统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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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年代 数量

１９２９ ３２ １９３７ ３９ １９４５ ４

１９３０ ４４ １９３８ ２１ １９４６ ７

１９３１ ５１ １９３９ １４ １９４７ １７

相近之处是两个年度出版数量的下降,同样出

现在年出版数量持续增长之后,此时一定数据的回

落,未必不属合乎出版规律的正常范围.尤其是这

两年的数据回落,都是短暂而非持续性的———在它

们的翌年,又都出现了“报复式”的增长,１９３３年的

出版数量是１９３２年的１６０％;１９３６年的出版数量是

１９３５年的１４６％,即是明证.
二者不同之处在于,１９３５年的出版数量虽然只

占１９３４年的７４％,但仍然超过１９３３年的近１．６％,
加上综合该年度国内未有大动乱事件发生,由此推

测１９３５年的下降系出自出版本身因素的可能性极

大.而１９３２年的出版数量占上一年度的７８％,下
降幅度低于１９３５年下降幅度的４％,但它却还低于

１９３０年的出版数量,恰１９３１年发生有“九一八事

变”、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等特大事件,尤其是日军

在“一二八”期间出动飞机,炸毁了我国出版界首屈

一指的商务印书馆,不可能不对出版业产生重大

影响.
中国图书馆研究著作出版数量发生“断崖式”下

降,出现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１９３７年.当年的出

版数量只占１９３６年的４１％,下降是急遽且持续性

的,呈现出一种恶性态势.１９３８年的出版数量又只

占１９３７年的５４％,１９３９年的出版数量又只占１９３８
年的６７％,１９４０年的出版数量较之１９３９年又下降

了１４％.在１９４１年的出版数量回到１９３８年的水平

之后两年,重又回落到１９４１年的５０％左右,而１９４４
年、１９４５年的出版数量更倒退到２０年前的水平,以
至１９４６年都难以有起色.由此可见,图书馆学著作

受抗日战争的负面影响十分显著.
表２　全面抗战前与全面抗战中图书馆学著/译作数量对照①

历史阶段
理论

专著

技术及

工具书

图书史及

图书馆史

译著与

编译

非本馆调查

及报告

全面抗战前１０年

(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
１０５ ８７ ２３ ３３ ２１

全面抗战８年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
２２ ２２ ９ ５ ０

表２所列数据清楚地表明,全面抗战８年中图

书馆学著/译作出版的数量相比于抗战之前的１０
年,各项均有大幅度下降,后者与前者之比依次为:
理论专著占２１％;技术及工具书类占２５．３％;图书

史及图书馆史占３９．１％;译著与编译著作占１５．２％.
前４项中,出版下降相对数由大至小依次为第一、第
二、第四、第三项;下降幅度由大而小依次为第四、第
一、第二、第三项;而第五项在全面抗战的８年中的

数据为零.
更为关键的是,表２在呈现各类著作出版数量

下降的表面数据下,还揭示出一个潜在的事实,即出

版物质量的下降.

１．２　图书馆学专著质量的低落趋势

通过对图书馆学专著作者的分析发现,他们对

于图书馆学的理论建树均产生于抗战全面爆发之

前,此后,他们的图书馆学专著在理论性、学术性、技
术性等方面大多乏善可陈.以杜定友(１８９８－１９６７
年)为例,其作为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

学的奠基人之一,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分类学及汉

字排检法[４]等领域均有重大建树.其有明确出版年

代可查的出版于全面抗战爆发前１０年间的著作近

２０种,出版于全面抗战８年间的著作仅有４－５种.
而前者中包含有诸多重要著作,代表作有初版于

１９２２年、１９３５年三版时定名的«杜氏图书分类法»,
以及«图书馆学概论»(１９２７年)、«学校图书馆学»
(１９２８年)、«校雠新义»(１９３０年)、«汉字形位排检

法»(１９３２年)、«图书管理学»(１９３２年)、«明见式编

目法»(１９３６年)等,后者只有«国难杂作»(１９３８年)、
«图书出纳»(１９４１ 年)、«图书馆管理程序»(１９４１
年)、«图书管理程序»(１９４１年)、«三民主义化图书

