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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年会论文“中文书籍和图书馆”
百年后的解析、发现与启示

□朱茗∗

　　摘要　解析美国植物学家施永高１９１７年发表于 ALA 年会上的“中文书籍和图书馆”论文及

其个人档案,可以明晰２０世纪早期美国国会图书馆大量搜购中文文献策略的缘起、实施与成效.
百年前这位“跨界”学者的藏书建设和中国文化推广思想今天依然具有前瞻性.得益于美国迈阿

密大学图书馆校园数字化项目的开放获取资源,透过数字化人文信息揭示一份尘封的史料,期待

更多的关联信息得到国内学人关注、挖掘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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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
ALA)于１９１７年６月２１－２７日在美国肯塔基州路

易斯维尔召开了第３９届年会,８２４位代表参会[１].
其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除了大会主席和各专业

委员会报告外,４３篇会议论文中有３篇的主题涉及

战时图书馆服务,包括书籍对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和

战俘的意义以及基督教青年会与 ALA 的战时合作

情况等,其余论文内容主要涉及职业培训、图书馆免

费服务、图书馆宣传、图书馆标准、图书馆调查、馆员

培训与认证、中小学图书馆、青少年阅读、分类与编

目、联合索引、图书馆立法、图书馆组织、图书馆建

设、研究资源普查等[２].“中文书籍和图书馆”(ChiＧ
neseBooksandLibraries)是其中唯一介绍东方国家

书籍发展史、社会价值及馆藏意义的论文,作者是时

任美国农业部图书馆委员会主席的植物学研究者施

永高(WalterTennysonSwingle,１８７１－１９５２年,又
译作施永格).施永高先生的名字为业界所熟知是

他以农林学家、植物学家身份对美国国会图书馆

(LibraryofCongress,LC)早期中文馆藏建设作出

的突出贡献.目前,国内业界对他著述文献的引用

是１９１８年之后的资料,这篇１９１７年的会议论文只

有中央美术学院一位留学生的硕士论文中有一处参

考引用[３].在百年前 ALA 的年度盛会上高调宣扬

中文书籍的价值,号召美国图书馆重视收藏、利用中

文书籍,仅从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角度,施永高文

中阐述的观点、传播的理念、宣传的方法,也值得当

下业界同人思考与借鉴.得益于美国高校的开放获

取资源,沿着施永高学术研究的轨迹,重新认识这位

“跨界”学者与图书馆馆长通力合作书写的藏书史对

当下图书馆工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１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文中观点解析与现实意义

施永高认为中国远早于西方的印刷术发明及社

会进步促进了学术发展与传播,中国私营和官方印

刷的书籍远多于世界其他地区,经过千年的累积,中
国现存的古籍“堆积如山”.在这个巨大的中国书库

中,有极具重要的历史与社会价值的类书、辞书、方
志、医书,有被中国历代统治者和文献学家的“偏见”
所忽视但值得关注的“非社会主流”书籍,这些书籍

是美国可以全面了解中国的一条重要途径.他号召

美国图书馆收藏中文文献[４].
１．１　中文书籍的价值

施永高认为中国引以为傲的古代文人学者地位

较高,科举制度使贫穷人家的子弟通过努力并具备

足够的能力,就有登上古代王朝最高行政机构职位

的机会,在世界第一高效的“公务员制度”和“开明政

府”管理的有利条件下,中国人的努力与勤奋成就了

古代中国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的辉煌.他认为古代

中国文学作品的水平很高,欧洲国家虽已优先将一

小部分的名著小说译成西方语言,但大部分被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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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排斥在外的小说和戏剧作品值得美国图书馆去

挖掘和收集.他认为无论是内容范畴还是历史价

值,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文献类型能与中国方志

相媲美,研究中国方志对发展美国现代农业有巨大

的价值.他认为１７２８年出版的５０２０卷的«古今图

书集成»是所有汉学家都会经常引用的、世界上最大

的印刷书籍,此类编制精良、印刷精美的中国类书涵

盖了人类知识的全部范畴,是研究古代中国科学、政
治、经济和历史的无价之宝.

