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所小小的高校图书馆，在历史的公转中自转
■陈思和

“吾校向无图书馆，有之自戊

午年始。 ”戊午年，即 1918 年。那

一年秋天， 部分学生发起成立戊

午阅书社， 每人捐洋两元购置书

籍，自主管理，由此形成了复旦大

学图书馆的雏形。 此举大约是得

到过学校当局的认可与鼓励 。

1920 年春天，学校当局在修订大

学章程时就明确规定：“学生每年

应缴阅书费两元。 ”同时也宣告：

“本校备有各种书籍数千卷，西文

书籍数百卷。俟经济稍裕，尚拟多

增西书以供研究。 ”

我是这样想的：从 1918 年秋

到 1920 年春，短短的一年多的时

间里， 仅靠部分学生每人捐洋两

元，要购置数千卷中文、数百卷西

文图书是不大可能的，何况，从章

程的表述里可以感到： 学校当局

对于图书的购置似乎更加偏重于

西文图书， 而对中文图书并无太

多忧虑，也就是说，当局考虑的是

锦上添花，不是雪中送炭，他们对

于学校储存的中文图书数量还是

有一定自信的。

我这么来分析以上两条信

息，是出于对复旦大学图书馆“有

之自戊午年始”的说法有些存疑。

可能在复旦公学的历史上， 已经

有过不那么正规、 完备的图书资

料机构（如阅览室），但未被历史

所详细记载。 复旦大学作为中国

最早实行民间办学的现代私立大

学，早年毕竟是筚路蓝缕，遭遇多

艰，不像朝廷办学或者洋人办学，

一开张就有较为优厚的条件，但

是也并非就真的没有图书资料以

助教学的措施。 有史记载 ，1905

年复旦公学在吴淞提督行辕办学

时， 学校就曾拨房屋一间为阅报

室；学校迁往徐家汇李公祠后，在

祠堂戏台陈列少量图书报刊作为

阅报处。但依我的理解，“少量图书

报刊”构成的“阅报处”，与存藏“各

种书籍数千卷，西文书籍数百卷”

的规模似乎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1917 年，复旦公学更名复旦

大学，创大学本科，这个时候师生

们似乎意识到需要有一个正规的

图书馆来支撑教学和研究。 民间

办学经费有限， 于是学生自筹经

费，在学校筹划建立图书馆的过程

中推进了一步，这才有了戊午阅书

社的组织机构，为建设正规的校图

书馆打下了基础。 在以后的几年

里，复旦图书馆建设确实有了实质

性的发展：1922 年图书馆正式迁

入奕柱堂，沪上大佬聂云台捐赠四

部丛刊，1924 年聘请图书馆学专

家杜定友任图书馆主任，对本馆早

期建设作全面规划……大约到这

个时候， 复旦图书馆才算是逐渐

走上了比较正规的发展道路。

百年馆史的两

个重要节点

从 1918 年算起，复旦大学图

书馆已经有了百年的历史。 在这

庆典的日子里， 我们应该回顾一

下历史，看看自己的脚印，这么多

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在这百

年史中， 有两个时间节点不能被

忽视， 这也是与复旦大学的发展

史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 一个是

1952 年院系调整。 据《复旦大学

图书馆———百年纪事》（以下简称

《纪事》）1952 年间条记载：“在全

国高校院系调整中 ， 调入书刊

251,473 册 （ 其 中 震 旦 大 学

98,991 册、 沪江大学 72,267 册、

暨南大学 13,157 册、华东教育部

6,443 册、 大夏大学 4,560 册、安

徽大学 3,344 册、同济大学 1,634

册 、浙江大学 13,940 册 、东吴大

学 811册、光华大学 689册……）”

这一年始，复旦大学名师云集，实

力倍增， 图书馆也随之有了较大

起色。

另一个时间节点就是 2000

年复旦大学与上海医科大学的

合并。 《纪事》2000 年 4 月条记载

两校合并时上医大清点资产 ，

“图书馆纸本馆藏书刊实点数为

333,904 册， 订有中文印刷型期

刊 844 种 ， 外文印刷型期刊近

600 种”，“藏书特色为基础医学、

临床医学、药学、预防医学、法医

学、护理学等领域的中英文书刊

及部分人文科学书刊”。新组建的

复旦大学图书馆， 是两个学校图

书馆的强强组合。 所以，我们今天

回顾本馆的百年史， 传递的不单

单是复旦大学一脉香火， 也理所

当然地包含了上海医科大学的历

史血脉。

馆藏图书的捐
赠与收藏

作为一个研究型图书馆，收

藏是否丰富， 不仅仅靠资金购买

所有， 还有许多非金钱因素所能

够获得的藏品。 这就需要有心人

的捐赠， 捐赠是图书馆不断丰富

内涵的重要渠道。 在本馆的资源

建设史上，曾经得到过许多名流、

藏书家们的眷顾， 或者是出于因

缘，或者是迫于时势，但最根本的

原因还是出于对复旦大学名校名

馆的信任与藏书事业的责任心。

有些高贵的名字我们是要牢牢记

住的。 当我读到 《纪事》 所载的

1930 年 9 月 13 日条：“孙心磐报

告：一、洪深允将价值巨万之家藏

书籍完全捐赠本校……”1956 年

夏条：“藏书家金山高吹万将其旧

藏吹万楼《诗经》类图书 700 余种

出让给复旦大学图书馆…… ”