分类法简本»(１９４３年)等,显然学术影响力较前者

为轻.
我国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吕绍虞(１９０７－

１９７９年),其著述于１９３３年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

学校毕业后开始,至全面抗战爆发前,短短４年间即

出版重要著作有«图书之选择与订购»(１９３４年)、
«简明图书馆管理法»(１９３５年)、«图书分类的原理

与方法»(１９３５年)、中文标题总录初稿(１９３５年)、
«世界图书馆史话»(１９３６年)、书报杂志阅读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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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７年３月),另有译著与编译著作各２部.而于

全面抗战８年间,只有«图书馆通论»«图书馆学论

丛»«怎样利用图书馆»«最近之上海图书馆»«大学图

书馆的研究»«浙江省图书馆事业概论»«中国图书馆

大事记»等问世,虽然其中不乏力作,然萎缩之迹象

仍清晰可见.他的７部著作,５部出版于１９３８年,２
部出版于１９４１年,亦即全都出版于太平洋战争爆发

前的抗战前半期.
另有一些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均于全面抗战前

１０年内甚至更早,即有奠定其学术地位的著作面

世,而于抗战８年中却甚少理论建树.比如中国现

代图书馆运动的倡导人之一、著有«图书馆学»(１９２７
年)、«中国图书馆计划书»(１９２７年)、«英国国立图

书馆藏书源流考»(１９３２年)、«中国图书馆事业十年

来之进步»(１９３６年)的李小缘(１８９７－１９５９年);中
国第一位图书馆学博士、著有«中文图书编目规划»
(１９３２年)、«分类大全»(１９３５年)、«大学图书馆使用

法»(１９３６年)的桂质柏(１９００－１９７９年);著有«现代

图书馆经营论»(１９２８年)、«现代图书馆序说»(１９２８
年)、«现代图书馆事务论»(１９３４年)的马宗荣(１８９６
－１９４４年);著有«中国图书分类法»(１９２９年)、«中

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１９２９年)、«图书馆学要旨»
(１９３４年)的刘国钧(１８９９－１９８０年)等.

２　图书馆学期刊及论文的萎缩

２．１　图书馆学期刊的灭顶之灾

我国的图书馆学期刊始于１９１５年１２月创刊的

«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在此之后２２年的岁月里,
虽也曾有高潮和低谷,有在社会动荡变迁等外力因

素干扰下造成的波折,但总体上未脱离按自然规律

正常发展的道路.特别是到１９３６年,伴随着社会经

济的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图书馆学期刊

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可就在此时,日本

军国主义者经过数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准

备,经过６年的局部军事侵略的尝试,蛇吞象之心膨

胀,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图书馆学期刊造成的后果

非“严重”可以概括,而只能以“灭顶之灾”形容.一

年之间,“全国重要的图书馆学期刊由１９３６年的三

十三种急剧下降到五、六种”[５],因战争而被迫停办

的期刊达数十种.中国图书馆学期刊由草木繁盛的

盛夏时节一下落入冰天雪地的寒冬之季.
表３　１９３７年停办的图书馆学期刊①

序号 刊名 主办(编)者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１ «工读半月刊» 上海工读半月刊社 １９３６．５ １９３７．１

２ «佛教图书馆报告» 北平佛教图书馆 １９３６．７ １９３７．１

３ «东南日报图书周刊» 杭州东南日报社 １９３７．１ １９３７．２

４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北京图书馆月刊»«北平北海图书馆

月刊»«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
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２８．５ １９３７．２

５ «厦门图书馆声» 思明县立厦门图书馆 １９３２．１ １９３７．３

６ «广州大学图书馆季刊» 广州大学图书馆 １９３３．６ １９３７．３

７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月刊» 天津市市立通俗图书馆 １９３４．５ １９３７．４

