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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救国，文化为本：刘国钧的爱国主义精神

●吴薓年　（江南大学　江苏无锡　２１４１２２）

［摘　要］刘国钧在青年时期确立了“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立志于教育和图书馆事业，从哲学、教育、
实业、图书馆等多方面阐发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国难当头，他为唤起民众、保卫文化而大力开展理论

与实践活动。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时，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全力投入到救亡图存的工作与活动

中。在筹备和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过程中，他更是言行一致，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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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的历史时期，图书馆界对于爱国主义主题
的理论研究起于 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末。经“中国知
网”用“图书馆＋爱国主义”词组组配检索，通过“篇
名”途径查询，获７１篇，通过全文途径，则有８６０２３
篇。可见，在图书馆学领域的研究论文中，“爱国主

义”一词具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如果以所有含有

“图书馆”一词的论文相比较，全文中同时含有“图

书馆＋爱国主义”两个主题词的文章，占全文中仅
有“图书馆”一个主题词（２０３４９１３条）的 ４．２５％
（这组数据统计自２０１９年１２月２２日）。图书馆界
对于爱国主义思想研究与阐述是十分重视的。而

且，其重视程度加速很快。全文中同时含有“图书

馆＋爱国主义”两个主题词的文章，其增长情况为：
１９７７年４篇；１９８１年 １１６篇，１９８３年 ２２２篇；１９９０
年３４７篇；１９９４年 ５８６篇；１９９５年 ８３９篇；１９９６年
９２５篇；１９９９年１００９篇；２００４年２１６８篇；２００６年
３１３３篇；２０１０年４６２８篇；２０１１年５３８１篇，至 ２０１８
年保持每年在５０００篇以上。

通过对文章篇名中含有“图书馆 ＋爱国主义”
词组的７１篇文章的分析，４０年来图书馆界爱国主
义研究大致经过了４个阶段：第一阶段，１９８３—１９９０
年，主要是个体图书馆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介

绍。第二阶段，１９９５—２００７年，开始了图书馆与爱
国主义教育的探讨与研究，主要是图书馆如何利用

图书馆的教育职能和多种途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问

题的研究。第三阶段，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介绍俄罗斯
图书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情况、做法及启示。第

四阶段，２０１０年至今，开展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
基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与研究。以宁夏图书

馆入选第三批宁夏回族自治区级“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的报导为节点，通过“教育基地”这一平台，将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开展提升了高度，并开始

更加深入地研究“教育基地”的平台建设。例如，

“面向青少年的图书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研

究”，以及一些实践与理论的探讨。又如，将爱国主

义教育融入学生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的教育，通过爱

国主义教育活动，引领校园文化建设、图书馆爱国主

义教育文献的知识组织、方法研究，图书馆职业道德

与强化爱国主义的探讨，新时代高校图书馆开展大

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思考等等。

何谓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

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

最深厚的感情”［１］。爱国主义集中体现在民族自尊

心和民族自信心、为保卫祖国和争取祖国独立富强

而献身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

统和崇高美德，是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

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系的基本内容之一。

在新图书馆运动期间，藏书楼期间“嗜书如命、

一丝不苟、视馆如家、自信自爱”的主流精神产生了

质变，形成了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虚心吸收、勇于

创新；爱国爱馆、勇于献身；舍弃名利、扎根于馆；爱

书爱人，视馆如家［２］。图书馆精神形成的核心，是

爱国主义。图书馆界的爱国主义精神源远流长，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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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图书馆的精神，通过对藏书楼精神的继承和

扬弃，对西方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吸纳、表达和创新，

在抗日战争中得以升华。

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几千年文明的积

淀、传承、创新、发展的过程，图书馆界爱国主义精神

的研究，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因此，

研究当代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的基

础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形成与大力发展时

期，图书馆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的研究显得十分重

要。１９１７年，以沈祖荣为代表的职业图书馆人登上
了历史舞台，从而开始了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基础和

支柱的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凝练和发展。厘清中

国图书馆第一代学人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

展，是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基础。这方面，在

当前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十分缺乏，其成果真是

凤毛麟角。２０１１年，《图书馆》杂志上刊载《抗战时
期图书馆学人的救亡思想———以沈祖荣、杜定友、李

小缘、刘国钧为例》一文，文中主要阐述了４位第一
代图书馆界代表人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思

