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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以来，口述史学已发展成为“热门”
学科，图书馆界在口述史领域也已取得累累硕果。
口述史学的学术渊源如何、与图书馆有何本质联

系、口述史采访应当如何做？诸如此类问题，仍
然或多或少地困扰着口述史界、图书馆界。笔者
有着多年的口述史理论与实践经验，在此与业界

口述史学与图书馆文献开发
全根先（国家图书馆）

摘 要：口述史学源于远古时期人类的口头传统，在 20世纪 40年代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历史的长
河中，口述传统源源不断地汇入到图书馆的文献之中，成为人类记录和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对图书馆口述文
献的开发，既是图书馆记忆功能的适时回归，又是图书馆发展一个新的增长点。文章认为，图书馆在口述文献
开发中，应慎重选择口述史项目，采取独立开发、合作开发等多种方式，认真做好前期文献收集等工作。同时，
以“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史项目为例，介绍了图书馆人如何做好自己的口述史，其意义重大、示
范性强，成为图书馆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精神财富。
关键词：口述史学；口述文献；图书馆；重要人物
中图分类号：G2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8214（2021）01—0109—08

Oral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Literature
Quan Gen- xian

Abstract: Oral history originated from the oral tradition of human beings in ancient times, and became a branch of history in the
1940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oral tradition has been continuously imported into the literature of libraries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human records and inheritance of civiliz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literature is not only a timely return
of the memory function of libraries, but also a new growth point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The paper holds that
libraries should carefully select oral history projects, adopt the independent an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ways, and carefully
prepare in the early stage of literature collection during the development of oral literature. Th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Important
Figures in the Chinese Library Community”, which is a good demonstration for librarians doing their own oral histor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and modeling effect, and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piritual wealth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ause.
Keywords: Oral History；Oral Literature；Library；Important 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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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并对“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
史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介绍。
1 从口头传统到口述史学

图书馆是人类记忆的汇聚场所，具有收藏与
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职能，是人类文明持续发展、
绵延不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宝藏。文
献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过去文明的成果、现代
文明的展示，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石。在人类
历史上，记录历史的媒介或手段主要有四种：文
字、图像、实物和口头传统。口头传统与大脑记
忆情况类似，随着个体生命的消逝而记忆消失或
出现断裂。因此，进入文明时代以来，文字成为
历史记录、文明传承的主角，而口头传统也源源
不断地汇入以文字为主体的众多文献类型之中。
什么是“文献”？按现在通常的说法，是指图

书典籍。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
则吾能征之矣。［1］”这里所说“文献”，“文”指
文书，“献”指贤人。宋元之际历史学家马端临在
《〈文献通考〉序》总序中说：“凡叙事，则本之经
史，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
征者从之，乖异存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
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
以至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
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采而录之，
所谓献也。［2］”
由此可见，“文献”是历史的长河中逐步形成

的一个合成词，“文”为叙事，“献”为论事；叙
事的载体是“文”，即文本，而论事的主体是
“献”，即贤者评论之言。那么，什么是贤人？
《周易》中说：“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
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3］”唐代诗人杜
甫在《述古》诗之一中写道：“贤人识定分，进退
固其宜。”可见，贤者在古代通常是指有才又有德
的人。严格说来，经史传记之书在叙事当中，都
有贤者（献） 论事之言，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
代经典著作中很容易找到例证。但是，因为古代
没有录音工具，贤者之言只有转化为文字以后，
才能流传下来，即“献”不断转化为“文”，世人

逐渐把“文”与“献”二字合而为一，表示图书
典籍。
这样，从“文献”一词中的“献”，实际上已

经谈到了口述史学的古老源头，即人类记录历史
的重要手段———口头传统。在东西方文明史上，
很多重要典籍都保存了口头传统史料，如司马迁
的 《史记》、班固的 《汉书》、希罗多德的 《历
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

人类通过口口相传，传递经验、传承文明，
虽然源远流长，但口头传统与口述史学又有本质
区别。其区别在于：口头传承是一种自发的、本
能的，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行为；而口述史学则
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上、借助某种记录手段进
行的有目、有计划的学术行为。口述史学与传统
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不是简单地收集和利用
已有文献进行研究，而是主动地采集、形成新的
文献。实际上，在历史学的大家庭中，口述史学
属于年轻的分支学科。

1948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阿兰·
内文斯（Allan Nevins） 在哥伦比亚大学创建了历
史上第一个专门研究口述史的机构———口述历史
研究室。一般认为，这是口述史学诞生的一个主
要标志。