８ «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 浙江省图书馆协会 １９３６．５ １９３７．４

９ «广州学报»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１９３７．１ １９３７．４

１０ «学觚» 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 １９３６．２ １９３７．５

１１ «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 北平私立木斋图书馆 １９３７．２ １９３７．５

１２ «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 上海暨南大学图书馆 １９３７．４ １９３７．５

１３ «图书馆学季刊» 中华图书馆协会 １９２６．３ １９３７．６

１４ «学风» 安徽省立图书馆 １９３０．１０ １９３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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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刊名 主办(编)者 创刊时间 停刊时间

１５ «文澜学报» 浙江省立图书馆 １９３５．１ １９３７．６

１６ «大夏图书馆馆报» 上海大夏大学图书馆 １９３５．４ １９３７．６

１７ «出版周刊» 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４．１ １９３７．７

１８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中华图书馆协会 １９２５．６ １９３７．７

１９ «期刊索引» 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 １９３２．１１ １９３７．７

２０ «大公报图书副刊» 国立北平图书馆 １９３３．９ １９３７．７

２１ «图书季刊»

上海国际联盟世界文化

合作中国协会国立北

平图书馆

１９３４．３ １９３７．７

２２ «日报索引» 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 １９３４．５ １９３７．７

２３ «量才月刊»(«量才流通图书馆馆刊») 上海量才流通图书馆 １９３６．８ １９３７．７

２４ «图书展望» 浙江省立图书馆 １９３５．１０ １９３７．８

２５ «书林»(«民国日报图书周刊») 广州市立中山图书馆 １９３７．３ １９３７．８

２６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１９２８．１１ １９３７．１０

２７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文华图书科季刊») 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季刊社 １９２９．１ １９３７．１２

２８ «图书增刊» 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 １９３２．１２ １９３７．?

　　中华图书馆协会编辑发行的«中华图书馆协会

会报»«图书馆学季刊»,以及武昌文华图书专科学校

季刊社编辑出版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
(曾用名«文华图书科季刊»)并称为民国时期图书馆

三大学刊,“在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及学术研究中具

有重要地位”[６],其中«图书馆学季刊»更被称作“我
国历史上第一种图书馆学权威期刊”[７].另外如«国
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厦门图书馆声»«天津市市立通

俗图书馆月刊»«浙江省图书馆协会会刊»«学觚»«北
平私立木斋图书馆季刊»«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

报»«学风»«大夏图书馆馆报»«图书展望»«书林»均
位于“著名”期刊之列[８].而«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

年刊»在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馆长、著名史学家柳诒

徵的苦心经营下,成为既有相当学术分量,又极富文

献学特色的专业期刊.由国立北平图书馆编辑的

«大公报图书副刊»,因系天津«大公报»发行,量大

面广,其与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出版周刊»,同样是在

读者中相当有影响的刊物[９].总之表３中期刊多为

图书馆界重要刊物,而于１９３７年纷纷停刊(«出版周

刊»更已在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中被迫停刊过一

次),可见当年战争形势的严峻.尤其是在“七七事

变”前后的六、七、八月份,更有多达１３种期刊(表３
中期刊的４６％)集中停刊,更显见侵华战争对中国

图书馆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戕害.

地处南京市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其
编辑发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前身为«中
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年刊»)于１９３７年１０月停刊,也
是受战争直接影响的结果———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旬爆

发“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以８０万军队与２０万日

军在上海展开近３个月的殊死之战,虽然使日本“三
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成为谵呓,却也终未能阻遏日

军继续前行的铁蹄,以至国民政府不得不于１０月

３０日从南京迁都重庆.«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

刊»１９３７年底于第九卷第三四期合刊出版时,还刊

登了一个“特别启事”,称“因时局关系,印刷局及纸

张皆发生困难”,致两期合刊且篇幅减少,请订户与

读者原谅,表示“此后如果可能,仍当努力继续出

版”,而实则此期成为终刊.

