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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抗日战争期间国统区的战地图书服务运动

□倪德茂∗

　　摘要　抗战期间,由于财政困难和图书在战争中的巨大损失致使国民政府为部队提供战地

图书服务倍感困难.在国外战地图书服务成功事例的影响下,在国内有识之士的呼吁下,部分组

织毅然地承担起了向军队提供战地图书服务的义务.文章通过对国统区战地图书服务的描述以

及将它们与国外战地图书服务的比较,阐明国统区战地图书服务丰富了战士的业余生活,强化了

对战士的政治与思想教育,从而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最终战胜日军奠定了基础.但是,与战地

图书服务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战地图书服务还发展不成熟,它对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成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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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抗日战争是一场双方军事实力完全不对等的战

争,中国军队在单兵素质、武器装备、后勤保障以及

指挥官素质等方面都远不及日军.在实力悬殊的条

件下,要想打败日军,非举国上下全力以赴不可.为

此,国民政府实施了全国总动员,要求各行各业都必

须为抗战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举办战地图书服

务,向抗日将士提供适宜的书报杂志,是社会各界服

务抗战事业的一种有效方式,它既能激发官兵的爱

国热情,增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激励官兵的抗

战意志,从而提高部队战斗力,又能丰富官兵业余生

活,排解官兵的思乡之情,为官兵紧张、激烈的战斗

生活带来一丝精神慰藉.此外,一部分军事科学类

书籍、地图类书籍、有关敌方情报的书籍也是军队中

各级指挥人员在指挥作战时宝贵的参考资料.通过

战地图书服务提高部队战斗力,对于武器、装备处于

劣势的中国军队尤具现实意义,当时甚至有人认为

向前线军队供应书刊“比军中的粮秣弹药甚至坦克

机枪大炮,尤见重要”[１].
目前学术界尚无专门针对我国抗战期间战地图

书服务的研究,仅在少数作品中有所提及:«江西妇

女抗日救亡运动考察»[２]提及江西妇女队在“三八”
大慰问时向前线部队带去书报杂志８７种;«抗日战

争时期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研究»[３]提及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向前线部队和伤兵提供消遣图

书,在冯玉祥的军队和南京军警中设置图书馆等内

容;«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基督教»[４]提及河北基督

教青年会为伤兵和前线官兵提供图书、娱乐设备等

物品;«抗战时期的劳军运动»[５]提及慰劳总会发起

为前线征集书报杂志运动;«抗战时期重庆的劳军募

捐运动»[６]提及１９４０年重庆各界在“春礼劳军”运动

中为军人捐赠书籍３０余种,１９４２年重庆各界为“文
化劳军”捐款８００余万元,用于为部队购买书籍等文

化用品;«论我国图书馆界对抗战事业之贡献»[７]一

文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抗战期间我国图书馆界开展的

战地图书服务,对战地图书服务的意义、特点以及图

书馆界部分单位所开展的具体战地图书服务有所论

述;«２０世纪西方与中国的图书馆学———基于德尔

斐法测评的理论史纲»[８]一书,对我国著名图书馆学

家刘国钧、沈祖荣等人关于图书馆服务抗战,为将士

提供战地图书服务所作的论述有所涉及.此外,学
界对国外战地图书服务也有所研究:«美国公共图书

馆思想研究(１７３１－１９５１)»[９]和«美国图书馆协会战

时服务:经验与影响»[１０]研究了美国图书馆协会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组织和带领广大图书馆员实施

“图书馆战争服务”,募集大量资金、图书、报刊,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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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美国军人提供战地图书服务,以及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与美国红十字会、劳军联合组织共同发

起“胜利图书运动”,为美国军人、水手,被德国、日本

关押的美军战俘,以及被美国关押的德国、日本战俘

等,提供图书服务;«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

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１１]对二战

期间美国的“胜利图书运动”以及由战时图书委员会

所属的“军队版本”公司向美国驻海外部队和加拿

大、澳大利亚、南非的部队发行并提供“军队版本”系
列图书的运动有所研究;英文学位论文UpThe
HillofOpportunity:AmericanPublicLibraries
andALADuringWorldWar Ⅱ(«登上机遇之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公共图书馆与美国图书

馆协会»)[１２]的第六章专门研究二战期间在美国所

开展的“胜利图书运动”,同时也提及战时图书委员

会所开展的为海外军人提供“军队版本”系列图书运

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图书馆服务»[１３]论及苏联

卫国战争期间,图书馆界向苏联红军提供图书服务,
图书馆员为伤兵阅读书报,向伤兵提供图书以及全

国的共青团组织为军队医院征集图书等战地图书服

务内容.
本文专门研究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战地图书服务

运动,文中所指国统区战地图书服务包括部分后来

被沦陷地区在尚未沦陷前的战地图书服务.