所谓口述史学，就其实践而言，是利用现
代音像、影音技术，通过采访者与受访者的交
流互动，挖掘存留于受访人脑海中的历史回忆
并将其保存下来，以弥补现有文献之不足，还
原历史真相，并将访谈所得的口述史料整理成
文稿或视频、音频资料，加以保存与研究。口
述史学在普通民众历史回忆的采集与保存方面
显示出独特优势，弥补了传统史学偏重于帝王
将相、社会精英而忽视“民史”的重大缺陷。
正因为如此，口述史学诞生以来，很快便得到
社会各界尤其是历史学界的广泛重视，并迅速
在全球范围内开展起来。于今，口述史学俨然
已成为一门“热门”学科。
2 图书馆馆藏体系不是一成不变的

作为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馆藏一直是图书馆
最重要的文化资源，是图书馆开展公共服务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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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基础。图书馆的馆藏体系不仅要满足记录文
明、传承文明的需要，更要适应现代政治、经
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的需求，满足人们不
断增长的文化信息需求。千百年来，图书馆馆藏
体系始终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传统古
籍到普通图书，再到期刊、报纸，从纸质文献到
电子文献、音像资料，以至数字文献。而以音像
资料为主要呈现形态、同时又以文字资料呈现的
口述史料，无疑是图书馆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产
生、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献类型，正成为馆藏
体系建设和未来图书馆发展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
部分。

所谓文献载体，就是记录、保存和传播文献
的物质实体。在人类历史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
新和发展推动了文献载体的演进历程，文献载体
已从古代单纯以存储文字为主的形式逐步向现代
存储文字、图形、图像、影像、声音等多种形态
的载体演变。以音像资料的形态呈现和保存，是
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其实，音像资
料一直是图书馆馆藏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音
像资料又称声像资料、视听资料，“是以电磁材
料、感光材料为存贮介质，以电磁手段或光学手
段将声音和图像记录下来而形成的一种文献类
型”［4］。与普通印刷型文献相比，音像资料的主
要特点是体积小、信息容量大、内容涉猎广、信
息传播速度快、声像并茂、直观性强等。

口述文献通过口述史采访所得。口述史学
成果的展示形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口述史
料，即历史记录；二是基于口述史料并参照其
他文献所得的研究成果。获取口述史料是口述
史采访的主要目的。口述史采访获取的文献资
料既可以通过音频、视频直观展示受访人的历
史记忆，也可通过受访人的手稿、日记、照片、
证书等间接展示，不过，那些通过采访得到的
受访人的音频、视频资料无疑是最重要的。口
述史采访借助录音、录像等技术设备所得历史
文献，不同于图书馆传统业务，它不是被动地
收集已有文献，而是一种主动的创造，是一种
不折不扣的文献开发工作。

图书馆进行口述文献开发的重要意义，可以
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一是口述文献具有的特殊价值。与创作性
文字作品不同，口述文献通过口头表述进行记
录，讲述者中不仅有社会的精英人物，更有广
大民众的广泛参与，许多长期被人们忽视或被
掩盖的历史真相通过口述访谈得以被揭示。口
述文献在丰富历史文献、拓展历史研究的深度
与广度上，具有一般文献资料不可替代的价值。
此外，对口述文献进行采集与利用已成为许多
图书馆收集社会信息、汇聚人类记忆的一个重
要途径。图书馆采集口述文献不仅能丰富馆藏
资源，还将使图书馆由被动的文献收藏机构变
为主动的文献创造机构，图书馆的人类文明
“记忆”功能得以回归。

二是口述文献开发可以促进图书馆服务模式
转型。在传统的图书馆服务模式中，图书馆是文
献的收藏者、传播者，即将经过编目加工的文献
提供给广大读者，其主要作用是传播知识和信息，
而不是信息的开发者、创造者。而图书馆通过独
立或与其他机构或个人合作的方式对口述文献进
行开发，将流传于民间的口头或记忆中的信息进
行深入挖掘与整理，为社会公众提供图书馆自己
开发的知识产品，改变了图书馆的服务模式。同
时，由于社会公众直接参与到口述文献开发中来，
也拉近了公众与图书馆之间的距离。

