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9119

严红 . 文华图专百年藏书史略［J］. 文献与数据学报，2020，2（3）：119-128.

文华图专百年藏书史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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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文华图专作为中国近代图书馆学教育的发端，其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及教育的

贡献早已为业界公认，它的藏书历程，无疑也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教育史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今年

适逢其成立 100 周年，特兹纪念。［方法 / 过程］ 文章在对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所藏文华图专现存文献

全面整理的基础上，通过调研相关档案、原始文献及查阅数据库文献等，掌握大量一手史料，以时间为

序梳理文华图专藏书史实和数据，考察其原因及环境因素。［结果 / 结论］文华图专藏书发展的轨迹再次

验证了藏书的事业规模、育化功能等的兴衰强弱，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与图书藏用观念、技术

水平同命运，同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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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是文华公书林开馆 110 周年，也是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暨国立武汉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立 100 周年。早在 2018 年中，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便开始动议筹办

百年院庆，而经过前几年对学院图书分馆（亦即学院资料室）旧藏文献的清点、整理，“文华

图专教育史料整理与研究”工作获得学院认可，正式获批列入教育部世界一流学科“图书情

报与数据科学”资助项目。项目相关研究成果如《文华图专存留文献书目集编》《文华图专

珍稀史料图录》《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教育与学术史事长编（1920~1953）》等将陆续

出版。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Boone Library School，简称“文华图专”）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

馆学高等学府，现代图书馆教育由此引入中国，并开创了中国近现代档案学教育的先河。它也是

近代中国所办各类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中唯一没有中缀的一家，送出了中国获美国图书馆学博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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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第一人桂质柏，美国首位华裔图书馆馆长裘开明，等等。研究中国图书馆教育，文华图专是丰

碑和宝藏。继老一代图书馆学家彭斐章、谢灼华、白国应之后，图书馆学界程焕文、姚乐野、彭

敏惠等学者对文华图专现象递有系统研究，近年来的近代文献整理热潮对此亦有推动作用。有关

文华图专的研究文献力作不少，从早期的全方位历史叙述、定性，进入深层的专题研究，在人

物评传、办学资金、开放服务、建筑特色、课程设计等诸多方面都有论述。如彭敏惠《藏书公

世 坚守不移——文华公书林性质考辨》从建立初衷、馆舍利用、资金来源、图书印章等多角度

论证［1］；彭敏惠《从文华公书林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则是对文华公书林以降递

次变迁、承继的文华“图书馆”的全面记述［2］；朱茗《一份 70 年前图情调研报告带来的启示》

中介绍了调研报告对图书馆考察的两个重要指标：一是馆员从业资质，二是馆藏保有量［3］；刘

大伟、李刚、杜京容《社会资本：解读文华图专的新视角》对文华图专的募资捐书、图书分编、

民众教育、送书上门等多有涉及［4］；秦然《私立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原因探析》

清晰整理了相关档案中记载的文华图专办学、购书等的经费来源及各年数额［5］。这些研究从不

同侧面对文华图专藏书皆有涉及，但专门考证与论述尚没有见到。本文在持续 7 年全面清理武汉

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所藏文华图专现存文献的基础上，据现实收藏数据及相关档案、文献，梳理了

文华公书林筹建至 1953 年文华图专并入武汉大学止这一时期的图书收藏、利用情况，以期从藏

书及利用变迁史的视角来窥探文华图专对中国近代图书馆理念、模式，图书馆学教育内容、目标

所做的奠定、塑造、推动与转型作用。

1 前文华图专时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播种期的拓荒与引领   

了解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藏书，就必须先了解它的源头文华公书林。文华公书林是文华