２　战地图书服务产生的背景

２．１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缺乏书报

抗战初期,导致中国军队书报缺乏主要有以下

两个原因:一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无力向军队提供

大量书报.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多年

的国内战乱,导致中国经济极端凋敝,而日本帝国主

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让本已贫弱的中国经济更

是雪上加霜.国民政府对前线作战部队连食物、武
器、服装等最基本的物资保障尚且十分困难,更毋庸

说为将士提供图书服务.二是由于书籍在战争中损

失惨重,一时无法大批收集供应前线.由于日军在

战争中故意破坏我国图书文化机构,致使我国图书

损失惨重,这无疑更进一步增加了对前线将士提供

战地图书服务的困难.抗战期间,日军飞机对我国

重庆、梧州、成都、长沙等地的图书馆、民教馆、学校

等文化机关肆意轰炸,致使大量图书被毁;此外,日
军每占领一地便大肆抢劫、破坏我国珍贵图书:如河

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于１９３７年７月被日军占领后,
“所有图书古物,全部被劫,荡然无存”[１４];杭州沦陷

后,敌人纵火焚烧,导致“浙江省立图书馆,及各校图

书馆藏书,均焚烧无余”[１５].据不完全统计,仅截止

到１９３８年,我国就至少损失图书８６６．４万余册[１６].
由于图书遭受大量损失,致使国民政府对抗战前线

本已极度困难的图书供应雪上加霜.前线部队“除
军部,师部有极少数几份报纸外,多数的士兵是看不

到报纸的,更不要说新出的书籍、杂志了”.因书报

缺乏,士兵没有正常的文化娱乐,“难免染上不正当

娱乐的恶习”[１７].图书、杂志的缺乏,已严重影响到

对军队官兵的思想教育与精神激励,从而间接地影

响到军队的战斗力.

２．２　国外成功战地图书服务的示范作用

向前线部队提供战地图书服务,丰富官兵精神

生活,鼓舞士气,强化对军队的思想控制,达到提高

部队战斗力的目的,在国外已有许多成功先例:在

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间,苏联党和政府每天寄给各地苏联

红军的报纸多达２００万份.在１９１９年里,仅共和国

政治局就向苏联红军寄送了约２３００万册书籍和小

册子.“在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这段可歌可泣的战争年代

里,红军中的图书馆起了很大的作用”[１８];在法国巴

黎公社时期,巴黎公社“在治疗大批伤员的地方设置

图书阅览室,由出版单位免费提供书刊报纸,向伤员

们宣传公社思想”[１９];提供战地图书服务最为典型

的事例要数美国.总体来讲,美国战地图书服务具

有起步早、持续时间久、服务周到、规模庞大这几大

特点:早在１８６１年,在美国就已经组织成立了联邦

军事据点图书馆协会,专门为美国在营军人提供图

书服务[２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图书馆协会

极力为美国军队提供战地图书服务,它利用卡耐基

基金会捐助的资金,在各个美军训练营建立起了图

书馆.向美国军人提供的战地图书服务十分周到.
例如,为了满足驻法美军的阅读需求,美国图书馆协

会从 １９１８ 年 ８ 月 起 开 展 了 图 书 邮 寄 服 务 项 目

(booksＧbyＧmailprogram).该项目规定,任何一位

驻在法国的美国军人都有权写信给美国图书馆协会

总部,要求邮寄自己希望借阅的图书.由于这项服

务很快地流行起来,在美国图书馆协会总部邮寄室

的职员发现,有时每一天就有超过两千起邮寄服务

请求[２１].为了购买到适合军人阅读的书籍,美国图

书馆协会总部的购书清单都是不同服务领域的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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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商议后的结果[２２].二战期间向驻海外美军所

提供读物的选择也同样严肃认真,负责选择图书的

团队成员包括作家、出版商、书评家、图书馆员、书商

等[２３].此外,美国战地图书服务的规模也很庞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图书馆协会发起的“为军人