三是口述文献开发可以推动地方文献保护
工作。口述史学有助于地方文献的保护。正如
齐小新先生所说：“口述历史主要表现的是有明
显人文个性或地域色彩、有自身突出历史与文
化特征的人文社会群体”［5］。文化总是具有一
定的地域色彩，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特定
的地理环境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图书馆通过
对口述文献进行开发，将一些具有历史文化意
义的个人经历、家族历史、社会组织、民间文
化记录下来，诸如戏曲、歌谣、民间传说、民
俗习惯、传统工艺等，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馆
藏文献，弥补了传统文献中对这些文化遗产记
载之不足，为那些濒临消逝的地方文化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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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3 口述史采访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口述史学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图书馆密切相
关。可以说，图书馆一直是口述史项目的重要推
动者、参与者、支持者。图书馆进行口述文献开
发、抢救“活态”文献，具有诸多有利条件。但
是，就目前国内图书馆界口述史开展现状而言，
仍存在一些问题，诸如对口述史采访的参与度有
待进一步提高、对口述史学的理论研究相对不足、
口述史采访缺乏规范指导、文献共享度不高等。
因此，进一步开展口述史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加
大对口述文献的开发力度、探讨口述史采访中的
具体问题，是当前图书馆界口述史采访中面临的
一个重要课题。文章试就口述史项目选择、采集
途径和前期文献收集三个方面，谈自己的一点粗
浅看法。
3.1 关于口述史项目选择

口述史因其具有公众史学这一显著特性，而
区别于只有少数人参与、表演的传统精英史学，
其选题几乎没有界限，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
以讲、什么都可以记录，完全是开放的。不过，
由于进行口述史采访需要或多或少的人力物力支
持，因此在进行口述史采访前，需要先明确项目
选择问题。此外，图书馆进行口述史料采集，利
用的是社会公共文化资源，在项目选择方面的确
需要慎重。笔者以为，图书馆开展口述史项目，
应当主要围绕社会历史变迁、重要历史事件与人
物、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个方面展开。

所谓社会历史变迁，就是要记录与保存国家
记忆及国家、民族和社会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现
实，关注国计民生。客观说来，历史犹如一条奔
流不息的大河，无时无刻不处于变化之中。但
是，我们又要看到，历史的进程总是不平坦的，
有风浪，有转折，是可以分为不同阶段的。古往
今来，那些处于历史转折时期的历史事件与历史
人物总是受到更多的人关注，因为他们经常对历
史发展的方向或进程产生较大的影响。作为口述
史项目来说，主要采集“活态”文献，首先应当
关注那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一方

面，他们作为自然人，其记忆会随着生命的消失
而消失；另一方面，他们脑海中的历史记忆更能
反映社会的发展变化，更具有“存史”价值。

为什么要特别关注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这
是因为历史发展不是平淡无奇的，不是始终沿着
一个方向、保持一个速度前进的，而总是变幻莫
测、波谲云诡，充满了各种变数。在历史的长河
中，有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人物往往对历史发展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姑且不说像牧野之战、三
家分晋、楚汉争霸、李自成起义、甲午战争、抗
日战争、抗美援朝等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秦始
皇、汉武帝、唐太宗、成吉思汗、康熙皇帝、孙
中山、毛泽东等这样的重要历史人物，像仓颉、
鲁班、蔡伦、毕昇、黄道婆、郭守敬等，即便像
发现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王道士、河南安阳殷墟
甲骨文的李成这样貌似的小人物，其实在历史的
某一个节点上，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历史
经常由于某一个重要事件而发生转折，通过某一
重要人物而改变进程，因此，在口述史采访中，
应特别予以关注。目前，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都
十分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 2003年
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第二条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
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
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
知识、技能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
化场所”［6］，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特点是以人
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
的技艺、经验、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是
传承人，通过传承人之间的言传身教而得以延续
发展，依赖于个体生命、世代传习，因而面临随
时消亡的可能。图书馆进行口述文献开发，理应
将其作为重要采集对象，进行抢救性保护。

另一方面，在口述史采访中，无论是重大历
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还是普通民众，都既具有典型性又具有非典
型性。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见证人以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而那
些普通民众，放在大的时代背景中，可能也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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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的一面。因此，在口述史采访过程中，一
定要注重人物的两重性，不可因典型人物在某些
方面与普通民众相似而予以舍弃，也不可忽视对
普通民众具有典型意义事件的如实记录。
以上，只是从口述史项目选择的大方向而言。

