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图书馆学家刘国钧著述搜集与整理研究”（２０２０ＳＪＡ０８７７）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

项目“刘国钧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历史性贡献研究”（２０ＦＴＱＢ００２）研究成果之一。

【图林·史志】

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增订版）：撰述演说（三）

●顾烨青　吴薓年　陶　岚　张路路　殷环环　（江南大学　江苏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刘国钧（字衡如，１８９９．１１．１５—１９８０．６．２７）先生是我国图书馆界的一代宗师，著述丰富，成果涵盖图
书馆学、文献学和文史哲等多个学科领域。文章整理增订了刘国钧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６４年撰述演说部分的目录。
［关键词］刘国钧 　刘衡如　图书馆学家　著述目录
［中图法分类号］Ｇ２５７．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７８４５（２０２１）０５－００８１－０８
［引用本文格式］顾烨青，吴薓年，陶　岚，张路路，殷环环．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增订版）：撰述演说
（三）［Ｊ］．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１（５）：８１－８８

一九五年

Ａ２１７－１９５０－０１中国图书分类法简表及其理
论 刘国钧 《文物参考资料》８期１２４－１２７页 （８月
３１日）

Ａ２１７－１９５０－０１Ｚ２１－１９５０中国图书分类法简
表及其理论 刘国钧 《图书分类法问题研究资料》

（北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编印）１２４－１２７
页 （１２月）
一九五一年

Ａ２１８－１９５１－０１Ｙ“图书分类法（高级）”讲授
提纲（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学年用）刘国钧 北京，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专修科 油印本 （月份不详）

笔者未见原书。该书题名信息据《图书馆藏书与目录

讲稿 第三部分 图书分类法》（刘国钧原编 王凤翥改编）的

改编者“说明”。出版年“１９５１”为笔者所估。

一九五二年

Ａ２１９－１９５２－０１可爱的中国书 刘国钧著 北
京，建业书局 ８１页 “爱国主义小丛书第一种”（７
月）

有前言，前言落款时间为 １９５１年 １１月 １３日。另见
１９５３年２月再版，内容无差别。

一九五三年

Ａ２２０－１９５３－０１怎样编制分类目录 刘国钧
《文物参考资料》２期（总３０期）４７－７１页 （３月
３０日）

Ａ２２１－１９５３－０２图书怎样分类 刘国钧著 北
京，开明书店 １４５页 （３月）

有前言，前言落款时间为１９５２年８月２３日。

Ａ２２１－１９５３－０２Ｚ２２－１９５３图书怎样分类 刘
国钧著 上海，中华书局 再版 １４５页 （１１月）

因开明书店改组的关系改由中华书局再版。有重版附

言，落款时间为１９５３年９月１５日。内容较初版只改了几个
错字。另据《

!

书の
"

史と中国》（１９６３年版）一书中松见弘
道的“译者后记”，《图书怎样分类》出版后在日本曾由日本

文部省图书馆职员养成所六期学生佐佐木敏雄、菅原
#

、菅

野宏子三人翻译［１］，但笔者未见有馆藏著录信息和实物。

Ａ２２２－１９５３－０３书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刘国
钧 《工人日报》第３版 （５月２０日、５月２１日、５月
２２日、５月２３日、５月２６日、５月２７日）＃

Ａ２２２－１９５３－０３Ｚ２３－１９５３无字书及其他（上）、
（下）刘国钧 《大公报》（香港）第８版 （６月７日、６
月８日）连载

内容取自《书是怎样生长起来的？》的连载（一）至（三）

部分。

Ａ２２２－１９５３－０３Ｚ２４－１９５３书是怎样生长起来
的？刘国钧 《图书馆通讯》（浙江）８期 ３９－４８页
（８月３１日）

文末说明：因印刷关系，未能将《工人日报》原文中的插

图刊出，关于说明插图的文句亦皆略去。

Ａ２２３－１９５３－０４关于大众图书馆读者目录的
组织 卡夫塔雪耶娃 刘国钧译 《文物参考资料》９
期（总３７期）４６－５４页 （９月３０日）

Ａ２２４－１９５３－０５关于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代
表大会资料的著录法 华西里夫斯卡娅 诺维科娃 刘

国钧译 《文物参考资料》９期（总３７期）６５－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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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月３０日）
译自《图书馆员》一九五三年第四期。

Ａ２２５－１９５３－０６关于新中国图书分类法的一
个基本问题 刘国钧译 《图书馆通讯》（浙江）９期
１－５页 （９月３０日）

Ａ２２６－１９５３－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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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部