想和言行合一的理论与实践的情操与行动。其中谈

到了“早在１９２１年前后，李小缘就已经产生了民族
救亡的思想雏形”［３］。这是为数不多的将我国图书

馆学第一代代表人物的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引向

１９２１年，这也启发了界内人士必须从我国图书馆职
业人员诞生的早期去研究他们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

与发展。这是一条寻找发展至当代的图书馆爱国主

义精神的弘扬、发展、创新的不二法门。在他们的中

间，刘国钧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

近代教育救国思潮的萌发和形成，最早体现在

晚清洋务派、改良派和早期维新派思想家的救国图

强的探索和实践中。经过维新运动、清末新政、辛亥

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乡村建设运动，教育救国思

潮进入勃兴和高涨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列

强侵略变本加厉，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由此国内一批

先进的知识分子发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

主”和“科学”旗帜，实行空前的思想启蒙，进一步兴

起了“教育救国”思潮，并以“教育先行”“读书救

国”“科学救国”等不同形式出现。杜威、罗素等著

名学者来华讲学，宣传西方的改良主义和教育理论，

促进了各种“教育救国”思想的空前高涨。刘国钧

即在这一过程中形成“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１　教育救国，立志教育与图书馆事业
根据目前笔者所搜集到的资料反映，刘国钧早

在１９１９年７月就公开了自己“教育救国”的理想。

是年，刘国钧在公开发表的《福禄伯之教育原理》译

文的“译者识”中就明确指出：“我们现在不是说要

救国吗。救国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普及教育。”［４］

刘国钧在１９１９年形成这一理想，其必然性有二：一
是刘国钧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吸收着中华民族优秀

的传统文化和道德教育，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他吸收

的优良传统和道德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这一点，从

他以后的研究兴趣与爱好及大量的成果中可以很好

地反映出来。二是经历过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

礼，使他自信地站在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

的旗帜下，尤其是站在“民主”大旗之下呼唤，进而

大力宣传民主式教育制度，以新型教育来唤醒国人，

达到救国之目的。这种用言行促进和推动新文化运

动的发展，在他１９２０年发表的《保守之心理》中表
达得十分清楚。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必须突破传统

中固有的保守思想而为之。传统文化中一些不合时

宜的保守思想和心理，阻碍了人们前进的步伐。为

此，刘国钧从研究保守心理出发，进一步研究人类为

什么保守？因为“为了新文化运动的缘故，我们必

得研究保守的心理”，“我们若不把他弄清楚，新文

化运动便多一分阻力”［５］。因此，刘国钧研究保守

心理，就是要克服和突破传统中的保守心理，进而可

以在整个社会层面更好地开展新文化运动。因为

“改造社会上养成保守势力问题，正是新文化运动

所做的事业”［５］。可见，刘国钧自觉地站在了新文

化运动的行列，自觉地用自己的力量去力争排除一

些阻碍新文化运动发展的障碍。他在１９５８年出版
的《中国书史简编》一书中阐述了对新文化运动的

印象：中国社会“在排山倒海和新文化运动影响

下”［６］１３０，“在这个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运动中”［６］１３９，

用“排山倒海”“史无前例”等词组，在刘国钧的论著

中极其罕见，由此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刘国钧的

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只有用极大的热情投入其中者，

才会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与感受。如果我们进一步从

刘国钧早期的论文中分析，就可真实地反映出刘国

钧当时活跃的思想和充满“教育救国”的思想。

刘国钧“教育救国”的理想是在杜威、罗素等学

术大家访华演讲的事件中加快确立形成的。应中国

当时五大教育团体之邀，杜威于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
即五四运动前夕抵达上海，开始了在华为期２年又
２个多月的演讲活动，在我国学术界、思想界形成了
一个“杜威热”，促进了我国“教育救国”思想的空前

高涨。１９１９年，２０岁的刘国钧在金陵大学的课程主
要有生物学、国文、经济学、哲学等。刘国钧在求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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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已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即结合课程开展

研究，从而使学习和研究相互促进，提高学习效果。

如他在１９１８年学习宗教史课时，即结合该课程发表
了《宋元明理学与佛教之关系》一文，对课程的理解

和掌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１９１９年他又结合经济
学课程，发表了《实业的民治主义之试验》一文，文

