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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情况的调研与分析

□王晓军∗　隋红岩

　　摘要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于多重因素的影响,一些坚持为教学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在经费预

算和使用方面形成了与战前完全不同的特点,如:通货膨胀造成实际购买力下降;采购教学用书

困难;外汇管制;由于战争,即使有外汇也难以及时购得外文书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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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３７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

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领域带来巨大

破坏,使高校图书馆在经费的安排和使用上形成与

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大为不同的一些特点.

１　全面抗战对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影响

全面抗战的爆发对高校图书馆经费产生了从国

家到高校层面的全方位的严重影响.首先,战争迫

使国民政府极力增加军费开支.１９３７年国民政府

军费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６６％以上.到１９４５年则

升至８７．３％.又因为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民国工商

业、金融贸易集中的东部地区相继沦陷,给民国经济

以沉重打击,造成全社会物资紧缺,并由此形成通货

膨胀、物价飞涨的严重后果.在全面抗战的８年中,
尽管国民政府财政支出增加了８９９倍,但物价上涨

了１９４０倍[１].在上海黄金市场上,成色为０．９９２的

市平１０两黄金,１９３７年可兑换民国法定货币１１５８
元,到１９４５年１月竟涨至８７９６２５元[２].通货膨胀

对国民政府教育经费的正常安排带来极大负面影

响,造成高校经费在表面数字上年年递增,但包括图

书在内的各项教学需求物资的购置能力急剧下降.
其次,由于进入战争状态,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７年９月４
日发布密令,规定除军务国防、地方治安、使领馆经

费、税警债务、抚恤及关系对外契约或外籍人员薪津

各项外,其他各项经费一律暂按原预算七成支发[３].
教育经费在此背景下急剧减少.根据«第二次中国

教育年鉴»中“战前教育文化经费”的记载,１９３６年

国民政府的教育经费为５５４０６０５０元,占中央总预算

的４４８％,到１９３９年,教育经费仅占中央总预算的

２２％,以后一直维持在很低水平.不仅如此,战时

教育经费大量用于各级学校尤其是高校师生员工薪

俸和膳食的津贴补助,对包括图书馆经费在内的各

项教育开支形成更为严重的影响.全面抗战爆发

后,国民政府为吸收抗战后备力量,与日伪争夺中高

等教育适龄青年的民心,制订一系列对因战争而陷

于困境的中高等学校学生的补助救济办法,如:困难

学生贷款助学办法;以粮食、食油作价发给学生,保
证困难学生基本生活需要;国家急需人才的部分专

业一律实行公费等.国民政府还对从战区撤退和流

亡的部分国立中学及公立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实行

临时救济补助.以后又发展为对非敌占区的专科以

上学校教职员实行生活补助救济,补助办法从增发

生活补助金到发米代金,到举办公共食堂等.对学

校师生员工的生活补助救济耗用了大量的教育经

费,如１９４２年的战时救济费用占全年教育文化费的

５０％以上[４].１９４３ 年则占到 ６０％[５].再次,１９３９
年５月,国民政府为使高校适应战时环境,颁布«大
学行政组织补充要点»,明确规定大学的图书馆和注

册、出版组一律隶属教务处,这使部分高校图书馆失

去原隶属校长的行政地位,“图书馆经费”不再单独

立项,“图书费”成为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的主要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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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时期的通货膨胀、大量教育经费用于

学校师生员工的生活补助和救济以及高校组织机构

的调整等因素,成为高校图书馆经费与战前相比,形
成许多不同特点的基本原因.

２　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概况和特点

２．１　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统计中的经费列项问题

在对全面抗战时期的高校财务资料的整理和分

析中,首先会遇到一个相对公共图书馆而言比较棘

手的问题:民国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在学校经费项

目中是如何列项的呢? 即如何从高校财务报表中准

确统计图书馆经费呢?
由于行政隶属关系等问题,通常情况下,高校图

书馆经费有两种列项方法:一种是列入“学术研究

费”中,和仪器费并列,即“图书仪器费”;一种是按教

育事业费列项,将图书费在“建置费”科目中列项[６].
从有关图书费的资料来看,在全面抗战的前期,图书

费通常列入“购置费”,中后期列入“学术研究费”.