捐书”运动中,共募集到资金５００万美元,书刊１０００
万册,并建立了３６所战营图书馆;从１９４１年１２月

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两次“胜利图书运动”共征集图书

超过１７００万卷,其中约有１０００万卷被送到了军人

手中[２４].
苏联、美国等国为前线部队提供战地图书服务,

不仅达到了提高本国军队战斗力的目的,也为其他

国家提供了极佳的示范.我国的媒体也即时地将苏

联、美国等国的战地图书服务的事例介绍到国内:

１９４３年第１卷第１８期«文汇周报»全文转载了原载

于«莫斯科新闻»周刊,由约翰阿尔特曼(JohannAltＧ
man)撰写的文章«苏联前线报纸协助作战».该文

讲述了报纸在苏联反击德军侵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

苏联报人如何在前线艰苦的环境中编印报纸的事

迹;１９３８年第１卷第３期«国民公论»(汉口版)转载

了原载于苏联«红星报»,由张仲宝翻译的苏军政治

指导员苏叶夫的文章«战斗环境中的政治工作».文

中提及报纸对增强苏军战斗力的作用;１９１８年第５
卷第４期«留美学生季报»登载了戴志骞的文章«论
美国图书馆»,介绍了战地图书服务为美军在欧战中

获胜所起到的作用.抗日战争期间,国人也常以苏

联、美国等国战地图书服务的事例来呼吁我国实施

战地图书服务.例如,沈祖荣认为美国图书馆界人

士在欧洲大战时组织战地图书馆,收到了很大的效

果.日本在侵略我国时,也有图书馆参加战地工作.
他希望“我们图书馆界大量的动员参加”战地图书服

务工作[２５];刘国钧认为,“欧战后期,各国都仿效美

国设立随营图书馆,结果增进了士兵的战斗力”,而
我国的战地图书服务工作“似乎很少”[２６];彭志绪在

呼吁社会重视战时图书馆建设时也提到了美国战地

图书服务所取得的成就[２７];方振武以美国在欧战期

间的战地图书服务,以及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西班牙

的战地图书服务的事例来激励国人“一致的联合起

来,迅速的建立抗战期中的战时图书馆”[２８].这充

分说明,苏联、美国等国的战地图书服务运动对抗日

战争期间我国战地图书服务运动的开展发挥过积极

作用.

２．３　有识之士对我国战地图书服务的呼吁

抗战期间,鉴于国外战地图书服务所取得的良

好效果,对比我国军队中图书、杂志等读物极端缺乏

之现实,我国有识之士曾多次呼吁政府、社会应重视

战地图书服务,尽可能地为部队提供书报、杂志,用
以丰富官兵的娱乐生活,强化对军队的思想教育,以
提高我国军队的战斗力:沈祖荣认为将士们在长时

期劳顿之下,没有一点精神慰藉或消遣就会十分苦

闷和烦躁.因此,在“今后的时期中要特别注重随营

图书馆.其组织应该以军师旅等可以单独作战的单

位为主.而层层管辖隶于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之下”,
通过随营图书馆使将士获得精神慰藉与消遣[２９].
在战时,图书馆要做到以下工作:前方将士精神食粮