长会议文化教育机关事务委员会 苏联国立列宁图

书馆科学方法研究室制定 一九五二年公布 刘国钧

译 《文物参考资料》１０期（总３８期）１６－２７页 （１０
月３０日）

Ａ２２７－１９５３－０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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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俄

部长会议文化教育机关事务委员会 苏联国立列宁

图书馆科学方法研究室制定 一九五二年公布 刘国

钧译 《文物参考资料》１０期（总３８期）２７－３３页
（１０月３０日）

Ａ２２８－１９５３－０９Ｙ“图书分类法”讲授提纲
（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学年用）刘国钧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专修科 油印本 （具体时间不详）

笔者未见原书。该书题名信息据《图书馆藏书与目录

讲稿 第三部分 图书分类法》（刘国钧原编 王凤翥改编）的

改编者“说明”。出版年“１９５３”为笔者所估。

一九五四年

Ａ２２９－１９５４－０１《文艺书籍分类法》译后记 刘
国钧 《文物参考资料》５期（总４５期）５８－６０页 （５
月３０日）

Ａ２３０－１９５４－０２造纸和印刷术 －中国人民对
世界文化的两大贡献 刘国钧 《人民中国》１２期
１９－２１页 （６月）

Ａ２３１－１９５４－０３图书整理与目录讲义 刘国钧
（第一届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训练班编，北京艺文

誉印装订社）３４页 （１０月）
一九五五年

Ａ２３２－１９５５－０１俄文图书编目图例 基霍米洛
娃（Л．П．Тихомирова）费尔索夫（Г．Г．Фирсов）著
李申译 刘国钧校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１页 （３月）

原著为１９５２年修订再版。
Ａ２３３－１９５５－０２图书馆目录编制法讲义（初

稿）第一部分：图书馆目录通论 执笔人：刘国钧 （北

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图书整理方法教研室编 油

印本 各章独立页码（２－６月）
正文第一页“绪言”前附注“（一九五五—一九五七年

用）”。

Ａ２３４－１９５５－０３中国书的故事 刘国钧著 北
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９９页 （６月）

有前记，前记落款时间为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０日。１９６３年７
月增订再版，１９７９年８月在郑如斯协助下出第三版。

Ａ２３４－１９５５－０３Ｚ２５－１９５６中国书的故事 刘
国钧 香港，日新书店印行 １２０页 （１９５６年９月）

Ａ２３４－１９５５－０３Ｚ２５－１９６２中国书史话 刘国
钧 香港，上海书局 １０７页 （１９６２年７月）

书名虽为“中国书史话”，但内容与《中国书的故事》相

同，该书还有１９６８年６月再版和１９７６年３月三版，页码数
未变。与上书同为香港版，共用Ｚ２５编号。香港版均略去了
原版书前的图版页。

Ａ２３４－１９５５－０３Ｚ２６－１９５７Рассказокитайской
книгеЛюГо－цзюньМосква，Искусство９１页（１９５７
年）

莫斯科出版的俄文版。笔者未经眼全书，仅见封面。

Ａ２３４－１９５５－０３Ｚ２７－１９５８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
ｎｅｓｅＢｏｏｋＬＩＵＫＵＯ－ＣＨＵ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ＦｏｒｅｉｇｎＬａｎ
ｇｕａｇｅＰｒｅｓｓ８８页 （１９５８年３月）

中国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扉页标注有作者身份信

息“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ｏｆＰｅｋ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封底版权页署名中文“刘
国钧著”。

Ａ２３４－１９５５－０３Ｚ２８－１９５８中国书の故事 刘
国钧著 中田喜胜

$

佐世保，佐世保青年文化连盟

６９页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
佐世保出版的日文版。书前有影山巍的序和译者的前

言（前言落款时间为１９５８年７月）。书前的图版二较原版删
去了“乙 竹帙”，图版四替换了原版的《向导》和《中国青年》

的创刊号封面，改为敦煌的千佛洞。书中插图也较原版有

删减。

Ａ２３４－１９５５－０３Ｚ２９－２０１０

（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ｏｏｋ） （Ｇｕｏｊｕｎ

Ｌｉｕ）著 （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ｂｉｎＭｏ

ｈａｍｍｅｄ）译 （Ｒｉｙａｄｈ），

（ＫｉｎｇＦａｉｓ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３９页 （２０１０年）

位于沙特利雅得的费萨尔国王伊斯兰研究中心出版的

阿拉伯语版。笔者仅见封面、版权页和目录页，该书是根据

中国外文出版社１９５８年英文版转译。

Ａ２３５－１９５５－０４图书分类与分类目录的组织
（“藏书与目录”讲稿，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学年第一学期
用）刘国钧编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油印

