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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维廉图书馆生涯考察

□黄雪婷∗　张丽英

　　摘要　黄维廉是民国时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且两次赴美留学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的图

书馆学家,他一生主要供职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以及华东化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
图书馆,是民国图书馆史上不可忽略的人物.由于其论文大多数以英文撰写,且大半生时间工作

于图书馆学界研究较为薄弱的教会大学图书馆,致使中国图书馆学人对其生平及图书馆学成就

知之甚少.文章首先介绍了其求学、工作经历,重点考察了其两次赴美留学的情况;然后通过研

读其著作,总结了其图书馆学思想及成就,包括对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的管理、参与图书馆业

界的组织与活动、对图书馆史的研究、对图书馆学三要素的研究、对专题图书目录的研究及其所

写的书评和介绍性文章等.
关键词　黄维廉　图书馆学家　图书馆学史　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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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国图书馆史上,黄维廉是一位独具特色的

图书馆学家,他两次赴美留学、长期供职一馆、论著

多以英文撰写,低调而默默服务基层.目前国内图

书馆界对其求学经历、工作履历以及著译成果等知

之甚少,甚至长期以来,对于黄维廉的中英文名字都

无法对应.２００８年,程焕文教授编写«裘 明年谱»
一书,其书后“英汉人名索引”,将“黄维廉”及其英文

名“viＧlienwong”等视作两人[１].２０１１年,青年学者

范凡出版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的专著«民国时

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与学术传承»一书,在介绍民国

图书馆学人时,照搬涂光霈博士论文中黄维廉的英

文名viＧlienwong,并没有考证出其对应的中文名

(其他人都对应了中文名)[２].这显然与黄维廉在中

国图书馆史上的地位不相符,我们有必要多方收集

资料,深入具体地考察其生平事迹及学术思想.

１　求学与工作经历

黄维廉,原名黄福源[３],英文名:viＧlienwong① ,

字介成,上海人,１８９７年[４]出生在一个务农乡间、兼
行中医的家庭[５].清季肄业于昌世中学,１９１１秋入

上海圣约翰大学附属中学,１９１５秋升入大学,习文

科,１９１９夏毕业,得文科学士学位,即任圣约翰附中

英文教 员,１９２０ 年 ６ 月 任 上 海 民 立 中 学 英 文 教

员[６],同年任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助理.此年,前
任副馆长吴汉章辞职,黄维廉升任副馆长;而馆长周

曰庠因病请假,故由黄维廉代理馆长[７].１９２４年６
月,黄维廉与同孙心磐、杜定友、黄警顽等发起组织

上海图书馆协会,同年７月任华东大学联合暑期学

校图书馆科教员[８],１９２６年升任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馆长,１９２７秋任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主

任,次 年 复 任 圣 约 翰 大 学 图 书 馆 馆 长② ,直 至

１９５０年[９].
黄维廉有两次留美求学经历,这在民国图书馆

史上是比较罕见的.
第一次赴美留学:１９３４年９月,黄维廉与毕业

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就职于北平国立图书馆

　　∗　通讯作者:黄雪婷,ORCID:００００Ｇ０００１Ｇ５５１８Ｇ９３８X,６５４６１０４３＠qq．com.
①黄维廉英文名来自CatalogueofColunbiaUniersityinthecityofNewYork(１９３６－１９３７),见参考文献１６.
②１９２７年春,圣约翰大学因时局影响宣告停课,罗氏图书馆事业随之停顿,黄维廉转职南京中央大学图书馆,次年秋圣约翰大学复 ,校长

卜舫济(Pott,F．LHawks,１８６４—１９４７)以图书馆关系重要,请黄维廉回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主持工作,黄维廉即辞中央大学图书馆之职回母校工

作.见陈伯逵．本会图书馆学函授社告全国图书馆界同志及留心永久专门职业者[J]．上海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０:４１－４２.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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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李芳馥获得罗氏基金资助,乘坐美国“杰佛逊总统