的供给、受伤将士休闲教育的顾及、难民的教育、一
般民众的教育[３０];刘国钧认为,图书馆向广大官兵

提供图书服务是我国图书馆界“一块很好的未经开

辟的大地”,值得图书馆界努力开辟.在各个伤兵医

院与收容所,有许多生活枯燥的伤兵.图书馆界应

向广大伤兵提供图书,供其阅读,以改善伤兵的生

活,这也是图书馆界今后值得努力的方向[３１];童世

纲认为,在“神州危亡,宛似累卵的如今”,图书馆界

人士应组建战时随营图书馆,以便“将书籍搬运到铁

血健儿的近旁,让他们在厮杀之余,能从书籍的怀抱

里吸饮一点兴奋的酒浆”.他建议:战时随营图书馆

的一切组织,都应以节省经费为标准;随营图书馆的

建筑与设备应以质料经济、搭拆简易、运输便利、使
用适宜为原则;随营图书馆书籍的选择应以“官兵文

化开通的程度为标准”[３２－３３].
此外,彭志绪呼吁应重视对抗战将士的精神智

慧援助,而援助的有效方式就是效仿美国在欧洲大

战时的经验———举办战时图书馆.他认为通过举办

战时图书馆能达到“调剂兵士的生活,涣(焕)发兵士

的精神”“寓教于娱,实施国防教育,增强爱国心”“使
士兵知道整个战区的情形,增长奋斗的热血”以及

“使士兵知道后方的民气,因鼓励而奋往直前”等目

的[３４];方振武将军认为,“抗战以来,我们的政治机

构,经济的组织,都有莫大的改进不过我们的推

动文化工作还差得很远”.因此,我们应“准备各种

书报杂志,供给军官作各种学科研究的补助,以及供

给受伤的将士在休闲中阅读.在后方,有千百万的

预备队,在补充训练的期间,要他们有读书的机会.
我们要由图书服务中提高士兵的文化水准,争取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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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胜利”[３５];易鹰认为要解决前线所需要的书报,
“可以先从联合当地热心的朋友着手,来组织一个类

似读书互助会的团体.大家出一点钱,有计划地采

购些书报.这在经济上,每人负担得有限”[３６].

３　战地图书服务的开展

在国外战地图书服务的示范作用下,在有识之

士的呼吁下,我国战地图书服务最终引起了社会各

界的重视,并逐渐开展起来.具体来讲,开展了以下

战地图书服务工作:

３．１　成立文化驿站,加强部队读物传递

为了能够迅速地将阐释国民党理论以及宣传

“抗战建国”之书刊传递,并将它们深入战地,充实前

方将士精神粮食,中国国民党成立了文化驿站.文

化驿站分为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各分站、支站以

及办事处等几个层级.其中,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

处设置于重庆,办事处设置于西安,各分站、支站设

置于全国各交通重要地点.在分工上:中央文化驿

站总管理处综理文化驿站一切事宜;各分站、支站办

理书刊传递、散布等具体事务;办事处负责接洽翻印

书刊并就近管理各分站、支站[３７－３８].中央文化驿站

总管理处早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秘书处,１９４３年

后,被划归“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委员会”,其所属之印

刷所仍归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管辖[３９].中央文化驿

站总管理处设有处长、副处长、秘书等职位,其下设

指导科、运输科、总务科等科室.其中,指导科主管

各分站、支站、办事处工作之设计、指导、考核以及发

递书刊的审查、分配等事务;运输科主管书刊的运

输、散布以及运输工具的调查、接洽、管理等事务.
各分站设主任、干事服务员等职务,各支站设干事、
服务员等职务[４０].

文化驿站成立后,“凡中央宣传部出版事业处暨

所属各地供应处出版宣传书刊概交由中央文化驿站

总管理处暨所属各办事处各分支站设法递运”[４１].
为了迅速地将文化驿站传递的书刊运送到目的地,
国民党中央规定,“全国各地邮政局对于文化驿站之

书刊应尽量收寄提前作快邮运递”,全国各地的公私

交通工具都应附带运送中央文化驿站总管理处及其

办事处,分、支站之书刊.各地交通机关“对于运送

文化驿站书刊应迅速确实不得故意压置”[４２].

３．２　为前线将士征集读物

为前线将士征集读物是抗战期间国统区战地图

书服务十分重要的一项工作.抗战期间,曾经发起

或参与过为前线将士征集读物的单位较多,其中征

集读物成效显著、影响较大的有以下单位:

３．２．１　三民主义青年团

三民主义青年团曾发起过数次为前线征集读物

运动.１９３９年１月,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向社会各

界发起了“征募书报十万册转送前方将士阅读”运
动.此次征集读物运动所征书籍范围广泛,“凡有关

抗战建国装订完好之图书,不论新旧均在征募之

列”[４３].截止到１９３９年２月１２日,全国共征集到书

报１２７４９４册,收到捐赠现金５９５元[４４].

１９４５年,三民主义青年团又发起了“远征军一

人一书”运动,专门为青年远征军征集读物.此次活

动从２月１５日起至３月１５日止[４５],征集不搞强行

摊派,采取个人自愿捐献方式,以征收书刊实物为原

则,但并不排斥接受现金,初步预计在全国征书十万

册.捐赠书籍以“总理遗教、团长议论、国防科学、社
会科学、文艺剧本、歌集、图画本、各项刊物”为限.
征集对象以文化界出版著作家、各机关公务人员、大
中学校教职员及学生以及其他热心赞助知识青年从

军运动之社会人士为主[４６].
此外,１９３９年,三民主义青年团成都直属区团

筹备处独自发起了一次募捐书报转送前方将士运

动.此次征集活动范围为成都市.经成都市内各界

人 士 积 极 支 持 与 踊 跃 捐 赠,共 募 得 书 报 ６ 万

余册[４７].