施永高通过自己的摸索与实践对中文书籍及其

价值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一百多年前,他的独特

见解为美国图书馆采集、收藏中文书籍指明了方向:
选择能全面挖掘一个国家社会、历史、文化、经济等

多方位信息的文献;不跟风收集已产生研究成果的

文献,选择被社会偏见所忽视、掩盖的且大量存在的

文献;向熟悉当地文献情况的专家学者请教、咨询.
这些观点依然适用于当下图书馆的馆藏建设.
１．２　收藏中文书籍的意义

施永高透露美国农业部出访团队１９１５年在中

国发现了一系列“无与伦比的”涵盖该国所有事务的

史料.他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变革产生的大量文

献等待着有能力的研究者去利用,在中国人“西方

化”以至于失去解读自己过去的能力之前,全社会应

该尽快开展对中国文献的调查研究.为了进一步论

证收藏中文书籍的意义,他罗列比较世界各国中文

文献的收藏状况,大力宣扬中国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关系风云变幻,每一个国

家的有识之士都迫切地希望全面了解他国,广泛收

藏、研究他国文献是大势所趋.施永高之所以极力

倡导收藏中文书籍,源于他已从自己熟悉的农业领

域里认识到中国人在历史的长河中取得的伟大成

就.他称赞中国的谷物种植技术走在世界前列,赞
叹中国草药的神奇功能,号召西方民众学习中国人

制作营养丰富且物美价廉的食物方法[５].基于图书

馆员的社会角色,在这个群体的最大集会上发出呼

声,是一条明智且有效的宣传策略.施永高希望更

多的美国图书馆加入到收藏中文文献的行列中,在
美国构建起全面、系统的中文文献收藏体系,为提升

美国民众对中国悠久历史与灿烂文化的认知,推动

美国社会各界深入研究中国奠定基础.
１．３　中文书籍的利用指导

中文书籍让施永高在柑橘栽培技术研究领域受

益匪浅,他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并陶醉其中.他意

识到推广利用与合作探讨中文文献的重要性.因

此,他透过LC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不遗余力地践行

自己的理想,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亲自或委托自己的

朋友(包括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先生[６]、岭南大学校

长[７]等)帮助搜购中文文献,为LC早期中国特藏文

献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此外,在百年前的这篇论

文中,他还从藏书指南的编制、文献采选的分工协

作、文化推广的学者团队建设三个层面向图书馆从

业者宣传中文文献组织管理的方法与推广利用的

策略.
１．３．１　LC中文藏书指南的编制方法

１９１６年,施永高亲自参与了 LC发起并实施的

中文文献整理项目计划[８].该项目按照中国«四库

全书»分类体系,结合美国现代图书馆标记系统(克
特号码表),形成了一套“中西合璧”的分类法,并及

时对LC收藏的中文文献进行分类编目,同时将其

中近１万种的重印本,按照“独立品种单独分类”的
原则进行整理,最终编制完成拥有约１．２万种中文

文献(含重印本)的书目系统.此外,还将中文文献

题名含分类概要进行影印,制作成一英寸半(约３．８１
厘米)厚的小型对开本,形成了一套珍贵的藏书目录

指南.施永高还将中文文献的管理方法传授给在

LC实习的中国留学生,李小缘先生１９２２年起的连

续三个暑假都在他的指导下学习中文线装书的编目

和题要撰写[９].
１．３．２　“分而治之”中文文献收藏原则

施永高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正遭遇西方教育理念

的冲击,中国古籍正面临着长久保存和传承的问题,
要充分了解中国这个东方最伟大、最古老国家历史、
政治背景下的巨大智力活动,就需要帮助他们保护

优秀的文化遗产.他认为美国所有图书馆收藏的十

几万卷中文文献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当时市场上出

售的中文图书数量巨大,只有通过分工协作才能完

成单个图书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认为有必要遵

循古老格言“分而治之”的原则,每个图书馆在采购

自己特殊需求的通用文献后,可以专注于中文文献

某一分支领域,努力成为该分支领域的收藏引领者,
再通过建立联合目录,汇集全国的资源,开展馆际互

借服务.这正是当下业界倡导推进图书馆联盟建设

的核心原则.
１．３．３　建立“中国通”学者团队推广中国学

施永高明确指出正如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各教育

机构学习一样,美国也需要向中国学习,美国要向中

国学习的东西同中国向美国学习的一样多.１９１７
年,他认为正是全面了解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当下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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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好时机.他强烈建议并呼吁美

