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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 的图书馆生涯、著述与贡献

□刘瑞忍∗

　　摘要　李文 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曾任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期刊组组

长兼阅览组组长、河北省教育厅督学兼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馆长、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馆长、«图书馆学季刊»编辑等.他精通馆务,著述丰富,在目录编制、阅读推广、学术机关调查、版

本与书籍装帧研究、儿童图书馆与小学图书馆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作出

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李文 　图书馆学家　目录　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分类号　G２５９．２９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９．０４．０１４

　　李文 (１９０２－?),又名文绮,字翰章,笔名引玉、
冷衷、李冷衷、绮生、慕紫[１]、梅心、飞归、梅子等,室名

冷雪盫(庵)[２],英文名为 V．C．Lee[３]、W．C．Li[４]、Li
Ven－Chi[５],河北大兴(今属北京)人,是民国时期著

名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６].李文 先后任职于京

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１９２８年１０月改名为北平北海

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

馆,擅长目录编制、阅读推广和图书馆管理.他曾任

河北省教育厅临时嘱托图书馆视察员、河北省教育厅

督学兼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馆长、北平市立社会

教育人员养成所教职员、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

馆长,视察图书馆工作,积极推动民众教育.他还兼

任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编辑、«图书馆学季刊»编
辑、北平图书馆协会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等,处理图

书馆协会事务.李文 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做出

了重要贡献,但目前学界尚无专文梳理其图书馆生

涯、著述与贡献.为此,笔者广泛查考史料,以总结李

文 对中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１　李文 的图书馆生涯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李文 到京师图书馆工作[７].据

谭新嘉的«梦怀录»明确记载,“十一月一日,同事京

兆李翰章君(文 )来馆”[８].他做过整理旧书、编制

书目和阅览室轮值等工作.１９２５年１１月,教育部

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成立国立京师图书馆委

员会,聘梁启超、李四光为正副馆长,拨京师图书馆

原有职员之一部组织国立京师图书馆筹备处.后教

育部因政局多变难以履约,原定计划中的图书馆暂

由董事会独立进行,于１９２６年３月成立北京图书

馆[９].李文 是当时调拨的京师图书馆原有职员之

一.１９２７年７月[１０]至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１],李文 在北

京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担任采访科科员.
１９２９年８月,国立北平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

馆合并,合并后馆名仍为国立北平图书馆,李文 担

任编纂部中文编目组组员,兼期刊部中文期刊组组

长[１２].１９３１年２月,“阅览组组长梁君金林改就安

东电灯厂事,请停薪留资.所遗组长,改聘李君文

兼任”[１３],李文 一度身兼三职[１４].
１９３２年,“河北省教育厅近为改进全省图书馆,

拟先从调查入手,已与国立北平图书馆商订双方合

作办法,由该图书馆指派专员,教厅给与旅费”[１５].
２月２０日起[１６],河北省教育厅派本厅临时嘱托图书

馆视察员李文 前往视察法商学院图书馆等４０多

处图书馆(部)[１７].５月２０日起,教育厅分批抄附李

文 视察东光县通俗图书馆等办理情形报告及改进

意见,对于符合要求的图书馆(部)进行嘉奖,对于存

在问题的图书馆(部)饬令遵照视察意见办理[１８].
同年的６月１３日,河北省教育厅委任李文 以

督学兼省立实验乡村民众教育馆馆长[１９].李文

积极整顿一切,发展各部事业,改善图书部以便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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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本年暑假,“省教育厅为增进省县社教机关及

院校图书馆服务人员应用之技能”,开办暑期社会教

育讲习会,以图书馆学为主科.李文 、于震寰作为

社会事业专家,担任图书馆学课程讲师[２０].９月１２
日,民众教育馆馆长一职由教育厅秘书孙希榘暂行

兼代[２１].李文 离职,担任民众教育馆馆长只有三

个月的时间.李文 还担任过省教育厅民众教育委

员.１０月２４日,河北省举行义务、民众教育委员会

联席会议,李文 作为特聘委员出席会议[２２].
可能由于事务过于繁忙,李文 在北平图书馆

的职务开始减少.１９３１年７月至１９３２年６月,李文

不再担任中文编目组组员,只担任中文期刊组组

长兼阅览组组长[２３].至迟在１９３２年１１月,李文

不再兼任中文期刊组组长,只担任阅览组组长一

职[２４],直至１９３５年６月底请假,离开国立北平图书

馆[２５－２６].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期间,李文 还兼任

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编辑、«图书馆学季刊»编辑、
北平图书馆协会监察委员、执行委员等.

１９３３年６月,李文 毕业于私立中国学院专门

部商科[２７].１９３５年７月至１９３７年８月,北平市政

府向北平图书馆借调,聘请李文 担任北平市立第

一普通图书馆馆长[２８].１９３７年６月,教育部为训练

各省市办理民众补习教育干部人员,并了解各省市

推行民众教育的情况,在南京举办民众补习教育干

部讲习班[２９].李文 被北平市社会局选定为北平

市赴京 民 众 补 习 教 育 干 部 受 训 人 员,学 习 一 个

月[３０].８月,“馆长李君文 一度调长第一社会教育

区民众教育馆,益著声誉.卒以图书馆界需人,未及

逾月,又复原任”[３１].１９３７年９月至１９４２年９月,
李文 仍任第一普通图书馆馆长[３２].９月,李文

辞去馆长职务,后逐渐淡出了图书馆界.

２　李文 的著述成就

２．１　目录索引编制

李文 是民国时期目录编制的重要实践者.他

独自或与人合作完成的多种目录,在当时乃至今日

都有一定影响.
２．１．１　«鲁迅先生著述考略»等论著目录的编制

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２５年,鲁迅先生任教育部社会教育

司一科科长、教育部佥事,分管博物馆、图书馆等文化

艺术事项.他热衷启蒙教育,关心图书馆建设,常去

京师图书馆、图书分馆和通俗图书馆公干、访友和借

还图书.«鲁迅日记»与«鲁迅书信集»中多次述及他

与图书馆的不解之缘.李文 深情回忆,“民十三四

先生任职京曹,名未大著之时,尝至京师图书馆披阅

旧籍,时余典善本及四库,以故与先生颇稔,南下之

后,迄未往还,深悔当时未能多亲其謦欬也”[３３].
１９２６年,台静农曾编有«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