号”轮船前往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１０].然

而,黄维廉在美国的第一次求学经历并非一帆风顺,
他被要求用一年的时间学习学士学位的课程,尽管

他于１９１９年已经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取得了文学学

士学位,并且在该校图书馆工作了大约十五年时间.
在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入学通知之前,他已经担任圣

约翰大学图书馆馆长多年,并且受教于美国图书馆

学专家海施女士(FlorenceC．Hays)(海施女士在美

国历任各地图书馆职计十余处,在图书馆管理方面

经验丰富.１９２２－１９２６年被聘为圣约翰大学图书

馆馆长,她帮助圣约翰大学图书馆获得华盛顿卡内

基国际和平基金社的赠书及纽约教会书报会的捐

资;并以其专长从事馆务兴革,使图书馆流通效率激

增;为罗氏图书馆树立分馆制度[１１];聘请武昌文华

大学图书馆学专家胡庆生到校演讲[１２],为圣约翰大

学图书馆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对美国图书馆的

管理方式相当熟悉.对此不公平的待遇∗,黄维廉

写封长信给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副院长桑德森

女士(EdnaM．Sanderson)进行解释,但是哥伦比亚

大学 终并没有接受将黄维廉之前丰富的图书馆从

业经历等同于受过专业的图书馆学训练[１３].因此,
１９３５年,黄维廉多花一年时间学习图书馆学专业知

识,参观美国各大图书馆[１４],并对各大学图书馆作

人事调查[１５],获得了学士学位(B．S．即 Bachelorof
Science)[１６]以及洛克菲勒奖学金(RockefellerFounＧ
dationFellow)[１７].而此时,李芳馥已经取得了图书

馆学硕士学位,转学于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校继续

研究图书馆学之专门问题[１８].次年,黄维廉完成了

硕士论文«中国高校图书馆人员研究»(AStudyof
ChineseCollegeLibraryPersonnel[１９]),取得了哥伦

比亚图书馆学理学硕士学位(M．S．即 Masterof
Science)[２０],并于八月回国,仍在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工作[２１].
第二次赴美留学:１９４７年１０月,美国图书馆专

家沙本博士(CharlesB．Shaw)代表中国在美联合托

事部,来华调查各地教会大学图书馆的现状,并遴选

教会大学图书馆的６位优秀代表赴美训练与深造,
黄维廉便是其中之一[２２].其余５人分别为金陵大

学的胡绍声、广州岭南大学的王肖珠、成都华西协合

大学的邓光禄、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喻友信以及福建

协和大学的金云铭.他们获得了由哈佛燕京学社提

供的１９４８－１９４９年奖学金,包括旅差费、学费以及

足够的生活费,１９４８年秋天,黄维廉连同其他５人

抵达美国[２３],由于黄维廉曾在１９３０年代中后期留

学美国学习图书馆学专业,并获得图书馆学硕士学

位,因此此次黄维廉留学以考察为主,他从美国西海

岸到东海岸,对许多大学图书馆进行考察.１９４９
年,得知大陆解放,他出于对祖国和家庭的热爱,毅
然中止了继续考察的计划,１９５０年提前经香港、天
津回到上海[２４].

１９５２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在新中国的院系合并

中被裁撤,图书馆藏书分别调往复旦大学、同济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学院、上海第二医学院、
华东政法学院等校图书馆,原馆舍成为华东政法学

院图书馆[２５].次年,黄维廉被调到刚成立的华东化

工学院(今华东理工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他制订

了一整套规章制度,编写“馆藏目录”、“文献述要”、
“图书馆工作基本知识讲义”、举办业务讲座传授知

识等,白手起家,花费巨大心血,在华东化工学院创

办了一所新图书馆,随后又为新迁址的图书馆新馆

设计蓝图.黄维廉即使在耄耋之年,仍不忘将他数

十年的治馆经验留给后人.他还接受其他高校的委

托与聘请,前去指导图书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２６].
黄维廉于１９９３年２月６日以９６岁高龄谢世,其接

近一个世纪的人生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值得今人铭记.