２．２　图书馆学论文的急剧凋敝

图书馆学相关论文见诸报刊的,在抗战全面爆

发前１０年间(１９２８－１９３７年)共有４０７０篇,而抗战

８年间(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只有５１０篇,后者仅占前者

的１２．５％.从单年来看,１９３６年计６１６篇,１９３７年

即腰斩为３０１篇,１９３８年又降至５６篇,１９４５年更只

有２９篇[１０]仅为１９３６年的４．７％.日本侵略战争对

中国图书馆事业研究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由此可见

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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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全面抗战前与全面抗战中图书馆学论文数量分类对照①

序号 类别
１９２８．１．１－

１９３７．７．６

１９３７．７．７－

１９４５．８．１５

１ 图书馆学总论及图书馆事业 １５３ ３９

２ 各种图书馆专论 ２８４ ２９

３ 图书馆法规:理论、法令、规程 １２１ ２８

４
图书馆行政:总论、组织、经费、

人员
８７ ２

５ 图书馆建筑、设备、用品 ６２ ２

６
图书 补 充:采 访、征 集、寄 存、

呈缴
１３１ １８

７
图书学:总论、印刷、出版、装订

和修补
２０９ ９０

８
图书分类:总论、各种分类法、各

类文献
２２０ １２

９
图书编目:总论、目录、各图书馆

及图书
１５３ ３

１０ 目录学:总论、版本学、校勘学 ９７ １８

１１ 索引法与检字法 １７８ ４

１２ 图书典藏与图书借阅 ２７６ ２５

１３ 图书馆史 １２３８ １４４

日本侵华战争的前６年对图书馆事业的影响虽

然也已显见,毕竟是局部战争,影响的范围相对较

小.而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后,对图书

馆事业的影响就呈现出毁灭性的特征.从表４来

看,全面抗战中发表的论文数量占全面抗战前发表

的论文数量的比例,达４０％以上的１项;２０％以上

的２项;１０％(含)以上的４项;１０％以下的则有６
项,且其中３项均仅２％.可见落差幅度之大.而

第４、５、９、１１项(占总共１３项的３１％)在抗战８年时

间里,论文发表数仅２－４篇,可见该类研究几乎处

于停滞状态.

３　图书馆协会的由盛而衰

作为行业学术团体之一,全国及地方各级图书

馆协会存在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比较抗战前后的图

书馆协会的数量、人员、开展的学术活动,可以清晰

地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残酷地斩断了图书馆协会的蓬

勃生机,相应地使正处于上升通道的图书馆学术研

究陷于停滞.

３．１　全 国 和 地 方 图 书 馆 协 会 集 中 成 立 于 全 面 抗

战前

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协会发端于地方图书馆协

会,即１９１８年１２月２１日开风气之先的北京图书馆

协会.地方图书馆协会的相继诞生最终促成全国性

的图书馆协会,即中华图书馆协会于１９２５年６月问

世.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一个工作重心便是进一步促

进地方图书馆协会的发展.因此,在中华图书馆协

会之后,又有一批地方图书馆协会陆续成立.由此

可见,无论数量还是质量,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是

中国图书馆协会的黄金期.
图书馆协会是伴随着时代的变迁、图书馆的极

速发展而顺势出现的.维新运动后中国传统藏书楼

逐渐向近代图书馆转变;辛亥革命后,图书馆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１９１８年,第一份全国图书馆数量调查