本 各章独立页码（月份不详）
“藏书与目录”系列讲义（讲稿）之一，原件封面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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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５年度第一学期用”，目录页标注“藏书与目录（三）目
次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学年第一学期用”，目次显示的内容为第十一
到十七章。原件未见印刷或出版时间，北京大学馆藏 ＯＰＡＣ
著录为“１９５５—”，笔者暂定为１９５５年。

Ａ２３５－１９５５－０４Ｂ０９－１９５７图书馆藏书与目录
讲稿 第三部分 图书分类法 刘国钧原编 王凤翥改

编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 油印本 各章独立页

码 （１９５７年２月到６月）
“藏书与目录”系列讲义（讲稿）的第三部分第二十到第

二十四章。根据改编者说明，该书是由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图书
分类法（高级）”讲授提纲（油印本）、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图书分
类法”讲授提纲（油印本）、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年“藏书与目录”讲
稿第１３－１６章等三套讲稿和《图书怎样分类》一书（１９５３年
开明书店版）编写起来的。

Ａ２３６－１９５５－０５图书馆藏书与目录讲义（初
稿）（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学年二年级第二学期用）刘国钧
主编 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 油印本 各章

独立页码 （月份不详）
笔者所见实物目录页上的题名为“藏书与目录（四）目

次 １９５７－１９５８（“７”和“８”均从“５”和“６”涂改而来）学年第
一学期用”，目次显示内容为从第二十五章到第三十章（章

节编号也由原“十八”到“二十三”涂改而来）。原件未见印

刷或出版时间，北京大学馆藏ＯＰＡＣ著录为“１９５５年”，笔者
暂采纳。

一九五六年

Ａ２３７－１９５６－０１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
开场白 刘国钧 《图书馆工作》２期８５－８６页 （４月
１０日）

Ａ２３８－１９５６－０２十进分类法（苏联大众图书馆
适用缩编改订分类表）苏联托罗帕夫斯基编 中苏

友好协会总会图书资料室译 刘国钧校 北京，时代

出版社 １７７页 （４月）
该书根据原文第三版修订补充本译出。

Ａ２３９－１９５６－０３１８４０—１９００年我国图书与出
版事业的发展提纲 刘国钧 《北京大学一九五五—

一九五六学年科学讨论会 图书馆学分会论文》（北

京，北京大学教务处）１－２页 （５月５日至５月６
日间）

原文标题的“事业”误为“事叶”。这是刘国钧在北京大

学图书馆学专修科１９５５－１９５６学年科学讨论会（１９５６年５月
５日至５月６日召开）上提交的论文。该论文根据当时开设
的“图书史”和“普通目录学”两门课程的教学需要写成［２］。

Ａ２４０－１９５６－０４１９５６－１９６７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草案（初稿）图书馆学部分 刘国钧参与制订 北

京，（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社会科学

规划办公室印 ４８－５０页 （６月）

据朱天俊回忆，主持“图书馆学”部分制订的召集人是

王重民、刘国钧与陶孟和、贺昌群、左恭、张全新、张照、顾家

杰、赵万里、韩承铎以及会议秘书李钟履、李枫、朱天俊参加

了这一工作［３］。这一草案初稿于１９５８年２月间征集各有关
方面意见后，由部分原执笔人在原草案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

的修改，并经１９５８年３月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原则通过。《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

（修正草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办公室印，１９５８年７
月）中的“图书馆学”部分（３８－３９页）较初稿也有修订，但
无法确定刘国钧是否参与了修订。在本目录中，修正草案暂

与初稿共用同一编号。

Ａ２４１－１９５６－０５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
第一讲 图书馆的工作和图书馆员的任务 刘国钧

《图书馆工作》４期 ６８－７１页 （８月１５日）＃
Ａ２３７－１９５６－０１开场白应为第一讲，此处的讲话实为

第二讲。

Ａ２４２－１９５６－０６中国书史讲稿（初稿）刘国钧
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油印 １９５６年级用８５页 （９
月）

在此基础上，在教学中经过修改，于１９５８年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书史简编》。

Ａ２４２－１９５６－０６Ｚ３０－１９５７中国书史讲稿（初
稿）刘国钧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油印 １９５６年级
用 兰州翻印 （１９５７年３月）

Ａ２４２－１９５６－０６Ｚ３１－１９ｘｘ中国书史讲稿（初
稿）刘国钧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油印 １９５６年级
用 山东省图书馆翻印 （翻印时间不详）