２　图书馆学贡献

２．１　对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的管理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简称圣约翰大学图书

馆,是上海创办 早的大学图书馆.圣约翰大学原

名圣约翰书院,为美国圣公会所办,初建于清光绪五

年(１８７９年),光绪二十年(１８９４)年校舍落成,特辟

二层楼之西北隅为藏书室,以施约瑟主教(SamuelIＧ
saacJosephSchereschewsky)所藏中文书数部及文

惠廉主教(WillianJonesBoone)宅内所藏圣公会英

文宗教书数种,并合一处,成立藏书室,图书馆始具

雏形.１９０４年秋,纽约罗氏兄弟捐资所建的思颜堂

落成,藏书室迁入,定名“罗氏图书馆”[２７].黄维廉

从１９２０年到１９５０年(除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学校停学)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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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只承认来自中国公书林学生以及在

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的职员之前的学历,见参考文献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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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３０年时间里,一直在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任职,为
圣约翰大学图书馆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１９２０年,黄维廉任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代理馆

长,对馆务进行一系列改革:一,鉴于馆中记录手续

混乱,分编中西文书籍为两部目录;二,因中文书籍

过少,特征求教职员推荐新书;三,将所有书籍分类

法酌加变通,编目登记加以改良;四,１９２１年因采用

书架公 制,书籍每有遗失,黄维廉创行名誉制,凡
入览者均需签字,誓以明不欺[２８].１９２２年,圣约翰

大学聘海施女士任馆长,海施女士上任后从事兴革,
不遗余力,其丰富的图书馆学经验使圣约翰大学图

书馆的管理蒸蒸日上,也使得黄维廉学到了美国先

进的图书馆管理方法.１９２６年,海施女士回国,黄
维廉升任馆长,他制定规范的借阅规程,对图书馆的

各项设施,如书橱、目录柜、出纳台、字典架,打字机

等,皆悉心布置,煞费经营.卡片、印刷品及零星用

具,或就近定制,或购自欧美,无不完备[２９].１９３３年

４月,沈祖荣受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之托,调
查全国３０所图书馆及图书馆教育状况,在参观完圣

约翰大学图书馆后,写道:“是馆办理极佳,编目亦完

善,书籍杂志之订购尤有系统,中文书卡片之书法亦

及整齐云”[３０].１９３３年６月,在宋子文的帮助下,盛
宣怀后人将藏书６６６０７余册捐给了圣约翰大学图书

馆[３１],使 图 书 馆 的 藏 书 达 到 １０ 万 册 以 上[３２],在

１９３６年全国大学图书馆馆藏数量调查排名以及２８
所私立大学图书馆馆藏数量调查排名中,以１０６４３５
册(此处统计册数与孟雪梅的«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图

书馆研究»第２２９页统计册数有较大出入)的总藏书

量分列第１４和第８位[３３][３４],丰富的馆藏以及完备

的服务,为圣约翰大学师生的学习和研究创造了良

好条件.
“八一三”事变之后,上海的文化机关遭到日军

的疯狂轰炸与洗劫,大学图书馆的损失尤为严重.
圣约翰大学因系美国教会所有,故损失甚少[３５].
１９３７年９月,圣约翰大学与华东的金陵大学、金陵

女子大学、之江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组成了“华
东基督教联合大学”.圣约翰大学迁往南京路上课,
图书馆的图书与设备亦部分迁往新址.埠外的大学

陆续迁往上海继续办学(１９３８年金陵大学和金陵女

子大学迁往西南),由于来不及携带图书,联合大学

随即成立以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为中心的联合图书

馆,黄维廉借鉴当时美国先进的图书馆管理经验,针

对阅览室异常拥挤的情况,采取大 间借阅和设立

教师阅览室、流动图书车等方式[３６],大大提高了图

书馆的使用效率,为在战火中颠沛流离的师生提供

精神家园.大平洋战争爆发之后,虽然圣约翰大学

图书馆幸运地完整保存了大部分藏书,但亦有一小

部分图书、期刊以及地图为日本人所掠夺[３７].
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面临巨大困难,

