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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坛·

1950 年代苏联图书馆事业对中国的影响*

吴稌年

（江南大学图书馆    江苏无锡    214122）

〔摘    要〕    文章通过对学习苏联的时代背景的简述，阐述了中国图书馆界从译介苏联

图书馆论著的主要人物与成果到图书馆服务精神与图书宣传、分类编目理论与目录体系的

引进与指导、图书馆学教学体系的引入和教改、馆际互借以及国际交换等工作的开展各个方

面，学习苏联图书馆界理论与实践活动的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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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10 月 5 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成立，刘少

奇同志在成立大会的讲话指出：“苏联的文化完全是新

的文化，吸收苏联新的文化作为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针

是中国人民目前的迫切任务”[1]。这一讲话，为我国制

订文教政策奠定了基础。1950 年 2 月 14 日，《中苏友

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苏联展开了对中国的全面援助，

同时也为新中国全面学习苏联模式提供了重要的政治

前提和保障。“人民民主国家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主要

是依据苏联所开拓了的道路，及被社会主义建设诸项任

务所决定了的道路”[2]。这些指导思想对我国建国初期

的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指导推进作用。

1    译介苏联图书馆论著的主要人物与成果

根据卓连营、李晓娟主编的《中国图书馆学著作书

目提要：1909—2009》（2012）统计，从 1949—1959 年，

我国正式出版的图书馆学方面的苏联译著有 45 种，内

容分别为：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综论、读者工作、藏书建

设、分类编目、各种类型图书馆、世界图书馆事业等。

最早出版的是由舒翼翚翻译的“苏联图书馆事业概观”

（1949），书中论述了苏联图书馆事业发展简史。在出

版的译著中，关于“苏联图书馆事业”主题的最多，达

16 种，可见，这一时期中国图书馆界迫切需要了解苏

联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全貌，以便能很好地学习借鉴。

其次是分类编目和各类型图书馆，各有 9 种，表明在图

书馆业务中，对于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的分编的研

究和实践，是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研究的业务。大力介

绍苏联各类型图书馆工作，说明这一时期我国图书馆

界无论是从宏观上还是从微观上，无论是大政方略，还

是具体工作，都急需学习苏联的经验。

此时的图书馆界，形成了一个翻译著作的群体，译

者（以第一责任者计，团体责任者不计在内）达 24 人，

其中翻译 1 种著作者 17 人，2 种者 3 人，3 种至 5 种

者各 1 人，8 种者 1 人，形成了以 7 人为主体（2 种或

以上）的翻译群体。其中苏大悔 8 种，舒翼翚 5 种，成

为界内公认的翻译大家。另有李哲民、杜定友、金初高、

刘国钧等人，并且各有特色。 

在论文译介方面，以《文物参考资料》1950 年第 8 期

集中刊载苏联的相关译文为标志，是对分类法的研究与

介绍的起始，是期集中刊载了 5 篇译自苏联的译文。在

论文的译介中，同样形成了一个群体，这一群体以苏大悔、

舒翼翚为核心，包括何纪华、金初高、武宁生、李哲民、范

先翔等人。此时，如刘国钧、李哲民、郭庆芳等人，除自

己译介外，还做了许多校稿工作。同时，许多新中国成长

起来的青年学者也开始加入了译介队伍，如张琪玉、白国

应等人，一些留学苏联的学子，还直接撰写图书馆有关情

况介绍，如彭斐章、鲍振西、赵琦、汪长炳、赵世良等。

2    图书馆服务精神与图书宣传

为更好地构建新时期的图书馆服务体系，开始大

力译介有关苏联图书馆事业的论著，大力引进对事业

的“担当”和“使命”观，及时译介了苏联《图书馆员》

社论：“文化教育工作也像其他各项社会活动一样，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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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人们把全部思想和精力都放在他所担当的事业上。