３．２．２　青年远征军读物征募委员会

青年远征军是由征募的知识青年编组成军,它
较中国其他军队文化水平高,因此青年远征军比其

他军队更需要图书服务.为解决青年远征军读书问

题,由政治部、青年部、宣传部、教育部等机关共同发

起组织成立了“青年远征军读物征募委员会”,号召

社会各界为青年远征军踊跃捐赠图书.此次征书,
计划征募读物十万册[４８].征募活动期限从１９４５年

２月１５日起至３月１５日止.征集方法采取各参加

团体分别办理征集,最后统一交送政治部的方式.
书刊征募标准:“一、国父遗教、领袖议论;二、理论正

确,富于民族意识者;三、足资指导青年思想行动者;
四、能激励青年奋发前进者;五、介绍学术思想和科

学知识者;六、文艺作品”.青年远征军读物征募委

员会要求各位国民党党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教
授、教员、学生等每人捐赠图书一册,出版界每户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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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图书五百册至一千册,人民团体每一单位捐赠图

书一百册[４９].此次征募书刊运动效果明显,至活动

结束时,共征募书刊１３１６１２册,超过计划征集数目

３万余册,另征募到现金３０４２２４元,用此款购买书

籍３３８１册[５０].

３．２．３　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

１９４２年９月２０日,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

总会邀请重庆市内三十余个文化团体代表开会,商
讨扩充军中文化问题.会议决定实施文化劳军运

动,“由国内各对内对外以及军中等文化团体,组成

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由慰劳总会负对外一切事

宜”,以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名义向国内外募集资

金,并决定以１９４２年“双十节”为此次运动正式发起

日期.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８日,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第

一次会议召开,大会推举谷正纲为文化劳军运动委

员会主任委员,温广彝为总干事.除陪都外,其他各

省、市,由该省、市国民党党部邀集当地政府、三民主

义青年团团部、参议会、政治部以及其他有关机关团

体组织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并转令各县一律举

办[５１].文化劳军运动委员会募集捐款总目标为国

币２０００万元,用于置办官兵读物,举办军事简报班,
成立话剧队,购买收音机、电影片、幻灯机、幻灯片等

物品.其中,官兵读物,计划购置３００万份[５２].截

止到１９４３年１２月底,全国慰劳总会共收到全国各

地捐款２２００万元[５３],较原计划多征集２００万元.

３．２．４　战地文化服务处

为使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能增进知识,明了政

治状况、军事发展情形,以及便利征募、运输慰劳物

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等机关特

召集国际宣传处、中央通讯社、军令部、外交部情报

司、交通部、后方勤务部、航空委员会政治部、武汉卫

戍司令部、湖北省各界抗敌后援会、武汉市各界抗敌

后援会等机关、团体,组织成立了战地文化服务处.
战地文化服务处办公地址设在汉口,专门办理征集

和统筹分发各种书报杂志以及其他慰劳物品于各战

区[５４].战地文化服务处于１９３８年７月初开始办公

后,即着手书报征集工作,截止１９３８年８月１５日,
就收到各方捐赠的读物共计２１１４４７５份.其中,书
籍、杂志１２１９４０册,传单、标语等１９８３１４１份,报纸

９３９４份.所征集之读物经审查合格后,通过各军、
师办事处、通信处代运,邮递以及战地文化服务处派

员携书至前线等方式送达各部队[５５].

３．３　为将士印制读物

鉴于前、后方士兵缺乏书籍阅读,１９３９年８月,
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总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中