如:馆舍建于１９１４年,到抗战胜利已经三十多年了,
不仅过于窄小,而且老化严重,设计亦不合理,已经

远远不能满足现代图书馆发展的需要;原来独立管

理的医学院图书馆并入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使图书

馆的服务范围更广,而在战争期间不少有经验的图

书馆员离职,使得分摊在每个图书馆员身上的任务

更重了等.针对这种情况,黄维廉想尽一切办法鼓

舞士气,消除图书馆员的负面情绪,并建议学校对薪

酬制度进行改革,根据不同工作时段和不同工种分

配薪水,额外的加班需要给予工资补偿,提高图书馆

员的工作积极性.１９４７年１０月,沙本博士访华并

参观圣约翰大学图书馆之后,对黄维廉的管理能力

大加赞 赏,并 称 黄 维 廉 是 一 个 称 职 能 干 的 管 理

者[３８].经过沙本博士的推荐,黄维廉获得了第二次

留美学习的机会.
２．２　参与图书馆业界的组织与活动

２．２．１　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之渊源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中国图书馆界的第一个全国

性组织,被称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孵化器[３９],其机

关刊物为«新教育»杂志.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成立之

初就非常重视图书馆在民众教育中的作用,第一届

年会就设立了“图书馆教育组”,并且在«新教育»中
刊发大量图书馆学原创论文.在«新教育»杂志存在

的６年５２期中,一共刊发了２０篇图书馆学论文,作
者包括沈祖荣、刘国钧、杜定友、戴志骞、洪有丰、查
修、胡庆生、朱家治等名家,这些论文体现了当时中

国图书馆学的 高水准,为中国近代图书馆运动奠

定了理论基础[４０].黄维廉于１９２３年在«新教育»上
发表了«约翰大学图书馆»[４１],次年发表«中文书籍

编目法»[４２],针对当时图书馆界存在的突出问题,如
图书馆管理、图书编目、图书分类等进行广泛探讨和

剖析,为当时还处在萌芽时期的中国图书馆事业提

供了实践和理论的指导.
２．２．２　参与创建上海图书馆协会

１９２４年６月,黄维廉与孙心磐、杜定友、黄警顽

２１１

黄维廉图书馆生涯考察/黄雪婷,张丽英
ASurveyofV．L．WongsAcademicAchievementsinLibraryScience/HuangXueting,ZhangLiying



2017

年
第4

期

等发起组织上海图书馆协会[４３].随后,积极参与并

组织了上海图书馆协会的各项活动.１９２６年初,协
会借江苏省教育会兴办图书馆学展览会,圣约翰大

学图书馆展出了本馆内外部摄影、新书进馆程序表、
用品表、设备图式、出版物、装订样品、本馆沿革琐

记、书籍装订样本二种、钉书具以及图书馆学书籍二

十三种.展览共两天时间,参观人数达三千余人,影
响颇大[４４].上海图书馆协会从成立到１９３７年这十

三年时间内,共举行九届年会,黄维廉参加四届,当
选为执行委员,负责会计、交际、编辑等职[４５][４６].
“八一三”事变后,上海图书馆协会的一切工作都停

顿了,抗战胜利之后,１９４７年２月,上海图书馆协会

筹备复员,黄维廉当选为筹委会副主席[４７].同年４
月,协会因鉴于上海尚无图书馆学专科之设立,特设

图书馆学讲习科,黄维廉任主讲[４８].
此外,黄维廉还是 早加入中华图书馆协会的

会员之一,１９２５年４月,参加全国图书馆协会筹备

会[４９].从其与中华教育改进社之渊源、参与组织上

海图书馆协会及中华图书馆协会可以看出,黄维廉

是民国时期 早参与到新图书馆运动的人物之一,
为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壮大作出积极