精神与理念的源头所自，它的创办者、主持者与文华图专的是同一人。无可否认，文华图专这所

体量小、影响巨的图书馆学校，其藏书建设及图书馆服务，因了开创者的美国基督徒和十年图书

馆馆长的身份而一开始便独具特色，这位开创者便是被民国第二任大总统黎元洪称为“中国现代

图书馆运动之皇后”的韦棣华女士（Mary Elizabelh Wood，1861-1931）。

韦棣华女士于 1899 年 12 月从美国来华，看望作为传教士的弟弟，到武昌后做了美国圣公会开办

的文华书院（后升级更名为文华大学）的英文教员。来华前曾担任理奇蒙德纪念图书馆馆长的她，敏

锐注意到不但学校图书资料匮乏，而且整个武昌也没有一座可供大众阅读的图书馆。于是她一边到处

搜集并自掏腰包购买书刊，一边动员书院的教员捐献图书，在学校设立了一个小小图书阅览室，大受

师生欢迎。她于此一发不可收拾，为中国图书馆事业奔波 30 年，成为改写中国图书馆发展史的人物。

早在 1903 年，韦棣华女士便写信向美国妇女援助会（Women’s Auxiliaries）和教会期刊俱乐

部（Church Periodical Club）募集新旧书籍和款项，将文华书院校园东区的一个小八角亭改造成为

阅览室，主要向该校师生开放。这个被学生们形象地称为“报房”的小小阅览室，陈列着韦女士

通过各种不同途经搜集而来的书刊、小册子等英文书籍，约 3000 多册［6］，其中有二手图书资料，

也有筹资新购图书。这便是后来文华图专藏书最早的基础。由于八角亭位于校园内，市民难以知

晓，况时人原本不知何为“公书林”“图书馆”，这样的免费阅读室于文华校园也是新鲜之事，因

1 前文华图专时期——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播种期的拓荒与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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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初期的读者门可罗雀。即便如此，亦给当时的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正预示着，这个看似不

起眼的基础，因韦棣华女士带来、引入的彼时世界最新图书馆办馆理念和技术而注定更有作为。

又经数年筹募和建设，韦棣华女士在学生沈祖荣的协助下，终使文华公书林在武昌昙华林文

华校园（Boone Compound）开馆，当时号称“十万元之建筑，三万册之藏书”［7］。它被后人誉为

近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大门朝向校外的大街，对公众免费开放，并实行开架

借书，送书上门……这在中国藏书楼大门深锁、与大众无缘的当时，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创举。

是年 1910 年，巴黎卢浮宫被洪水包围造成上亿美元损失；美国铺设第一条海底电缆；广州新军

起义失败；中国的图书馆事业随西学东渐、国门打开，援官私精英对民众教育不断呼吁、努力，

以文华公书林“恰当其时”出现而进入了新时代。

在此之前，已有 1902 年徐树兰在浙江绍兴设立的古越藏书楼，为“阁邦人士之观摩，府县

学堂之辅翼”； 1904 年 8 月由湖广总督张之洞、湖北巡抚端方联合奏请清廷设立的湖北省图书馆

开馆（利用武昌兰陵街博文书院改建而成）；湖南图书馆亦于同年开馆。他们的作用与影响十分

深远，然考其建藏、服务等，时与新式公共图书馆功能略有一定距离。1931 年，著名教育学家

蔡元培在《文华图书科季刊》上这样评价：“集多数图书于一处，予民众以阅览之便利，辅助文

化进步，实惟图书馆之功……而韦女士之创办公书林，恰当其时……文华公书林于众图书馆中乃

如老成先进，弥负重望。”

韦棣华女士用一个圣徒之心，热诚推行和实践现代图书馆理念。她“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后

半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图书馆事业，完全是因为人生理想的追求。这种人生理想的追求首先

是良知与道德的自觉与弘扬，然后是生命与理想的归属与倾注……有感于武汉民众生活的疾苦和

教育程度的低下，韦棣华女士颇有救济之意，遂决定暂时留在中国以尽个人的微薄之力去帮助武

汉的民众”，及至办理公共图书馆，使普通民众均有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韦棣华女士就已经立

志通过献身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来实现其服务中国民众的人生理想。”［8］她从一开始便以标准公