这不仅仅是职业而且是使命”[3]。

此时译介了许多有关苏联各类型图书馆服务工作

的内容，介绍了苏联图书馆如何全力做好读者工作，大

力吸引读者到馆利用文献，大力发展新读者，利用目

录宣传图书，通过与读者的接触加强宣传图书，指导

阅读工作，了解到苏联的读者人数“仅在 1955 年就增

加了 2,105,000 人，达到 24,754,000 人，占全部居民的

22.3%”[4]。通过读者座谈会、读书会、展览、辅导阅读、

图书馆宣传画、讲演会、朗诵会、图书评介、图书馆晚

会等各种方式，积极宣传图书，指导阅读，拓展工作，

吸引读者。据统计，1956 年，苏联大众图书馆组织了

104 万次展览会，25 万余次文艺晚会和读者会议，近

57 万次的书目宣传会 [5]，这一数据充分反映出了苏联

图书馆读者工作开展得深入、广泛、扎实。这些经验的

及时引进，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全

国公共图书馆学习了苏联的先进经验后，大力开展创

新性工作，开展图书馆的群众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

政策、法令法规、结合中心任务配合各项政治运动与国

际重大事件和纪念活动等方面，充分发挥出了主观能

动性。“根据不完全统计，一九五三年度下半年在国内

八十七个公共图书馆中就举行了展览会 716 次，参加

人数 1,312,215 人；报告会 166 次，参加人数 61,049 人；

座谈会 308 次，参加人数 9,552 人”[6]，将我国图书馆

服务工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图书馆界及时引进了苏联列宁图书馆开展的“帮助

读者”工作，他们编制阅读计划和推荐书目计划，以吸

引读者，引导读者去重视各种现实问题，并帮助他们养

成系统的阅读习惯。这种辅导阅读的工作，一直是苏

联图书馆读者工作中最重要的和不可缺少的部分。我

国图书馆界及时引进苏联图书馆辅导阅读的工作方法，

“近来我国有些公共图书馆已经开始试行为读者编制阅

读计划，进一步提高了为读者服务的作用”[7]，在实践

中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要使图书馆事业生机勃勃地向前发展，图书馆及图

书馆员必须要有担当意识，要有使命感、责任感，同时

也要有竞争意识。列宁早在 1919 年就阐明了这一点：“图

书馆事业（当然包括‘农村阅览室’、各种阅览室等）最

需要的是发动各省之间、各团体之间、各阅览室等等之

间的竞赛”[8]。在克鲁普斯卡娅的积极组织下，1935 年

7 月 15 日宣布了关于组织图书馆事业模范地区的全苏

竞赛，并组成以克鲁普斯卡娅为主席的委员会，大力开

展竞赛活动。之后“在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里都颁布了

‘功勋图书馆员’的专门称号”[9]，许多优秀的图书馆员

都获得了荣誉奖状、优异工作证章与奖状和各种类型的

表彰。这一做法，为我国各界广泛引进，通过各种评比

活动，图书馆界推出了大量的各个层面的先进工作者和

劳动模范，大大地促进了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在读者服务工作中，开架服务与闭架服务，不仅是

一个工作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服务理念的问题。建国初，

我国图书馆界在部分图书馆中开展了部分开架服务工

作，但是，这一工作如何开展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

为此，及时译介了苏联的经验。

1959 年，《图书馆学通讯》第 9 期及时开设了“关

于图书开架借阅问题的讨论”专栏，刊载了《对图书开

架借阅问题的管见》和《也谈图书开架借阅问题》，对

开架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这一时期，总体上对开

架借阅给予了肯定，这是由苏联的经验以及我国许多

图书馆开展不同规模与范围的开架服务的实践作支撑

的结果，“从开架后的情况来看，开架借阅的优越性是

很显著的”[10]。苏联读者工作理论与实践经验的引入，

加快了我国图书馆读者工作的建设步伐，其经验与教

训，使我国读者工作的开展少走了许多弯路。

3    分类理论的引进与指导

1950 年，《文物参考资料》第 8 期专刊刊载了国内

外较有影响的图书分类法和有关理论，其中译自苏联的

文章和分类法，成为建国后最早批量引入的苏联图书馆

学论著。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了图书分类在图书馆工作

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关于应当根据什么样的方法进行

图书分类问题，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11]。并以苏联

编制分类的指导思想为指针，“关于图书馆的分类学，

我们首先提出意识形态上性质的要求，而后才是纯正技

术的要求。……这种分类必须要以马克思列宁的理论

为依据，并且应该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任务和

需要”[12]。通过介绍当时苏联主要使用的分类法，使我

国图书馆界对苏联图书分类法有了感性与理性的认识，

进而为我国分类法的编制起到了指导作用。

1951 年，《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东北

法》）的修改本，就进一步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的著作和毛泽东著作合在一类，作为特藏类目，列

于分类法的首位，并且包括了他们的生平事业。“泽东

文库”和“马恩列斯毛著作”类目的出现，对我国分类

法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3]。1952 年 10 月，《中国

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人大法》）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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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是我国分类史上划时代的标志，“它为我国编制完

