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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钧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初创时期

的往事略记(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顾晓光　郭鹏

　　摘要　刘国钧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图书馆事业家、图书馆学教育家、中国近现

代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文章通过信件、档案和相关文献,撷取他在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期间,进入北

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前后的几个片段,记述他在学科初创时期遇到的困难和作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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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国钧(１８９９—１９８０),字衡如,美国威斯康星大

学哲学博士.先生学贯中西,在图书馆学理论、图书

分类、图书编目、文献学、中国书史、图书馆工作自动

化等方面取得卓越成就,为２０世纪中国图书馆事业

和图书馆学教育的发展和研究作出杰出贡献.北京

大学资深教授吴慰慈在先生百年诞辰的纪念文集中

认为,“他是一位如泰山北斗一般的里程碑式的学

者”,“对于中国图书馆事业及图书馆学研究的贡献,
在２０世纪的中国图书馆界,可说是无出其右者”[１].
今年正值刘国钧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笔者通过信件、
档案和相关文献,撷取先生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期间,进
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前后的几个片段,以纪

念先生及其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

１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初创与刘国钧的

调入

１９４７年２月,王重民从美国回到国立北平图书

馆,并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同年９月,在北京

大学胡适校长和北平图书馆袁同礼馆长的帮助下,
担任由他参与创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主任.
学科教育初创,王重民碰到了很多困难,生源得

不到保障.图书馆学专修科在１９４７年第一学期招

收学生８人,第二学期便只剩下３人了,到１９４９年

毕业时仅剩１人[２].１９４９年,图书馆学专修科创立

两年后,王重民向校方申请改为四年制本科,但没有

通过校务会批准,原因为教授人才不够[３].王重民

面向海内外学者招揽人才,但成效甚微.１９５０年９
月３０日的北京大学工作人员登记表显示,图书馆学

专修科仅有王重民(１９４７年入)、孙云畴(１９５０年

入)、王利器(１９４７年入)、陈绍业(１９４９年入)和万希

芬等五名教师,另外还有几名兼职教师,而科内真正

从事过科研工作的仅有王重民和陈绍业[４].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１日,教育部副部长曾昭抡召开

座谈会,研究设置图书馆学系和博物馆学系的问题.
会议建议自本年暑假开始,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

修科扩充为系,并设图书馆学函授班[５].关于课程

设置,本次会议决定组织课改小组,草拟图书馆学系

科的课程、教材编译办法及设备标准.小组组员推

定为王重民(召集人)、孙云畴、刘国钧、向达、吕叔

湘、彭道真、孙家晋、陈鸿舜、贺昌群[６].作为知名专

家,时任兰州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兼主任的刘

国钧也参加了此次会议.
刘国钧作为唯一一位外地图书馆学学者来京参

加此次会议,与王重民的推荐分不开.王重民在科

内师资力量短缺的情形下,１９５０年曾向校方申请聘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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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刘国钧前来任教,但被校方否定[７].刘国钧虽然

仅比王重民长三岁多,却在图书馆界有更高的辈分

和成就,而且刘国钧在北平图书馆任编纂部主任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时,王重民是编纂部索引组组长,
属于上下级关系.两人互相了解,王重民希望通过

刘国钧的加入丰富师资力量.
本次会议结束后,王重民一直以来建系的愿望

就要得以实现,但是如何达到图书馆学系整体发展

的要求又是摆在他面前的一个挑战.１９５１年４月

２１日,王重民组织召开北京大学图专科务会议.记

录显示,因计划专修科改为系,学校允许扩充教师数

量,王重民计划聘请刘国钧、毛坤、徐家璧、李小缘、
王川等人任教.最终如愿仅有刘国钧一人.从本次

会议的记录来看,初创专修科太过不易,学校对此并

不重视,王重民的性格也非八面玲珑,与校方的沟通

不畅.王利器认为王重民要对校方强硬一些,孙云

畴也鼓励其放手去做,王重民则无奈地表示“努力也

不发生效果,比如送去九个全没被通过,根本不考

虑,相信我们请不到”[８].

１９５１年７月６日,北京大学校长马寅初召开校

务委员会会议,报告院系调整初步计划,已报教育部

审核,其中图书馆学专修科改为图书馆学系[９].８
月２２日,刘国钧出现在图书馆学系暑假第一次系务

会议上,并任代理系主任,原因应是王重民当时还担

任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如果他不在系中时,刘国钧帮

助行使主任之职[１０].