册,书末有景宋(许广平)的«鲁迅先生撰译书录».
后来«三闲集»出版,附鲁迅自撰译著书目.数载以

还,鲁迅先生译著益勤,月有新刊,李文 久思编一

详目并各撰提要,以饷嗜读先生之文者,然未能如

愿.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１９日,鲁迅先生逝世,全国各界

纷纷追悼哀思.李文 惊闻噩耗,１０月２１日编«鲁
迅先生著述目录»,２３日在北平育英电台播讲“鲁迅

之生平及其著述”,２７日撰悼文[３４],２８日辑«鲁迅笔

名补志».“鲁迅先生所用笔名甚多,二十一日本报

教育界所著录者凡五十八”[３５],«鲁迅笔名补志»补
录笔名２５个,为随后出版的多种鲁迅笔名录所采

用.李文 借助电台、报刊等大众传媒,介绍鲁迅生

平著述,研究鲁迅笔名,不仅为热爱鲁迅先生的读者

所乐见,也是对鲁迅先生很好的纪念.
１１月１日,在«鲁迅先生著述目录»的基础上,

李文 重新编订«鲁迅先生著述考略»[３６].«鲁迅先

生著述考略»收录了鲁迅的文艺论述、小说、杂感、随
笔、诗、文等各种著述７２种,并附未印稿７种,关于

先生的评传８种.书籍一般标有著译者、出版时间、
出版单位、简介,未经眼的书籍注明“未见”,与他人

共同著译的则注明其所著译篇章.该书目明切适

用,按体裁分类的方法人们至今仍在沿用.同时期

关于鲁迅著作的书目还有«鲁迅译著书目»[３７]、«鲁
迅著译编目»[３８]等,但或分类欠妥,或比较简略,有
的仅标有书名、出版社,有待完善.«鲁迅先生著述

考略»后来被沈鹏年辑«鲁迅研究资料编目»(１９５８
年)、北京图书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合编

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１９８２年)等多种目录索引

收录,成为研究鲁迅的重要参考资料.
李文 善于结合工作实际编制各种书目.故宫

博物院图书馆藏有日本柽荫生尚真的«医籍汇刻目

录»写本,１９２８年春袁同礼先生嘱托李文 影写一

部,置于国立北平图书馆.李文 利用夏日余暇续

补若干种,并取馆内外藏书校勘,编就«医籍汇刻目

录续编»[３９].他在电台进行读书指导播音,经常将

讲述的书目发表于«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如«年
鉴举要»[４０]、«旅行近郊名胜参考书述略»[４１]等,进一

步激发市民的阅读兴趣.李文 所编书目范围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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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著录较全面,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书目涉及医

学、体育、地理、新闻学、修辞学、年鉴、年俗、高考、中
日问题、儿童图书馆、课外阅读等诸多专题.他与于

震寰合编的«中国体育图书汇目»[４２]收录了我国古

代至１９３３年出版的中文体育图书８１０种(含体育杂

志).他编制的«四库著录河北先哲遗书辑目»[４３]收

录河北人著述２６７种,可供河北设馆修志时查检,便
于河北各图书馆购藏地方文献,是“民国时期具有一

定价值的‘四库学’论著或工具书”[４４].

２．１．２　«中国定期刊物调查表»等期刊目录的编制

中华图书馆协会自成立之初,就十分重视调查

事业,开展了图书馆、书店、定期刊物、善本、版片、永
乐大典等多项调查.期刊调查被视为一项重要的调

查事业,在协会年度报告、年会报告、会报上持续发

布调查进展及成果.协会第六年度报告称,“新兴学

术之创立,与夫一般学者之心得及讨论,多藉期刊为

发表之地,官厅政令,亦藉期刊公布.故期刊实为合

于时代之重要参考物,本会会员,多愿于此方面协助

调查之工作,如李文 君”[４５].协会第八年度报告,
“我国期刊出版日繁,书店目录,尚缺完善总目,故期

刊之订购为各图书馆最感困难之事,自民国十六年

本会即有期刊调查目录,逐期刊于会报中,足资各图

书馆参酌之需”[４６].
民国时期,期刊种类繁多,由于时局动荡、经济

困难等原因,中途停刊者也多,所以编纂一种相对完

备的期刊目录颇不容易.１９２７年４月起,李文 作

«中国定期刊物调查表»(五续时,名为«中国期刊调

查表»)[４７],分期刊载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该

目录按刊名首字笔画排序,共收录期刊９５７种(含３
种改名期刊),刊载了期刊名称、主办单位、出版处地

址,不仅有利于图书馆采购、交换或函征期刊,而且

有利于读者检阅.«中国定期刊物调查表»著录期刊

多,发表时间早,比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出版的«北平各图

书馆所藏期刊联合目录»[４８]早两年多,是笔者目前

知见的我国最早的全国性期刊目录,具有一定的开

创意义.
１９３０年,李文 作«中国政府出版期刊调查

表»[４９],收录期刊２５７种,比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

国际交换处所编«中国政府机关刊物目录»[５０]著录

的定期刊物,多１７０余种.他又辑两种标准目录«现
代图书馆应备之日文期刊目录»[５１]、«图书馆最低限

度应备之期刊目录»[５２],均采用刘国钧的«中国图书

分类法»排列,是图书馆采访之指南.此后中华图书

馆协会继续期刊调查,陈丽泉编«二十年度新刊中国

期刊调查表»[５３],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期刊组编«中
文期刊生卒调查表»[５４]等.何多源的«中文参考书

指南»收录了李文 的所有期刊目录,并认为国内出

版的期刊目录虽多,但类多简略,以中华图书馆协会

所编者最详备[５５].
２．１．３　«全国日报调查录»及印谱目录的编制

１９３６年,李文 编«全国日报调查录».“著录

日报名称之书,向无专册,迩来虽有燕京大学新闻系

编印之中国报界交通录,及中委会宣传部编印之全

国报纸及通讯社一览,要皆出版于四五年前,而国内

期刊之兴灭无定,除少数持久之日报外,早与事实不

符矣”[５６].该目录以１９３５年１２月终尚继续出版者

为限,按地区排列,著录日报名称、详细地址,为用至

便.凡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及国立北平图书馆

入藏者、«中山文化教育馆日报索引»取材者均采用

不同符号分别标明,“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日报联合

目录的作用”[５７].
李文 自幼嗜治印,对于治印工具则处处留意.