Ａ２４３－１９５６－０７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
第三讲 图书分类 刘国钧 《图书馆工作》５期 ６８－
７５页 （１０月１５日）

Ａ２４４－１９５６－０８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
第四讲 图书馆目录 刘国钧 《图书馆工作》５期
７５－８５页 （１０月１５日）

Ａ２４５－１９５６－０９莫斯科大学图书馆的目录体
系 莫斯科大学科学图书馆科学部副馆长历史科学

后补博士Ｃ．Ｋ．维廉斯卡娅著 刘国钧译 《中国科学
院图书馆通讯》９期１３－１７页（１０月）、１０期１３－
１９页（１１月）连载

Ａ２４６－１９５６－１０图书馆员基本业务知识讲话
结束语 刘国钧 《图书馆工作》６期 ８１页 （１２月１０
日）

一九五七年

Ａ２４７－１９５７－０１什么是图书馆学（供讨论用）
刘国钧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１期 １－５页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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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４８－１９５７－０２喀山大学图书馆的书目工作
喀山大学科学图书馆科学部副主任 阿·格·卡里

穆林著 刘国钧译 《图书馆如何为科学研究服务》

（北京图书馆编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４－２８页 “图
书馆学翻译丛刊（第一辑）”（２月）

译自“苏联目录学”第４０期１９５５年。

Ａ２４９－１９５７－０３关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编目
工作组织 刘国钧 《图书馆学通讯》１期 １３－１６页
（４月３０日）

Ａ２５０－１９５７－０４苏联图书馆目录体系阿·符·
克列诺夫著 刘国钧译 《图书馆目录》（上册，北京图

书馆编译，北京，中华书局）２３－５２页 “图书馆学翻
译丛刊第三辑”（５月，实际翻译完成于 １９５４年 ５
月１０日）

Ａ２５１－１９５７－０５字顺目录编制法 符·伊·达
布罗沃里斯卡娅著 刘国钧译 《图书馆目录》（上册，

北京图书馆编译，北京，中华书局）５３－８４页 “图书
馆学翻译丛刊第三辑”（５月，实际翻译完成于１９５４
年７月２５日）

Ａ２５２－１９５７－０６关于图书馆目录的几个问题
刘国钧讲 南京，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 “省市

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４０页 （５月）
Ａ２５２－１９５７－０６Ｚ３２－１９５７关于图书馆目录的

几个问题 刘国钧讲 武昌，湖北省图书馆翻印 “省市

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３８页 （８月）
Ａ２５３－１９５７－０７刘国钧在文化部召开的图书

馆专家座谈会上的发言（题名为笔者自拟）（实际

发言时间为５月２０日、５月２４日）
发言内容见：图书馆事业上存在的矛盾问题（文津整

理）《图书馆工作》７期 ９－１５页 （７月１０日）

Ａ２５４－１９５７－０８刘国钧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系师生座谈会上的发言（题名为笔者自拟）（实际

发言时间为５月２３日）
发言内容见：图书馆教育走向何方———记北京大学图书

馆学系师生座谈会（俊）《图书馆工作》７期 １５－１８页 （７
月１０日）

Ａ２５５－１９５７－０９关于处理多语文图书的意见
刘国钧 《图书馆学通讯》３期 １－４页 （８月３１日）

Ａ２５６－１９５７－１０图书馆目录 刘国钧 陈绍业
王凤翥编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３７５页 （８月）

有前记，前记落款时间为１９５７年３月２０日。另见２０１３
年６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２０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重印
版（第２８册）。

Ａ２５７－１９５７－１１图书分类目录编制法 安巴祖
勉著 刘国钧译 北京，时代出版社 ２０３页 （９月）

Ａ２５８－１９５７－１２冒号分类法简述 刘国钧 《中
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１１期 １２－２１页 （１１月）

Ａ２５８－１９５７－１２Ｚ３３－１９６４冒号分类法简述
刘国钧 《综合科技动态 第二分册 情报工作》４期
１－７页 （８月２８日）
一九五八年

Ａ２５９－１９５８－０１回忆雷达娅专家 刘国钧 《图
书馆工作》１期 ２９－３２页 （１月１０日）

Ａ２６０－１９５８－０２中国书史简编 刘国钧著 北
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５９页 （３月）

有作者的序，序的落款时间为１９５７年９月１日。

Ａ２６０－１９５８－０２Ｚ３４－１９６３
!

书の
"

史と中国

刘国钧著 松见弘道
$

东京，理想社 ２５０页 （１９６３
年９月１０日）

有刘国钧所写的日本语版弁言，落款时间１９６３年３月
１０日。有译者后记，落款时间１９６３年６月。

Ａ２６０－１９５８－０２Ｚ３５－１９８０
!