共图书馆要求来办文华公书林，想尽各种办法来吸引读者。在图书资源方面，1907 年她回美国，

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二十九届年会，首次将中国的图书馆运动介绍给美国，同时为中国的图书

馆事业募捐。此次回国，共募集约 1 万美元、3000 册图书。在读者服务方面，文华公书林在韦

女士主持下，举办公开演讲、读书会、音乐会、故事会，在平民教育、开启民智、宣传图书馆理

念、鼓励大众走进图书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和民众口碑。在藏书利用方面，文华公书

林的开架借阅在当时十分前卫，图书亦难免丢失，但韦女士顶住包括文华大学校长翟雅各在内的

保守人士反对，甚至校方停止经费支持，她以个人资金支撑，也要坚持为公众服务，开放办馆。

到 1914 年，文华公书林更开设巡回文库，将服务遍及武汉三镇，惠及职员、小贩、妇孺、儿童

所有民众。这一活动有力推动了 1917 年由学成归国的沈祖荣创始的“新图书馆运动”，最终带动

了全国各公共图书馆、民众图书馆的巡回文库活动。

2 文华图专前十八年——服务教学与服务大众为两翼的实践与辉煌   

韦棣华女士并未止于建一个新式图书馆，她富有远见地认识到，必须为中国培养自己的图

2 文华图专前十八年——服务教学与服务大众为两翼的实践与辉煌   



122

第 2 卷 第 3 期  2020 年 9 月

文 献 与 数 据 学报

122

书馆员。1914 年和 1917 年她先后派沈祖荣先生和胡庆生先生赴美国图书馆学校学习。 沈祖荣

（Samuel Tsu-Yung Seng，1884-1977）1916 年毕业于纽约公共图书馆学校，为华人获得图书馆学

学位第一人。胡庆生（Thomas C.S.Hu，1895-1968）1919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文华图专后来

继有多人留学海外，回国后或做图书馆学教学，或投入图书馆实际工作，有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

图书馆事业的转型与飞跃。

1920 年，韦棣华女士带领学成归国的沈祖荣和胡庆生在文华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图书馆

学教育机构——文华图书科（Boone Library School），韦棣华女士担任图书科主任，仿照美国纽约

公共图书馆学校制度办学。主要课程有中国目录学、中国图书馆史略、西洋图书馆史略、中文参

考书举要、西文参考书举要、图书馆行政学、图书馆经济学、中文书籍编目法、西文书籍编目

法、西文书籍分类学等。教学内容汇集中西图书馆学，教学方法侧重方法训练与实际操作技能，

附设实习图书馆——文华公书林——它同时也是文华大学资源、设备的一部分，由学生协助管

理。据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所藏、记录时间始于 1914 年 5 月 5 日的图书财产登记册

（英文）所载，截至 1920 年 12 月 31 日，文华公书林入藏西文图书为 11669 册（中文图书和期刊

未见文献记录）。这些图书无疑便是文华图专开办时的藏书家底。

1921 年，为适应日益增长的教学与读者服务需要，韦女士与沈祖荣、胡庆生默契合作再筹资，

将文华公书林大楼扩建了 1/3，内设编目室、参考室、阅览室、报纸杂志室、书库、孙公纪念室、罗

瑟纪念室、司徒氏纪念厅等，其中的两个纪念室分别专藏商学、关于中国事物的西文图书；文华图

专的课堂、实习室、图书馆学研究室、办公室悉数设于此楼内；楼内还专设博物古物陈列室一间，

其标本收藏 1100 多件，与馆内的参考书、模型、卡片、幻灯机、电影机等一并供读者修习、参考。

图 1 武昌文华公书林罗公瑟士纪念室

1923 年，为退回庚子赔款事，尤其是让此款能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韦棣华女士

赴北京及全国各地，征得美国驻华大使和国内 150 多名流支持签名；同年 9 月专程赴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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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持续数月奔走、宣传，与 435 位参、众议员面谈；最终于 1924 年 5 月促成美国第二