表出炉,那就是沈祖荣的«中国各省图书馆调查表».
按照这份调查表的说法,此时,全国的图书馆数量是

３３间[１１].而到了１９３５年,在许晚成的«全国图书馆

调查表»中,图书馆数量已高达２５２０间[１２].新文化

运动中,新思想急剧涌入,又由于一批留学欧美专修

图书馆专业的专门人才回国而带回先进的现代图书

馆理念,加之新图书馆运动如火如荼,图书馆从业者

的图书馆思想和管理模式落后的状况凸显,尤其是

图书馆界“无组织,缺乏联络,各行其事”[１３].而“想
谋图书 馆 教 育 的 发 达,同 业 里 边 要 有 共 同 的 组

织”[１４],这个“共同的组织”,便是图书馆协会.
事实上,图书馆协会在欧美发达国家早已有之,

以始于１８７６年的美国图书馆协会最为完善.就亚

洲而言,１８９２年,日本图书馆协会成立.这显然对

海外留学学习图书馆学的学生产生深刻影响.曾经

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的戴志骞便是其

一,而中国近代第一家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

协会便是由他参与发起而组织成立.尽管该协会未

经教育部批准立案,但从章程制定、会员构成、会长

选举、活动范围等方面看,它基本具备了图书馆协会

的一般属性.会长由时任清华学校图书馆代理主任

的袁同礼担任,经费来源是庚子赔款,主要学术活动

是“兴办关于图书分类、图书馆组织目录以及欧美图

书馆现状等方面的学术报告会”等[１５].但一来未被

批准立案,二来经费日渐困难,三来袁同礼于１９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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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赴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专科学院深造,北京图书

馆协会逐渐停止了活动,实则无疾而终.
如果以“批准立案”为标准,１９２４年３月,在中

华教育改进社的敦请下,由戴志骞再次发起成立的

北京图书馆协会成为“第一家”图书馆协会.也就是

说,图书馆协会由此进入快速增长轨道.据统计,抗
战前,以１９２５年６月全国性的图书馆协会———中华

图书馆协会成立为界,之前,即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９２５
年６月,全国地方图书馆协会共有１０家(见表５).

表５　１９２４．３．－１９２５．６．地方图书馆协会概况①

协会名称 成立时间 成立地点
主要

发起人
会员组成

北 京 图 书 馆

协会(北平图

书馆协会)
１９２４．３．３０．

清华学校

图书馆
戴志骞 图书馆、个人

杭 州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４．４．２６．

省公立图

书馆
章仲铭

开 封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４．５．

省第一图

书馆
何日章 图书馆、个人

南 阳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４．５．

上 海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４．６．２７．

总商会图

书馆

杜定友

孙心磐

黄警顽

团体、个人

南 京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４．６．

东南大学

图书馆
洪有丰 团体、个人

天 津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４．６．

南开大学

图书馆
王文山

图 书 馆、个

人、特 种 (捐

款人)

江 苏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４．８．３

东南大学

图书馆
洪有丰 团体、个人

广 州 图 书 馆

协会
１９２５．４．２

广州大学

图书馆
吴康发 团体、个人

济 南 图 书 馆

协会(山东图

书馆协会)
１９２５．６．

齐鲁大学

图书馆

桂质柏

彭清鹏

团 体、个 人、

名誉会员

１９２５年６月,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受其影响,
又有一批地方图书馆协会成立,分别是武汉图书馆

协会(１９２８年)、太原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９年５月２０
日)、福建图书馆协会(１９２９年９月７日)、浙江省立

第二学区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０年５月在原杭州图书馆

协会基础上改组)、无锡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０年)、瑞安

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４日)、安徽图书馆协会

(１９３１年６月２２日)、浙江省立第一学区图书馆协

会(１９３２年５月２２日)、江西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２年１
月１４日)、四川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３日)、浙
江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６年４月１９日在原第一、第二学

区图书馆协会基础上改组).
也就是说,截止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性和地

方性图书馆协会总计２０余家,而且彼此交流活跃、
学术活动频繁,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在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年抗战８年期间,仅有１家图书馆协会

面世,那就是兰州市图书馆协会.它于１９４５年４月

８日由国立西北图书馆、西北师范学院、甘肃学院、
甘肃科学教育馆、省立兰州图书馆等５家单位联合

发起成立[１６].这样数量上的极大悬殊足以证明侵

华战争对图书馆协会以及由图书馆协会组织举办的

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

３．２　中华图书馆协会六次年会在全面抗战前后的

比较

作为唯一的全国性图书馆学术团体,中华图书

馆协会成立的意义非同一般.其在“成立宣言”中
说,“馆政之良窳,与专学之兴废,遂大有关乎民族之

盛衰”,而“馆政”与“专学”便主要体现在图书馆事业

的改进、图书馆学术的研究等方面.这也是协会所

要遵循的宗旨.为此,协会组织大纲规定:“每年开

年会一次,其地点及会期由前一年年会决定之.”[１７]