中将实业、新文化运动的主要精神和国外先进思想

相结合，加深对课程的理解，拓宽了对课程理解的范

畴。他更多地是结合哲学课程，发表了多篇哲学、教

育方面的论文。其中，重中之重是发表了译自杜威

《学校与社会》一书的《福禄伯之教育原理》一文。

正是在是文中，刘国钧公开了自己“教育救国”的

思想。

罗素亦应我国学术界之邀，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２
日抵达上海，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１１日离开北京回国，他
在华作了２０个主题的讲演。同样，一股“罗素热”
风靡全国，为中国知识界带来了新的哲学、科学思想

和方法。罗素主张中国办实业、办教育、提倡爱国主

义精神、公共精神和民主精神，这些思想同样对刘国

钧产生了很大影响。罗素的研究方法，影响了刘国

钧以后的学术生涯。

由“教育救国”思想的确立，到立志“教育事业”

和“图书馆事业”，这应是顺理成章之事。刘国钧是

一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该学会于１９２０年１０月至
１９２１年１１月底，对全体会员进行了“终身专业”的
调查，刘国钧在调查表中明确：“终身欲研究之学

术”是“哲学、教育学”；“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是“教

育及图书馆”；“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是“教育

或图书馆事业”［７］。可见，此时的刘国钧，已立志于

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为什么刘国钧会立志图书

馆事业？因为此时的学术教育界，包括图书馆界，都

已将图书馆归入社会教育，图书馆是社会教育中的

重要机构，它的职能和功用与学校教育相同，但其教

育功能远超出学校范畴，是一个不依赖于学校的、与

学校相辅相成的教育机构。刘国钧完全认同这些观

点。此时的刘国钧已完成了从“教育救国”思想的

确立到立志于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以便践行

“教育救国”思想的逻辑过程。

这一时期，刘国钧在教育救国的思想指导下，从

哲学、教育、实业、图书馆等多方面阐发其主旨思想。

尤其是对教育领域给予较大的关注，分别撰写、译介

了《本于社会化之教育改革》（１９１９年）、《福禄伯之
教育原理》（１９１９年）、《人化的教育》（１９１９年）、
《英国教育之进步》（１９１９年）、《儿童劳动与教育》

（１９２０年）、《美国的男女同校教育》（１９２０年）等文
章和译著《学校与社会》（１９２１年）。这些文献无不
体现出刘国钧“教育救国”的思想。这一思想尤其

关注儿童、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精神的养成，认为教育

必须注重青年人的教育，并从儿童抓起，阐述了教育

的价值所在：“教育不能灌输青年人爱国心，道德

力，同个人荣誉，就没有用。”［８］教育不能仅仅只关

注现实，还要培养有远大理想和抱负之才，因此，

“真正社会化的教育，不单要养成适合现在的人材，

更要养成适合将来社会的人材”［９］。

刘国钧“教育救国”思想认为，教育救国必须从

救儿童做起，由此，他在这一阶段特别重视有关儿童

问题的研究，如《儿童劳动与教育》（１９２０年）、《儿
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１９２２年）等文章。他在
１９１９年７月发表的《福禄伯之教育原理》一文中，就
指出：“我们要想中华民国将来有完全的主人，就先

从救这一般儿童起。”［４］由此，刘国钧进一步探讨了

资本主义社会中童工的残酷性，“资本家为了他们

自己的利益，不顾儿童和社会的全体受害，拼命的雇

用儿童去工作”［１０］。在现实社会中，知识界倡导改

良劳动者生活，增加劳动者的社会地位和获得感，但

是，童工现象则完全与之背离，这些童工是广义的，

“不仅是指着儿童用他们的血汗和劳力在工厂工

作，并且也指着在一切地方用工作谋生活的儿童，如

送报的童子，市上贩杂物的孩子，商店中未成年的学

徒都是”［１０］，由此而发出改造社会之声：“儿童劳动

既是社会所不应容忍的罪恶，那我们就应设法剿绝

他在社会的势力。”［１０］

刘国钧由对儿童教育的关注与呐喊，进而关注

图书馆这一教育机构。他在确立教育救国的思想的

关键时刻，发表了人生中第一篇图书馆学论文《近

代图书馆之性质》。在他当时的研究中，对图书馆

阐述的性质主要是：公共的、免费的，搜集整个社会

知识的场所，尤其是公共的、免费的两大性质，也就

形成了免费的社会学校。刘国钧大力倡导图书馆的

性质，并写出了他在图书馆学领域学术研究生涯中

唯一的一篇有关儿童图书馆问题的论文。他认为成

年人不想读书，都是因为在儿童时期没有养成读书

的习惯，因此，图书馆事业必须从儿童抓起。由于公

共免费之性质，“儿童图书馆内儿童可自由拣选他

所爱看的书，可以自由实行他的志愿，和在学校内必

须读规定的书籍不同，尤其是儿童所乐意，而且也是

适宜儿童的活泼天性的”［１１］。他阐述了创建儿童图

书馆的三要素和儿童心理的成长，由此更进一步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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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其思想：“因此完善的儿童图书馆实在是国民