批庚子退款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乃至图书馆事业，对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发展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其中 50 万元用于建 7 个图书馆，并支持图书馆学教育。由于韦女士在其中的卓

越贡献，文华图专从此得到了一笔较固定的运营资金，1926 年到位的第一笔资金为 1 万元

/ 年。

随着时局的变化和文华图专自身的发展特点与理念坚守，1929 年 8 月，经南京国民政府教

育部核准，“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为一所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高校，沈祖荣先生

任文华图专校长，受教育部直接监管和扶持。是年秋，沈校长组织文华图书科学生成立编目股，

对文华公书林旧有中文书籍 40 余箱进行分类整理。

独立办校的文华图专经费来源除中美庚款补助，还有国内外公私赞助。在早年为文华公书

林奠定基础的美国圣公会补助金、韦棣华基金等的基础上，1930 年，文华图专从文华大学彻底

独立出来时，作为学校董事会最大资金来源的美国庚子退款补助额度已提升为 13500 元 / 年，而

1934 年起，由国库拨款的教育部补助费是另一项稳定经费来源，第一年 5000 元，逐年递增。每

年，教育部派员视察后，都颇为肯定学校的办学水平，并发给补助，供添聘教师及购置仪器和专

业书籍。正是这年秋天，文华图专设立档案管理特种教席，开设中、英文档案管理课程，分别由

美籍费锡恩女士、毛坤先生讲授。我国档案教育由此肇始。教务主任毛坤结合欧美档案教育的经

验，设计了适合当时中国档案工作的较为完备的课程体系。所设课程和使用教材，基本上是仿照

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加以变通而成的。文华图专的教学、科研、图书馆服务在自身影响力和经费

支持的良性互动中进入了发展的高峰期。

图 2 文华图专索引目录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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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一览（二十四年度）》所载，1935 年文华公书林藏书计

有中文普通各科书籍 20797 册，专门图书馆学及目录学书籍 935 订册；英文普通各科书籍 27411

册，专门图书馆学书籍 1435 册；普通英文杂志 151 种，共有 2673 订册；专门图书馆学中英文杂

志 36 种，共有 548 订册。［9］

文华公书林存世计有 28 年（1910~1938 年），1938 年武汉沦陷，文华公书林被毁坏，不复存

在。因此，文华图专的前十八年，在图书馆办馆理念、图书馆人才培养理念，及教学、开馆服务

实践上，与文华公书林完全同气同求，共存共辉。在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的带领下，文华图

专和公书林在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学术、人才诸方面多所贡献的同时，亦令自身获得了许多支持

和骄人发展，藏书数量速增、特色明显。

一方面，因应学校教学需要，借助与美国、教会方面的关系，作为学校实习图书馆，文华

公书林对图书馆学、目录学图书的收藏数量与质量是国内其他任何图书馆都不能比拟的。截至

1937 年，“文华公书林藏书总计有中文普通各科书籍一五三四八册，专门图书馆学及目录学书籍

一二一五订册；英文普通各科书籍二七四七八册，专门图书馆学书籍一八一一册；又普通英文

杂志三九五种，共有三六七二订册；专门图书馆学中英文杂志六三种，共有六四六订册。”［10］与

1935 年相比，专业英文期刊的涨幅最大。

另一方面，文华公书林所藏外文图书所占比例相当高，据 1922 年统计［11］，中文图书 13272

册，西文图书 13122 册（总收藏 26394 册，西文图书占 49.72%）；据 1936 年统计［12］，中文图书

21732 册，西文图书 28846 册（总收藏 50578 册，西文图书占 57.03%）；而 1937 年高达 63.74%

（总收藏 45952 册，英文图书 29289 册）［13］。在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现存结构相对