央团部决定联合编印士兵读物,专供前方将士和后

方荣誉军人(不能再上前线的残废军人)阅读.１９３９
年８月１３日,两团体开始在全国各地报纸刊登启

示,公开向社会征求士兵读物稿件,至８月底,共收

到各类稿件５００余篇,并最终选取«我们的总理»«领
袖抗战言论要义»«三民主义故事集»«民族英雄文天

祥»«日本史略»«咱们也是中国人»等２４篇,编成２４
种小册子,作为“士兵读物”第一辑,并由全国慰劳抗

战将士委员 会 总 会 负 责 印 行.该 批 士 兵 读 物 于

１９４０年２月开始印刷,中途因遭受敌机轰炸、遗失

士兵读物稿３篇等事故,致使印书时间延误,直到

１９４１年才印制完毕,共计印制二十余万册,赠送各

部队[５６－５７].１９４２年２月,全国慰劳抗战将士委员会

总会又选择其中二十种书再版,每种印制一万册,共
印制二十万册,除就地赠送者外,其余十二万册通过

邮局寄往前线部队,供广大官兵阅读[５８].
文化驿站不仅担负着传递书报的功能,也尽力

为前线官兵提供优秀图书.鉴于前线官兵缺乏书

籍,为充实前方将士精神食粮起见,中央文化驿站总

管理处特选择通俗、简易而适合士兵阅读的读物予

以大量翻印.１９４１年１至３月份,仅３个月时间里,
文化驿站就翻印了«整饬军纪加强抗战»等２２种书

刊,共计８０余万册,并通过文化驿站各办事处、分支

站将图书分发到各基层部队[５９].
为解决青年军入营以后书报供应问题,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与青年军政治部为青年军拟定了详细的

书刊发行计划,计划专门为青年军出版简报、周刊、
月刊、画刊、丛书等读物.１９４５年初,军事委员会政

治部及时将青年军１０个师一年内印制读物所需的

油墨、纸张、印刷机、钢板等物品分发到青年军各师

政治部.到１９４５年２月,专为青年军而出版的周

刊、月刊、画刊等已经开始印制,专门为青年军出版

的丛书 (第 一 集)———«青 年 军 的 诞 生»已 经 印 制

完毕[６０].
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鉴于«总理遗教»“卷帙浩

繁,部队官兵苦无时间悉心研读”,特拟订计划,“将
各种遗教撷其精华编成‘提要’”,每一种“提要”以１
万字左右为限度,以便印成袖珍本分发各部队官兵

阅读.到１９４０年,已编印了«孙文学说提要»«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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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提要»«实业计划提要»[６１].

３．４　为伤残军人提供图书服务

社会各界在为前线抗战将士提供图书服务的同

时,也没有忘记在后方的大批伤残军人,积极为他们

提供图书服务.１９３７年,国立中央图书馆与新生活

运动促进会等团体合作,在南京各伤兵医院设立流

动书橱１０具[６２],每具橱内放置图书５０－１００册以

及杂志、画报多种,供伤兵阅读,“每隔相当时间,由
馆中将各医院中所存书橱互相调换,轮转不息,因之

每一伤兵医院长期不感无新书可看之苦”[６３];为响

应江西省立图书馆总馆办事处于１９３９年提出的设

置图书流通处和巡回文库的要求,该馆永新阅览所、
泰和阅览所先后在第１３７后方医院设立巡回文库,
安福阅览所向第１６９后方医院提供大量读物供伤兵

阅读[６４];“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文华图书馆

学专科学校学生巡回文库由服务于一般商家、住户

转向为各伤兵医院的伤兵提供服务,“工作较平时尤

为积极,颇蒙当局好评”[６５];国民党第三残废军人教

养院直属区党部,特地为残废军人创办«锋余旬刊»,
刊物内 容 丰 富,编 排 新 颖,为 残 废 军 人 之 良 好

读物[６６].
全国基督教青年会通过创办伤兵医院图书馆和

创办伤兵医院俱乐部、伤兵招待所并为其配备图书、
杂志等读物的形式向伤兵提供图书服务并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例如,在湖南长沙小吴门外火车东站设

立的负伤将士招待所内备有图书、报纸、地图、标语

等各种读物,在四十九标中央伤兵休养院设立的伤

兵俱乐部内也备有图书、报纸、图表等读物供伤兵阅

读[６７];在确山第三医院设置的伤兵俱乐部内“书桌

上挤满了书报的欣赏者”,甚至在医院病房里,也有

基督教青年会的人员向伤兵提供图书服务[６８].
实践证明,向伤兵提供图书服务,不仅能抚慰伤

兵心灵,更能激励伤兵的抗日意志,“据统计所云,凡
是图书馆的读者,十分之八九都是伤好了再上前线

的”[６９].