在具体项目选择上，首先要明确口述史采访的目
的，即“你想要什么”，口述史采访的主要目的是
要挖掘现有文献所没有的东西，而不是已有文献
的重复叙述。其次，要判断项目的意义与价值。
选择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与研究价值的项目，即考
察这个项目所涉及内容对于社会历史发展有没有
或者在多大程度上产生过影响，以及这个项目当
前的研究状况和发展情况。总之，就是要通过口
述史采访搜集现有文献资料所缺、无法通过其他
途径获取的第一手历史资料，或者能突破传统史
学的研究范围，丰富已有的文献资料，在一定程
度上扩展和深化历史研究的广度和层次。最后，
还要考虑项目的可行性。除了必要的物质准备，
还要考虑是否有合适的受访人、是否有相关的文
献资料可供借鉴等。进行口述史采访是一项比较
费时费力的工作，要在项目选择时全方位思考，
争取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
3.2 口述文献开发的主要途径

图书馆进行口述文献开发，与图书馆馆藏体
系中其他类型文献相比，既有共同之处，又有自
己的特点。图书馆进行口述文献开发除了要重点
关注内容，还要注意开发途径。口述文献虽然不
同于纸质文献或一般电子文献和实物文献，但从
其资源采集途径而言，与传统文献采集有相似之
处。图书馆进行口述文献开发，可以通过独立开
发、合作开发与征集（或购买）、社会捐赠等多种
途径实现。

独立开发是目前国内外图书馆界进行口述文
献开发的主要方式，如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
中心开展的口述历史项目，许多都是独立开发采
集。以“大漆髹饰”项目为例，该项目分别对北
京雕漆技艺、平遥推光漆器髹饰技艺、扬州漆器
髹饰技艺、天台山干漆夹纻技艺、福州脱胎漆器
髹饰技艺等 19个项目、25位非遗传承人进行了口

述历史采访，由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独立完成 ［7］。
此外，“蚕丝织绣”“东北抗日联军”“中国远征
军”“我们的文字”“学者口述史”，以及 2018年
启动的“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2020
年启动的中国战疫口述史（北京东直门医院医务
人员） 等，均以独立开发为主。

合作开发是图书馆界口述文献开发值得重视
的一个重要方式。长期以来，图书馆在口述历史
事业发展过程中，已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为
口述文献合作开发提供了良好基础。无论是社会
历史变迁、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还是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人，乃至社会各界人士，采访对象异
常丰富，要对其进行口述文献开发、史料采集，
需要极大的物力与人力支持，有的还非一个地区、
一个行业所独有，而仅凭一所图书馆的力量很难
完成。因此，图书馆应积极加强与业内的合作交
流、推进跨界合作。

此外，对社会上各种组织或个人所开展的数
量庞大的口述文献开发成果，图书馆可考虑通过
征集或购买的方式进行收藏利用。21世纪以来，
随着摄像、录音、手机、网络的广泛普及，民间
口述文献数量极为可观，从事口述史采访者比比
皆是。尽可能将散存于民间的口述文献纳入图书
馆馆藏，已是当务之急。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尽快
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搭建口述历史共建共享平
台，将已经采集、制作完成的口述历史作品通过
缴送或购买等方式，由图书馆永久保存。

图书馆还可通过社会或个人捐赠等多种途径
获得口述史料。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
遍提高和公众历史意识的日益增强，不少民间组
织甚至个人都积极参与到口述文献的开发采集中
来。人们记录生活中的所见所闻，记录自己和家
人的生活经历，通过网络和各种通讯手段与大家
分享，这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如果图书馆能以
一种适当的、便捷的途径加以收集保存，在尊重
口述文献开发者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将其汇聚起
来，日积月累，将会是非常可观的文献资源。如
全民参与式的“新加坡记忆工程”，就是由一个个
普通的新加坡人共同参与建设的口述史项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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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还包括了各种组织、公司、行业协会、社会团
体等共同的记忆。
3.3 前期文献收集工作

口述史采访中需要注意的问题有很多，其
中，前期文献收集非常重要。在笔者看来，至少
有以下三个理由：一是口述史采访就其本质而
言，就是采集文献；二是文献收集是口述史访谈
的必要准备，如果不做文献收集，或者收集不
全面、不深入，想要做一个成功的口述史采访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三是文献收集是口述史采
访后期成果检验与评价的重要基础，是检验和
评价口述史采访质量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访
谈内容与收集文献不相符合，应对口述史采访
过程进行认真检讨。