他收藏印谱数十种,经眼于各图书馆、书店、公私藏

书目 者 尤 多.１９３３ 年,李 文 编 «知 见 印 谱 录

目»[５８],初发表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后由北平

青梅书店印行,书名«冷雪盫知见印谱录目».该目

录收印谱４６８种,为印人希踪往哲,进行篆刻艺术研

究和创作提供了宝贵资料.陆述文认为“斯目掇列

不尠,受识良多,惟舛误未免”[５９],作«冷雪盫知见印

谱录目读校记».
汲古阁,是明末清初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毛晋的

藏书楼,也是刻书的名号.“它不仅以富藏宋元秘籍

而闻名于世,还以刊刻流布珍帙而彪炳史册”[６０].
毛氏藏书印名扬天下,数量众多,篆文精美.最耐人

寻味的是一方朱文五十六字大印,“赵文敏公书卷末

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

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苟归他室,当
念斯言,取非其有,勿宁舍旃”[６１],表达了毛氏希望

子孙读书、守书的拳拳之情.李文 经眼的毛氏藏

书甚多,择其印章能记忆及摹画入册者２８方,辑成

«汲古阁藏书印»,著录其颜色、款式、印文、尺寸.它

是搜寻汲古阁藏书的一个依据.
２．１．４　北平文化学术机关指南的编制

１９３３年,李文 编«北平学术机关指南»[６２],收
录学会２５个、研究院８个、博物院及陈列所７个、图
书馆３３个、大学及专科学校２７个,补遗５个,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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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机关共１０５所.文化学术机关大都注明地址、
电话、沿革及成立年月、组织、现在概况、将来计划、
负责人等.学校还注明毕业年限、投考资格、投考手

续、纳费.著录的详略取决于调查时所供给材料的

多寡.该指南是国内外人士咨询寻检北平学术机关

的重要工具书.
北平学术机关屡有变迁,尤其是卢沟桥事变后,

许多文化学术机关相继停顿或南迁,李文 因致力

于图书馆事业无暇重订.日本文化特务武田熙早在

事变前就调查北京文化学术机关及学者略历,事变

后又重新调查,图谋日伪文化建设.两人都有编订

指南之志,相约合作.１９４０年,李文 、武田熙合编

的«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６３]由新民印书馆出版.
此书分文化机关、社会教育、学校教育三篇,计收文

化学术机关１１００多个(含存目),并附录行政机关职

务表、文化学术界名人录等.对于«北平学术机关指

南»曾收录的当时已停办的机关,仍依类存目,标注

其在原书中的页码.«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和
«北平学术机关指南»对照,反映了北平教育、文化、
学术机关的变迁,揭示了日本侵略者对北平文化教

育的破坏和统治.
１９２７年至１９４０年间,李文 独立编辑或与人合

编的目录、索引和指南,仅目前所知已逾３０种,在目

录索引编制实务方面经验较多.虽然遗漏谬误在所

难免,但瑕不掩瑜,这些目录索引为专题研究提供宝

贵资料,是图书馆采购、编目的重要参考,也是便利

读者查检的工具.
２．２　专题研究

２．２．１　古籍的辑录整理

１９２７年,李文 辑«漱玉集»五卷[６４].收文５
篇、诗１８首、词７８首,前有黄节序、引用书目、易安

居士像和易安居士年谱,末附辩诬、轶事、诗词话、题
咏.李文 广收博采,然失之芜杂,多误收之作.

１９２９年,李文 编«李易安年谱»[６５],除年谱外,还评

述其早期和后期的词创作.
１９２９年,李文 辑«士礼居藏书题跋补录»[６６].

黄丕烈是乾嘉时期的著名藏书家、文献学家,室名

“百宋一廛”“士礼居”.他精于校勘和版本目录之

学,喜为藏书写跋,其题跋极富才情学识,是研究中

国古典文献的重要资料.１８８２年,清潘祖荫辑«士
礼居藏书题跋记»６卷.１９１９年,缪荃孙、章钰、吴昌

绶辑«荛圃藏书题识»十卷、«补遗»五篇.李文 辑

«荛圃藏书题识»未收黄跋２８篇,包括对３部宋刻

本、６部影宋校宋本及十几种旧抄、明刻本的题跋,
所题这些书多为秘笈[６７],承多家之后能搜集成册,
实非易事.其中２６篇为１９３３年王欣夫辑刻的«荛
圃藏书题识续录»所收,其余２篇«谗书»和«淮海居

士长短句»已见于«题识»,唯«题识»所收稍有讹脱,
重录后予以纠正[６８].

２．２．２　书史与版本的相关研究

“吾国书籍之装订,极尽实用与美术之能事.藏

书家每多鉴赏版刻,而略其装订;故专记装订之衍

变,可著见于藏书录中,及其他典籍者绝少”[６９].于

是,１９２９年李文 撰«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专论装

订.该文旁征博引,以时代为经,以其变迁为纬,系
统论述了唐及唐以前的韦编、丝编、卷轴、旋风装,宋
至逊清的蝶装、包背装、线装,晚近的线装、平装、精
装等装订形制之衍变.文章还介绍了毛装、和装、高
丽装、帙及四种函的制法,并着重论述装订术,如镶

衬、包角、订线、书衣等.该文论述较为全面,后被卢

震京的«图书馆学辞典»(１９５８年)、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目录学教研室编的«中国书史参考文选»(１９８０
年)、乔衍琯和张锦郎编辑的«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

集»(１９８２年)、谢灼华主编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

(修订版)»(２００５年)等百余种书刊引用,是研究中

国书史和出版史的重要论文.
读书治学,查阅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研读精校

精注本,往往事半功倍.１９３１年,李文 著«板本名

称释略»[７０],按写本———抄本、拓本、刻本、以书籍之

内容名者分类排列,载版本名称６５个,并录同类版

本名称５个,别名１４个.该文对版本名称的解释清

楚明了,是辅助古籍编目的工具书.

２．２．３　目录学与索引学的探讨

李文 对分类编目十分重视.江南某图书馆(即
国立中央图书馆)拟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为
适于国情变动一小部分,并欲用数字代替该分类法大

纲中的字母.图书馆当局嘱其友拟方案,李文 特意

写了«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而以数字易字母»,
以作推广[７１].中央图书馆制定中文图书编目规则,颇
为详备,李文 特摘录«中文图书编目著者项之著录

法»,以供从事图书馆编目者参考[７２].
李文 对于如何编制论文索引有自己的独特见

解.«编辑期刊中论文索引之意见»[７３]认为,编辑期

刊论文索引是研讨学术的一种实用工具,应以中华

图书馆协会为主导,编辑全国图书馆所藏期刊联合

目录.其后作者介绍了联合目录的编制方法,并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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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两种索引的编纂程序,即学科论文索引和全部索

引之编纂.文章突出强调了联合共作的意义,认为

联合编制索引更经济,编制的索引也更完备,全国各

图书馆、某地各图书馆或一个图书馆中两人以上分

头编辑的索引内容相关的,都可以合作.正如熊静

所言,“虽然这篇文章没有提出过多具体的措施,但
是其首先注意到期刊联合目录及索引编纂的重要

性,这是十分有远见的”[７４].