贡献.
２．３　对图书馆史之研究

图书馆史是黄维廉研究的重点领域.黄维廉非

常重视对本馆馆史的记述,曾多次发表相关文章,在
多个媒体上介绍圣约翰大学图书馆,如１９２３年发表

的«约翰大学图书馆沿革»[５０]、在中华教育促进会机

关刊物«新教育»上发表的«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１９２４年在本校刊物«约翰声»上中英文介绍本馆情

况的«本校图书馆沿革史»(中文)[５１]、«罗氏图书馆

史(１８９４－１９２３)»(LowLibrary:AHistory(１８９４
－１９２３)[５２]以及１９３２年由罗氏图书馆印刷出版的

«圣约翰大学罗氏图书馆概况»,在馆史中,黄维廉

“得诸师友之指示,经多时之采访”,详细介绍了圣约

翰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沿革,以及来自美国的先进图

书馆组织管理方法,对西方图书馆观念的传播起到

一定的作用,同时也为我们研究教会大学图书馆史

留下了宝贵资料.除本馆馆史外,黄维廉的其他图

书馆史研究主要用英文书写,发表在纯英文刊物上.
主要有 １９３８－１９３９ 年在«天下月刊»(Tienhsia
Monthly,１９３５－１９４１)上发表的«图书馆纪事»(LiＧ
braryChronicle[５３])和«五代至清末中国的藏书楼与

藏 书»(Librariesand BookＧCollectingin China
fromtheEpochoftheFiveDynastiestotheendof
ChIng[５４]);１９３９年在«教务杂志»(TheChineseReＧ
corder,１８６７－１９４１)发表的«战时华东高校图书馆

合作活动»(AYearofCollegeLibraryActivitiesin
WarＧTornEastChina．AExperimentinCooperaＧ
tion[５５]);以及１９４９年发表的«反思中国高校图书馆

事业»(ReflectionsontheProfessionofCollege
LibrarianshipinChina[５６]).

在«图书馆纪事»(LibraryChronicle)一文中,
黄维廉从韦棣华、沈祖荣、胡庆生的贡献和图书馆教

育的发展、中华图书馆协会的成立三个方面阐述了

清末民初我国图书馆运动的发展阶段.指出教育政

策的支持和文化的大繁荣;图书馆学著作的引进和

图书馆学刊物的创办;社会权贵阶层的捐助以及国

际图书馆界特别是美国图书馆协会的帮助促成了民

国初年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快速发展.在«战时华东

高校图书馆合作活动»(AYearofCollegeLibrary
ActivitiesinWarＧTornEastChina．AExperiment
inCooperation)一文中,黄维廉叙述了上海“八一

三”事变之后,华东几所基督教大学图书馆在战火中

如何 展图书馆服务.而发表于１９４９年的«反思中

国高校图书馆事业»(ReflectionsontheProfession
ofCollegeLibrarianshipinChina),可以算是民国

图书馆史的完整资料,在文中,黄维廉提出民国图书

馆运动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韦棣华、沈祖荣、胡庆

生创办中国第一所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及中华图书

馆学会之成立;第二阶段,在洛克菲勒基金支持下,
袁同礼、沈祖荣领导的中国图书馆学人赴美留学;第
三阶段,教会大学联合董事会促成了战后中国图书

馆界又一次留美.其中的第二第三阶段的观点可以

作为当代图书馆学人研究民国图书馆史的有益补

充,黄维廉以他的亲历为民国图书馆史的研究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在«五代至清末中国的藏书楼与藏

书»(LibrariesandbookＧcollectinginChinafrom
theEpochoftheFiveDynastiestotheendof
ChIng)一文中,黄维廉详细阐述了中国五代至清末