也就是说,年会是协会最主要的学术研究活动之一,
但实则协会并没有做到“每年”召开一次.在１９２５
－１９４９年长达２４年的存续时间里,协会只开过６
次年会.以１９３７年为界,之前３次,之后３次.尽

管从次数上看,抗战前后并无区别,但从组织、会期、
参加人员、会议议题、通过提案等各方面看,也就是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还是能够真切感受到前３次

会议愉悦的兴旺、后３次会议凄婉的颓势.可见,战
争对中华图书馆协会的破坏程度.

前３次、后３次年会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由中

华图书馆协会以图书馆行业最高学术团体的身份独

立组织、操办,即,这是图书馆行业自己举办的图书

馆学术会议.后３次则不然.其时已经进入全面抗

战,中华图书馆协会被迫辗转迁徙,最后落脚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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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应对战时学术团体四散飘零、各学科学人颠沛流

离的窘境,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办事处应运而生.
中华图书馆协会于１９３８年９月加入其中,成为其下

属机构,共谋战时事业发展.因此,抗战中的３次中

华图书馆协会年会其实是中国教育学术团体联合年

会中的一个分支.换言之,战火燃遍中华大地,中华

图书馆协会已无力将图书馆学人尤其是杜定友、刘

国钧等图书馆界精英召集起来单独举办一次学术年

会了———当时,杜定友身为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馆

长,随学校“辗转于粤桂滇黔湘”,而刘国钧“先随金

陵大学 在 成 都,后 又 受 聘 赴 西 安 筹 建 西 北 图 书

馆”[１８].不仅如此,这３次年会的规模、议案、论文

等都与战前的３次年会不可同日而语(见表６).

表６　中华图书馆协会前３次、后３次年会概况比较①

会务 前３次(１９２９－１９３６年) 后３次(１９３８－１９４４年)

时间

会期

人数

１９２９．１．２８－２．１;５天;２００余人

１９３３．８．２８－３１;４天;２００余人

１９３６．７．２０－２４;５天;１５０余人

１９３８．１１．２７－３０;４天;６３－８２人

１９４２．２．８－９;２天;３４人

１９４４．５．５－６;２天;６０－６５人

会议地点

１、南京金陵大学

２、北平清华大学

３、青岛山东大学

４、重庆新市区川东联立师范学校

５、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６、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

中心议题

１、训政时期中之图书馆工作

２、图书馆经费及图书馆与民众教育

３、关于改进图书馆行政要点七项

４、抗战建国中之各种教育实施问题

５、缺

６、战后图书馆复员计划和所需人员培养

提案

通过议案

论文

１、１１０件;８８件;２４篇

２、３０件;６篇

３、约５８件

４、１３件;８件;４篇

５、缺

６、１０件;８件;

组织和

活动

１、①每日举行学术演讲及宣读论文;②举行分组会议、各委员会会议;年会会议分

为讲演会、会务会、分组讨论会三种.其中分组讨论会又分图书馆行政、分类编

目、编纂、图书馆教育、图书馆建设、索引检字六组.

２、分组会议分民众教育组、图书馆经费组、图书馆行政组、图书馆教育组;分类编

目组、索引检字组六组.

３、举行演讲、宣读论文

设图书馆行政组、图书馆教育组、分类编目组、索引检字组、民众教育组五组.

４、以协会名义发表«抗战建国时期中之图书

馆».

５、①８日下午,会员座谈会.讨论出席会员

募捐办法以及在渝设立办事处等.

②９日晚上,会员联谊会.

６、袁同礼作会务报告,谈会员、经费、调查工

作等.

　　从表６可以看出,原本以“研究图书馆学术、发
展图书馆事业,并谋图书馆之协助”[１９]为己任的中

华图书馆协会在抗战爆发后不得不将工作重心由单

纯的图书馆学术研究转向战争状态下的图书馆具体

工作,即:战时图书馆的现实问题该如何应对和解

决.这种“转变”,也是幸存的、尚勉强维持的地方图

书馆协会所不得不面临的新课题.