目前，尽管许多人意识到进行口述史采访前
文献收集工作的重要性，但意识到是一回事，能
否做好又是另一回事。姑且不论有的文献是否可
以从受访人那里直接获取，即便受访人手中有，
获取的文献也需要整理。在笔者看来，文献收集
工作要遵守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要解决著作权问题。在口述史采访中，
除在图书馆、一些公共机构或网上收集到的与受
访人相关文献外，许多是要从受访人那里取得的。
从受访人那里获得的文献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受
访人的私人藏品；二是受访人的私人作品。所谓
私人藏品，包括受访人所收藏的图书、期刊、古
玩、字画、道具、器物等；所谓私人作品，包括
受访人的手稿、图片、书画、视频或音频资料等。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受访人捐赠的是私人作
品，他（她） 所捐赠的只是捐赠物的所有权，作
品的著作权仍然属于作者本人，不可随意处置。

二是全面性和准确性原则。所谓全面性，就
是要力图把与受访人相关的文献尽可能地收集完
整，包括各种文献形态，纸质与非纸质，正式出
版物与非正式出版物，音频、视频文献，以及证
书、奖状、照片、道具、器物等实物文献。所谓
准确性，就是要对文献进行鉴别，确认与受访人
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加以收集，并注明其中的时
间、地点、人物等相关信息。为了达到文献收集

工作中全面性和准确性要求，最好能请有关专家
来做这项工作，或请其加以指导和鉴别。

三是要掌握文献检索的基本方法。了解文献
检索系统，熟悉检索界面，学会使用检索工具。

值得注意的是，收集文献与熟悉文献是有区
别的。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口述史项目，有的口
述史采访团队特别是采访人，因其未对收集到的
受访人资料进行认真研读，从而在口述史采访过
程中对受访人的生活经历、事业成就等不够了解，
从而导致沟通上的困难，甚至有的采访未能关注
细节，对受访人脑海中的记忆资源发掘不够，达
不到口述史采访的预期效果。
4 做图书馆人自己的口述史

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一
个多世纪。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图书馆事业从
无到有，从一穷二白到繁荣昌盛，有赖于图书馆
人的辛勤付出、无私奉献。做图书馆人自己的口
述史，就是要保存图书馆的历史，为图书馆事业
的进一步发展积累丰厚的精神财富。为此，2015
年 12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图书馆年会上，国家
图书馆作为发起单位，联合全国 30余家图书情报
机构发布了《全国图书馆界共同开展记忆资源抢
救与建设倡议书》，正式启动了“中国图书馆界重
要人物专题”口述史项目，这是中国图书馆界第
一个全国性的口述史共建共享项目。2016 年春
天，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组织人员编写并起草了
《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资源建设工作手册》，
对项目实施的具体要求和技术标准，以及项目成
果提交、验收等作了详细说明，同时将工作手册
发给各共建单位加以讨论和完善。经过各合作单
位的努力和专家小组的多次讨论，第一批申报项
目除国家图书馆外，共有 18个单位、28位受访
人（见表 1），其中国家图书馆 3人。

需要说明的是，项目正式启动后，申报名单
与最初的计划有一定差距，有的学者未能等到项
目启动或项目完成就去世了，如苏州图书馆原馆
长许培基先生、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倪波
先生等。这从侧面说明了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我
们是在与时间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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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单位 受访人
1 首都图书馆 刘德原
2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 孟广均；辛希孟
3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 关懿娴；周文骏
4 北京大学图书馆 吴慰慈；张树华；庄守经
5 浙江图书馆 林祖藻
6 武汉大学图书馆 彭斐章；谢灼华
7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黄俊贵
8 深圳图书馆 沈迪飞
9 云南省图书馆 李孝友
10 陕西省图书馆 武复兴
11 宁夏回族自治区图书馆 高树榆
12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谭祥金；赵燕群
1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 袁正祥
14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 郭志高
15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倪波
16 南京图书馆 沈燮元；卢子博
17 湖南省图书馆 李龙如；张安珍
18 国家图书馆 朱岩；黄明信；熊道光

2018 年 6 月，在河北廊坊举行的中国图书
馆年会上，“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
史项目第二批申报工作正式启动，项目申报情况
见表 2。