２．２　战时高校图书馆的经费概况

在研究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问题时,还会面对

一个严峻的事实,即抗战时期的高校图书馆经费统

计资料严重匮乏.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时曾陆续做过全国公私立

专科以上学校经费调查统计.其中“图书仪器费”列
入“学术研究费”科目中.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５年,除

１９３７年没有“学术研究费”科目数据外,１９３８年全国

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的总经费为３１１２５０６８元,其中

“学术研究费”为 ８２１１１０ 元,占当年总经费的 ２．
６３８％,是“学术研究费”占当年专科以上学校总经费

比例 最 低 的 一 年.１９４２ 年 的 “学 术 研 究 费”为

２０５７４０８６元,专科以上学校的总经费是２３３５３６６５０
元,“学术研究费”占专科以上学校总经费８．８１％,是
“学术研究费”占当年高校总经费比例最高的一

年[７].如果不考虑权重等因素的话,那么全面抗战

时期专科以上学校“学术研究费”占总经费的比例可

估算为６％左右.
但问题在于,“学术研究费”并不等于图书馆经

费,除了图书费外,它还包括仪器费、学术研究补助

费等细目.那么,全国专科以上学校的图书馆经费

在“学术研究费”中所占比例到底是多少呢?
所幸的是,笔者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得国

民政府教育部门１９４０年的全国图书馆(室)调查统

计,其中有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的经费数据.
由于缺乏全面抗战时期其他年度的专科以上学

校图书馆(室)经费数,所以笔者只能以１９４０年国民

政府教育统计部门的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经费

统计数作为大致估算全面抗战时期各年度专科以上

学校图书馆(室)经费数占学术研究费比例数的参考.

２．３　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的安排及使用特点

全面抗战的爆发迫使高校图书馆调整服务模

式,即由平时的全面开放转变为选取部分战时适用

的教材和参考书籍随学校迁移,在迁移中为教学、科
研提供临时性的、参考范围有限的服务,以尽力维持

战时教学科研的运转.
高校图书馆战时工作重心的变化一般可分两个

阶段:抗战爆发后的初始时期.这一时期高校图书

馆的任务是抢救、保护和转移图书;转移任务完成

后,图书馆的工作重心进入第二阶段,即恢复图书的

表１　１９４０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总经费、学术研究费及图书馆经费表

学校类型 总经费数(元) 学术研究费(元)
学术研究费占

总经费比例
图书馆(室)经费

图书馆(室)经费占

学术研究费比例

专科以上学校 ６１１０５９４０ ４７７８１５１ ７．８１９％
１０３００７６元,另:１４４００ 美 金,

１２３３２１港币

三项合计１１６４１４６元,约

占２４．３６％;

其中:国立 ３６７８８３２８ ２４９９０１９ ６．７９３％ ６８２６５５ 约占２７％

省立 ６０１９５３１ ２０６２２９ ３．４２６％ ８７３３７ 约占４２％

私立 １８２９８０７８ ２０７２９０３ １１．３２９％
２６００８４ 国 币,１４４００ 美 金,

１２３３２１港币

三项合计 ３９４１５４ 元,约

占１９％

注:１１９４０年的１００港币兑换法币２１．１４元;美金与法币之比按１∶７．５计算(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编印 十年来中国金融史略(高校图书馆中英

文图书数字化国际合作计划,http://www．cadal．zju．edu．cn/book/trySinglePage/０９００２１５７/１);２１９４０年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经费数据来源: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图书馆室概况—专科以上学校图书馆室 二十九年．全宗号:５(２),案卷号:８８０:１６６页:表１４６;３１９４０年全国专

科以上学校总经费及学术研究费数额见参考文献[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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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览流通,采购和补充图书.不同阶段的工作重心

不同,导致高校图书馆的经费安排和使用特点不尽

相同.
由于已经公开出版的档案史料的翔实性、完整

性和不同高校在教育界的知名度不同等原因,本文

以战时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经费的安排和使用特

点作为典型例证,来探讨战时高校图书馆经费安排

和使用的一般模式和特点.