国社会在商旅人员和传教士之外再建立一支经过专

业培训的、学者型的中国事务通团队,为美国普通民

众开启获取中文文献宝库知识的大门,调动他们对

中国政治、社会、道德、宗教和农业方面的普遍兴趣.
１９１７年,美国的中国研究主要还只是针对中国

语言、历史、文化等人文科学领域的汉学研究.第一

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加快了海外扩张的步伐,需要

发展对中国的全方位探讨,由于缺少相关知识和人

才,美国政府和一些财团基金会开始支持美国大学

开设相关课程以推动中国学的发展,但发展速度缓

慢[１０].美国著名学者贾德纳(CharlesSidneyGardＧ
ner,１９００－１９６６年)１９４４年在“美国中国学的未来”
(TheFutureofChineseStudiesinAmerica)一文

中指出,１９２９年美国学术委员会才注意到中国研究

对美国的重要性与中国学的惨淡发展状况之间的巨

大差距.他认为幸好LC和各大学图书馆累积的丰

富中文文献为从此起步发展的中国学研究奠定了基

础[１１].由此可知,１９１７年施永高呼吁全美图书馆协

同收藏中文书籍,呼吁美国社会发展中国学是很有

远见的,其论文观点对促进美国中国学的学科发展

具有前瞻性.
透过这篇百年前的会议论文,我们重新认识了

一位具有非凡洞察力的学者.从个人喜好,到对文

献的追根溯源;从践行承诺,到对馆藏建设的指导;
从思想交流,到对多元文化的传播;施永高对图书馆

建设的热情与执着值得当下学者学习.

２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全文开放获取对国内机构

知识库建设的启示

随着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研究的深入,如何在

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升高度,有学者提出我国的研

究需要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观点以及对外文资料的

挖掘利用[１２].因此,收集与中国书史和图书馆史研

究相关的国外研究观点和文献,施永高早期的“跨
界”研究和这篇“跨界”代表作品是值得挖掘的对象.
相关开放资源获取途径中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迈阿密

大学图书馆数字化校园项目.该项目由迈阿密大学

图书馆定期向学校教员提供数字化项目研究资金和

技术支持,以鼓励其创建开放式在线资源,旨在为长

期的教学与研究服务.“施永高植物解剖学参考资

料集”平 台 就 是 该 校 生 物 学 副 教 授 怀 特 洛 克

(WhitlockB)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利用该资助资金领导建

设的项目成果[１３].平台全文数字化了该校收藏的

施永高档案和学术成果,包括珍贵的老照片、著述、
日记手稿和信件,并提供互联网开放获取服务.该

平台不仅提供施永高１９１７年“中文书籍和图书馆”
会议论文原件的PDF格式的扫描文档,还提供便于

大众利用的 TXT格式文档,可以在线浏览,也可以

直接下载全文.
近年,笔者通过互联网查找稀缺资料时,时常会

惊喜于国外大学、联盟、研究机构提供的开放获取资

源,反观国内曾经热门建设的特色数据库和当下的

机构知识库,能够提供独有资源开放获取服务的寥

寥无几.迈阿密大学图书馆的校园数字化项目建设

成果值得国内同行学习借鉴之处包括三个方面:(１)
重视挖掘外界不易获取的机构资源,想方设法调动

教师参与数字化典藏的兴趣和热情;(２)加强技术支

持,注重人性化服务细节的处理,踏踏实实做好每一

笔机构资源典藏事务;(３)倡导分享与传播理念,积
极推进校园开放获取资源的建设,发挥出机构库服

务社会的效益.