１９３７年,李文 著«献给论文索引编者»[７５],对
论文索引编者提出五个建议,即慎选择、重合作、明
收藏、注页数、精校勘.李文 认为论文索引著录以

精详适用为贵,应观原文鉴别而后定,切不可以目录

互制,而谬误百出.索引的功用,在于备检,所以收

藏地著录明晰,其功效逾于出版处所之明晰.在卷

期后注明页数起讫,易于读者检索,推测质量之多

寡.著录手续繁琐,错落机会亦多,校勘必不可少.
李文 能从读者使用的角度,指出著录收藏地的重

要性,于著录方法上有创见,这是难能可贵的.

２．２．４　小学图书馆与儿童图书馆研究

１９３０年,华北教育会为小学教师开设暑期学

校,每周有学术讲演会.李文 应约讲演,归后将讲

演整理成篇,著«小学校与图书馆»[７６].文章开篇强

调,小学教育要采用设计式、道尔顿制,就应有参考

备检的图书,就必设小学图书馆.教师可以利用学

生的求知欲,讲演故事和图画、音乐书籍,诱导学生

到图书馆主动阅读.小学设图书馆益处很多,学生

可以发展个性、养成读书的好习惯、陶冶性情,教师

可以获得新教学法的良好工具、减轻训育事务,便于

自修与参考.李文 贴近现实,有的放矢,宣传小学

设置图书馆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益处,不失为一篇好

的讲演稿.
北平市暑期小学教员讲习会,１９３５年设有儿童

图书馆管理法一科,李文 应约讲演.因时间所限,
讲演时多授具体方法,不尚理论,曾印发讲演大纲给

听众,后刊于«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儿童图书

馆管理法讲演大纲»分三个部分,讲述了儿童图书馆

的意义及其功效、儿童图书馆管理、儿童阅读指导.
其中,对儿童图书馆管理着墨最多,列举了图书选

择、图书订购与登录、分类、编目、图书陈列与流通的

方法,令人一览便知儿童图书馆管理大略.关于图

书选择的原则,如“使儿童精神愉快且可增进其生活

力;能引起儿童之自然兴趣;可养成儿童之记忆想象

及推理力”[７７],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文末附

关于儿童图书馆之论著举要,供读者参阅和自修.
«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６年曾设“儿童图书馆专

号”,李文 的«儿童图书馆经营与实际»一文即为其

一.文章以公共儿童图书馆为研究对象,先分析公

共儿童图书馆与小学校儿童图书馆的异同,接着讨

论阅览室中装饰品、色泽与光线、书架等设备问题和

借阅书籍的一般办法.然后重点论述阅读指导,其
方法有中心陈列、讲演故事、活动展览等,并以北平

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儿童阅览室为例详细介绍儿童

读书会.最后强调儿童图书馆与学校合作,设分馆

或巡回文库以推广事业.该文“以实际情形而申

论”[７８],对儿童图书馆经营具有指导意义.

２．２．５　阅读指导及图书馆的作用研究

«立言画刊»是民国时期一种深受读者欢迎的通

俗刊物[７９].读书指导一栏,特请李文 担任撰述,
指导读书的切要问题,提升市民阅读能力.李文

曾发表数篇读书指导文章,有读书方法的指导,如
«关于“朗诵”问题»[８０],以十几年前小学教学重视诵

读法和现在的情况对比,以美国儿童图书馆和我国

上古时代提倡儿童诵读为例,反复强调诵读的重要

性.文末还推荐去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新书柜取阅

«朗诵法»一书.也有读书范围的指导,如«中学生课

外阅读问题»[８１].李文 反对中学生看缺少营养的

“禁书”或“准禁书”,提倡教师指定参考书,学生根据

指定参考书,运用专科目录,利用图书馆进行课外阅

读.在读书指导一栏,李文 还解答读者一切关于

读书问题的咨询,如“练习钢琴何书可阅”“指导写篆

字的书籍”之类.这对于阅读推广是大有裨益的.
应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北平分会之邀,１９３７年

李文 讲述«科学与图书馆»[８２]问题.他认为,研究

科学需要图书馆,因为图书馆不仅有丰富的科学书

籍,还有专门为研究科学设置的科学图书馆,编印的

各种科学目录索引,举办的各种科学展览等.图书

馆学是一门科学,图书馆内容是科学化的,图书管理

也是科学化的,如图书馆建筑及设备、分类编目、馆
员训练等,都要注重原理之探讨、系统之研究.最后

作者总结了图书馆在科学化运动中的作用,欲求科

学民众化和民众科学化,图书馆是最有力的运动者

和推动者.该文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第一篇专门讨

论图书馆与科学化运动关系的文章.
２．３　对民国期间图书馆事业发展状况的研究

２．３．１　对蓬勃发展的图书馆事业的记录

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３７年之间,出现了２０世纪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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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发 展 的 第 一 次 高 潮———新 图 书 馆 建 设 的 高

潮[８３].１９３５年岁首,李文 著«一年来的中国:图书

馆事业之回顾»(目录页题名«一年来中国图书馆图

书馆事业之回顾»)[８４],综述１９３４年我国图书馆事

业所取得的可喜成绩.文章从新建筑之图书馆、新
兴图书馆、图书馆之展览会、图书馆教育、图书馆事

业之考察、国际图书馆事业之参加、图书馆学之著述

七个方面进行阐述,并举显著事例,使读者全面了解

一年来图书馆事业的进展.１９３６年元旦,李文 又

作«一九三六年中国图书馆界之展望»[８５],回顾１９３５
年县市乡镇图书馆增多,西北及边疆图书馆逐渐发

达等情况.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全国图书馆在“质”
的方面力求增加;视图书馆为学术机关,一切须专业

化;民众教育馆图书部应独立发展;各地协会应为各

图书馆的咨询机关;省市县立图书馆对于区内图书

馆应负辅导任务.这些建议,是图书馆谋求更大进

步的良方.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的读书指导播

音工作堪为典范,«一年来“读书指导”播音事业述

略»[８６]记述了该馆的播音题目、播音工作的程序和

方法,是对民国期间读书指导播音工作的总结.时

局动荡之际,回顾图书馆事业的点滴进步,展望图书

馆界未来,可以激励图书馆同人砥砺前行.
１９３６年７月,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三届年会在青