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体系为基础的新分类法 ，奠

定了可靠的基础”[13]。在 1953 年 8 月出的增订第二版、

1957 年出的精装第三版及以后的各版，每版都有较大

的修改和补充。“在编制过程中，我们学习了托罗帕甫

斯基和克列诺夫的图书分类法，还学习了国内山东省

立图书馆和东北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及国内专家先进的

著作，如：杜定友同志的‘图书分类法底理论体系’、刘

国钧同志的‘图书怎样分类’及其他多人的著作”[14]。

苏联图书分类法的理论与实践，对我国 1950 年代

编制分类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图书分类法在向

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从 1950—1953 年“以苏为师”阶段：大量译介

相关论著，以供学习、指导。在这一阶段产生了我国过

渡性的《东北法》、《山东法》（山东省图书馆编）等在

当时较有影响的分类法，具有时代意义的突出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了新旧分类法思想指导的分界与标

志。尤其是《人大法》的编制并出版，第一次在我国将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列为基本大类，并冠于分类法

之首，突出地显示了分类法的指导思想，从而在分类法

的理论与实践层面，完成了“以苏为师”的转折。

（2）1954—1958 年：吸收、消化、创新阶段。在攻坚

克难的过程中，重点在社会科学方面，通过对苏联分类

思想与体系的学习借鉴，全面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分

类法的研究编制阶段。刘国钧通过对苏联文艺书籍的

分类原则思想构建的翻译，并根据我国社会文化和文献

出版的特征，提出了深刻的见解，是构建中国特色分类

法的代表。这一阶段，以毛泽东同志关于知识划分的理

论为依据，建立了文献分类体系，主要代表是《中小型

图书馆图书分类表草案》（简称《中小型法》）和《中国

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科图法》）。1956 年

开始，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和北京图书馆召开了

编制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研讨会，对编制原则、

方法、体系结构和标记符号等问题展开了研讨，并成立

了分类法编辑组。1957 年完成并在全国中小型图书馆

中普遍使用，完成了统一分类法的飞跃。这部分类法首

次构建了“五大部类”，并按学科内容进一步展开为 21

个基本大类。《科图法》于 1954 年开始编制，1957 年 4

月完成自然科学部分的初稿，1958 年 3 月完成社会科

学部分的初稿，1958 年 10 月出版，侧重于自然科学的

内容。这两部分类法构建了中国现代图书分类统一化

的主体，辅之以“人大法”和特殊的古籍分类法等，标

志着中国图书分类法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的新的时代。

第二阶段是第一阶段的延续和扩展。1950 年 6

月 2 日，文化部文物局召集部分专家在京召开“图书

分类法座谈会”，讨论研究了“要怎样一个性质的分

类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籍是集中还是分

散”、“用十进分类法还是用新十进法？”、“自然科学与

应用科学分列还是合并为一类”、“宗教有无单成一类

的必要？”等方向性问题。讨论中许多关键之处都以

苏联的处理和表达为指导。如在讨论新十进法时就认

为：“苏联对十进展开式称为新十进法，即用附加号的

方法，这样可破十进的限制”[15]。可以说，在开始构建

我国图书分类法之时，已经将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分

类法作为终极目标。自第一阶段中的《人大法》开始，

已用毛泽东关于知识划分的理论为依据构建体系结构，

并突破了十进之束缚，采用新十进法，将整个文献分类

体系划分为四大部类，各部类又按学科内容进一步展

开为 17 个基本大类。总体而言，第一阶段是以“学苏”

为主，创新为辅；而进入到第二阶段，具有特色的创新

逐步成为主流，其成果积淀于分类法中。

（3）深入发展阶段。1959 年，为进一步解决大型

图书馆文献分类问题，在文化部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

立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编辑委员会，开始“大

型法”的编制工作。可以说，这时又处在中国图书分类

法到底向何处去的关键点上。1958 年 7 月 2 日和 10 日，

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学术委员会举行了两次关于图书

分类法问题的会议。在后一次会议上，各专家就分类

法基本序列进行了辩论，主要观点有三：其一，自然科

学类位于社会科学类之前；其二，社会科学类列于自然

科学类之前；其三，根据具体情况而由各馆自行决定。

最后，“学术委员会同意了下列的次序：马克思列宁主

义——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总类”[16]。

刘国钧迅速将这一基本序列译出 [17]，以供参考。《图书

馆学通讯》于 1959 年第 7 期刊载了蒋一前执笔的《图

书分类表五分法中社会科学在自然科学之前的看法》

和袁涌进执笔的《论大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

自然科学应列于社会科学之前》两文。第 9 期又专列

栏目“关于图书分类法基本序列与标记符号问题的讨

论”，载有武宁生《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图书分

类法基本序列中先后问题的商榷》一文。可见，当时认

为在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中，将自然科学列类于社

会科学之前的呼声还是较高的，最终，编委会仍然坚定

地采用了毛泽东关于知识划分理论为依据的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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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充分说明了中国图书分类法问题已找到了