３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作者“跨界”贡献的起源与

影响启示

根据“施永高植物解剖学参考资料集”平台提供

的数字档案,探寻施永高的学术活动轨迹,可见一位

读者、一位学者对图书馆的热爱与反哺.１９１０年任

职于美国农业部的施永高通过 LC收藏的中文书籍

获得自己迫切需求的柑橘栽培技术后,开始爱上了

中文文献,在广泛阅读全美图书馆收藏的中文书籍

后,他发现中国有关经济植物的记载可追溯到几百

年前甚至更早,他请求图书馆帮助查找那些更早的

资料,遗憾各馆均没有收藏也没有发展东方文献馆

藏的计划.１９１５年,将随美国农业部访问中国的施

永高在出访前特地到LC向时任馆长赫伯特普特

南(HerbertPutnam,１８６１－１９５５年)请教并咨询如

何在中国的图书馆查找古籍文献.普特南是一位博

学且具有远见卓识的图书馆馆长,在交流过程中,他
们都认为LC应该扩充收藏中文文献,随即一拍即

合,开始了一项长期合作项目———普特南馆长授权

施永高帮助 LC搜购重要的中文文献.此后的１０
余年,施永高负责指导 LC的东亚文献资源建设,成
为对LC收集中国典籍功劳最大的一位学者[１４].
３．１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佐证LC正式搜购中国方

志的时间更早

关于LC正式搜购中国方志的时间起点,１９９８
年王震、王荔芳经过考证认为始于１９１７年夏天江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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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和美国公使两条征集渠道的发布[１５].而施永高

在“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一文中提及他在１９１６年已

将LC和芝加哥大学约翰克瑞尔图书馆馆藏的中

国方志文献中涉及柑橘类的章节全部进行了翻译,
他还特别强调这些中国方志文献是了解当地矿山、
矿产资源和工业产品的丰富信息库.１９１７年３月

１５日«东方杂志»上刊载的美国来稿“美京 LC中国

图书记”一文中提及美国政府曾特派施永高先生两

次赴中国和日本采购中文书籍,采购的中文书籍涉

及各类科,且以字书、地志及医类最为丰富,其中地

志类文献达２０００余种[１６].由此可知,LC 在１９１６
年已收藏了一定量的中国方志.虽然在 １９１３－
１９１４年 LC 曾请华裔植物学家冯景桂(Dr．Hing
KwaiFung)帮助收集了约有１２０００册包罗万象的