完整的图书馆学类文华藏书中，英文图书比例依然相当高，约占种数的 39%。这与文华公书林、

文华图专引进美国现代图书馆体系、实行中西结合的教学模式、韦女士美籍身份并从美国募捐、

学校教师多有外籍或留学背景，以及早期合作共体的文华大学的教会背景等直接相关。

最令人称道的是文华公书林坚持公共图书馆的性质，其服务对象除了师生及他们的教学所

需，更有社会大众的男女老幼。如前述文华巡回文库，至 1922 年已达 5 省 22 个点。而成立于

1933 年的文华图专学生服务团继续巡回文库服务，其规模到 1936 年已有 1500 余册书。他们将各

种适用书籍，每 50~100 册，装箱分送各个有借阅意向的学校、机构等点上。学生们采购图书主

要依据读者的需要，对了解读者需求，他们有两种调查方法：一是面向借书用户直接调查，口头

询问与填写“调查单”相结合；二是间接调查，对每次巡回的报告、登记卡等进行分析。这样，

不但对热门图书需求类目心中有数，同时对读者的性别、年龄、职业构成也了然于胸，“每次巡

回出纳书籍在五六百以上”［14］，十分有效率。这一服务在后来的全面抗战中亦未中断，为战时

的重庆民众、医院送去精神食粮。而这其实正是文华图专教育特色的体现：“强调实习，重在操

作……把学生培养成能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专门人才。”［15］ 再如，沈祖荣校长 1937 年呈报 1938 年

度文华图专经费预算，对 9403.50 元预算进行了报告，除了中英文图书馆学、档案学书报费，还

列明了“实验儿童图书馆”的书报、设备用品，共支出 1996.10 元，占到当年补助费的 21.2%［16］，

所定制书架、桌椅等设备，可一次接待 48 名儿童读者。这就解释了我们今天整理文华图专存留

藏书中仍能看到一些低幼、科普类图书的现象及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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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文华图专后十五年——百折不挠 走向涅槃   

正当文华公书林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中日战事危急，1937 年底南京沦陷，日军直逼武汉，

文华图专奉命西迁。1938 年 6 月，沈祖荣校长与教务主任汪长炳、教授毛坤一起去重庆考察并

选址，文华图专仅用 2 个月时间，便于 8 月迁落重庆曾家岩求精中学内。匆促之下，只带走了

2000 多册图书。虽有之前华中大学西迁云南时先行带走四五千册图书，惜其于 1946 年迁返武昌

时已散佚殆尽［17］。尚有 4 万多册图书，包括仪器设备、博物收藏留在武昌昙华林的公书林楼中，

虽派 1 人值守，终不能逃过战火洗劫，在武汉沦陷后，文华公书林中未迁走的图籍仪器散佚无

存，房舍亦遭损坏，令人扼腕不已。至此，文华公书林在实体上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的人员、

图书等为文华图专自然承继，尤其是开放、公平、服务、求实的精神已深植并融汇于文华图专的

方方面面、内外气质中。

在重庆，文华图专以有限的资金和藏书资源继续开办巡回文库和儿童图书室，亦有新的购

进和受赠，作为中华图书馆协会的中坚力量，毫无气馁。然而，战争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是灾难

性的，文华图专便是一个缩影，其所在校区因数遭空袭，许多图书、仪器随之湮灭。如 1940 年

6 月 28 日轰炸时损失 256 种图书，合 290 册；1941 年 5 月 9 日、7 月 7 日的轰炸，造成新建的

康宁楼中弹全毁，图书室等办公处皆在其中，一并被毁的有：小手提书箱 6 个，书桌 7 个，卡

片盒 7 个，书架 2 个，图书 186 种、279 册，杂志 26 种、104 册。学校之后不得不购买江对岸

的香国寺唐家桥附近廖家花园为新校址，图书馆所在房舍靠近防空洞。［18］那时，重要图书资料

靠“男生提箱、女生背袋”［19］及时转移防空洞始得保存下来。艰难困苦中，文华图专多次发表

募捐启示，也收到国内外包括政府、团体和个人的许多回应。如 1941 年校舍被炸毁后内政部紧

急援助搬迁新址费、1943 年教育部拨给礼堂和图书馆建设费；较有传奇色彩的是 1944 年 5 月，

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华，专门带来美国图书馆协会赠给文华图专的 4 种图书，沈祖荣校长在其