一条适合国情的正确道路，并坚定地不断完善。

4    从目录体系到目录学

在图书馆工作实践中，分类与编目工作紧密结合、

不可分割。建国初，在分编方面，中国图书馆界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是分类问题，由此对苏联先进经验的介绍

中，目录问题的译介工作要略晚于分类问题。1952 年，

《文物参考资料》开始专门刊载有关苏联图书馆目录、

书目方面的译介文章，主要是“书目提要”问题。

4.1    书目工作的译介

苏联的出版事业发展迅速，参考工具书的出版亦

随之大增，“在一九四九年内，俄罗斯联邦省立图书馆、

边区图书馆和自治共和国图书馆所发表的文艺作品参

考书籍中，书目提要手册极占优势”[18]。这一趋势引起

了我国图书馆界的重视，《文物参考资料》1952 年第 3

期，集中刊载了 4 篇译介文章，有柯连捷尔《论省立图

书馆的书目提要手册》、伊凡诺娃《关于编制介绍性的

书目提要的工作经验》、巴实采夫《书目提要本质的研

究》和萨哈洛夫、佛拉德琪娜合著的《论苏联国立列宁

图书馆的工作》。柯连捷尔提出：“至少要推荐一些书

籍，资料的清楚分类，简短的评注，正确地阐明书籍的

内容——这些，是对于书目提要手册的基本要求”[18]。

指出编制介绍性的书目提要，是书目工作中的一种复

杂形式，需要编制者具有各种专门知识，同时需要花费

许多精力，关键要解决好书籍的选择问题，进而要直接

地认识所选图书 [19]。还有伊凡诺娃有关编制介绍性书

目提要的工作经验，进一步引起了我国图书馆界对这

一工作的重视，促进了这一工作的开展。

在 1959 年 2 月 9 日至 12 日的国立列宁图书馆，

图书馆界举行了“苏联书目工作的现状和任务”的讨论

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苏共二十一次代

表大会所提出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七年计划，以及

关于思想工作和发展科学文化的宏伟任务，来讨论苏

联书目工作的现状及任务”[20]。我国图书馆界部分留

苏学生参加了会议，如彭斐章。及时对会议的基本情

况作了报导 [20]。随后，还撰写《苏联省图书馆书目工作

的组织》，阐明“省馆书目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编制

和出版推荐书目和科学辅助书目”[21]。同时阐明了省

馆书目部的分工原则。因此，我国图书馆书目工作是

通过不断借鉴苏联的书目工作理论与实践的经验，并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展开，而向前发展的。