３．３　图书馆协会从“论学术”到“求生存”
无论是中华图书馆协会,还是众多地方图书馆

协会,在抗战全面爆发后都被迫或离乡背井或销声

匿迹.战争破坏了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土壤,大多数

地方图书馆协会相继停止活动.中华图书馆协会和

以北京图书馆协会、上海图书馆协会为代表的硕果

仅存的几家地方图书馆协会虽然在战时仍然于大后

方维持协会的日常工作,逆境中继续保持发展图书

馆事业的初心,但受限于恶劣时局和苍凉环境而无

法专注于图书馆学术研究,无奈转向努力为图书馆

求生存.
战前,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学术活动除了不定

期召开年会以外,还体现在图书馆技术改进、图书馆

人才培养、图书馆学术刊物编纂和出版、图书馆新思

想宣传等方面.首先,图书馆技术改进方面.以“分
类法”来说,中华图书馆协会鼓励会员编制新分类

法,专门在其主办的«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开辟

专栏,刊登分类法研究成果;１９２９年的第一次年会

特别有编制分类法的提案[２０].随后,刘国钧的«中
国图书分类法»(１９２９年)、皮高品的«中国十进分类

法»(１９３４年)、杜定友的«杜氏图书分类法»(１９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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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等相继问世.以“编目”来说,中华图书馆协会成

立之初便有编制联合目录之打算,因经费不足而未

能践行,但«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登载编目编订条

例、有关编目方面的论文甚多,成果颇丰.例如,刘
国钧的«中文图书编目条例草案»(１９２９年)、沈祖荣

译«简明图书编目法»(１９２９年)、裘开明的«中国图

书编目法»(１９３１年)等.以“索引”来说,中华图书

馆协会一直设有索引委员会,将“编辑索引条例”作
为明确的工作计划,因此催生了钱亚新的«索引和索

引法»(１９３０年)、洪业的«引得说»(１９３２年)等.
其次,在图书馆人才培养方面,中华图书馆协会

里的图书馆教育委员会是专门负责图书馆人才培养

的机构,主持图书馆学校的建设、开办短期图书馆讲

习会等.有感于图书馆管理人员、工作人员的任免

尚无统一的规定,协会第一次年会特别提交了这个

方面的提案,建议“图书馆雇佣职员应须有图书馆学

识及丰富经验”“职员之位置,须有确实保障并须予

与优良待遇”[２１]等.次年,«图书馆规程»规定了图

书馆馆长的资格认定.１９３９年,«修正图书馆规程»
对于各级图书馆人员的资格作了详细规定.

再次,在图书馆学术刊物的编纂和出版方面,中
华全国图书馆协会设有出版委员会,负责编纂和出

版图书馆学期刊、丛书、报告等.其中两本著名期刊

是«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和«图书馆学季刊».前者

是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三大期刊之一,对于散布于全

国各地的大小图书馆,它起到了传达、沟通、协调、扶
助的作用;后者着重于图书馆学论文的发表.其出

版的丛书和报告包括王重民编«老子考»«国学论文

索引»«文学论文索引»«古逸书录丛辑»«中华图书馆

协会年会报告»«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等[２２].上海

图书馆协会发行的期刊有«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协会会报»,明确的目的是“谋我国学术之进步”[２３];
出版的图书馆学专著有杜定友的«图书分类法»等