岛举行,李文 对年会概况进行了系列报道.«写在

本届年会之前»[８７]系李文 感慨盛会难逢,为年会

建言之作.李文 认为图书馆同人应注意四点,年
会议决案应切实推行,图书馆应更好地服务于民众,
注重民众图书馆人才培养,翻印书籍的字体和版权

问题.«中华图书馆协会本届年会预报»[８８]介绍了

协会和前两次年会的概况,以及京平执委会议.南

京附近执委议决本届年会的日期、地点、筹备委员及

论文委员会,北平执委议决年会职员案、出席会员注

册案.文章还预报了会期内之展览、民众图书馆讲

习会、会罢游览名胜、编印赴会指南情况.李文 的

年会预报,虽然取材于执委会议,会议内容稍后也发

布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但发表于销量巨大

的«世界日报»副刊,仍有重要意义,可以引起普通民

众对图书馆协会及本届年会的广泛关注.«写在第

三届年会之后»则详细记录了开幕典礼、讲演会、议
决案、闭幕式、参观城乡建设、游览等全部过程,以供

未能与会者一览.“大会期间,由年会办事处假青岛

时报副刊栏,编印联合年会专刊,凡四日,始自二十

日迄二十三日.除论文演词外,会中消息、议事日

程,无不刊载”[８９].但本届年会后并未像前两次那

样编印年会报告,所以这篇纪事是研究第三届年会

的重要资料.

２．３．２　对有代表性的图书馆的介绍

李文 十分注重介绍图书馆的近况,以宣传图

书馆资源与服务,促进图书馆事业发展.１９３１年６
月２５日,国立北平图书馆举行落成开幕典礼,«国立

北平图书馆新筑落成开幕记»[９０]如实记录了开幕的

盛况.先是馆长蔡元培主席报告,略述本馆成立经

过,并介绍建筑的三大优点.继由教育部代表蒋梦

麟等致辞和演说.致辞强调了图书馆在文化传承发

展和民众教育中的作用,是不可多得的原始资料.
１９３２年李文 视察河北省四五十处图书馆,历

时三个月,颇有成效.他不仅当面指导图书馆工作,
把视察结果报告于教育厅,还著文介绍河北省图书

馆的概况.«河北省立三学院图书馆视察记»[９１]介

绍了河北省立工业学院图书馆、女子师范学院图书

馆和法商学院图书馆概况,先简述沿革与现状,后依

次介绍其组织与经费、书籍之征购与登录、分类与编

目、藏 书、阅 览 及 参 考.«河 北 省 立 图 书 馆 视 察

记»[９２]则介绍了河北省立第一图书馆和第二图书馆

概况.随后,李文 “翻检日记,沿途舟车所至,难免

考风问俗之举,次及文化交通,亦有著录.遂略事抉

择,仍以各图书馆视察之概况为经,旁及闻见为

纬”[９３],著成«河北全省图书馆视察记».该文记述

了津浦铁路沿线、平汉铁路沿线和北宁铁路沿线４０
处图书馆(部).这些视察记如实反映了河北省图书

馆现状,为教育厅改进图书馆事业和举办巡回文库

提供了依据,便于各图书馆间相互学习、分工合作.
此外,李文 还编有«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概况»[９４],发表于«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文章分８
小节,介绍了该馆沿革、组织、藏书、目录、阅览、编纂

及出版、推广事业、附设事业等情况,其中阅览服务、
推广事业较为先进,值得他馆借鉴.该文附录本馆

规则、现任职员表、１２幅照片、１幅平面图后,又由北

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印行,是研究首都图书馆历

史的必要资料[９５].

３　李文 对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３．１　勤奋努力,在平凡的图书馆岗位上绽放光彩

从１９１８年到１９４２年,李文 为图书馆事业奉

献了２４个春秋.１９３５年以前,他所担任的都是图

书馆的普通岗位.但李文 勤勤恳恳,认真对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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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工作,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凡的业绩.
洪杨之乱,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毁失大半.

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张宗祥发起并主持补抄文澜阁四

库缺简书.１９２４年２月,在北平据京师图书馆文津

阁本抄补的写生达２１０多人,李文 (文中为“绮”)
任校对、绘图、篆隶.水灾兵祸相继,而诸员始终不

懈,预计三年的工作两年完成[９６].如今文澜阁四库

完善无缺,张宗祥等发起人功莫大焉,埋头抄写校对

者也在«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在事诸员姓氏录»上永

留其名.
晚清王彦威辑录光绪元年至三十年外交史料,

其子王亮续辑光绪三十年至宣统三年外交史料,并
校雠整理.清季外交史料卷帙浩繁,王亮身处乱世

难以一己之力整理出版,于是委托北平北海图书馆

代为编纂.杨鼎甫和李文 担起整理重任,在王亮

拟定的编纂方法的基础上,以图书馆学者的视角,公
决出更加科学合理的编纂规程１０条.１９２８年夏两

人开始编纂,校勘、撰题、补抄、分卷、写目片、编制分

类目录等工作十分繁重,仅校勘撰题就费时８个月.
１９３４年,«清季外交史料»全部刊行完毕,在全国产

生了巨大反响.王彦威、王亮父子和杨鼎甫、李文

等专家学者,为外交维国权纾国难提供资料,“为学

术界充分利用清末光宣两朝外交史料以进行史学研

究,做出了重要贡献”[９７].
国立北平图书馆一直秉承为社会教育服务、为

学者提供便利的宗旨.作为阅览组组长,李文 竭

力做好读者服务工作.以云南文献学家、藏书家方

树梅北游搜访滇南地方文献为例,１９３５年２月１
日,“到国立图书馆访馆长袁守和不遇,馆员李翰章

(文绮)接见参观.”２月１９日,“上午十一时到国立

北平图书馆访馆员李翰章,办特别阅览券,到善本书

室内编杨文襄公«石淙汇稿»及保山张禺山之«升庵

选七言律»、«戊己吟»诸集提要,李馆员通融办理.
午后六时,送券至.”其后,方树梅多次到北平图书馆

阅书.４月２日,“到图书馆访股长李翰章,托抄杨

文襄公之«宸翰录»、«密议录»、«吏部献纳稿»、«邃庵

集»向翰章辞行.翰章出纸索书,书游邓尉赏梅

诗以为纪念.”４月４日,“到图书馆辞别馆长袁守

和,馆员李翰章,瑯嬛福地,令人依依不舍.复到善

本书室阅«怀麓堂集».”４月５日,袁守和先生送故

宫图 书 馆 善 本 普 通 两 种 书 目,“其 关 切 至 可 感

也”[９８].方树梅满意而归.李文 、袁同礼把看似

普通的阅览服务做到极致,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３．２　笔耕不辍,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成果丰硕