教育所不可少的利器。”［１１］因此，刘国钧进一步深入

研究图书馆的性质，并将其归纳为自动、社会化、平

民化之三大性质。由性质出发而阐明了图书馆的社

会价值：“近代图书馆在社会上之价值可就教育、休

养、社会与经济四方面言之。”［１２］在这一历史阶段，

刘国钧已完全将教育事业和图书馆事业作为实现其

“教育救国”理想的事业。

２　唤起民众，保存文化
日本侵华，民族危机。每逢民族危机之时，民族

力量必然发生分化、裂变。刘国钧在民族危机时刻，

升华其爱国主义思想，成为一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

并以言和行，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时代潮

流中。

１９３１年日本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侵华战争，“九
一八”事变后，日本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随后华北

告急。１９３２年，日本又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当时
藏书量已达５１．８万余册的东方图书馆惨遭日军轰
炸，又由日本浪人纵火全部化为灰烬。国难当头，救

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怀着爱国之心的中国人纷

纷投入到救亡图存中去。社会教育领域的团体纷纷

将动员全民抗战的“救国教育”纳入工作重心，如成

立“中国社会教育社”。

“中国社会教育社”成立于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３日，
该社于１２月１３日召开发起人会议后，“即于是日下
午二时，仍在南京教育馆开成立大会”［１３］。该社的

宗旨是“研究社会教育学术，促进社会教育事业”。

会上，经李小缘提名并通过，刘衡如、洪范五、袁守

和、沈祖荣成为该社会员［１４］。该会在１９３２年８月
召开的第一届年会上，通过了《本社应请全国各社

会教育机关一致实施救国教育案》，正式提出了“救

国教育”，要求中国的社会教育，应尽量灌输救国教

育精神，以养成广大民众强毅勇敢的精神，勤俭刻苦

的习惯，利群爱国的思想观念，形成救国自强之共

识，培植复兴中国的力量［１５］。这一期间，图书馆界

的中国社会教育社社员积极投入到了“救国教育”