4.2    编目工作的译介

在 1952 年的译介工作中，提出了编制目录的问

题。“目录具有为读者服务的重要任务。现在，为读者

编制目录的问题，是一切图书馆界人士所注意的中心

问题”[22]。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迫切需要产生一种新

的编目理论与实践，“这种编目形式能使读者通过阅读

来贯彻我们政治上的正确领导和党的领导”[22]。这是

苏联图书馆界摸索创造改善目录新方法中的首要问题，

同时要力求选择图书和分类问题的正确性。通过对苏

联国立列宁图书馆的工作情况的译介，既使我国图书

馆界了解了苏联图书馆在目录工作中的发展现状与趋

势，更使我国图书馆界找到了差距，明确了方向。

在苏联的目录体系中，十分重视分类目录的编制与

组织工作。20 世纪 50 年代初，苏联图书馆界对分类目

录问题进行了大讨论：“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乃

是首先研究与分类目录组成工作的各项基本原则有关

系的几个问题，就是那些至今远未被弄清楚的问题”[23]。

苏俄文教委员会图书馆管理局在颁布的“公共图书馆

技术最低标准”中规定：每一个图书馆都应以分类目录

作为主要目录。苏联目录学专家根据当时苏联图书馆

界的实际情况，认为“绝不能忘记：在极大多数大众图

书馆中，主要的并且往往惟一的一种目录，就是分类目

录”[24]，图书馆在编目工作中，“首先是从编制系统的

（即分类的——译者注）和字顺的（按字母顺序——译

者注）目录以及报刊论文卡片目录开始的”[25]。苏联

图书馆界坚持分类目录的主导性作用：“苏联图书馆的

主导目录乃是一切类型的图书馆都应编制的读者分类

目录”[26]。同时，对字顺目录的编制法亦同样加以译介。

在目录组织中，如何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出目录的作用？

“帮助这个目的的实现，最重要的应当是图书分类方法，

标题的一贯性，书籍的公式化，和目录的编排”[24]。从

而保证目录组织的计划性、一贯性、规范性，由此，著

录原则与条例的问题及时地提了出来。根据借鉴、消化、

吸收的原则，伍宗华撰文《图书编目工作中的几个基本

问题》，认为著录原则必须是：“一切图书馆的著录，都

必须服从于编目的目的和任务——宣传马克斯（思）列

宁主义，指导读者阅读。著录的方法，必须是符合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27]。

为产生新时代的文献著录条例做准备，刘国钧译

介了苏联学者华西里夫斯卡娅编的《出版物著录统一

条例》，1957 年译成，1959 年出版。为坚持质量第一，

译者“在最后付印之前曾托沈祖荣教授对译稿校订一

次，并征得沈教授同意，在某些地方采用他的译文，使

                              吴稌年：1950 年代苏联图书馆事业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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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质量有所提高”[28]。该条例由苏俄文化部文化教

育管理局图书馆管理处颁布，是苏联出版物著录规则。

书中有大量的著录条例，对各种出版物的著录都作了

详细的规定与说明。这些译介，对提升中国目录质量

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4.3    目录体系的译介

这一时期，目录体系的组织与建设，已提到了议事

日程，为借鉴苏联图书馆界目录体系建设的经验，翻译

了一批有关目录体系方面的文章。首先是明确目录体系

的要求是什么？何纪华及时翻译了苏联目录学家克列诺

夫《论大众图书馆目录的体系》一文，克文提出了 4 项要

求：要揭示图书馆关于政治和科学方面藏书的内容，读

者目录在体系中要起主导作用；全国图书馆网建设中的

目录体系和读者服务的任务要一致；要多途径地反映馆

藏，分类目录要起到馆藏主题揭示的作用；维护好目录，

并与图书馆的书目参考工具相适应。为更直观地了解苏

联图书馆目录建设，刘国钧译介了《莫斯科大学图书馆

的目录体系》一文，文章介绍了该学校目录体系由字顺

目录、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组成，系图书室与教研室和

资料室的目录一起组成联合目录，建立起整个莫斯科大

学图书馆全部藏书的联合字顺目录。通过针对分科的、

有区别的读者服务工作的建设，产生了分科服务的可能

性，同时集中编制分类目录和主题目录，可以保证目录

体系的完整性、连续性和稳定性。明确了莫斯科大学近

期目录建设的方向：“如果说，我们从前基本上是从事于

单独编制各种目录，那么，在今天弄清楚组织整个目录

体的一系列困难问题的时候已经到来，并且接近于解决

了”[29]。杜定友在《目录的体系》文中，自觉地以苏联目

录学家祁西列娃等的理论为依据，对图书馆目录体系问

题加以研究，认为“‘目录的体系’就是图书馆各种类型

目录的序列并表明其内容和彼此的相互关系”[30]。杜定

友先生提出了目录体系建设过程中的组织形式、著录形

式、卡片形式、序列形式和装备形式等五大部分，从而在

理论上、规范上阐明了这一问题，在借鉴苏联经验，创建

具有中国特色的目录体系问题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4.4    目录学理论的引进