１９５１年,作为知名的图书馆学家,刘国钧进京

工作不久,便经１０月２日文化部文物局第２４７９号

函批准,北京大学１０月１７日２６９号复函同意,被聘

为北京图书馆兼任研究员[１１].在建设新中国的理

想指引下,刘国钧回到了曾经熟悉的北京,他踌躇满

志,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的课程设置与刘国钧

的教学科研

刘国钧去世后,北京大学档案馆的一份关于刘

国钧生平的文字有如下记载:“刘国钧先生在图书馆

教育事业中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对图书馆学系的课

程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坚守教学岗位,亲自

主讲过许多专业课程,他的讲课深受同学们的欢

迎”[１２].这些成就离不开他多年的努力,也经受了

很多困难.栉风沐雨砥砺行,在扩充为系的初期,王

重民、刘国钧和他们的同事面对新的变化,经受了更

大的挑战.通过北京大学档案馆的资料,本节对刘

国钧和图书馆学系在１９５１年和１９５２年期间教学科

研方面的探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４日,科务会议决定重要课程须

编写讲义和提纲,共有如下分工:刘国钧负责“图书

馆学概论”和“图书分类法”,王利器负责“图书目录

学文选”和“中国目录学概论参考资料”,王重民负责

“目录学概论”,孙云畴负责“图书编目法”[１３].到

１９５２年,老师忙于教学,但并没有教材,仅有教学大

纲,而且有三个班学生,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要上三门

课,非常辛苦.仅有刘国钧编写完成«图书怎么分

类»,这 成 为 全 国 图 书 馆 馆 员 少 有 的 业 务 学 习

读本[１４].
此时,图书馆学系又面临一个更为巨大的挑战.

１９５２年的院系调整和全盘苏化,深深地影响了中国

２０世纪后半叶的高等教育和社会发展,图书馆学系

在历史的洪流中如一叶小舟,难以掌握前进的方向.

８月２５日,在京津高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

会办公室编制的«新北大系、专业及专修科设置»方
案中,图书馆学系再次改回图书馆学专修科,修业期

限定为两年.专修科教师８人,旧生４７人,新生２０
人,校舍设城外新建教学楼甲[１５].

通过北京大学档案馆的１９５４年左右的科内总

结看出,院系调整后初期,专修科行政对学生的管理

工作不够,老师认为同学们对教学改革要求不切实

际,发生过轻视教师,不信任科行政的偏向.行政领

导也不能拿出明确的方针和办法及时处理问题,影
响了教师和学生的情绪,这个现象在１９５３年得到了

很好的改善[１６].

１９５２年度第二学期,也就是１９５３年上半年,刘
国钧在二年级编目课中讲主题目录,在分类课上讲

自然科学书与应用技术书间关系时已很受欢迎,原
因是学生容易领会,而方法是讲两遍,使得学生将预

习、复习等环节也融入到课堂中,加之实习上的充分

准备,使得学生非常喜欢这些课[１７].
院系调整后有两个较为突出的变化,一是重视

政治理论学习,二是加速学习苏联的步伐.专修科

调入懂俄文的舒翼翬以加强师资力量,他在１９５２年

翻译了苏联莫洛托夫图书馆学院的«图书馆学教学

大纲»和«图书馆目录教学大纲».从１９５２年度第二

学期的工作计划可知,刘国钧所负责的图书整理方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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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分类编目)教学小组计划学习苏联的«图书馆学

教学大纲»和«图书馆目录学教学大纲»,刘国钧负责

撰写图书编目法教学提纲,并且翻译苏联图书馆教

材[１８].１９５２年度第一学期新开的两门课“对待读者

工作方法”和“图书补充登录典藏”的教学大纲,均为

吸取苏联教学大纲的经验而成[１９].
这时的专修科有三个教学小组:图书整理方法

教学小组,目录参考教学小组和读者服务工作教学

小组[２０].在理论教学的同时,老师和同学们都很看

重实习.在学习苏联经验后,教学从以前的一次讲

授配合一次实习改为讲完一个小单元后,方才布置

实习,取得了不错的效果[２１].
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刘国钧认识到俄文的重

要性,１９５２年１２月开始自学俄文,到次年４月后,
便能够陆续译出苏联原版的«字顺目录组织法»«文
艺图书分类法»«关于大众图书馆读者目录的组织»
等小册子和论文,为分类、编目两门课增添了很多材

料[２２].学习苏联文章过程中,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

新问题是如何将苏联教材的理念和精神与中国的实

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还要抛弃和批判美国的图书

馆学思想和方法,这是刘国钧和图书馆学专修科同

仁探索的一个重要时期.

３　刘国钧«可爱的中国书»的撰写和出版

重拾教鞭的同时,刘国钧应邀撰写«可爱的中国

书»一书,这本书的主要撰写时间在１９５１年的夏天,
正是在他进入北京大学工作前后[２３].１１月１３日,
他完成前言,１９５２年７月,此书作为“爱国主义小丛

书”之一由建业书局出版.
刘国钧希望通过这本小书使读者能够爱好书

籍、目录学和祖国,因“书籍对我们的意义可以说是

重大到不可以言语形容的地步”,“现代书籍所以能

出现的三个主要条件:纸、雕版和活字印刷都是我们

中国人最先发明,然后传布到世界各地去的,都是我

们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文化最有光辉的贡献”[２４].
新书出版后得到了很好的反响,第二年即重印.