１０００多年间的藏书楼与藏书的发展史,肯定了古代

藏书楼在保存图书方面的贡献,批判了以藏为主、为
少数权贵阶层服务的藏书楼剥夺了平民受教育的权

利,阻碍了社会文化的传播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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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对图书馆三要素之研究

１９２１年,刘国钧发表«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
一文,提出“一个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必定有三种要素

(即合法的设备、适宜的管理员、正当的书籍)[５７]”,
成为图书馆界用“要素”理论来研究图书馆的滥

觞[５８].１９２４年,黄维廉在«中文书籍编目法»一文中

指出,组织图书馆,有三大要素:适当之主任、适当之

图书、适当之馆舍[５９].虽然没有展 写成宏篇巨

著,但是他就三要素的各个方面在不同的论文中都

有比较系统深入的阐述.
２．４．１　适当之主任

“适当之主任”是黄维廉学术论文的一个重点话

题,适当之主任,不仅仅指图书馆馆长、主任,而是引

申到更广泛的图书馆所有工作人员.１９３６年,黄维

廉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中国高校图书馆人员研究»
(AStudyofChineseCollegeLibraryPersonnel),
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硕士学位.在这篇论

文中,黄维廉采取问卷调查的方式对１９３５－１９３６年

中国 具代表性的２６所大学图书馆(国立大学图书

馆８所、省立大学图书馆２所、私立大学图书馆４
所、教会大学图书馆１２所)的基本概况,如藏书规

模、工作人员数量、年度经费、服务对象等进行统计

分析,进而对图书馆全体工作人员的任命与晋升、任
职资格要求、学术地位、工资待遇、工作时间、特权与

福利等各个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调查,为我们真实

地展现了民国时期各类型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生

存状况,是一份珍贵的研究民国图书馆史的资料.
关于图书馆工作人员在图书馆建设中的重要作

用,他在«图书馆的现代化改进»(Modernizedand
ImprovedLibrariesNeeded)[６０]一文中写道:一个

训练有素、工作能力强的工作人员可以使有限的藏

书得到有效的利用,而拥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则可

能因为管理不善而低效,正确的对策是让工作人员

各司其职.现代化的图书馆工作者应具备良好的专

业素养和职业培训,当今的大学图书馆不该再由那

些所谓的“学者”或毫无经验的人管理了,因为这些

人对现代化的图书馆管理知之甚少.针对大学图书

馆工作人员地位偏低以及权利责任未能明确等问

题,他提出大学章程里必须明确图书馆员的职务、学
术身份、责任和基本权利等.作为学校的核心部门,
无论是学校董事会还是学术委员会的会议,图书馆

都必须列席.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按照专业类和非

专业类进行合理分类,除此以外,还要进行对应的等

级设置,专业技术类工作人员应接受 起码的职业

培训并享有与学校行政管理人员相对等的学术

权利.
２．４．２　适当之图书

黄维廉所云组织图书馆三大要素之一的“适当

之图书”,包括选书以及对图书进行编目.民国时

期,“自各国交通,新学昌明,著书立说,浩如烟海,世
界图籍之流入中国者,科目繁多.[６１]”,非清末经、
史、子、集、丛五部分类法所能概括,因此当时急需一

部适合中国书籍特点的分类法.１９２４年,黄维廉写

就«中文书籍编目法»一文,从图书分类法、著者号码

编制法、标题指定法、图书编目法、目录片排列法以

及图书装订法六个方面详细介绍了编制中文书目的

各个程序及步骤,对当时尚处在发展初期的中国近

代图书馆事业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此外,黄维廉

还用英文写成了«重建约翰大学图书馆藏———以哲

学领域为例»(Rebuildingthebookcollectionatst．
JohnsUniversitywithParticularReferencetothe
fieldofphilosophy)[６２],专门介绍圣约翰大学图书