２．３．１　抗战初期,高校经费安排侧重用于学校搬迁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

和私立南开大学根据教育部指示向南方转移,在长

沙建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后又迁转至昆明,改名

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战时初期,该校首先面临的

是因为上级经费紧缩而形成的经费紧张.国民政府

教育部曾给长沙临时大学就经费事项发出指令:“令
长沙临时大学:二十七年二十六日呈一件———呈送

本校九至十二月份开支实况表、教职员俸给册及二

十七年各月份紧缩预算分配表由.呈件均悉.查该

校自上年九月份起,以原有北京、清华两校每月应领

七成经费之半数６２４１６．６６元,暨南开大学每月应领

七成补助费之半数７０００元,及建设事业专款项下应

拨南开大学每月七成补助费全数(并非半数)２３３３．
１０元,合计月支７１７４９．７６元.九至十二月份共支

２８６９９９．０４元.”[８]不仅长沙临时大学经费打折,即便

是有限的经费在使用安排上也侧重于学校南迁搬运

费用以及临时租用校舍的修建费用.如１９３８年国

家建设事业费专项建置费预算中,西南联合大学用

于中小学教材教法参考书的专项图书费为６０００元,
而在“学术研究设备费”中列的图书仪器费３００００元

则全部用于清华、南开两所大学临时存放在重庆和

天津的图书运往云南的费用[９].这个时期,长沙临

时大学或西南联合大学向上级申请师生员工生活补

助费以及各种补助经费到位后的分配办法几乎成为

贯穿整个时期档案史料的主题.

２．３．２　战乱环境下,即使有少量图书馆经费也无法

正常使用,只能挪作他用

战争环境不仅改变了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

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正常经费安排,还改变了这些大

学的正常图书馆业务,形成了战时三校图书馆几近

无序的业务状态和战乱的大环境影响图书经费正常

安排和使用的特点,其中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当时

即使有图书经费也难以正常使用.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后,图书馆业务开始恢

复,但在购书方面困难重重:“初人手时,最感困难

者,厥为清理旧欠,均系二十六年六月以后,各国寄

往北平书籍,经平保管委会转寄长沙者.当时南北

多阻,邮递遗失,在所难免,在本馆不能确悉其书是

否收到,未便付款,而书商则以旧欠未清,不肯徐寄

新书.故二十七年六月至十二月,虽曾发出订书单

六十余件,外商均置不理.本年正月间,曾将请出旧

欠,向政府请求外汇,但历经数月,迄无结果;三月

中,内外迭经磋商,或暂还旧欠一部,或预付新书书

款,始陆续有书寄来,而函件往返,延迟已达三月之

久.付款之困难,乃在当时仅能购到英镑、美元、马
克,荷盾直不易得,故向德、荷购书,付款须折合美

元,尤多周折,而邮递迟缓,时多阻滞,亦为书到迟缓

之重要原因.———中文书籍之购置,事变后在平完

全清结,南迁后未再大量购置,嗣后拟就地搜集滇省

出版书籍,略备他日之参考.”[１０]特殊环境下的特殊

工作状态使高校形成图书经费安排上的新特点:经
费紧缺,但在实际中却用不完.如:“廿七年度图书

经常费原定为２７０００元,至去年十二月底各系动用

者甚少,实支之数为１４００３．３５元,学校以年度急须

结束,决定将余额１２９４６．６５元移作别用.”[１１]