书の
"

史と中国

刘国钧著 松见弘道
$

增订２版 东京，理想社 ２５６
页 （１９８０年）

书前图片页部分增加了刘国钧的照片和刘国钧１９６４年
１２月２５日致松见弘道书信的影印件，还增加了松见弘道自
己补充的原著所没有的多幅珍贵的书史实物照片。书末还

附有一篇北京大学访问记，记述了北京大学和图书馆学系领

导向松见弘道介绍刘国钧的病况。译者在书末还增编了全

书的索引，索引款目按汉语拼音（含西文字母）排序。刘国

钧长子刘家祜曾刊文介绍过该书［４］。

Ａ２６０－１９５８－０２Ｂ１０－１９８２中国书史简编 刘
国钧著 郑如斯订补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１６４页
（１９８２年１０月）

扉页印的出版时间为１９８１，版权页为１９８２年１０月北京
第一版。有郑如斯的再版前言，落款时间为１９８１年４月。

Ａ２６１－１９５８－０３图书分类浅说（一至七、续
完）———关于使用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的几个

问题 刘国钧 《图书馆工作》４期４２－４７，４１页（４月
１０日）、６期４３－４６页（６月１０日）、７期４０－４６页
（７月１０日）、８期３９－４５页（８月１０日）、９期４７－
４９页（９月１０日）、１０期３９－４４页（１０月６日）、１１
期４４－４９，３４页（１１月 ６日）、１期 ４３－４９，２６页
（１９５９年１月１０日）连载 ＃

Ａ２６２－１９５８－０４图书馆学辞典 卢震京编 刘国
钧 李小缘合校 北京，商务印书馆 ８９８页 （９月）＃

另含刘国钧所撰《校后记》（８９６－８９８页），落款时间为
１９５８年７月。

Ａ２６３－１９５８－０５关于我的资产阶级图书馆学
观点的自我批判 刘国钧 《北京大学批判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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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思想论文集（科学研究大跃进专刊）》（北京大

学学报（人文科学）编辑委员会编，北京，高等教育

出版社）３５７－３７２页 （１２月）＃
一九五九年

Ａ２６１－１９５８－０３图书分类浅说（续完）———关
于使用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的几个问题 刘国

钧 《图书馆工作》１期４３－４９，２６页（１月１０日）
作为Ａ２６１－１９５８－０３的连载组成部分，合计为一篇，不

再重新编号。

Ａ２６４－１９５９－０１苏联图书馆事业四十年（论文
集）φ．Ｃ．阿伯里柯沙娃主编 刘光熹 刘国钧 朱家治
沈祖荣 陈宗华 苏大悔 郭庆芳 舒翼踂等译 北京，商

务印书馆 ３７８页 “图书馆学翻译丛书”（１月）
Ａ２６５－１９５９－０２Ｙ不断革命，力争上游，为维

续自我改造而进行自我批评 刘国钧 《九三学社中

图小组图书馆学系互助小组成员改造规划草案》（４
月１１日）

笔者未见原文，见存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北京大学图

书馆学系总支定期案卷目录（１９５３－１９６５），全宗号：一，目录
号：十二，案卷号：１１。解读见：《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
魏成刚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硕士论文 １３４页 （２００８年 ６
月）。

Ａ２６６－１９５９－０３Ｙ科技资料分类法（讲稿）刘
国钧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干部训练班讲

义 （７月）
笔者未见原文，该文献题录线索源自转载，见 Ａ２６６－

１９５９－０３ＹＺ３６－１９５９。１９５９年７月１５日，中国科学技术情
报研究所举办的全国科学情报工作培训班开学［５］，故笔者

暂定该讲义的刊印出版时间为７月。

Ａ２６６－１９５９－０３ＹＺ３６－１９５９科技资料分类法
（讲稿）刘国钧 《使用国际十进分类法的参考资料》

（第一机械工业部技术情报所）５３－６７页 （１９５９年
１０月）

文末注该讲稿转载自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干

部训练班讲义。

Ａ２６７－１９５９－０４俄罗斯联邦文化部通过苏联
新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 刘国钧译 《图书馆学通

讯》９期 封三页 （９月１５日）
文末署“刘国钧译自‘苏联目录学’，１９５９年第３期”。

Ａ２６８－１９５９－０５我国十年来的图书馆事业 图
书馆事业史小组（刘国钧、关懿娴、曾浚一、金恩晖、

朱育培、邵国秀、张王藻、葛仁局、潘维友）《北京大

学学报》（人文科学）４期 ９３－１０７页 （１０月）
正文署名“图书馆事业史小组”并附脚注：“本文系由图

书馆学系刘国钧、关懿娴先生与同学曾浚一、金恩晖、朱育

培、邵国秀、张王藻、葛仁局和潘维友合写。”