的宣传与活动中。如１９３２年２月２５日，杜定友前
往上海青浦初中，在该校礼堂演讲“国难与教

育”［１６］。沈祖荣于１９３２年６月在《文华图书馆学专
科学校季刊》上发表《国难与图书馆》一文，开篇即

直奔主题：“国难当前，已成了中国最近的一个口

号。”［１７］文中号召人们“要站在前面，决不站在后面

做一个落伍者”。“我们要担负保存文化的责任”，

图书馆人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因为“我们图书馆，负

宣传文化的责任，务必在这个国难的当儿，多多地预

备新巧的合宜的各种便利读者的方法，以引导群众

阅览，以启迪民智为急务”［１７］。要对工作忠诚，做到

已立立人，“就是我们素来的造就、熏陶、锻炼、培植

所求的学问，所得的学位，不是为自己做招牌，乃是

要为社会服务”［１７］。每个人要脚踏实地躬行实践。

值此国难当头之时，刘国钧改变了以往完全研

究学术理论与实践的态度，开始关心国家大事，关心

时事政治，写出以爱国主义、救亡图存为核心的时论

文章。１９３２年４月，他在《时代公论》上发表了《政
治上的“名”和“实”》一文。是文既有论点，又以论

据支撑，深入论证了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名”与

“实”的脱节，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的虚伪，

并给予质疑与批判：“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一般人民

眼见外患的急迫，内政的废驰，对于执政权的国民

党，公然表示甚深的不满。于是许多救济国难的议

案便应时而起；有的主张召集国民代表会等民意机

关；有的主张结束训政而实行宪政；有的主张军民分

治；有的主张共御外侮”［１８］，要求改革政治制度。尽

管国民党当局起草了各种改革方案，“所拟的政治

议案，所宣布的政治方针，所规定的法律和计划，乃

至一切标语，议决案和宣言，汇集起来，真是洋洋大

观”［１８］，但是，仍然发展成空前困难之局面，刘国钧

告诫全国人民，“一种制度必须深深地进入实际生

活，成为他的重心，然后才有活的力量，才可以说是

实现这实在是一个‘理论’与‘实际’、‘形式’与‘力

量’的关系，也就是所谓政治上的‘名’‘实’的对

待”［１８］。他在文中表达了十分强烈的要求：一切政

治家不要高谈阔论，而应脚踏实地地履行他们的宣

言方案。是年 １１月，刘国钧继续发表政论文《学
风：为纪念刘伯明先生作》。

刘伯民（１８８７—１９２３）于辛亥革命后赴美深造，
获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任金陵大学国文部主任，同

时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强调“人格的感

化”，倡导“民族的精神”“科学的精神”，对当时的学

界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他的人格和品质受到学界的

广泛赞誉，对刘国钧这一代人造成了一定影响。在

刘伯明去世１０周年之际，刘国钧即撰写此政论文以
作纪念，对于在国难中不思国难之危机的学风和这

些知识分子表示批判：“谈到现在的学风，便不禁使

我们怀疑今后的知识分子能否担负得起这样拯弱扶

危的大任。”［１９］现今的中国，在存亡绝续之交，内而

农村破产，广大农民和大众由于“九一八”事变而背

井离乡，流离失所，外而强邻肆虐，国民党当局却不

５７

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吴薓年：教育救国，文化为本：刘国钧的爱国主义精神



崇朝而失地数千万方里！因循一载，不能解决［１９］，

此种忧国忧民之愤慨，跃然笔端，对于存在的学风不

实，不以救国图存的精神为己任，只为个人利益而不

顾国家利益，及浮躁不实为个人名声的学风给予痛

斥：“在现在这样严重的局面底下，这样浮薄脆弱的

人才如何可以当这民族复兴的大任”。［１９］刘国钧为

了救亡图存而大力倡导救国的、务实的学风：“我们

只是以披荆斩棘，忍辱负重的精神，去研究事实，了

解事实，处理事实。”［１９］刘国钧认为培养人的爱国主

义精神，要培养人的主见和思考能力，培养脚踏实

地、不唱高调的作风，更要注意人格的修养，要在学

校中大力培养可以担负国家重任的人格。在国难之

机，每个人都要从民族大义出发，为民族的发展、国

家的复兴而做好本职工作。

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浙江省图书馆总馆举行开
幕典礼，１６日下午，在该馆大学路总馆二楼讲演厅
举行图书馆学术讲演，洪有丰、刘国钧、杜定友等专