２．３．３　高校图书费分配到院、系,基本延续战前图书

采购费分配办法

经过抗战初期的高校迁移动荡之后,许多高校

在避开战火直接袭扰的乡村、郊野、山区等地继续开

展教学,即使这种平静是十分短暂的.学校一经恢

复教学,图书馆的工作就随即展开.当时学校图书

馆的主要职责是采购教材、教学参考用书以弥补迁

移中的学校教学用书缺乏的困难.在经费分配方

面,战时高校图书经费基本沿用战前盛行的办法,将
经费额度分配至各学院、系,由各学院、系的教授以

及承担教学一线任务的教师,根据图书馆能够得到的

出版书目挑选购书书目,交图书馆集中办理订购.图

书馆还要和会计科核对各院系的订购书目的数额是

否超过经费的分配数额.超过部分则由图书馆和有

关院系负责人商量扣减订购书目,移至下一次订购.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１９３８年经图书委员会议决

的图书经费４万元的分配情况如下:(１)中国文学、
外国语文、历史社会、哲学心理教育、法律、政治６系

各３０００元.(２)算学、物理、化学３系各２０００元,
(３)经济学、商学２系各２５００元.(４)生物、地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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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象、土木工程、电机工程、化学工程６系各１０００
元.(５)普通参考书５０００元[１２].其中普通参考书

由图书馆负责选购.到抗战后期,国立西南联合大

学继续保持这样的图书经费分配办法.如１９４４年

的图书费预算分配办法是将１２００００元的图书费按

４０００元一个单位,分成３０个单位,由学校常务委员

会分配给每个系一个单位,有些系因有数个专业组,
那么这些专业组就只能得到一半甚至是四分之一单

位的购书经费.负责选购通用参考书的图书馆则有

５个单位的购书经费[１３].
当时国立西北联合大学也是按照基本相同的办

法分配购书经费:“本校共分六院二十三系:文理学

院八系,本年度购书经费各千元;法商学院三系,除
政经系定为一千五百元,其法律系及商学系各定为

一千元;教育学院三系,除家政系系庚款补助外,教
育系定为一千五百元,体育系一千元,农学院三系,
除农学院定为二千元外,其林学系及农化系各一千

元;工学院六系,除化工系及纺织系各一千元外,其
土木、矿冶、机械、电机四系皆定为一千五百元;医学

院不分系,定为四千元.以上各院系购书经费数目,
系由本校常务委员会根据各该院系教职员及学生人

数多寡决定之.此外本馆购书费亦一千元.为数确

不多,然处此国难期间,每年尚有三万一千元之购置

经费,亦云幸矣.”[１４]

２．３．４　高校部分经费转用于“研究补助津贴”,图书

费在购置费、学术研究费中的比例逐年减少

整个全面抗战时期,多数高校处于在困难条件

下顽强生存的状态,因此这些高校的图书馆经费是

在维持其存在的基本需求水平上徘徊.战时西南联

合大学的图书经费也是在难为图书馆人满意却能被

图书馆人理解的状态中曲折增长,折射出事业前行

的艰辛.
从表２可见,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在１９３８年的预

算中,图书购置费为５４０００元,占全校购置费的一半

左右.购置费占全校预算的１２％.改为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时,重新编制“岁出概算书”,将图书费从

“购置费”中调整到“学术研究费”,数额改为２５８００
元.从决算书来看,全年５０万元的预算,决算为４８．
９万元左右,除办公费、杂支等部分有超支外,大部

分项目 的 决 算 没 有 超 出 预 算,图 书 费 也 仅 支 出

１４０００余元.其原因应该与前述采购困难有关.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１９４０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的学术研究费每月预算由上一年度的７２３３．３３元下

降为３３９２元,图书费的每月预算由２９６６．６６元下降

表２　战时(战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长沙临时大学)图书费预(决)算简表(单位:法币元)

年份 图书费预算数
图书费决算数

(实支数)

购置费或学术研究费

预决算数额

占购置费或学术

研究费比例
备注

１９３７年
(３７年９月１日至３８
年４月３０日)３６０００

— 购置费预算数６８６４０
图书费占购置费预

算５２．４％

国立 长 沙 临 时 大 学 开 办 费 中 拨

４００００元图书费

１９３８年

长沙临时大学预算

５４０００,后 改 为 西 南

联合大学,下半年岁

出概算为２５８００

当年西南联合大学

的决算为１４０５３．３５

购置费预算１０２９６０
学术研究费决算数

３０６３０．５２

在学术研究费决算

数中占４５８８％.