1973年 6月条：“王欣夫教授家属

捐赠王氏蛾术轩古籍 4,180 册（其

中可列入善本的 3,258 册，普通书

刊 922 册）……”同月：“乐嗣炳同

意将 344 册古籍（含明代刻本、史

书与清代文集）赠与图书馆……”

1986年 7月条：“已故教授赵景深

之夫人李希同根据赵先生生前愿

望，将他珍藏的 27,000 余册书籍

全部捐赠给校图书馆及校古籍研

究所 ， 并由校图书馆负责收藏

……”等等，一直到 2016 年陈毅

元帅家属将元帅生前藏书以及相

关重要文献资料赠与本馆， 开启

了本馆红色经典收藏的特藏计划

时，在我感觉里，这一条条记载的

每个字都是金光闪闪， 仿佛都是

用黄金般的心构筑起来的。 我们

需要有更多的高贵的灵魂来关注

这个文化积累事业。

图书馆不仅要收藏各类图书

资料， 还需要打破传统思路的条

条框框，收藏各种非正式出版物，

各种与当代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

文献资料。 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

据、互联网时代，各种第一手原始

文档资料做成的数据库和电子读

物，可能比正式出版的图书资料，

更具有收藏价值， 也更具有学术

的含金量。目前，复旦图书馆正在

筹划建设的 “当代中国社会生活

资料馆 ”“当代诗歌收藏中心 ”

“中华文明数据中心” 等机构，都

是图书馆转型过程中的一块块资

源建设的基石。

在本馆的百年历史发展进程

中， 最主要的动力还在于一代代

为本馆的图书事业做出了巨大贡

献的普通职工。 《纪事》上编第二

篇 1936 年 3 月 17 日条记载 ：图

书馆管理员杨锡恩回家路上遇劫

匪枪击身亡，“院长颜福庆因其工

作勤勉，特发起捐款，以资助杨锡

恩家属， 数月内捐款金额已超过

2,000 元 ”。 1946 年 9 月 16 日条

记载：怡康轮在长江上烧毁沉没，

医学院大批图书资料仪器被毁，

随船的“朱席儒也被烧伤，一名工

役下落不明 ”。 这里都记载了普

通职员工友为图书馆做出的牺

牲。因为限于体例和资料，《纪事》

无法将所有员工的日常业绩都一

一呈现，但是我们要记住，在《纪

事》 所铺展的每一步发展的 “事

迹”背后，都凝聚了“人”的努力与

生命代价。

多向性、复合型、

高层次的服务活动

《纪事》 的编写采取了实录方

式， 每一条纪事都是有材料有出

处，做到言必有据。 对于本馆的历

史道路也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好

处说好，不好之处也不讳言，有好

几处记录了当时的读者意见，甚至

是图书馆工作者自身提出的批评

意见。 这是编史者所应有的态度。

还有一个特点是，《纪事》在叙事上

非常简练，几乎把所有的关注点都

集中在图书馆的自身事务上，绝无

旁骛，连带着把大的历史背景一律

作淡化处理，读者在图书馆本身的

历史陈述中略略意识到时代所发

生的变化，笔墨都集中在图书馆这

一小小的场域，从记载里折射出四

周发生的大宇宙之轰然变化。百年

沧桑，是世界的沧桑，一所小小的

高校图书馆， 在历史的公转中自

转，渺小而丰富。

今天的高校研究型图书馆，早

就突破了原先“以馆藏为中心 ”，仅

仅围绕图书存储借阅而展开的单

向性服务功能，转变为“以读者为

中心 ”，围绕人才培养、学术活动

（科研）而展开的多向性、复合型、

高层次的服务活动。

多向性决定了图书馆配合学

校的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研活

动以及知识的传播而展开的多项

服务功能， 本馆由此确定了图书

馆传统服务功能以外， 积极推行

学科情报评估、数据图书馆建设、

古籍保护的“三驾马车”方向。

复合型决定了图书馆的功能

已经从图书借还收藏， 扩展到包

含了教学培养人才、科研活动、校

园文化建设甚至结合文化产业实

行社会服务等综合性的服务功

能， 由此本馆相继设立了图书情

报专业硕士学位点、 古籍保护博

士点以及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

习所等培养高层次人才， 积极推

进纸张工艺和古籍保护的科学研

究以及数据库的开发和建设。

高层次服务是高校研究型图

书馆的奋斗目标， 也是与一般公

共图书馆、 行业图书馆的主要区

别， 它不是为一般社会层面的读

者而设置， 也不是为一般知识普

及层面的求知需要服务， 它就是

要站在学科的前沿， 迅速传递世

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 保护和

传承文化传统的精华部分， 给读

者提供先进思想、 科学知识和全

球视野， 同时在文化知识的传播

中也不断提升自身的亮度和力

度。所有这一切，正是我所理解的

转型中的研究型图书馆的发展目

标。 从这本《纪事》中读者可以看

到， 我们图书馆正在朝着这个目

标大踏步地前进。

(作者系复旦图书馆馆长)

?复旦大学图书馆

———百年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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