李文 笔耕不辍,图书馆学、目录学研究领域成

果颇丰.其图书馆学研究以应用为导向,不务高深,
注重图书馆组织与管理具体方法之探讨,有助于培

养合格的小学图书馆或儿童图书馆经营与管理者.
李文 对图书馆史尤为用心,不遗余力地宣传图书

馆事业,推广图书馆资源与服务.大至国立北平图

书馆、国立中央图书馆、静嘉堂文库,小至县民众教

育馆图书部,各种类型的图书馆概况均有介绍.图

书馆事业的回顾与展望,图书馆协会的年会报道,字
里行间洋溢着谋求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激情,偶尔也

在«谈图书馆教育»[９９]中对图书馆学教育较为缺乏

表示担忧,希望引起重视.他为现当代图书馆史研

究留存了大量的宝贵资料.
李文 的目录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所编

制的目录索引上.分类编目的原则与方法也寓于其

中,如«中学生国文课外阅读书籍述要»以中学生实

际应读书籍为主,选目兼顾四个原则:时间可能、与
范本关联、易于购阅、各图书馆具备[１００].其«光绪朝

外交史料编纂之经过»认为,分类目录为全部编纂工

作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全书由难检而入于有用的

关键.原书依年月先后为序,欲检某一事件,如不确

悉其时期,绝难检索.有分类目录,则能依类检举.
每条目录下附有时期及卷页号数,极便检用.因此

分类目录不啻与原书并重.全书目录约计一万余

则,门类不能预先规定,须就其标题临时拟出.其目

录编制法,系先制定门类导片;依类分列后,每类之

内,各事由依日期排列;全部目片分完后,归并整理

门类,录出成册.其分类方法,几经磋商而定.第一

门类以国别划分,不属于各国者另设政务、军事、财
政、交通、教育、实业六门.第二门类以事件划分,不
属于各事件者另设其他交涉一门.第三门类以各事

件内之段落划分.分入各门类内的标题,依时期先

后为序[１０１].«光绪朝外交史料编纂之经过»及外交

史料的十二卷分类目录,是李文 目录学思想的集

中体现.
３．３　精心管理,促进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发展

李文 担任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馆长期

间,精心筹划馆务,促进图书馆发展.任职一年,该
馆事业即有较大进展.一、受赠之书超出往年数倍,
尤以日报期刊受赠丰富.受赠日报１２９种,受赠期

刊３２０种.国立北平图书馆以其儿童阅览发达,特
寄存儿童最新读物千余册.二、编印馆藏中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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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英文和儿童书目、本馆概况和阅览指南等.三、
整顿阅览,改善设备.购置新闻陈列架,日报从３０
余种增至１６０余种,堪与国立北平图书馆所藏相媲

美.改订借书章程,借书人数大幅增加,互借图书发

达.更新全部阅览室桌椅,扩充座位,另辟馆舍设立

单独儿童阅览室.四、推广事业极其发达.举办全

市巡回图书,１９３６ 年 ２ 月至 ６ 月,阅览人数已达

１０２６１人.除阅览室及问事处读书指导外,还担任

«世界日报»公仆栏读书指导.在北平电台和育英电

台举办读书指导播音,每周定期各播送一次,在国内

图书馆为首创.成立儿童读书会,举办升学指导和

儿童年活动.五、辅导市区内有关图书馆,指导各机

关来馆实习人员和小学图书馆[１０２].１９３６年８月,
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获社会局明令嘉奖,“查该

馆长一年以来,推进馆务尚著成绩,全体工作人员亦

颇努力,殊堪嘉尚”[１０３].李文 任职前两年的整改

措施,如举办讲演会,编制各科入门书目等,多次被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民众教育通讯»、«学觚»等
刊物报道,第一普通图书馆的各项工作日趋完备,足
见其勤于馆务,经营有方.

北平沦陷后,该馆读者人数一度锐减,因日伪搜

查书刊受损,幸得李文 馆长督率诸同人惨淡经营,
读者服务工作才得以勉强维持.
３．４　满怀热忱,积极处理图书馆协会事务

李文 积极参与图书馆界活动,是北平图书馆

协会的骨干成员.１９３０年被选举为北平图书馆协

会监察委员,１９３２年被选举为执行委员,１９３６年被

执委会推定为书记[１０４].他曾在常委会上做«图书馆

阅览事务上诸问题»学术讲演,受协会嘱托编制目

录,调查本市中学图书馆等[１０５].
李文 还是中华图书馆协会职员和重要会员,

任协会事务所编辑和«图书馆学季刊»编辑[１０６].他

积极处理协会事务,定期进行刊物调查,参与第二次

和第三次年会的筹备及文书工作,提交多项年会议

案.他担任第二次年会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年会

文书组职员[１０７],第三次年会总委员会委员,民众教

育组委员和年会司仪[１０８].１９４７年１２月,在«中华

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名录»北平市一栏,仍能看到李

文 之名[１０９].
李文 对协会最突出的贡献,是编辑«图书馆学

季刊».«图书馆学季刊»的办刊宗旨是“形成一种合

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为了办好刊物,李文 不

仅向王重民等专家索稿,认真编排校印稿件,还多次

为季刊撰写论文,并担纲关于图书馆学、目录学的

“时论撮要”栏目,以“介绍中外各种目录及关于目录

学之研究.供给关于各学科之书目作读者自修之参

考”[１１０].他提供撮要９０篇,占全部撮要的五分之一

还多.«图书馆学季刊»能成为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权

威期刊,与刘国钧、李文 等编辑的兢兢业业是分不

开的.

４　结语

李文 一生经历丰富,曾任北平市立商业学校

教务主任兼教员、北平财政商业专科学校教员[１１１].
１９３４至１９３５年间主讲«国学概论»于各校,并将讲

词撰录成«国学常识述要»[１１２].他又任北平市立社

会教育人员养成所教员,职别为语文教育组主任导

师兼图书馆学、书法教师[１１３].他还编撰过人物评

论、新闻报道、国文教科书等,如 «诗人徐志摩评

传»[１１４]、«美国记者团在中国的报道»[１１５].本文对李

文 的图书馆生涯、著述与贡献进行了初步探讨,关
于李文 １９４２年淡出图书馆界后的去向尚有一些

空白,期待以后能做进一步考察.

致谢:本文承蒙匿名审稿专家惠赐宝贵的修正

意见,受益良多,谨致谢忱.