５月由长沙临时大学改为西南联

合大学,图书仪器费由烈于“购置

费”改列于“学术研究费”

１９３９年 ３５６００ — ８６８００ ４１％

１９４０年 １４３０４ — ４０７０４ ３５．１４％

１９４１年 １８０００ ９３７２ １００３０７ ９．３％ «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第４０２页

１９４２年 ３３６００(岁出分配数) — ７４４０００(岁出分配数) ４．５％

１９４３年 ３７９０００ ２０７４３３．９８ ２１７２０４６．８２ 按决算数９．５％ 第一次预算为６００００,后追加３１９０００

１９４４年 １２００００ — １５７８０００ ７．６％

１９４５年 — — ４４１６０００ —
仅在经常费预算分配表上见“学术

研究费”

１９４６年 — — １７２８２４００ — 同上

资料来源: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经费预决算”部分),云南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４２—８１;２王学珍 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３７１－４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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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１９２元,图书费在学术研究费中的所占比例由

４１％下降到３５．１４％,下降比例并不十分明显.但从

１９４１年起,图书费在学术研究费中所占比例明显下

降,图书费的实际支出仅占学术研究费实际支出的

９．３％,１９４２年图书费岁出分配数竟仅占学术研究费

岁出分配数的４．５％.
什么原因导致图书费在“学术研究费”中所占比

例锐减呢?
从有关史料可见:１９４２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

“学术研究费”７４４０００元中,“研究补助费”的预算数

为６５４０００元,占８８％之多[１５].而１９３９年的“研究

补助费”预算数为１３２００元,占当年“学术研究费”

８６８００元的１５．２％,１９４０年的“研究调查补助费”预
算数是７２００元,占当年“学术研究费”４０７０４元的

１７．６％[１６];;通过对“学术研究费”中的“研究津贴”数
额的变化的对比,一个清晰的事实出现在我们眼前:

１９４２年的学术研究补助费数额被大大提高了.换

句话说,在“学术研究费”中,学术研究补助费大幅度

提高,导致图书经费相应减少了.
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中可以查阅到,在

１９４１年以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对本校师生员工有

多次生活补助的措施,但未见其补助费明确列支项

目.１９４１年底,学校常委会决定,一旦下年度学校

经费增至３７５００００元,则按员工工资额加发３５％的

“研究补助费”,月薪２００元以下者加发７０元,月薪

不到７０元者按原额加发一倍;在随后的第２０３次会

议上进一步规定,本校讲师自１９４２年１月起每小时

加研究补助津贴１０元,附属中小学职教员每人每月

发研究补助津贴５０元[１７].
这就是学术研究补助津贴快速增长的原因.即

从１９４２年开始,“学术研究费”中的“研究补助费”主
要用于教职员的生活补助金.到１９４３年,补助费额

进一步增加:“教育部电通知学术研究补助费已核

准,从本年四月份起,教授每月五百元,副教授每月

三百八十元,讲师每月二百五十元,助教每月一百三

十元,并已寄来五十万元,现在决按西南联合大学所

任职务予以待遇.”[１８]可见,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在

“学术研究费”中大幅度提高“研究补助费”比例,压
缩图书费,是根据战时物价飞涨、教职员生活困难的

现实,加上图书仪器购置途径不畅等情况,为尽可能

解决教职员工的生活困难、稳定教职员队伍、提高教

师教学积极性,保障学校教学正常进行而采取的无

奈之举.