４　对国统区战地图书服务运动的评价

４．１　战地图书服务的特点

总体来看,抗战期间国统区战地图书服务具有

以下特点:战地图书服务以某一团体为主导,众多团

体积极配合开展;战地图书服务供给官兵的读物种

类繁多,内容各异,难易程度不一;战地图书服务坚

持对官兵思想政治教育与精神安慰并重,坚持服务

前线部队与后方伤残军人并重.
战地图书服务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离不开社会

各界的鼎力相助.抗战期间,每一个战地图书服务

发起团体通常会得到众多组织、机关、团体的密切配

合.例如,三民主义青年团在为前线征募书报时,中
央日报社、西南日报社、商务日报社、正中书局、拔提

书店等单位都积极协助其征集图书[７０];教育部为响

应文化劳军运动,特地将文化劳军办法转发各级学

校遵照办理.各级学校遵照教育部指令,积极发动

师生捐款[７１];重庆市图书教育用品商业同业公会为

支持全国慰劳总会发起的图书劳军运动,决定对全

国慰劳总会在其会员单位所购书籍在价格上予以折

扣的基础上折上再折[７２];东川邮政管理局为表示对

战地图书服务运动的支持,决定对全国慰劳抗战将

士委员会“寄交驻印国军旧书籍及杂志等件,可按低

廉邮资,作刷印物纳费收寄”[７３].尽管当时国民普

遍贫困,但社会各界群众还是尽可能地为战地图书

服务奉献自己一份力量,他们为战地图书服务运动

捐赠书报、捐助现金.社会各界对战地图书服务运

动的鼎力相助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同仇敌忾的抗日

意志,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民族精

神.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是战地图书服务运动得以

顺利开展的最有力保障.
为广大官兵所提供的读物种类丰富.在读物形

式上,有书籍、报纸、杂志、画报、传单、简报等;在读

物内容上,既有鼓舞士气、宣传抗战的读物,又有孙

中山先生遗著、蒋介石关于抗战的论著以及宣传三

民主义思想,对官兵进行政治教育的读物,还有笑

话、小说、剧本、歌集等休闲娱乐类读物;在读物难易

程度上,既有较深奥的专业性读物,也有识字课本等

较浅显的读物.在服务对象上既有前线浴血奋战的

官兵,也有在后方医院接受治疗的伤兵和荣誉军人.

４．２　战地图书服务的意义

通过实施战地图书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

政府对军队图书服务投入的不足,为各级指挥官提

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强化了对官兵的思想政治教

育,丰富了官兵的业余生活,抚慰了官兵孤寂的心

灵.官兵在阅读后称赞道:“得此充肠美味,士气益

雄,抗战前途至深利赖”[７４].同时,通过实施战地图

书服务,也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各单位为了如期、
如数地完成书报征集任务而向广大民众所进行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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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书服务宣传,实际上也是一次难得的抗日宣传

和爱国主义宣传.通过战地图书服务宣传,使得广

大民众进一步明确了抗战的意义所在,激发了广大

人民群众的爱国情怀.此外,通过实施战地图书服

务也拉近了中国军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距离,使得

军民关系更加融洽.例如,曾经接受过图书服务的

伤兵返回前线后还经常写信到伤兵医院战时图书

馆,向图书馆工作人员诉说他们以前在图书馆所得

的好处[７５].

４．３　战地图书服务的不足

抗战期间,国统区战地图书服务运动虽然取得

了一定成绩,但是,与世界上战地图书服务发展成熟

的国家相比较,我国的战地图书服务还很不成熟,战
地图书服务对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效果还很有限,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战地图书服务还主要