中 Making Books Work: A Guide to the Use of Libraries 一书的扉页用中、英文手书题志：“本书乃美

国图书馆协会赠送并承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先生携带来华于三十三年转交给本校者”，此书现珍存

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史陈列馆中。正是国际和国内、政府和民间的这些物资和道义上的支

持，使文华图专坚持下来。可惜其藏书规模再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直到合并入武汉大学，在

20 世纪后期改革开放的热潮中“重生”。

1947 年 1 月文华图专趁寒假时间迁返，“并于同年 3 月将文华图专的图书、档案及器材等押

运回武昌”［2］，在战争废墟上重谋生存与发展。其时原校址已被先期返汉的华中大学所用，沈祖

荣校长与市政府等多方沟通，才得重新安定，教学虽未因之停摆，但其所带回图书资料情况，暂

无得考。令人敬佩的是，《大公报》1947 年 11 月 27 日便有报导：“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为供

应学生实习研究，新设之实验图书馆已公开开放。” 图书科专科第十届学生王肖琴写道：“烽火余

生，校内所剩书籍真少得可怜，但我们仍然是不藏拙的对社会开放了这一部分残旧的书籍，创立

了服务社会的机构——实验图书馆。它的董事会是同学们自己组织，编目、阅览、典藏、总务、

采访、推广等工作也是同学们分别担任。同学们是主人，也是仆人。他们将课内所学得的知识全

应用在实际的工作上，将课外的时间完全化在热诚的服务上，每周星期日下午，看见阅览室中黑

3 文华图专后十五年——百折不挠 走向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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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压的人群，这些忙碌的工作者才展开了愉快的微笑。”［20］

1949 年，历经战后各种困顿的沈祖荣校长没有参加任何组织的“应变”会议，平静地选择

留在武汉办学。当年的学校一览在“教学设备”一节言：“抗战以前，本校蒐藏中西文图书馆学

书籍至为完备，各种著名图书馆学期刊概均入藏全套，洵足珍贵。并曾置有示范性质之钢质书

架、各式卡片，图表、器具、模型等设备，籍供学生修习特之参考，所惜上项设备均于抗战时期

损失。本校迁渝期间及复员以后，无时不积极致力于恢复工作，而美国图书馆协会、英国文化协

会、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本校这中西友人等，皆曾热心捐赠，以期恢复旧有书藏。”其中没有提供

具体藏书数据，可见其时学校因旧有重要基金到期中断，仍未走出困难境地。而他们对图书馆

教育与服务的积极追求，真如他们自己评价的：“自民国九年创立以来，无论环境如何艰难，曾

无一时一刻之停顿。”［21］前文提到的韦棣华“美国基督徒”身份，并不是提示文华图专的教会背

景，而是强调韦女士毕生不渝的奉献与服务精神、对中国公共图书馆职责的坚守带给文华图专守

业者、文华学人在人格规定上润物无声的影响，这样的精神涵养，使文华图专的凝聚力令人刮

目，且体现在许多细节中。如《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每一期对校友工作、生活的追踪报

导；如 1950 年文华三十周年校庆时，全武汉市的校友返校，除带了珍贵礼品，又各捐献给实验

图书馆书籍共数百册；等等。

1951 年 8 月，文华图专改为公立学校。这期间适应时代需要，采购了大量时事政治类图书。

1953 年 9 月，文华图专及其历经战火、迁变流离的文献收藏并入武汉大学，时为图书馆学专修

科，亦即现在的信息管理学院前身。

文华图专为中国近现代图书馆、档案馆事业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学生毕业后在国内外图书