２．３．５　外汇价格波动和外汇管制对外文书刊选购困

扰颇多

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在图书资源采访的侧

重上有所不同.高等院校出于教学、科研的需要,除
了对中文图书、期刊有一定需求外,对外文原版图书

杂志的需求量比较大,有些高校尤其是一些私立教

会院校则直接采用外文原版教材作为教学用书.
战前的国立省立高校图书馆采购外文图书杂志

的主要途径是根据本校的需要,向教育部申请外汇

额度,经教育部审核转向财政部申请,获得官方外汇

额度后下发学校,然后学校根据官方的价格(战前官

方价一般是３．３元国币购换１美元)购入美元、英镑

等外汇,汇给外文图书杂志订购代理商,从代理商那

里获得所需外文书刊.由于申请外汇额度批复的时

间往往较长,有些国立、省立高校或者私立高校也会

在外汇交易市场自行交易少量外汇,用以采购一些

急于获得的书籍.
抗战初期,各公共图书馆、各大学通过上海、香

港等地采购图书补充馆藏.在抗战爆发的起初两

年,高校购书尤其是通过海外采购教学、科研参考图

书的途径还能勉强运行.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

化,高校图书馆采购外文图书期刊的工作受到三方

面的影响,一是外汇的价格波动对实际采购力的影

响;第二个影响是国民政府采取的外汇管理制度,申
请外汇不仅额度上要打折扣,审批时间也更为拖延.
三是由于欧洲战事爆发,外文原版图书杂志在进口

代理、运输等方面受到影响,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

后,整个中国一度处于被完全封锁的状况,导致中国

的进出口贸易基本瘫痪.这样的情况下,高校对外

采购图书期刊的工作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这些因

素对高校图书馆发生严重影响,导致高校先是无法

正常得到外汇,随后即使有外汇也无法及时采购到

所需要的外文书刊.
汇率的起伏以及战时外汇管理制度对战时高校

使用外汇购置外文书刊有很大影响.１９３８年９月

国民政府财政部颁布“各学校各文化机关购买外国

书籍杂志刊物申请外汇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申请

外汇选购外文书刊的范围以下列为限:“１ 有关陆

海空军军事者.２ 有关陆海空军兵器技术者.３
有关各种工矿业技术者.４ 有关国际政治及外交

动态者.５ 新近出版之各种自然科学书籍、杂志、

６１１

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情况的调研与分析/王晓军,隋红岩
　　　ABriefAccountontheExpenditureofAcademicLibraryofChinainPeriodoftheTotal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War/WangXiaojun,SuiHongyan



2
0

1
8

年
第4

期

刊物.６ 新 近 出 版 之 财 政 经 济 统 计 年 鉴 或 书

报.”[１９]这一规定不仅使高校图书馆选购外文书刊

品种时受一定限制,还使一些高校认为非国防类外

文书刊的选购难以通过外汇管理机构审批.国立浙

江大学在１９３９年下半年的图书馆近况报告中述说

了外汇波动和西文图书购办的困难:“征购图书 近

来外汇高涨,而向政府请购外汇,又常遭稽留迟延,
故购置西文图书,极为困难.最近财政部限制外汇

之请求,且规定凡非与国防有关之图书,一律从缓购

置,故一年来该馆因征购西书而向财部请购外汇,亦
有多起.”[２０]

外汇的兑换价格波动,申请外汇程序的繁琐,各
校自行采访的纷乱,造成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在外

购图书杂志方面困难重重.