家应邀作讲演。刘国钧作了“图书馆馆员应有之素

养”的演讲。刘国钧之所以要演讲这一主题，其原

因是：“图书馆在教育上所负之使命，既甚重大，故

图书馆员之素养，关系至为重要。”［２０］“九一八”事

变后，全国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社会教育作为救亡

图存的途径之一，进一步受到重视。由于图书馆是

社会教育中的重要机构，因此，在国难当头，图书馆

的工作也就更加具有救亡图存的意义，从这一民族

利益出发，图书馆界更应强调做好图书馆工作，更好

地满足时代要求，更好地体现时代意义。刘国钧即

从做好图书馆工作的根本之点入手，阐述馆员应承

担职责和时代的要求，提出了馆员应具备的基本素

质是：“在图书馆员应有之态度中，最应确切认识一

已之责任。所谓责任，即‘服务’是。”［２０］责任即是

服务，只有具备了良好的服务精神，方能有吃苦耐劳

之精神，方能为读者着想，多为读者提供服务，做到

任劳任怨。刘国钧提出了馆员应具备的７个方面的
基本要求，达到这些基本要求，才能说是满足了一个

馆员的基本素质。其中和蔼的态度与丰富的科学常

识两项更为重要，是一个馆员具有基本素质之基础。

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刘国钧所提倡的爱国主义，是

建立在言行一致、实干精神之上的，这是一种实干救

国的精神，这是图书馆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开展一

切救亡图存活动的基本精神。

刘国钧身体力行，大加倡导。为了能培养出合

格的图书馆馆员，他较早地对本馆馆员开始业务培

训。１９３５年１０月３０日下午４时３０分，在金陵大学

文学院院长办公室，时任院长的刘国钧召集本馆２０
余名馆员，进行图书馆工作要求之讲演，会上“刘馆

长讲演今日中国图书馆之需要及馆员应有之训

练”［２１］，并谈了当今图书馆界中文编目员、流通管理

员、乡村图书馆员、参考人员之缺乏及各工作要求。

这一会议形式，在一段时间内延续，并将馆员应具素

质和各工作要求的培训作为培训主题。在教学过程

中，他大力倡导爱国人格的养成。刘国钧教育学生：

我国古时之教育，“虽万不同而莫不以卓然特立之

人格为本。大本既立知识之用彰，大知则有大用，小

知则有小用”［２２］。国难当头，金陵大学文学院大力

展开人格教育、救国教育：“政体更新，首重吏治，恢

复国力，安民为先，则有县政之研究。边陲沦陷，门

户洞开，封箋长蛇，野心炽，则有边疆问题之研究。

民族垂危，国魂将坠，发扬光大，岂可后时，则有我国

文化之研究。”［２２］刘国钧时任院长的金陵大学文学

院，在国难当头的年代中，愈加将研究与教学纳入救

国、立国之大格局中，养成学生的爱国、救国的基本

要求：“一个国家也要求他所有的国民具有某种最

底限度的品格。这是立国之本的精神。”［２３］教育要

以立国之本精神的培养为重心，在传授知识、训练技

能中求得爱国、服务品格之养成。

３　精神升华，保卫文化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沦陷，日寇制造南京

大屠杀惨案。为了保存力量，作长期的抗战准备，南

京地区大量的工商业、经济、学校、文物、政府部门等

紧急迁移，金陵大学也在１１月１２日起正式西迁，其
中迁走图书仅占馆藏的十分之一，行程４千里，备尝
艰辛。刘国钧在全面爆发的抗战中，爱国主义精神

得到升华，他的思想已将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纳入到

抗战中去考察。文化救国、图书馆救国、教育救国、

宣传救国，只要是有利于抗战之事，都进行深入思

考、踏实苦干，在实干中为抗战多做一份贡献。

在金陵大学西迁途中，刘国钧不忘号召图书馆

界投入到抗战中去。他来到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这是他几年来一直想来之处，但由于抽不出空而

未达。在西迁途中，“这回因了全面抗战的展开，竟

得趁这机会和大家一谈”［２４］。刘国钧通过抗战前期

清楚地看到了日寇妄想占领全中国的领土，妄想毁

灭中国的文化和文化建设，“一二八”事变时东方图

书馆被毁，“七七”事变后南开大学图书馆被焚，北

平等广大地区沦陷，使我国在文化上也蒙受了巨大

的损失。“文化存在，民族终有复兴之时；文化毁

灭，民族乃真陷于万劫不复之境”［２４］。这是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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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大敌当前最应有的思想认识基础，由此基础，便

能更好地认清每个人自己的责任和历史所赋予的使

命。刘国钧在文华作了《图书馆与民族复兴》的演

讲，他将图书馆事业和民族复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他没有被暂时的危局和困难吓到，在演讲中他要求