Ａ２６８－１９５９－０５Ｚ３７－１９５９十年来的图书馆事
业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事业史”研究小组

《图书馆学通讯》１０期 ６－１６页（１０月１５日）
全文内容与Ａ２６８－１９５９－０５同。

Ａ２６９－１９５９－０６我国图书分类法发展的情况
刘国钧 史永元 《图书馆学通讯》１２期 １５－２０页
（１２月１５日）

Ａ２７０－１９５９－０７出版物著录统一条例（中小型
图书馆目录及书目索引适用）Ｂ．Ａ．华西里夫斯卡
娅等编 刘国钧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７２页 “图书馆
学翻译丛书”（１２月，实际１９５７年春译完）

有“译者的话”，落款时间为１９５９年１１月１３日。据“译
者的话”，付印前曾用沈祖荣教授译稿校订一次，并征得了

他的同意，在某些地方采用了他的译文。

一九六年

Ａ２７１－１９６０－０１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参考资料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印 油印本 ３４０页（实际正文
３８０页）（１月）

有前言，前言落款为“刘国钧 １９５９．１２．１５”，可确定全书
辑录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参考资料为刘国钧组织搜集汇编。

Ａ２７２－１９６０－０２Ｙ外文图书整理与参考 刘国
钧 陈鸿舜 何善祥合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讲义

（４月３０日编制完成）
笔者未见原书，线索见：《１９６０年：教师工作任务分配

表》，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长期案卷

目录（１９５１－１９６４），全宗号：九，目录号：十八，案卷号：２７。
转载自：《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魏成刚 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硕士论文 １３５页 （２００８年６月）。

Ａ２７３－１９６０－０３Ｙ中国图书馆事业史 刘国钧
纪国祥 何善祥合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讲义 （４
月３０日编制完成）

笔者未见原书，线索见：《１９６０年：教师工作任务分配
表》，北京大学档案馆档案，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长期案卷

目录（１９５１－１９６４），全宗号：九，目录号：十八，案卷号：２７。
转载自：《论刘国钧先生的学术成就》魏成刚 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硕士论文 １３５页 （２００８年６月）。由于编制时间不
同，笔者所见的《中国图书馆事业史讲稿（初稿）》（北京大学

图书馆学系１９５７年级图书馆事业小组集体编写）有１９５９年
８月的“请提意见”版和 １９６０年 ３月油印版，应与此讲义
不同。

Ａ２７４－１９６０－０４中国的印刷 刘国钧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６５页 （６月）＃

另有１９７９年６月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第二版，内容有个
别改动。未见１９９９版和２０１９版目录中的“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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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２７５－１９６０－０５Ｙ中国近代现代图书馆事业
史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中国图书馆事业史小组编