２．３．６　进口运输途径遭到战争破坏,进口图书在口

岸积压,难以发挥作用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发现各高校自行购置外文图

书期刊仪器过程中的问题后,采取了由教育部牵头

申请外汇,然后按一定额度分配给各个高校的应急

办法.操作程序是由各个高校按分配到的数额根据

进口书目挑选书刊,申报教育部集中,由教育部通过

中央信托局在海外采购世界主要理工农医类科学图

书和杂志,经广州、香港以及中缅、中印等口岸转运

回国,分配给国内各大学图书馆作为教学科研参考

之用.这样,形成了由中央部门根据各高校提请的

购书单集中统一使用经费,各高校得到的是外汇额

度指标,而不是实际外汇的模式,形成高校在零星申

请外汇、自行采购之外,增加由教育部分配额度、集
中报交教育部代办的外文书刊获取多渠道并存的局

面.这是抗战时期高校图书经费使用的一大特点.

１９３９年,教育部直接致电西南联合大学:“查各

校院设备简陋,亟应充实,经呈奉核准支拨美金二十

万元,充国立各专科以上学校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兹由部统筹支配,该校购置图书、仪器费美金１２０００
元,仰即开列拟购图书、仪器清单,注明中英文名称,
著作人姓名,发售商号、数量估价、约重等项,在文到

二日内,已最速邮递方法寄部以凭汇核,转请财政部

在美洽购,万勿稍延为要.”[２１]

１９４０年,教育部继续在原计划拨款基础上,增
拨美金２０万元采购国际学术图书、杂志,充实国立

专科以上学校图书资料.以后教育部数度申请拨付

美金采购国外图书、杂志,全年达到１００万美金的额

度.同样,１９４１年,“教育部为充实专科以上学校设

备,经于三十年度将国立各校建设费,由一百十八万

元增加为一百六十万元;省私立专科以上学校补助

费,由一百万增加为一百八十万元.又先后请拨美

金一百万元,统筹购置图书仪器.”[２２]

但是,战况的变化迅速给重新振作中的高校外

购图书期刊工作以新的打击.
由于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教育部采购国外

图书仪器的进口途径不得不经印度、缅甸转运云南

进入国统区,然后按配额发放各大学图书馆.因为

运输上的困难,加上日军袭扰,特别是滇缅公路一度

被封闭,仅有美国的航空队通过珠峰从印度空运物

资,各种进口、援助物资受阻严重.教育部进口转运

的图书仪器第一次运入昆明１１５箱,第二次运入５７
箱后,有２８吨的进口图书仪器在印度被滞留、积

压[２３].以后每年教育部都申请调拨相当数额的外

汇进口图书仪器,但截至抗战结束,从云南转运入境

内的图书仪器仅４２４箱.一些高校只能将自己分得

的美金额度和本校用国币换购的外汇存于中央信托

局的境外账户上无奈地等待采购图书仪器.如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在太平洋战事爆发以前,因需购买英

文图书,尚可请领外汇.今则交通困难,国外购书无

形停顿.”[２４]这种情形造成抗战期间国内图书因为

出版印刷流通等问题而供不应求,国外图书因为外

汇管制、进口途径狭窄、交通运输困难等诸多原因而

无法输入的困难局面.
总之,抗战时期图书经费短缺固然是一个问题,

但对国统区的高校图书馆来说,如何采购到对教学

科研有参考价值的图书资料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又反过来牵制了图书馆经费的合理安

排和使用.

３　结语

在民国时期尤其是抗战时期图书馆事业这一

“生命体”的发展中,图书馆经费起着“血液”的作用.
对这一“血液”的研究涉及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基

础、国家政治制度、教育体制以及金融、货币等多领

域多层次多方面.通过对图书馆经费的研究,去发

掘、揭示图书馆发展历程中蕴藏的人的意志和精神

的深层内涵,这应该是今天研究民国时期尤其是抗

战时期图书馆经费问题的意义.