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50 年代初，苏联图书馆学

界鉴于目录学的专业性和重要性，在教学过程中将其

作为一门独立课程教学“图书馆目录问题，由于它们的

特殊性，已分出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31]。苏联大百

科全书 1950 年版更是将目录学提到了战略高度，“布

尔什维克党和苏联国家把目录学视为最重要的国家事

业”[32]。目录学的任务，亦是我国图书馆界急需搞清

楚的关键问题之一。“目录学是编制和研究出版物的索

引、目录、评述的方式方法的一知识部门。目录学的任

务是查明、记载、揭露和鉴定出版物”[32]。苏联目录学

的基本特点是科学性、思想性，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而

服务。目录学的发展，取决于国民经济、科学、文化以

及对广大人民群众开展社会主义教育和建设的需求，

这是目录学发展的基础。这些问题，对于我国目录学

的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50 年代中后期，苏联图书馆学界在对目录学研究

对象与任务的讨论上存在分歧。一种意见认为，目录

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书目资料；另一种意见认为“目录

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应当是书目实践工作”[33]。此外，

还有许多目录学的理论问题没有定论，这也说明了目

录学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和复杂性，我国的目录学理论

与实践工作，在学习借鉴中不断向前发展。

5    引入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开展图书馆学教学改革

1951 年 7 月 5 日，经苏俄部长会议同意，文教机

关事务委员会学校教育处批准了苏联的图书馆学课程

教学计划，并由苏联国营文教图书出版局于是年出版。

这一教学计划，立刻由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教研室翻

译后出油印本，作为北大图书馆学专修科制订图书馆

学教学计划的参考。这一教学计划，明确了苏联图书

馆学教学的任务是：研究图书馆一切现象中的苏联图书

馆制度，研究苏联图书馆的多方面活动 [31]。计划中将

目录学课程另外列出，图书馆学课程内容包括普通图

书馆、图书馆藏书、读书指导、苏联图书馆组成等 4 个

方面。“图书馆学课程教学计划”的译介，为我国制订

新时期的图书馆学教学计划提供了指导、借鉴。

随着全国各地纷纷开办图书馆干部训练班，教学大

纲、教材就成为重要参考依据迫切需要。在此背景下，

刘国钧于 1953 年及时地翻译了苏联的“区图书馆工作人

员一个月进修班图书馆事业课程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

与“农村图书馆工作人员两个月训练班图书馆事业课程

教学计划与教学大纲”。其中，办理区图书馆工作人员

进修班的目的与宗旨是：“以提高图书馆员的政治思想

和教育水平并扩大他们的专门知识以便有效地对读者进

行共产主义教育为目的”[34]。农村工作人员培训班的教

学“目的在从有中等学校程度的人员中，培养农村图书

馆工作人员”[35]。“‘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是从俄语

中直接翻译过来的”[36]，大纲中详细规定了培训班的时

间、对象、课程、要求等内容。这两个教学计划与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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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中国图书馆学教学事业的起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无论是计划与大纲的目的、宗旨，还是教学计划的制订、