１９５４年,刘国钧将其修订,取名«中国书的故事»,由
中国青年出版社于１９５５年６月出版.新版的发行

依然不俗,并重印多次,１９６３年７月出版了修订后

的第二版.在这期间,该书还被译为英、俄、日等国

文字向海外发行.１９７８年,近八十高龄的刘国钧虽

然重病在身,依然接受了出版社再版的任务,并请系

内老师郑如斯参与共同修订此书,于１９７９年８月出

版了第三版[２５].«中国书的故事»的发行量共计

１０６５００册[２６].
刘国钧不仅将«可爱的中国书»修订为«中国书

的故事»,同时围绕这个主题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成

果,如１９５８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史简

编»、１９６０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的印刷»、

１９６２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代书籍史话»等专

著及１９５３年第八期«图书馆通讯»的«书是怎样生长

起来的»,１９６２年２月１７、２０、２２、２４日在«光明日

报»连载的«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等文章,这些成

果奠定了刘国钧在中国图书史、印刷史和出版史研

究的学术地位[２７].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１９５０年８月１４日,专修科

会议讨论下学期课程时,王重民讲授的选修课«中国

书史»也在计划之列,但没有资料证明王重民讲授了

此课[２８].撰写«中国书史»是王重民多年以来的想

法,甚至在１９７０年代,他还写信给自己的硕士生鲍

世钧,希望他能够调入北京大学,帮助自己晚年的科

研工作.１９７３年９月１９日,王重民给鲍世钧的信

中谈到因更多时间用于编写«中国书史»,以至于影

响了«中国目录学史»的进展[２９].

４　结语:刘国钧致王重民的一封信

作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创始人、重要的管理

者和建设者,王重民和刘国钧克服困难,披荆斩棘,
专心学术,提携后学,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图书馆学师

资力量和专业人才,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作出

不可磨灭的贡献.笔者在本文落笔前,以对两位先

生的无限敬意之情,将时间拉回到１９５１年４月刘国

钧先生来到 北 京 大 学 工 作 之 前.他 不 仅 出 席 了

１９５１年２月２１日教育部计划专修科扩充为系的座

谈会,而且也参与了此后的筹备工作.４月,为了下

半年将专修科改为四年制图书馆学系,王重民先生

去信邀请几位校外专家为课程草案建言献策.根据

北京大学档案馆的资料可知,刘国钧、吕叔湘、李小

缘及贺昌群四位先生都给予了意见回复,最后图书

馆学系课程安排便是吸纳四位专家的意见而成.笔

者抄录刘国钧先生致王重民先生的回信全文作为

结语[３０].
有三吾兄左右,日前奉九日手书,并课程草案,

觉大体颇为完善,其中稍有可以商榷之处,谨条举

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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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次:
印刷史内容与中国图书目录史上半及版本学部

分,大致相同,似属重复,若改讲印刷技术,则对于本

系学生,似无大用,是否可以将此门删去.
图书分类法课程纲要中,关于中国图书分类之

发展部分与目录学史部分重复,可将此部分删去,仅

留现在中国图书分类问题一节.
圕事业史中,对于统治阶级借修书以改书之事

实,似可加以阐明,以免迷信过去官书之弊.
全部课程,对于中国之各种目录,并无介绍,“参

考”一门不能专意于此,似属缺憾.弟主张增加目录

学概论一门,将目录学史并入,同时将中国图书目录

学史,改为中国图书制度及印刷史,将印刷史部分

并入.
以上仅属个人未成熟之意见,是否有当,仍希讨

论决定.此外函授是否于本年度开办,亦宜早为决

定,慎重准备.不悉

尊见以为何如,讨论结果仍希便中示知为感,专

复顺颂

教绥

弟刘国钧上

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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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KwohＧChuinandtheDepartmentofLibraryScienceatPekingUniversity(１９５１—１９５２)

GuXiaoguang　GuoPeng

Abstract:AsoneofthefoundingfathersofcontemporarylibraryscienceinChina,LiuKwohＧChuin
madesignificantcontributionstothescholarshipandeducationinthisfieldduringitsearlyyears．AsignifiＧ
cantpartofhiscontributionstothisfieldweremadeduringtheyearswhenheworkedattheDepartmentof
LibraryScienceatPekingUniversity．Throughdrawingletters,archivalrecords,andothermaterials,this
articleillustrateshisprofessionalcareerfrom１９５１to１９５２,afterhejoinedPekingUniversity．Specialfocus
wasgiventohowhemanagedtoovercomedifficultiesintheveryearlyyearsofthedepartment．

Keywords:LiuKwohＧChuin;LiuGuojun;WangZhongmin;PekingUniversity;LibraryScienceEduＧ
cation．

５２

刘国钧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初创时期的往事略记(１９５１—１９５２)/顾晓光,郭鹏

LiuKwohＧChuinandtheDepartmentofLibraryScienceatPekingUniversity(１９５１—１９５２)/GuXiaoguang,GuoP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