７１１

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情况的调研与分析/王晓军,隋红岩
ABriefAccountontheExpenditureofAcademicLibraryofChinainPeriodoftheTotal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War/WangXiaojun,SuiHongyan　　　



2
0

1
8

年
第4

期

参考文献

１　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１９９１:５５７．

２　第二编,统计:历年上海黄金市价表(二)[DB\OL]．朱斯煌．民国

经济史[G]．银行学会编印,１９４７:５１７－５１８﹒ [２０１７－０１－１１]

http://www．cadal．zju．edu．cn/book/trySinglePage/１１１０３０６１/１．

３　附件:国难时期各项支出紧缩办法[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

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

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３－１４．

４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教育部工作报告[A]．中国国民党党

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

员会,１９７２(５８):２９３－３５７．

５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教育部工作报告[A]．中国国民党党

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

员会,１９７２(５８):３５７—３８９﹒

６　教育部,全国高等教育概况 [DB\OL]﹒１９３９:１８－１９．[２０１７－０２

－ ０２]．http://www．cadal．zju．edu．cn/book/trySinglePage/

１６００８２７７/１．

７　全国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二十五至三十四学年度岁出经费分配

表[K]．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年鉴编纂委员会．第二次中国教育年

鉴(第五编 高等教育)[M]．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８:２１－２３．

８　教育部关于经费给长沙临时大学的指令[A]．林丽生、杨立德．国

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

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４．

９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十七年度国家建设事业费专款项下建置费

预算[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

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４．

１０　清华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 [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

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

社,１９９８:３０４－３０７．

１１　图书设计委员会廿八年度第一次会议记录[A]．林丽生,杨立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１７－３１８．

１２　西南联合大学关于图书经费等问题的函件[A]．林丽生,杨立德．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

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９７．

１３　西南联合大学关于图书预算分配办法[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

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

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３２－１３３．

１４　何日章．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图书馆周年工作概况[J]．中华图书馆

协会会报,１９３９,１３(２):５．

１５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岁出预算分配表[A]．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

学史料(第三卷)[G]．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４０２－４０３．

１６　经费预决算[A]．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

卷:经费、校舍、设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２

－８１．

１７　第二０二次会议,第二０三次会议 [A]．张爱蓉、郭建荣．国立西

南联合大学史料(二):会议记录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２１３－２１５．

１８　第六届第一次会议 [A]．张爱蓉、郭建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

(二):会议记录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８７．

１９　国民政府财政部．各学校各文化机关购买外国书籍杂志刊物申

请外汇办法[A]．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金融法规选编

[G]．北京:档案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００３．

２０　国立浙江大学图书馆近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３９,１４:

(２\３):２０．

２１　西南联合大学关于争取教育部拨款购图书、仪器函黄珏生[A]．
林丽生,杨立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第六卷:经费、校舍、设

备卷)[G]．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４．

２２　中国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行政院教育工作报告[A]．中国国民党

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G]．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

编纂委员会,１９７２(５８):１９３－２０９．

２３　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行政院教育工作报告 [A]．中国国

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革命文献 [G]．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

史料编纂委员会,１９７２(５８):３８９－４０１．

２４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图书馆概况[J]．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４４,

１８(５/６):２－４．

作者单位:王晓军,浙江大学图书馆,杭州,３１００２８
隋红岩,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３日

ABriefAccountontheExpenditureofAcademicLibraryofChina
inPeriodoftheTotal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War

WangXiaojun　SuiHongyan

Abstract:Influencedbymultiplefactorsduetobreakingoutofthetotal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
war,thecollegelibrariesstrivingtoserveforteachingshoweddifferentstatusinlibrarybudgetsandexＧ
penditure,suchasactualpurchasingpowerdecreasingduetotheinflation;difficultiesofpurchaseing
teachingbooks;foreignexchangecontrol;anddifficultiesofacquisitionofforeignbooksandjournalswith
nodelay．

Keywords:The Period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ＧJapanese War; College libraries; Library
ExpenditureandBudget

８１１

全面抗战时期高校图书馆经费情况的调研与分析/王晓军,隋红岩
　　　ABriefAccountontheExpenditureofAcademicLibraryofChinainPeriodoftheTotalResistanceagainstJapaneseWar/WangXiaojun,SuiHongy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