图书馆界认清责任、坚定信念、广泛宣传：“我们的

国家民族必可复兴，抗战的最后胜利必属于我

们。”［２４］图书馆担负着传承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

“我们为要达此目的，便该尽量设法保存文化，使不

受战事破坏，在平时的图书馆的设立，便该散开到各

地，不可集中在一处，以免容易成为敌人轰炸的目

标，而遭受着无比的损害”［２４］。图书馆人要以救国

为己任，要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大力开展全民抗

战的宣传教育工作，“我们必须使一般民众了解我

民族过去的伟大精神，对于我数千年的历史和各人

的事业有所认识。做这种工作的，我认为只有从事

图书馆事业者最适宜”［２４］。此时，刘国钧全然贯彻

了“图书馆救国”的思想，通过图书馆对我国文化的

保存，为以后民族复兴打下基础，通过文献的利用和

宣传，大力做好民众抗日救国的教育和宣传工作。

图书馆大力做好推广工作，可以深入工厂、广大乡

村，去完成图书馆的历史使命。尽管图书馆的工作

通常并非是在抗战一线直接打击日寇，但是，“我们

为使民族的生命延续，为使民族的生命持久，对于文

化的巨大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对于图书馆事业的潜

在作用，是不容看轻的”［２４］。因为图书馆工作“是

抗战最基本的工作，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利害甚

大”［２４］。

１９３８年，刘国钧发表《图书馆与民众动员》一
文，这是在文华演讲的《图书馆与民族复兴》的姐妹

篇。在这篇文章中，“我打算陈述一点图书馆对于

全民众动员的关系”［２５］。这里的图书馆是指整个图

书馆事业，包括民众教育馆的图书部、民众阅报处、

直至书店。文中，刘国钧将图书馆提升为抗战中的

工具：“图书馆本是人们精神食粮的供给所。他供

给人们的知识，刺激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的精神，

在平时是增进人们治事能力的机关；在战时，更是坚

强人民意识的工具”，“所以在目前战局紧张需要民

众全体动员的时期，图书馆应当尽他的力量，以协助

这全体动员的实现”［２５］。图书馆大力做好民众动员

工作，主要是从宣传工作着力，通过壁报、展览会、公

开演讲、编辑书目，大力做好图书馆推广工作等等，

以此将图书馆的宣传工作做成为推动全体民众动员

的一种重要力量。同时，图书馆还可做好民众的组

织工作，例如组织识字班，在扫除文盲的过程中给民

众灌输民族意识，振兴民族精神。图书馆还可仿效

美国设立随营图书馆，以图书来增强战士的抗战必

胜的精神，加强爱国主义精神的弘扬，改善部队的战

时文化生活，提升部队的战斗力：“他可以利用文字

的力量来唤醒民众，以从事于抗战工作，而他的这种

活动，也就是在全体动员中，图书馆本身，所应当尽

的义务。”［２５］

刘国钧在大力宣传“图书馆救国”的过程中，大

力宣扬和弘扬正确的人生观。面对“狂暴的敌寇无

疑地要想占领我们世世代代所保有的土地，宰制我

们各个人的生命财产，并且企图灭绝我们的种族和

文化”［２６］的民族存亡之时，“民众们都怒吼了，有的

参加游击队，有的参加后方工作”［２６］。在这民族存

亡之时，刘国钧深刻地认识到，极大地鼓舞民众士

气，大力增强民族自信力是极其重要的，“最基本

的，我以为我们需要一种正确的人生理想”［２６］。正

确的人生理想是民众生活的目标和指南针，它将指

导民众去战胜困难、复兴民族。理想是人的精神表

现，一个民族共同的理想，即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刘

国钧认为，这一理想可用一个字：“忠”来表达，认为

“忠是我们立国的精神，是我国古圣先贤所传下的

宝训，是我们民族用以维护几万年不断的生命，保存

数千年独立的文化的护符”［２６］。在民族危机深重之

时，更加体现出了最大的“忠”便是“忠于祖国”之力

量，因为“忠尤其能使人不避艰难。但是我们在今

日只有秉着效忠的精神，必死的志愿，努力向前迈步

而进。不如此，必然灭亡；能如此，才得生存”［２６］。

这一文章的发表，更体现出了此时的刘国钧，无论是

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已在生死存亡的国难

中，萃炼成为坚定的、自觉的爱国主义者。

保存文化、研究文化、承继文化、创新文化，是刘

国钧爱国主义精神与行动中的核心内容。刘国钧对

图书馆事业的投入和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就是建立

在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基础上的。１９３１年“九一八”
事变爆发，日寇欲毁灭我国文化，制造了东方图书馆

惨案，刘国钧便进一步在金陵大学文学院开设了有

关研究我国文化的课题，以学校这一平台，通过保存

文化和研究承继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以坚定的行动，从自我做起，坚决粉碎日寇欲

毁我国文化的企图。刘国钧自１９３１年至１９４１年，
共发表了１０篇有关佛教和古代思想流变方面的文
章，其中关于佛、道教的有６篇，《两汉时代道教概
说》（１９３１年）、《后汉译经录》（１９３１年）、《三国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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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录》（１９３２年）、《西晋佛典录》（１９３３年）、《老子
神化考略》（１９３４年）、《老子王弼注校记》（１９３４
年）。对刘国钧这些研究的解读，“开卷的初始感

受，就是刘先生很会选题，是选当时学术界很少涉及

的处女地去开拓”［２７］，但是，从其更深的文化自信角

度去分析，则会明显感受到，刘国钧是在研究中华文

化学术思想史中十分关键的转型期对我国文化发展

的影响，“佛法东来为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之事实，

影响于吾人思想乃至生活者至深且巨”［２８］，汉化佛

教译经史，绵亘约一千四五百年，从南北朝始，编纂

中国第一部大丛书《大藏经》，期间为这部大丛书和

相关不入藏佛教书籍分类编目的过程中，产生了

“经录”［２７］。佛教文化成为融入中华文化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１９３６年至１９４１年，在抗战即将全面爆
发到抗战艰难的相持阶段，刘国钧又从哲学文化史