通过开展“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
述史项目，发掘、记录了许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
为图书馆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受
访人对自己亲身经历事件的回忆，讲述当时的历
史细节，原本比较模糊的历史事件变得生动具体，
仿佛就在眼前。受访人的口述史料填补了中国图
书馆史的许多空白，记录了图书馆人平凡而又精
彩的人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例如，庄守经先生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主任、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主持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
作条例》，创办《大学图书馆学报》，对中国当代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张红扬老师
及其团队在采访庄先生时，庄先生在谈到“图书
馆员职称的名称是如何定下来的”经历令人印象
深刻。庄先生说：“讨论当中，我记得比较清楚
的，这个职称到底叫什么，学校是教员，就是
‘教授、副教授、讲师’，好像我们这个不是‘教
授、副教授’系列的。当时，一开始还没有叫
‘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当时曾经想，因为除
了教授、副教授之外，很多是师，这个医师，什
么会计师、工程师，这是学术职称，后来想了半
天，我们这也没法叫师，叫什么师，后来比较多
的倾向于叫‘研究员’，‘研究员、副研究员、助
理研究员’，就是研究系列的，觉得大体上还可
以。后来又觉得这好像没有我们的特点，大家都
叫研究员，研究机构都是研究员，我们是图书馆，
要显示图书馆本身的一种学术地位，图书馆员本
身的一种学术水平和专业职称系列，你混在研究
员里面，好像没有我们自己，就是有点像用这个
来提高我们的社会地位和人员的那种荣誉感，后
来就说，干脆就叫馆员。因为你就是图书馆嘛，
那不就是馆员，过去如果人们认为馆员无非就是
一种事务性的工作，不带有学术性，那么我们叫
他‘研究馆员、副研究馆员’，就是赋予他学术性
了，提高了这个（认识） 了，很明显的你这个馆
员跟饭馆、跟理发馆不会是一样，不会混淆的了，
就要提高自己的学术地位，学术水平那种体现，
就叫‘馆员’，就叫‘研究馆员’。后来大家都同
意了，这个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这个议论的比
较久，后来就认定吧，就是叫‘馆员、副研究馆
员、研究馆员’，这个是制定这个条例和争取到这
一步，后来到了 1979年就正式通过，国务院下发
了文件。”①通过庄先生的口述，我们得以了解对
于图书馆人来说非常重要的专业技术职称的名称
如何确定下来这一鲜为人知的具体过程。

李龙如先生是湖南图书馆研究馆员，曾任阅
览部、历史文献部、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古籍

序号 单位 受访人
1 甘肃省图书馆 潘寅生
2 《图书馆建设》编辑部 王科正；夏国栋
3 清华大学图书馆 关肇邺
4 陕西省图书馆 武德运
5 天津图书馆 刘尚恒；陆行素；王知津
6 云南省图书馆 杨利群
7 辽宁省图书馆 韩锡铎
8 湖北省图书馆 阳海清
9 武汉大学图书馆 马费成；沈继武
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图书馆 唐国英

表 2 “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史项目
第二批受访人名单

表 1 “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史项目
首批受访人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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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与书籍保护。李先生在谈到自己的工作时，
对他在湖南图书馆的杀虫经历、伪装本图书、纸
张、版本鉴定，以及他为毛主席查资料和收集毛
主席著作版本等的经历较有新意，让人颇受启发。
又如，清华大学关肇邺先生，他是中国工程院院
士、著名建筑设计师。关先生之所以入选“中国
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史项目，主要是因
为他设计了多家地方及高校图书馆，如清华大学
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他的经历和学术成
就在图书馆界可能是绝无仅有。

南京图书馆在对沈燮元先生进行口述史采访
时，从工作卷宗、收集文献、访谈内容、文稿整
理到成片剪辑，都做得比较规范，质量较好。沈
先生是南京图书馆研究馆员、版本目录学家，曾
参加《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编纂工作，并担任
子部类主编，还是《中国古籍提要·丛书卷》《中
国古籍海外珍本丛刊》编纂委员会顾问。对沈先
生相关文献的收集，虽然数量不是很多，但其中
的书信、手稿、书法作品等都比较珍贵。口述史
成片不仅总时长达到要求，资料价值较高，且艺
术效果也比较好，画面清晰，并不时地插入一些
图片、文献资料，既丰富了成片内容，又不至于
看起来单调乏味。
总之，“中国图书馆界重要人物专题”口述历

史项目自开展以来，在各合作单位、各级领导和
项目执行团队的大力支持下，尽管在实施过程中
或多或少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经验不足与条件
所限，有的项目可能进展没有预期那么顺利、取
得的成果可能未能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也可能存
在这样或那样需要改进和提高的地方，但是，总
体来说，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既抢救和保存了
一批珍贵的图书馆史资料，又为图书馆界开展口
述文献开发积累了有益经验。

口述文献开发，有广阔的前景，同时又有漫
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 此部分内容来自庄守经先生口述，由北京大学图
书馆负责采访记录，目前口述内容尚未正式发表。采

访人张红扬，采访时间 2016年 6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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