中文书籍[１７],但LC大规模的中国方志入藏要归功

于施永高博士[１８].１９４７年出版的TheStoryUpto
Now:TheLibraryofCongress,１８００－１９４６ 一书

中记载:“１９１５年春夏,施永高代表美国农业部访问

远东地区之时,带着一本记载着华盛顿和芝加哥当

地图书馆的东方文献图片目录,凭着自己对东方文

献的印象,采纳中国和日本本土学者的意见和建议,
受托为LC购买回中、日、韩文献.这是他几次类似

探索活动的开始,为中国和日本以外最大收藏中文

书籍图书馆的建设奠定了基础[１９].”综合上述记载,
施永高受托搜购中文文献的１９１５年是 LC正式收

集中国方志的起始点.
３．２　大量搜购中国方志的历史对我国各类文献保

护的警示

辛亥革命后,随着现代出版业的兴起、民间藏书

楼的衰落以及私人藏书的流散,中国书业市场虽呈

现繁荣景象,但大量珍贵的中文古籍文献经市场交

易轻易地流入到西方国家.由于当时国内政局混

乱,政府虽有限制古物出口的令文,但执行部门相互

扯皮多年,导致文物出口鉴定长期无法可依,文物出

口量居高不下[２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１９１７年江

亢虎可以公开委托民国地方政府通过交换的名义帮

助LC收集中国方志[２１].１９２０年２月前,施永高则

通过委托张元济先生帮助搜集到大批志书[２２].
对于如何看待中国文献流传国外的问题,独鹤

先生(严独鹤,１８８９－１９６８年)在１９２８年１１月１２日

«新闻报»的时评中认为应该从两个层面分析,他认

为“近代的书画如得着外国人的爱慕与欣赏原不妨

尽量输出,藉以宣传文化,至于古代书画,为保存国

粹,自应格外宝贵,岂可让外人任意收买,不加爱惜,

以致将文艺精华,根本丧失呢”[２３].因此,如果施永

高只是针对当时出版的中文文献,包括商务印书馆

为抢救中国古籍而整理出版的各类文献进行大量采

购,当无可厚非,但他执着于搜寻已是稀有资源的旧

方志珍本时,渐渐引起了曾多次帮助他搜购到大批

志书的张元济先生的警醒.从１９２０年３月２１日、
２４日两次往来信函中,可以看到原本对于施永高的

购书要求多施以援手的张元济先生开始以“搜寻不

易、方志价高、店员缺乏相关知识等种种理由加以推

脱”[２４],而在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７日的日记记载中则是

“属陈铭勋拟通告,各馆停购美国华盛顿图书馆属购

买之志书”[２５].从文化安全的层面上可见张元济先

生对在本土保存中国方志的责任意识是逐步增强

的[２６].当下,古籍和民国文献的保护已普遍受到重

视,但对现当代文献的保护性收藏却重视不足,随着

时间的推移,由于历史原因,不少原本应被图书馆、
档案馆和博物馆收藏的现当代文献、档案和物品逐

渐轮为二手交易市场上的稀缺高价资源,在商业化

操作中可能会一点点流失,这是需要社会共同关注

的问题.
３．３　“中文书籍和图书馆”是作者留给图书馆界的

珍贵报告

施永高在帮助 LC 采选和管理中文文献的１０
余年时间里,撰写了大量的中国文献研究报告,这些

报告的影响力从两处记载可见一斑.一处是美国研

究中国史的代表人物 傅 路 德 (LutherCarrington
Goodrich,１８９４－１９８６年)１９３１年发表的“美国的中

国史”,他在文中向爱好中文书籍的读者推荐阅读施

永高写给图书馆馆长的那些被称赞为“引人入胜”的
年度 报 告[２７].另 一 处 是 １９７７ 年 弗 兰 克  维 宁

(VenningF)发表的“施永高生平简介”,文中记述

１９１６－１９２８年施永高除了专门为图书馆馆长撰写

远东访问年度报告外,还撰写了有关中国植物、农业

和地理资源的报告.弗兰克认为那些报告虽简短,
但对美国研究者的帮助却很大,完全可以构成一部

中国科学史[２８].如果说年度报告只是施永高“跨
界”图书馆的后续履职报告,那么早在１９１７年发布

的“中文书籍和图书馆”则是他在 LC两年“跨界”实
践的心得报告,百年前他所传播的藏书建设思想在

当下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３．４　现代图书馆建设需要有像施永高一样的“跨

界”学者积极参与

在美国,施永高被公认有两大杰出贡献:一是在

柑橘类植物研究领域的创造;二是在 LC建立了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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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书藏.他从图书馆资源的利用者,转变为图书馆

资源的建设者,再到图书馆多元文化服务的推广者,
他深入人心的传播理念吸引了更广泛的支持者与合

作者,推动了他在两个领域的快速发展,也造就了一

位优秀的植物学家和人文学家[２９].
当下,高校图书馆在资源建设与发展方面遇到

一些问题,存在诸多困惑.特别是在同质化的商业

数字资源冲击下,图书馆如何建设特色化的馆藏,如
何实现可持续的发展,都需要有明确的、专业的意见

指导.高校学者云集,他们对自己研究领域的资源

非常熟悉,对专业文献的收集、挖掘利用有独特的视

角,他们是图书馆特色资源建设最好的支持者,也是

可持续发展的参与者.在“中文书籍和图书馆”一文

中,我们看到了百年前一位“跨界”学者对图书馆馆

藏建设极具前瞻性的指导,期待当下社会有更多的

学者从读者视角给予图书馆更多关注,提出更多建

议,积极参与到图书馆的资源建设中,让更丰富的专

业资源通过图书馆的公共服务平台在既利于研究团

队利用的同时,惠及更广泛的读者群体.图书馆文

献资源建设需要有像施永高一样的“跨界”学者的热

情参与,也需要有像普特南馆长一样有魄力的领导

者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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