馆和图书馆学校任职，把文华图专“智慧与服务”精神播向各地。由于文华图专师生、校友令人

惊讶的才华、勤勉、敬业，近代中国教育中绝对小型的文华图专可谓完美实现了图书馆学教育、

图书馆公共服务、编撰出版学术著述三重职能，文华图专群体对近现代中国图书馆迅速摆脱封建

藏书楼的框框走向现代化的贡献只有“杰出”二字。其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究成果主要为：一

是“文华图专丛书” 的二十余种著作，如沈祖荣译《简明编目法》（1929 年）、毛坤译《西洋图

书馆史略》（1933 年）、章新民译《民众图书馆的行政》（1933 年）、皮高品编《中国十进分类法

及索引》（1934 年）、沈祖荣编《标题总目》（1937 年）等。二是发表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季刊》及其他刊物上的论文。这些文华学者的论文或以期刊形式分藏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图

书馆、档案馆中，在主要学术数据库存中也能查到大部分；而图书的大部分亦与其他藏书一起保

存下来了。据笔者统计，当年的一本手抄中文图书交接清册，载中文图书 2576 种（含 249 部），

5387 册（英文图书未得史料可以统计）。这些图书应该包括 1938 年西迁 2000 册中没有被炸毁的、

重庆坚持办学过程中采购及受赠的、复员回汉后继续采购及受赠的。

4 百年致敬   

回眸间，时光已去百年。斯人已远，圣火在传。

作为信息管理学院图书分馆工作规划的一部分，在 2014 年，“文华图专专藏”正式向武汉大

4 百年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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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信息管理学院和武汉大学图书总馆申报建设，这是该图书分馆几年来建设的三个专藏中最早的

一个（另外两个是“学院教师著述专藏”“保密类图书专架”），目的是充分利用和挖掘现有藏书

资源，形成并发挥院系资料室的特色功能，传承文华图专“智慧与服务”精神，服务学院蒸蒸日

上的教学与科研。

做图书资料“专藏”属资源建设，是图书馆服务的基础，值得做；文华图专是近代国难连连

中唯一没有中缀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值得敬；文华图专在业内不仅创造了诸多第一，海内外更

造就诸多知名图书馆长，其理念与实践影响了几代图书馆人，值得探究和纪念。本着鉴史开来的

初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领导始终关注，图书分馆每年上报整理数据，现在已经基本完整发

掘出了历百年而现存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文华图专时期藏书的总体样貌。与 1953 年合校

时相比，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六年的停招停学，期间藏书库被盗，以及当年与今天统计口径的不

甚一致等因素影响，现在的收藏所见情况，又有了变化。笔者所编《文华图专存留文献集编》的

著录情况为：中文图书 10838 册，西文图书 556 册；其中，文华公书林时期图书 95 册，图书馆

学专业图书 829 册，档案学专业图书 48 册，期刊 342 册，毕业论文及实习作业 48 册。

面对历经百年变迁留下的文献，可以感受甚至触摸韦棣华女士、沈祖荣先生及所有文华图专

前辈们曾经的筚路蓝缕、矢志不渝、科学遗产、社会贡献，这些都是我们继立于此学科的骄傲。

藏书的一时规模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藏书的育化功能强弱很大程度取决于它

的利用方式，藏书的事业兴衰最离不开人的敬业经营，文华图专的藏书兴衰史和前辈们的奋斗史

为此做了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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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History of One Century Book 
Collection at Boone Library School

YAN Hong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contribution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as the origin of moder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education to Chinese librarianship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The Boone book 
collection journey is undoubtedly a componen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is paper is written in memory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Method/process］On the ba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collation of the existing documents of the Boone Library School at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of Wuhan University, the author investigates relevant archives, original documents, and databases. With 
a large number of fi rst-h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this paper sorts out facts and data in chronological order, 
and examines its way of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Result/conclusion］The collection 
development of Boone Library School has confi rmed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cale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of book collection are in the same fate and frequency with the level of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development, 
the concept of book collection and use, and the advance of technology.
Keywords: Boone Library School; Boone Library; Mary Elizabeth Wood; Library;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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