８种[２４].
第四,在图书馆新思想宣传方面,展览、演讲是

上海图书馆协会、北京图书馆协会用来宣传图书馆

新思想、传播图书馆新知识、展示图书馆新成果的主

要方式.１９２６年１月,上海图书馆协会在江苏省教

育会举行图书馆展览会,陈列了图书馆学书籍、设
备、用具、照片、图表、善本.“展览两日,参观者异常

踊跃,对于图书馆知识之灌输,收效甚巨焉.”[２５]就

“演讲”而言,杜定友、江亢虎、方椒伯、郑海宗等先后

被上海图书馆协会邀请就图书馆意义、图书馆对公

众开放、读书方法等发表演讲[２６].北京图书馆协会

重要的图书馆学术演讲包括冯陈祖怡的«中文目录

片排列法问题»、谭新嘉的«目录学与版本学之同异»
等[２７].显然,这一切都有助于新图书馆理念的传播

且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七七事变”后,地方图书馆协会轰轰烈烈的学

术活动戛然而止,唯有迁至重庆的中华图书馆协会

仍艰难支撑.国立中央图书馆于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编

制了一套分类法,但未能出版;«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更多地刊登图书馆法规、规程、工作大纲、阅览办

法等一般社会规范性文件.仅从中华图书馆协会第

四、第六次年会中心议题便可以看出,战时,协会的

图书馆工作大多与“抗战”有关,即抗战状态下的图

书馆生存之出路.
第一,调查图书馆损失.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

发后,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陷于深重灾难之中.作

为一个民族文化宝藏集聚地的图书馆未能幸免,全
国各地的图书馆建筑、设备、馆藏在次轮轰炸中损失

惨重.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起,中华图书馆协会便着手进

行图书馆损失调查.１９３８年４月,协会在全国各地

设立了１４个通讯联络处,“征求图书馆被毁事实及

此项照片”[２８].最终,协会将调查结果结集成册,翻
译成英文后出版«中国图书馆被毁经过»,分别寄送

世界各国.上海图书馆协会也参与此项调查工作,
并编辑出版了«战时读物目录»[２９].这两份出版物

一来将日本侵略军暴行公之于众,二来为战后索赔

积累证据.
第二、征集图书,组“战时读物文库”.轰炸、迁

徙,不可避免地,每个图书馆的图书都被毁严重.为

生存继而复兴,中华图书馆协会广泛征集图书,尤其

向美英等国请求援助.美国反应积极,特成立赞助

委员会,发函“请国人捐书运华”公开征书[３０];英国

方面,由英图书馆协会会报刊发“征书启事”,请求各

图书馆学术团体及会员们协助[３１].为此,中华图书

馆协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以接受国外捐书.在太平

洋战争爆发前,国外捐书经由香港运抵大后方,最先

满足各大学教学所用.上海图书馆协会在１９３７年

１０月份时组织“战时服务团”.为慰问前线抗日将

士,该团征集图书举办“战时读物文库”“伤员医院难

民收容所巡回文库”“战时书报阅览处”[３２].
第三,在西南地区新建图书馆.战火纷飞,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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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惨遭毁灭性打击,文化事业单位退避西南大

后方.原先,这里偏远落后,图书馆事业远不及东部

发达,本就需要图书馆基础建设;如今,这里已然成

为政治文化中心,图书馆等文化设施缺失、图书馆管

理理念相对保守的弊端显露无遗.在中华图书馆协

会的积极联系和努力运作下,１９４０年４月,中英庚

款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联合组建了昆明图书馆.而

对于西南原有的图书馆,协会“派人予各省指导,助
其发展,寄赠图书,藉以改善其组织,充实其内容,而
增强抗战之情绪”[３３].

总之,从图书馆学术研究方面来说,中华图书馆

协会和各地方图书馆协会在全面抗战爆发后都处于

停滞状态.尽管有些协会战时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

而仍然发挥着“协会”协调、沟通、指导、扶助的职能,
但其“活动”大多只限于与抗战有关的事务性工作.
对于所有的图书馆协会而言,像战前那样致力于图

书馆学研究已成为不可能.

４　结语

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日本发动的侵略战

争,既是一场针对中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

战争,作为精神遗产与文明传统渊薮的图书馆及其

学术事业活动未能幸免于战祸兵燹就不足为怪,也
愈见日本侵华战争的广泛性与残酷性,愈见日本军

国主义者亟欲摧毁华夏根基、阻断民族文脉的狼子

野心.正处事业蓬勃发展期的中国图书馆学术遭此

重创,其本身的损失难以估量.而中国图书馆学术

事业发展进程的大为延缓,也必然对整个图书馆事

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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