参考文献
１　 袁 涌 进．现 代 中 国 作 家 笔 名 录 [M]．北 平:中 华 图 书 馆 协 会,

１９３６:３１．
２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全编增订本)[M]．杭州:浙

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５:４０６．
３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目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１９３０,５(６):书名页．
４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目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１９３６,１１(４):书名页．
５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目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１９３６,１１(６):书名页．
６　申畅,陈方平等．中国目录学家辞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８:３４０－３４１．
７　北京图书馆业务研究委员会．北京图书馆馆史资料汇编(１９０９－

１９４９)[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１３６９．
８　谭新嘉．梦怀录(李希泌选录)[J]．文献,１９８２,(１４):２３６－２４２．
９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第一年度报告 十五年三月至十六年六月

[M]．北京:北京图书馆,１９２７:１－３．
１０　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第二年度报告 十六年七月至十七年六

月[M]．北京:北京图书馆,１９２８:１－３(系另附的北京图书馆职

员表页码)．
１１　北平北海图书馆．北平北海图书馆第三年度报告 十七年七月至

十八年六月[M]．北平:北平北海图书馆,１９２９:８５－８７．
１２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民国十八年七月至

十九年六月[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０:８０－８８．
１３　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编辑部．馆员之进退[J]．国立北平图书馆馆

刊,１９３１,５(１):１２０．

８１１

李文 的图书馆生涯、著述与贡献/刘瑞忍

LibraryCareer,AcademicWorksandContributionofV．C．Lee/LiuRuiren



2
0

1
9

年
第4

期

１４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民国十九年七月至

二十年六月[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１:６７－７６．
１５　冀教厅改进全省图书馆由北平图书馆派员调查[J]．中华图书馆

协会会报,１９３２,７(４):２１．
１６　河北省教育厅训令[J]．河北教育公报,１９３２,５(６)第１０１号:６

－７．
１７　河北省教育厅公函[J]．河北教育公报,１９３２,５(１３)第１０８号:２

－３．
１８　河北省教育厅训令[J]．河北教育公报,１９３２,５(１４)第１０９号:１５

－２１．
１９　河北省教育厅委任令[J]．河北教育公报,１９３２,５(２０)第 １１５

号:３８．
２０　冀省教育厅创办暑期社会教育讲习会[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２,８(１/２):４６．
２１　河北省教育厅委任令[J]．河北教育公报,１９３２,５(２７)第 １２２

号:３５．
２２　河北省义务、民众教育委员会联席会议报告[J]．河北教育公报,

１９３２,５(３４/３５/３６)第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１号合刊:３５－３７．
２３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民国二十年七月至

二十一年六月[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２:４４－５５．
２４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职员录[M]．北平:国立北平图

书馆,１９３２:１３－１８．
２５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

至二十三年六月[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４:１－１４(系附

录四本馆职员一览页码)．
２６　国立北平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务报告 民国二十三年七月

至二十四年六月[M]．北平:国立北平图书馆,１９３５:２７．
２７　私立中国学院概览 民国二十三年度[M]．北平:中国学院,１９３４:

２１２－２１５．
２８　金沛霖．北京文化史资料选集 首都图书馆馆史[M]．北京:北京

市文化局,首都图书馆,１９９５:３４３．
２９　民教情报:教部民教消息汇志:(三)举办民教干部讲习班[J]．教

育与民众,１９３７,８(１０):１７０６－１７０７．
３０　会员消息[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７,１２(５):１８．
３１　北京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北京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概况(沦陷

期)民国二十七年五月[M]．北京:北京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
１９３８:３．

３２　同２８．
３３　李文 ．鲁迅先生著述目录[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６－

１０－２１(１２)．
３４　刘运峰．鲁迅先生纪念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７４

－２８１．
３５　梅心．鲁迅笔名补志[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６－１０－２８

(１２)．
３６　李文 ．鲁迅先生著述考略[J]．实报,１９３６,２(２):６２－６３;１９３６,２

(３):２１－２３．
３７　．鲁迅译著书目[N]．时事新报,１９３６－１０－２０第３张(１);１９３６

－１０－２１第３张(１)．
３８　王敏．鲁迅著译编目[J]．西北风,１９３６,(１１):２２－２３．
３９　李文 ．医籍汇刻目录续编[J]．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０,４(３/４):４９５

－５１２．
４０　梅心．年鉴举要[N]．世界日报  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５－０３－０６

(１２);１９３５－０３－１３(１２);１９３５－０３－２０(１２);１９３５－０３－２７
(１２);１９３５－０４－０３(１２);１９３５－０４－１７(１２);１９３５－０４－２４
(１２)．

４１　李翰章．旅行近郊名胜参考书述略[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
１９３６－０５－０６(１２)．

４２　于震寰,李文 ．中国体育图书汇目[J]．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３,７
(３):５３５－５５７．

４３　冷衷．四库著录河北先哲遗书辑目[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１９３３,９(２):８－２２．

４４　陈东辉．民国时期“四库学”之得失[A]．甘肃省图书馆,甘肃四库

全书研究会编．四库全书研究文集———２００５年四库全书研讨会

文选[C]．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６:１６２－１７２．
４５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六年度报告 十九年六月至二十年六月[J]．中

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１,７(１):１－７．
４６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八年度报告 二十一年七月至二十二年六月

[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３,９(１):２－６．
４７　冷衷．中国定期刊物调查表[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２７,２

(５):１０－１２;１９２７,２(６):１０－１３;１９２７,３(１):１１－１４;１９２７,３
(２):９－１０;１９２８,４(１):８－１３;１９３０,５(６):９－１３．

４８　北平图书馆协会期刊联合目录委员会．北平各图书馆所藏期刊

联合目录[J]．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专号,１９２９,(３)．
４９　冷衷．中国政府出版期刊调查表[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０,

６(１):１５－２４．
５０　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中国政府机关刊物目录

[M]．上海:国立中央研究院出版品国际交换处,１９３０．
５１　冷衷．现代图书馆应备之日文期刊目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１,６(５):１０－２１．
５２　冷衷．图书馆最低限度应备之期刊目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１,７(３):４５－４８．
５３　陈丽泉．二十年度新刊中国期刊调查表[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２,７(４):１２－１７．
５４　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期刊组．中文期刊生卒调查表[J]．中华图书

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４,９(４)至１９３７,１２(６)．
５５　何多源．中文参考书指南(增订本)[M]．长沙: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

２１５－２２３．
５６　李文 ．全国日报调查录[M]．北平: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

馆,１９３６．
５７　范凡．民国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M]．北京: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２０１１:１４７．
５８　李文 ．知见印谱录目[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３,８(４):５