停留在征集或编印图书慰劳抗战将士这一初级阶

段.许多提供战地图书服务的单位只是将图书运送

到前线部队和后方伤兵医院官兵手中就算完事,由
于缺乏图书馆学专业人才,无法继续向广大官兵提

供图书分类、编目、典藏、借阅等专业服务.抗战期

间,有识之士曾呼吁政府与社会加强战时随营图书

馆建设,但是由于经费、专业图书馆员缺乏的缘故,
战时随营图书馆在前线部队鲜有设置.而在美国,
战地图书服务不仅为将士征集书籍杂志,也大量建

设军队图书馆.据估计,到１９４４年２月,在美国大

陆的军队图书馆多达２０００个,在美军驻海外基地还

有相当比例的军队图书馆.美国军队图书馆除向官

兵提供图书馆的一般服务项目外,还提供录制品播

放与出借、举办书谈会(presentbooktalks)、颂读剧

本(readplays)等多项文化活动[７６].在服务对象上,
美国战地图书服务的对象较中国战地图书服务的对

象广泛,如“胜利图书运动”除了向美国士兵、水手、
海军陆战队员提供服务外,还向被关押在德国、日本

的美军战俘提供图书,甚至向被关押在美国的德国、
日本战俘提供图书和影像资料[７７].在服务理念上,
美国战地图书服务也较中国战地图书服务超前.例

如,战时图书委员会在为军人选择图书时,不仅考虑

到军人的思想教育与休闲娱乐,更考虑到战后行业

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为军人选择更多教育性与技术

性书籍[７８];其次,从社会各界所征集图书并非专门

为中国军人所编著,加之所征书籍种类繁多,内容难

易程度不一,致使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适宜官兵阅

读.尽管在美国也同样存在从社会征集图书不适宜

官兵阅读的现象,如两次“胜利图书运动”所捐赠的

图书就有４０％以上被认为不适宜军人阅读.但是,
美国通过大量为军人编印图书,以弥补从社会所征

集图书不适宜官兵阅读之缺陷.例如,１９４３年秋至

１９４７年秋,仅“军队版本”公司就发行了１３２２种图

书,总计高达１２２９５１０３１册[７９].相反,当时我国人

民普遍贫困,各战地图书服务团体很难筹集到大量

现金用于编印适宜官兵阅读的书籍;第三,部队官兵

文化水平普遍低下,降低了战地图书服务效果.根

据１９２５年的统计数据,文盲在中国社会人口中所占

比例高达８０％[８０],而我国军队士兵皆来自于这样的

社会人口,由此可以推知当时军队中文盲众多.军

队中存在着太多的根本没有阅读能力的文盲,这极

大地影响了战地图书服务的效果;第四、就中、美两

国图书馆协会在战地图书服务上的作为而言,中华

图书馆协会所做的工作也远不及美国图书馆协会.
如前文所述,美国图书馆协会是开展战时图书服务

的一个重要组织,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开展战

地图书服务,为美国军队募捐到大批图书,为战地图

书服务运动筹集到了大笔资金,并建设了一批军队

图书馆.中华图书馆协会为抗战事业也做出了一定

贡献,如在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间,对我国图书馆、教育文

化机关在抗战期间的损失情形作了详细调查,并编

纂了相关调查报告以揭露日军所犯下的罪行[８１];在

１９３９年召开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四次年会上,提案

在西南及西北各主要县(市)成立图书馆(站)以灌输

民族意识,发扬抗敌情绪,并提案由中华图书馆协会

负责编订完备之抗战文献目录[８２];在１９４４年召开

的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六次年会上,提案中华图书馆

协会应如何着手准备,一旦抗战胜利立即向日本索

赔其对我国图书、文物所造成之损失[８３].但是,中
华图书馆协会作为当时国内图书馆界唯一的全国性

组织,在战地图书服务方面却少有作为.早在１９３８
年,方振武就建议,“由政府协助中华图书馆协会,组
织全国战时图书馆服务委员会,策动全盘工作,筹划

经费,征求图书,训练服务人员,建立与各方面密切

的合作关系”[８４].但是,国民政府从未向中华图书

馆协会资助过组织全国战时图书馆服务委员会的专

项经费,全国战时图书馆服务委员会也未组织起来.
抗战期间国统区的战地图书服务运动既取得了

一定成效,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它所取得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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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与教训,值得我国当代战地图书服务提供者所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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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ringtheAntiＧJapanese War,itwasdifficultfortheNationalistGovernmenttoprovide
bookservicesforthearmy,becauseoffinancialdifficultiesandheavylossesofbooksinthewar．Underthe
influenceofsuccessfulbookserviceinforeigncountriesandundertheappealsofmenofinsight,someorＧ
ganizationsundertooktheobligationsofbookservicesfortheChinesearmy．BookservicesforChinesearmy
enrichedsoldierssparetimeandintensifiedthepoliticalandideologicaleducationforsoldiers,thuswere
goodforimprovingChinesearmyscombatcapacityandpavingthewayfordefeatingtheJapanesearmyulＧ
timately．Buttocomparewithcountrieswhichhadadvancedbookservicesforarmy,theChinesebookservＧ
icesforarmywereveryimmaturethusonlyprovidelimitedhelpforimprovingChinesearmyscombatcaＧ
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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