馆哲学书籍的收集与分类编目.
２．４．３　适当之馆舍

１９５３年,黄维廉任华东化工学院图书馆馆长,
次年底,该馆重建馆舍,黄维廉对馆舍的初步设计图

样提出不少中肯的意见,由此也形成了他对图书馆

建筑方面的几条原则,如馆址的选择须是学校活动

的中心;馆舍的形式与配置应顾到阅览人的便利和

工作上的联系;书库应避日光直射,亦要避免潮湿,
必须有防火及通风设备等;阅览室要光线充足,窗户

要多而高,颜色要和净,不反射阳光;办公室的多少

与大小要视图书馆规模的大小和馆员人数的多寡而

定,且各室须有相当之联系;建筑上的装置需要专门

的知识等. 后,黄维廉强调高校图书馆的建筑,应
由图书馆、建筑师以及校内基建部门三方面共同计

划,对于位置、面积以及内部布置等应有精密的研

究[６３].黄维廉对图书馆建筑问题的看法对解放后

我国图书馆大规模重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我

们今天建设图书馆仍然具有参考价值.
２．５　专题图书目录

１９２５年,为纪念各省图书馆代表莅临上海以及

欢迎美国图书馆专家鲍士伟来华,上海图书馆协会

创办了期刊«图书馆杂志»,并推出创刊号,黄维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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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上发表«图书馆学书目»[６４]一文,这是国内 早

研究图书馆学书目的论文之一,文章详细编列中文

类名目录,对图书馆事业至有价值[６５].
１９３６年,黄维廉在美国留学,将关于中国图书

馆概况的中英文论文分类编制,写成«中国图书馆书

目»[６６],分期发表于«参考书目公报»(Bulletinof
Bibliography)上,第一次向西方介绍了与中国有关

的图书馆学著作.
１９５２年,黄维廉编成«上海市各医学图书馆所

藏期刊联合目录»[６７].１９５７年底,为协助洪范五先

生编制«全国四十七所高等学校图书馆西文期刊联

合目录»(出版的实物是«４７所高等学校图书馆馆藏

外文期刊联合目录»,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第一、二
司编,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年８月第１版),黄维廉

和洪范五、何金铎等知名专家商议拟定了统一的编

目标准和版式,以及联合目录的中、外文书名[６８].
这是解放以后全国第一本高校期刊联合目录,也是

高校图书馆会议规划的成果之一,通过馆际互借,对
各校的教学科研起了一定的辅助作用[６９].
２．６　书评及其他

１９４０年代,黄维廉以«申报»为园地,发表了大

量书评.１９４７年３月,黄维廉介绍了«大学图书馆

管理法»(AdministrationofCollegeLibrary)一书,
该书由美国图书馆学专家莱尔(GuyR．Lyle)所著,
对大学图书馆管理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有详尽的

阐述.黄维廉对该书的各个章节及作者进行介绍,
边论边议,评价较高. 后,黄维廉描述了国内大学

图书馆主任地位偏低的现状,指出欲谋大学教育的

发达及改进,图书馆,实验室及教师工作,三者须有

相当联络,务使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为教员与图书馆

双方共同负责之并进事业[７０],这种观点,对当代大

学图书馆的发展亦有相当之借鉴意义.
同年４月,黄维廉发表了评«清代名人传略»的

文章,该书是１９世纪４０年代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

起,由恒慕义(Hummel,A．W．)博士主编的一部颇

享盛名的中国清代大型人物传记辞书.黄维廉从

“国会图书馆八九年工作”、“参考资料浩瀚书名

日期”、“人物选定不无遗漏”、“平反旧争论发现

新证据”等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客观评价,肯定其

优点,并指出缺点[７１].同年,黄维廉还就黄景柏所

著«中国人事问题新论»[７２],以及叶绍钧与朱自清合

著的«略读指导举隅»«精读指导举隅»撰写书评[７３].

此外,黄维廉还在«密勒氏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１９２３－１９５０)发表了«论电影在民众教育中

的作用»(MotionPicturesTodayImportantAgenＧ
cyInEducation—OfOldAndYoung[７４]),阐述了

电影在民众教育中的作用.