安排、课程的设置等，都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

随着中苏交流的深入发展，两国间在各个领域开

始了频繁的交流活动。在留学生的派遣方面，建国后

规模地向苏联派出留学生是在 1952 年，“留学苏联预

备学校于今年暑假派遣 187 人出国；暑期再招生 1,144

人，准备 1953 年暑期派选出国”[37]。图书馆界则于

1955 年批量派出留苏生，前往苏联莫斯科图书馆学院

学习。是年 7 月，苏联政府派遣图书馆学专家雷达娅

来中国工作，主要是帮助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的学科

建设。是年 8 月，佟曾功、鲍振西、赵琦、彭斐章、郑莉

莉、赵世良等 6 人赴苏联留学。

此时期，在苏联的我国留学生也较多地将所见所

闻及亲身体会，及时地介绍到国内。如鲍振西在 1957

年第 11 期的《图书馆工作》上撰文《学习·生活·友谊》，

介绍了莫斯科国立图书馆学院的课程设置。课程分为

3 大类：①政治理论课，包括苏联共产党历史、政治经济

学、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②图书馆学和目录

学专业课，包括图书馆学概论、图书馆目录、图书馆藏

书组织、阅读指导、图书馆事业史、普通目录学、专科目

录学等。③文化基础课，包括俄国文学、世界文学、苏

联历史、世界历史、教育学、心理学、工业生产基础、农

业生产基础、外国语等 [38]。同时，及时译介苏联的相

关文献以供参考。在 1959 年，苏联“有莫斯科、列宁格

勒、哈尔科夫等三所国立图书馆学院和七个附设于个别

加盟共和国的大学和师范学院内的图书馆系科。各个

国立图书馆学院给国家培养了 13,000 名具有高等教育

水平的专家。现时在这些学院各系、科学习的学生总

人数为 11,000 人”[5]。同时还有大量的中等技术学校，

1957 年中等学校图书馆学专业的学生达 15,000 人，其

中 8,500 人是函授学习。已有 130 多名图书馆专家获

教育学副博士称号，“1957 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

图书馆学院有 45 名研究生在学习，其中 19 名是函授

生”[5]。通过这些介绍，既了解了苏联图书馆学专业人

才培养的状况，更使中国图书馆学教育比较出了差距，

由此，才制订出我国自己的人才培养计划。

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最早产生于苏联，初创于 20 世

纪 20 年代，形成于 30 年代，成熟于 40—50 年代，繁

荣于 60—70 年代 [39]。丘巴梁《普通图书馆学》（1960）

一书指出，它是在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实践中形

成的，在人类与书籍和“图书馆与社会”这两个综合性

概念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苏联图书馆学理

论的研究对象，它包括图书流通和图书馆过程的各种

复杂课题，而主要是从它们的社会意义上进行研究”[40]。

在学习苏联图书馆学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开始创

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内容。1959 年的“社会主义图

书馆学概论”等教材的诞生，具有标志意义。

这一时期，构建图书馆学教学体系、开展图书馆学

教学改革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1949—

1953 年，亟待建立图书馆学课程体系阶段。这一阶段

的特征是百废待兴，还来不及建立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

图书馆学教学体系。教学内容亦以因袭旧中国图书馆

学教学内容为主，例如 1950 年 7 月孙云畴同其他 9 名

中国留学生离开美国回国，“回国后不久，他就在北大

担任分类编目和图书馆学概论等课程的教学工作”[41]。

由于深感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达，“在讲授‘图书馆学

概论‘时，由于他对美国图书馆事业颇有赞美之词，受

到一些同学的批评”[41]。这一阶段，通过全国院系调整，

我国高教架构已确定，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苏联引进教

学体系、结构和内容。刘国钧译介苏联图书馆学教学计

划和教学大纲，正是这一阶段迫切需要的体现。第二，

1954—1958 年，以苏为师，构建体系阶段。1954 年，高

教部在高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中明确了“图书馆学”学

科，1955 年，开始了中国图书馆学的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的制订。这一过程是在苏联专家及苏联文献的指导

下完成的，可以说大致套用了苏联的体系与计划。但在

教学内容等方面则体现出中国特色，尤其是 1958 年大

跃进时期，“群众性”大搞科研，大量调研基础上的理

论研究与有中国特色的教材研究。这一阶段的教学人

员，从以一、二代专家学者为主逐步过渡到三代学者同

堂的局面，建国后第三代学者已培养出来，同时第一、

二代专家学者逐渐开始退出教学舞台，如在武大图书馆

学系任教的、1930 年文华图专第八届毕业生陈颂，即

于 1958 年退休 [42]。其三，1959 年开始，构建真正意义

上的图书馆学体系。“‘社会主义图书馆学概论’（初稿）

一书的编写，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件新事情，它标志着，

在这门科学方面，我们已开始在系统地建立自己的理论

体系。”[43] 1961 年三校合编的“统编教材”的诞生，标

志着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学体系的构建。

6    馆际互借与国际交换

建国初期，我国图书馆界在与苏联实行的文献馆

际互借与国际交换中，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

1953 年 10 月，北京图书馆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

                              吴稌年：1950 年代苏联图书馆事业对中国的影响



2017 年第 3 期（No.3.2017）图书馆 (Library)54

基础上，为了满足全国各地读者的需求，促进图书交流，

有重点地开始了全国各省市公共图书馆间的邮递互借

工作。该馆在吸收苏联互借办法的基础上，制订出了“北

京图书馆建立馆际互借办法”。“今后，通过馆际互借，

将使远在深山里勘查祖国富源的地质工作人员和居住

在边疆的读者，都可以读到北京图书馆的藏书。”[44] 为

了更广泛地引起对馆际互借的重视，《文物参考资料》

于 1954 年第 3 期刊发了译自苏联的《馆际互借的组织

和技术》、《苏联科学院的馆际互借》等文章。此时，苏

联馆际互借工作空前发展，“在目前几乎没有一个地区

的图书馆没有和列宁图书馆建立了馆际借书关系。去

年（1957）共有 2,904 个各种类型的图书馆与该馆建立

了馆际借书关系”[45]。共借出图书 76,006 册。这些介绍，

促进了我国图书馆馆际互借工作的开展。

1949 年，建国不久北京图书馆就和苏联及各人民

民主国家建立了书刊交换关系。“1949 年我馆与这几

家单位建立交换关系后，当年就收到他们寄来的俄文

图书 1,209 册。”[46]“在一九五一年中，我馆（苏联科学

图书馆）赠送五十九个国家的一千二百个学术机关的

书籍杂志共 126,210 册，收到国外的书籍杂志共 50,496

册。”[47] 苏联列宁图书馆在 1953 年就与 36 个国家的

470 个图书馆及科学机关进行了交换，至 1954 年达 40

个国家 602 个机关。1954 年，列宁图书馆向各国寄出

及收到的各种出版品就有 399,000 册 [48]。

通过国际交换工作，我国图书馆界向苏联学到了

许多宝贵的经验，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北京图书馆

“从交换开始到现在，我们已收到苏联书刊四万七千余

册，照片二百余张”[49]。这些书刊在我国的经济和文

化建设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如“钢筋混凝土桥梁”