－１７．
５９　陆述文．冷雪盦知见印谱录目读校记[J]．燕京大学图书馆报,

１９３５,(７３):２－６．
６０　李 楠,李 杰．中 国 古 代 藏 书 [M]．北 京:中 国 商 业 出 版 社,

２０１５:１３９．
６１　梅心．汲古阁藏书印[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６－０２－２６

(１２)．
６２　李文 ．北平学术机关指南[M]．北平:北平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３．
６３　李文 ,武田熙．北京文化学术机关综览[M]．北京:新民印书

馆,１９４０．
６４　李清照著,李文 辑．漱玉集[M]．北平:冷雪盫,１９２７．
６５　李冷衷编辑．李易安年谱[M]．北平:明社出版部,１９２９．
６６　黄丕烈撰,李文 辑．士 礼 居 藏 书 题 跋 补 录 [M]．北 平:冷 雪

盫,１９２９．
６７　来新夏．清代目录提要[M]．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１０９－１１０．
６８　李开升．黄丕烈题跋辑刻考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２０１５,(６):

６３－６６,９８．
６９　李文 ．中国书籍装订之变迁[J]．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２９,３(４):５３９

－５５０．
７０　李文 ．板本名称释略[J]．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１,５(１):１７－３７．
７１　飞归．采用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而以数字易字母[N]．世界日

报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６－０５－２０(１２)．
７２　绮生．中文图书编目著者项之著录法[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

刊,１９３６－１２－０９(１２);１９３６－１２－１６(１２);１９３６－１２－２３(１２)．
７３　李文 ．编辑期刊中论文索引之意见[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１９３０,５(６):３－４．
７４　熊静．索引运动与索引学说的建立[J]．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６,(４):

２７－３６．
７５　梅心．献给论文索引编者[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７－０２

－１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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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李文 ．小学校与图书馆[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０,６(２):３
－４．

７７　梅心．儿童图书馆管理法讲演大纲[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
１９３５－０８－２８(１２)．

７８　李文 ．儿童图书馆经营与实际[J]．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６,１０(１):
１－２９．

７９　«立言画刊»．互动百科[EB/OL]．[２０１７－１２－１４]．http://www．
baike．com/wiki/％２５E３％２５８０％２５８A％E７％AB％８B％E８％
A８％８０％E７％９４％BB％E５％８８％８A％２５E３％２５８０％２５８B

８０　翰章．读书指导:关于“朗诵”问题[J]．立言画刊,１９３９,(２５):８．
８１　翰章．青年读书指导:读书讨论:中学生课外阅读问题[J]．立言画

刊,１９３８,(８):１８;１９３８,(９):１８;１９３８,(１０):１８．
８２　李翰章．科学与图书馆[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７－０４－

１４(１２)．
８３　程焕文．百年沧桑 世纪华章———２０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回顾与

展望[J]．图书馆建设,２００４,(６):１－８．
８４　李冷衷．一年来的中国:图书馆事业之回顾[J]．中央军校图书馆

月报,１９３５,(１７):２７５－２７８．
８５　梅心．一九三六年中国图书馆界之展望[N]．世界日报图书馆

周刊,１９３６－０１－０１(１２)．
８６　慕紫．一年来“读书指导”播音事业述略[N]．世界日报图书馆

周刊,１９３７－０１－０６(１２)．
８７　李文 ．写在本届年会之前[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６,１１

(６):１．
８８　梅心．中华图书馆协会本届年会预报[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

刊,１９３６－０５－２７(１２)．
８９　李文 ．写在第三届年会之后[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６,１２

(１):１－５．
９０　李文 ．国立北平图书馆新筑落成开幕记[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１,６(６):４－７．
９１　李文 ．河北省立三学院图书馆视察记[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２,７(５):３－５．
９２　冷衷．河北省立图书馆视察记[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２,７

(６):３－５．
９３　李文 ．河北全省图书馆视察记[J]．图书馆学季刊,１９３２,６(２):

２７９－２８９．
９４　李文 ．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

报,１９３６,１１(４):１０－１４．
９５　韩朴．北京历史文献要籍解题[M]．北京:中国书店,２０１０:３７８

－３７９．
９６　周庆云辑．补抄文澜阁四库缺简记录[M]．王国平．西湖文献集成

第２０册 书院文澜阁西泠印社专辑．杭州:杭州出版社,
２００４:３１５－３７３．

９７　朱梅光．近代中国外交史学研究[M]．合肥:黄山出版社,２０１２:６３
－８９．

９８　方树梅．笔记二种[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４４－８２．
９９　慕紫．谈图书馆教育[N]．世界日报图书馆周刊,１９３５－０９－１８

(１３)．
１００　李翰章．中学生国文课外阅读书籍述要[N]．世界日报图书馆

周刊,１９３６－０２－２６(１２)．
１０１　冷衷．光绪朝外交史料编纂之经过[N]．华北日报,１９２９－０６－

０３(５);１９２９－０６－０４(５);１９２９－０６－０５(５);１９２９－０６－０６
(５);１９２９－０６－０７(５);１９２９－０６－０８(５);１９２９－０６－０９(５)．

１０２　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北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二十四年

度馆务报告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至二十五年六月[M]．北平:北
平市立第一普通图书馆,１９３６．

１０３　北平市普通图书馆社局明令嘉奖[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１９３６,１２(１):２１．

１０４　北平图书馆协会开执委会[J]．学觚,１９３６,１(３):２４．
１０５　北平图书馆协会集会纪要[J]．北平图书馆协会会刊,１９３３,

(５):１－５．
１０６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概况[M]．北平:

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１９３３:４７－５２．
１０７　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

[M]．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１９３３:９３－９７．
１０８　第三次年会之筹备[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６,１１(６):２５

－２６．
１０９　中华图书馆协会个人会员名录[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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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C．LeewasawellＧknownlibraryscientistandbibliographerintheperiodofRepublicof
China．HeservedastheheadoftheChinesejournaldepartmentandthereaderservicedepartmentinthe
NationalLibraryofPeiping,thesuperintendentoftheEducationDepartmentofHopeiProvinceaswellas
thedirectoroftheHopeiExperimentalVillageMassEducationMuseum．Hewasalsothedirectorofthe
FirstMunicipalLibraryofPeipingandtheeditorofLibraryScienceQuarterly．HewasadeptinlibraryafＧ
fairsandhadpublishedabundantacademicworks．Hehadmadegreatachievementsincatalogcompilation,
readingpromotion,academicinstitutioninvestigation,researchontheversionandbook decoration,
researchonthechildrenslibraryandelementaryschoollibraryaswellasotherfields．Inoneword,heconＧ
tributedalottothemodernizationoflibrarianshipof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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