３　结语

黄维廉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所大学是当

时中国培养英语人才的 好学校,被称为“东方的哈

佛”,“外交家的养成所”[７５].１８８８年,卜舫济任校长

后,大力推行英语教学,自１８９０年之后,学校各门课

程采用英语教学[７６].黄维廉１９１９年大学毕业取得

文科学士学位之后(１９１７年,圣约翰大学规定,凡文

理两科学生,毕业时欲获得学位者,须参加特邀名人

监试的特别英文口试和笔试,且取得“优美之课绩”,
否则不授予学位[７７]),又曾当过一年时间的英文教

员,他的英文功底极深,论著亦绝大多数为英文.以

中文为第一使用语言的学者用英文写作,固然可以

及时跟西方学者交流,但也容易阻断其在中文学术

圈的影响力.这有点类似同一时期另外一个著名的

图书馆学家———吴光清博士,由于其绝大多数论著

为英文,原计划在２００５年出版的«吴光清博士论文

集»由于翻译难度较大而搁浅[７８].黄维廉的许多学

术论文发表于国外的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如«图书馆

学季 刊»(LibraryQuarterly)、«参 考 书 目 公 报»
(BulletinofBibliography)以及国内纯英文期刊,
如«天下月刊»«密勒氏评论报»«教务杂志»上,而在

民国图书馆学人的学术阵地,如«图书馆学季刊»«中
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以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

刊»上却没有看到其论文.因此,虽然黄维廉向西方

介绍了中国的图书馆发展情况,架构了东西方图书

馆学交流的桥梁,但是在国内的图书馆界,则长期被

忽略了.有关黄维廉在国外的学术论文原文主要通

过 Hathitrust、JSTOR以及伊利诺斯大学的数字图

书馆Ideals获取,诚如顾烨青等学者的呼吁,图书馆

学界应该加强对散布在海外的中国图书馆(学)史料

的整理工作,为进一步推动中国图书馆(学)史研究

走向深入,繁荣图书馆学理论建设,提供新的强有力

的史料支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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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V．L．Wonggraduatedfromst．JohnsUniversityinShanghaiduringtheRepublicanperiod,
andthenstudiedlibraryscienceintheUnitedStates．HemainlyworkedforRowesLibraryofst．Johns
UniversityinShanghaiandtheLibraryofEastChinaChemistryInstitute(nowEastChinaUniversityof
ScienceandTechnology)inhislife,asapersoncouldnotbeignoredinthelibraryhistoryduringtheReＧ
publicanperiod．WonggotlittleattentionduetothereasonthathisacademicpapersmostlywritteninEngＧ
lishwithissuesmainlyontheChristianUniversitylibrary．ThepaperintroducesWongslifeespeciallyfoＧ
cusingonhisoverseaexperiencesandsummarizeshisthoughtsandachievementsonlibraryscience,incluＧ
dingthemanagementoftheLowlibraryinst．Johnsuniversity,theorganizationandactivitiesoflibrary
industry,thestudiesonthelibraryhistory,thethreeelementsoflibraryscience,andspecialsubjectcataＧ
logaswellaspapersofbook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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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BibliometricServicesofLibrarysInstitutional
RepositoriesinResearchAssessment

YangHelin

Abstract:Nowadaysresearchassessmentreliesheavilyonresearchoutputmeasurementandresearch
informationsystems,thusbringsopportunitiesforlibrariestoimprovebiblimetrictasksandinstitutionalreＧ
positoriesconstruction．ThisarticleanalysesthemodelsofcurrentResearchassessment,thepossibilitiesof
involvementforlibrariesandthegradualmergingofCurrentResearchInformationSystems(CRIS)andinＧ
stitutionalrepositories．Andthen,itputsforwardsomesuggestionsabouthowlibrariesshouldprovide
servicesinresearchassessmentbyusingbibliometricandinstitutionalreposi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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