一书，为我国完成标准的拱桥设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北京图书馆同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莫斯科学院图书

馆、苏联科学院社会科学基本图书馆等开展了交换活

动，交换的书刊范围不断扩大。1957 年，北京图书馆

通过国际交换而获得的书刊达 7 万多册，科学院图书

馆 33,254 册，北京大学图书馆 3,156 册，中国人民大学

图书馆也有 1,000 余册 [50]。

50 年代我国馆际互借和国际交换工作，亦大致经

历了 3 个阶段：其一，1950—1953 年初创阶段。1953

年，北京图书馆学习苏联经验，开始了国内馆际互借工

作。在国际交换方面，主要是一些高校图书馆、研究所

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以及少数几个省图书馆开展了这

项工作，有些是主动联系得以建立交换关系。北京图书

馆在刚开始进行国际交换工作时，尚无专人负责，工作

场所在一间简陋的地下室。1951 年正式成立书刊国际

交换组，逐步健全了工作制度。其二，广泛开展阶段，

时间为 1954—1958 年。1954 年，译介了苏联馆际互借

的组织和技术，苏联科学院图书馆馆际互借工作经验与

规章。北京图书馆制订了馆际互借办法，标志着我国馆

际互借工作步入规范化的阶段。在国际交换方面，北京

图书馆总结了与苏联开展国际交换工作的成绩和方法，

“四年来，中苏之间的图书交换工作，对两国人民文化

的交流和友谊的巩固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国人民更

进一步的了解了苏联人民的革命历史和建设成就”[49]。

至 1958 年，北京图书馆已与 90 个国家 1,908 个单位建

立了交换和赠送关系，当年全年寄出图书 170,488 册，

收到图书有 87,000 册 [51]。1956 年，中国科学院的国际

交换统一由院图书馆进行。1956 年后，各研究所及学

会（学术团体）开始自己对外交换书刊，“到 1959 年 7

月止，我馆已和全世界 56 个国家的 1,290 个单位建立

了交换关系。通过交换收到的书刊共计 261,741 册，寄

出的书刊共计 136,265 册”[52]。其三，进一步找出差距，

加快发展阶段。通过译介苏联相关文献信息，掌握苏联

国际交换之动态，找出差距，迎头赶上。“1959 年（苏

联科学院图书馆）向国外寄出的科学图书总数达 16 万

册以上，从国外的科学机关及图书馆收到的科学图书将

近 10 万册”[53]。并已与 87 个国家的 2,100 多个机构建

立了交换关系。为加强这一工作，中国科学院图书馆

1958—1959 年上半年，主动发出征求建立交换关系的

信函 5,489 件，新发展交换单位 644 个，迅速缩小了与

苏联科学院图书馆的国际交换工作的差距。

7    结语

从 1949 年 10 月至 1955 年，中国经历了“以苏为师、

全面学习”的阶段，包括是国家体制、经济建设、社会主

义改造等全方位的学习。尤其是经济建设，从实现工业

化的基本方针，到各种经济政策；从如何制订国家计划到

设立管理部门等无不以苏联为榜样。在教育战线上，通

过全国院系调整，同样进入了全面学苏的阶段。这一时

期，我国翻译出版了数千种苏联书籍，报刊杂志上发表

了大量的译文、社论、评论、通讯等文章，以介绍苏联各

条战线的成就和经验，大量组织各种报告会、演讲会、展

览会等等，阐述学习苏联的重要性、必要性和重大意义。

图书馆界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大量译介苏联图书

馆事业的成就与经验，以此指导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1956 年，中央召开“知识分子”大会，制订“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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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草案（初稿）”，确定了图书馆

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和在这一阶段计划出版的重要著作。

随之召开全国图书馆大会、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等，开

始从“全面学习”阶段转入“以苏为鉴”阶段，通过学习

苏联的经验，明确其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构建我

国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大厦。1960 年代开始，由于中

苏关系破裂，我国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历史阶

段。但是，由于整个 50 年代的“全面学苏”，苏联的许

多做法，其痕迹仍然大量存在。

（来稿时间：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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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Soviet Union, service of library spirit and library publicity, introduction and guidance of theory and directory system of 
classification and cataloging, library science teaching system introduction and education reform, and to learn from the Soviet 
Union library, to carry out library interlibrary loan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tc.. It also introduces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from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Soviet Union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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