油印本 ３６２页 （１１月）
有前言，前言落款时间为１９６０年１０月。全书无刘国钧

署名，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图书馆事业

（１９４９—１９６０）”部分的第六章“社会主义图书馆事业的基本
经验”中的八条经验中有六条与 Ａ２６８－１９５９－０５中的完全

相同。而作为 Ａ２６８－１９５９－０５作者的“图书馆事业史小

组”中包括有刘国钧，故本书的撰写很可能也有刘国钧的参

与，但参与的具体情况待考。

一九六一年

Ａ２７６－１９６１－０１“神仙会”促进了知识分子的
自我改造 刘国钧 《人民日报》第 ７版 （５月 １６
日）

Ａ２７７－１９６１－０２图书馆目录体系问题的探讨
刘国钧 《图书馆》２期 ２４－３１页 （６月２０日）

Ａ２７８－１９６１－０３对《略谈唐代版刻》一文的几
点意见（一）刘国钧 《人民日报》第 ７版 （９月 ８
日）

Ａ２７９－１９６１－０４图书标题法 刘国钧编写 《图
书馆藏书与目录讲稿 第二篇 图书分类与图书标

题》（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

文化学院《图书馆藏书与目录》编写小组编 北京大

学印）第五章“图书标题法”１４２－１５４页 （１１
月）

Ａ２７９－１９６１－０４Ｚ３８－１９６４图书标题法 刘国
钧编写 《图书馆藏书与目录讲稿 第二篇 图书分类

与图书标题》（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教研

室《图书馆藏书目录》教学小组编 翻印本）１１１－
１２１页（１９６４年８月）

Ａ２８０－１９６１－０５基本著录 刘国钧 陈绍业编写
《图书馆藏书与目录讲稿 第三篇 图书馆目录》（北

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文化学院

《图书馆藏书与目录》编写小组编 北京大学印）第

三章“基本著录”３１－４３页 （１１月）
Ａ２８０－１９６１－０５Ｚ３９－１９６４基本著录 刘国钧

陈绍业编写 《图书馆藏书与目录讲稿 第三篇 图书

馆目录》（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教研室《图

书馆藏书目录》教学小组编 翻印本）１４０－１４９页
（１９６４年８月）

Ａ２８１－１９６１－０６多卷书、丛书、期刊及特殊类
型出版物的著录法 刘国钧编写 《图书馆藏书与目

录讲稿 第三篇 图书馆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学

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文化学院《图书馆藏书与

目录》编写小组编 北京大学印）第五章“多卷书、丛

书、期刊及特殊类型出版物的著录法”６５－９１页
（１１月）

Ａ２８１－１９６１－０６Ｚ４０－１９６４多卷书、丛书、期刊
及特殊类型出版物的著录法 刘国钧编写 《图书馆

藏书与目录讲稿 第三篇 图书馆目录》（武汉大学图

书馆学系图书馆学教研室《图书馆藏书目录》教学

小组编 翻印本）１６８－１８８页 （１９６４年８月）
Ａ２８２－１９６１－０７藏书排列 刘国钧编写 《图书

馆藏书与目录讲稿 第四篇 图书馆藏书的组织》（北

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文化学院

《图书馆藏书与目录》编写小组编 北京大学印）第

二章“藏书排列”２６０－２７２页 （１１月）
Ａ２８２－１９６１－０７Ｚ４１－１９６４藏书排列 刘国钧

编写 《图书馆藏书与目录讲稿 第四篇 图书馆藏书

的组织》（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教研室《图

书馆藏书目录》教学小组编 翻印本）２１５－２２３页
（１９６４年８月）

Ａ２８３－１９６１－０８取消图书分类法中的传记类
刘国钧 《图书馆》４期 ４５－４８页 （１２月２０日）
一九六二年

Ａ２８４－１９６２－０１图书编目基本知识讲授提纲
刘国钧编 北京，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内部参考 ９７页 “北京全国第一中心图书馆委员会
图书馆红专大学第三期讲义”（１月，实际编写完成
时间１９６１年１２月）

Ａ２８５－１９６２－０２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之
一、之二、之三、之四）刘国钧 《光明日报》第４版
（２月１７日、２月２０日、２月２２日、２月２４日）连载

连载的标题分别为《简和策—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

之一》《向卷轴过渡的帛书—中国古代书籍史话制度之二》

《纸本书和卷轴—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之三》《积叶成册

和线装书—中国古代书籍制度史话之四》。

Ａ２８５－１９６２－０２Ｚ４２－１９６１刘国钧论述我国古
代书籍制度发展 《光明日报》第１版 （１２月３１日）

这是刘国钧教授在 １９６１年 １２月 ３１日前一段时间内
（文中的“最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举办

的中国文化史专题讲座中，所作《中国古代书籍制度的发

展》专题论述的内容要点。该讲座的内容实际就是１９６２年
在《光明日报》连载发表的文章，虽然讲座时间早于《光明日

报》，因属于篇幅较短的内容提要，笔者将之作为“转载”编

号。有关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教研室所举办的中国文

化史专题讲座的相关背景可另见《聘请校内外教授、专家介

绍各方面的知识 北京大学举办各种讲座深受同学欢迎 扩

大了知识领域 加强了基本训练 丰富了学习生活》（载《光明

６８

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２１／５·总第４１卷第２０５期



日报》１９６２年１２月１７日第２版）一文。

Ａ２８５－１９６２－０２Ｚ４３－１９７９古籍制度谈 刘国
钧 《随笔》（丛刊第一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２２３－２３２页 （１９７９年６月）
内容即１９６２年《光明日报》的连载。

Ａ２８６－１９６２－０３俄文图书编目法讲稿 刘国钧
何善祥合编 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教研室

内部参考 ８５页 （２月）
Ａ２８７－１９６２－０４Ｙ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 北

京，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印 ５８页 （２月）
笔者所见的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资料室所藏实物无封

面、无作者署名，文末有附记，称“此教材系北京大学图书馆

学系于１９６２年２月编印”。北京大学周文骏教授指出这是
刘国钧完成的，“他（刘国钧）于１９６２年初完成了《中国古代
图书馆事业史》初稿（这是我系当时拟定的《图书馆事业史

大纲》中第一编的内容，所以文前印有‘第一编 古代图书馆

事业’的大字标题）”［６］。但笔者所见实物正文第一页手写

有大标题“中国古代图书馆事业史”，与周文骏所说的“文前

印有‘第一编 古代图书馆事业’”略有不同。是否刘国钧主

编执笔，待考。

Ａ２８８－１９６２－０５也谈谈图书馆工作者的基本
功 刘国钧 《图书馆》２期 ２０－２１页 （６月２０日）

Ａ２８９－１９６２－０６分类、标题和目录 刘国钧

《图书馆》４期 １３－１７页 （１２月２０日）
Ａ２９０－１９６２－０７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刘国钧著

北京，中华书局 １４４页 “知识丛书”（１２月）
Ａ２９０－１９６２－０７Ｚ４４－１９７２中国古代书籍史话

刘国钧著 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１４４页 （１９７２年
９月）

另见有１９７３年９月重印版。

一九六三年

Ａ２９１－１９６３－０１敬悼洪范五先生 刘国钧 《图
书馆》１期 ５１－５２页 （３月２０日）

Ａ２９２－１９６３－０２分类法与标题法在检索工作
中的作用———在检索方法座谈会上的发言 刘国钧

《科技情报工作》６期 １８－２４页 （６月２０日）
Ａ２９３－１９６３－０３中国书的故事 刘国钧著 北

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第 ２版 １１０页 “历史知识丛
书”（７月）

有再版前记，落款时间为１９６２年１０月。改正了初版某
些事实错误，补充了一些知识性材料，删去了与主题关系不

大的东西，结构上也作了一些改动。

Ａ２９３－１９６３－０３Ｚ４５－１９６７／１９７８中国本もの
がたり（含その２—その８）刘国钧著 松见弘道

$

《东海地区大学
!

书馆协议会?》１２号 ９－１５页
（１９６７年）、１３号７－１３页（１９６８年）、１６号１２－１６
页（１９７１年）、１７号１０－１４页（１９７２年）、２０号１８－
２２页（１９７５年）、２１号５－８页（１９７６年）、２２号１０
－１８页（１９７７年）、２３号２－９页（１９７８年）连载
松见弘道以“中国本ものがたり”日译题名，对刘国钧

《中国书的故事》一书的翻译连载。笔者暂未见原文，通过

检索日本相关书目数据库获得上述目次信息。

Ａ２９４－１９６３－０４日本语版弁言 刘国钧 《
!

书

の
"

史と中国》（刘国钧著 松见弘道
$

，东京，理想

社）１－２页 （９月１０日，弁言实际落款时间３月１０
日）

一九六四年

Ａ２９５－１９６４－０１应当认真贯彻执行检索类出
版物采用检索方法的建议 刘国钧 《科技情报工作》

５期 ２１－２３页 （５月１５日）
Ａ２９６－１９６４－０２五年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

展和成就 刘国钧 张树华 纪国祥 《图书馆》３期
４－１２页 （９月２０日）

（本文为《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增订版）》之连载，

导言部分参见《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１年第１期，第５３—５６
页；撰述演说（一）参见《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
６７—７２页；撰述演说（二）参见《高校图书馆工作》２０２１年第
４期，第７４—８０页；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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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理想社，１９６３：２４９．

［２］　朱天俊．北京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举行科学讨论会［Ｊ］．图书

馆工作，１９５６（３）：７２．

［３］　天　俊．难忘的往事 深切的怀念：纪念王重民教授诞辰一百周

年［Ｃ］／／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王重民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

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３：１０－１７．

［４］　刘家祜．《中国书史简编》出版三十周年并日本版出版二十五

周年记［Ｊ］．河南图书馆学刊，１９８８（３）：３１－３４．

［５］　中国科学技术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大

事记（１９５６－１９９６）［Ｍ］．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６．

［６］　周文骏．图书馆学一代宗师———略论刘国钧的学术成就

［Ｃ］／／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甘肃省图

书馆．一代宗师———纪念刘国钧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北

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１９９９：１６－３５．

［作者简介］顾烨青，副研究馆员；吴薓年，研究馆员；陶　
岚，馆员；张路路，馆员；殷环环，馆员，现均在江南大学图书

馆工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２－１５ （刘　平　编发）

７８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顾烨青，吴薓年，陶　岚，张路路，殷环环：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增订版）：撰述演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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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ｙ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ｔ．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ｏｆ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上接第４７页）
［２２］王美佳．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图书馆场景化应用［Ｊ］．现代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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