研究的角度，撰写并发表了《魏晋时代之士风》

（１９３６年）、《曹操与其时代之思想》（１９４０年）、《建
安时代之人生观》（１９４１年）、《建安时代之政治思
想》（１９４１年）。这些文章同研究佛教、道教文化史
一起，成为刘国钧学术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他成为坚定的爱国主义者的重要思想来源。“史地

知识是培养国民精神的重要因素”［２９］，而“文史哲

三门都是民族精神的泉源，一国文化的精华。要了

解一国的文化或其人民之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政治

理想，经济机构，以及做人的标准，行为的目的都得

取径于此”［３０］。历史哲学可以产生民族自信力，

“‘多难兴邦’为历史上教训之一，亦即历史哲学中

一原理”［３１］。通过文史哲，可以更深刻地使民众了

解“历代在艰难危急时，成仁取义，那种富贵不淫，

威武不屈，百折不回的气慨”［２９］。文史哲的教育，如

果加以社会科学辅助其内容，以自然科学为工具，

“那么，这种人是以担负国家兴亡之责，文化盛衰之

任”［３０］。刘国钧在研究佛教、道教、历史哲学等课题

时，始终怀有多难兴邦、坚决、持久地抗战之宗旨，他

还寄希望“在抗战建国的大业中，我们愿意有人来

实现这文科教育的精神！我们很愿意看见很多有作

为的青年献身担负这个文化兴亡的责任”［３０］。

４　言行合一，践行爱国主义
刘国钧通过筹建与主持国立西北图书馆之实

践，践行着他的核心价值观。他在西北时期，自担任

筹备主任主持筹建国立西北图书馆、到以馆长主持

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国立兰州图书馆的７年有余
的时间中，言行一致，围绕他理解的爱国主义核心的

“忠”字展开。通过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图书

馆事业加以诠释。通过责任即“服务”的理念，更好

地为读者服务，在任劳任怨、不怕艰难、勤勤恳恳、脚

踏实地、不计个人得失中，达到了虚心吸收、勇于创

新；爱国爱馆、勇于献身；舍弃名利、扎根于馆；爱书

爱人，视馆如家的精神之境界。

１９４３年２月，刘国钧被民国教育部聘任为国立
西北图书馆的筹备委员会主任，随后，他即全力投入

到筹备工作。“本馆自奉部令组织筹备委员会后，

即于本年（１９４３年）三月二十六日在重庆教育部礼
堂举行第一次会议，随即着手进行筹备事宜”［３２］。

筹建期间，工作千头万绪，刘国钧将丰富的图书馆学

理论知识与图书馆事业实际经验紧密结合，始终从

战略层面牢牢地把握筹备工作的进展，紧紧以馆址

的选定与建设、藏书的搜集、人员的选聘等工作为抓

手，做到忙而不乱，秩序井然。１９４３年，刘国钧制订
了《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计划书》，这是创设国立西

北图书馆的纲领性文献，其中规定了国立西北图书

馆的性质、服务范畴、方针、筹备阶段工作步骤、国立

西北图书馆的宗旨和发展方向等，也指出了“在筹

备之始，尤以慎选馆址，广集图书，罗致人才，为当务

之急”［３３］，同时，及时总结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建工

作，撰写《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概况》。通过半年左

右的时间，在人员方面，“特于渝、蓉、汉中各地分请

专人负责购置整理，运输图书等事，截至本年十一月

止，总计已聘用职员二十余人”［３２］。经费方面争取

到了经费９０万元，用于当年购置图书设备和修缮。
在图书购置方面，除尽力购买外，还努力争取赠送之

书，积极向各方征集，并大力采用寄存图书之方式以

增加藏书。

在筹建过程中，在刘国钧的主持下创造一切条

件，先将初步具备开放条件的图书开放，践行一切为

读者着想，及时方便读者利用的责任即“服务”思

想，及时开放图书影片。重庆国际文化学术资料供

应委员会于１９４３年８月起委托国立西北图书馆筹
备处办理图书影片阅览事宜，第一批收到影片图书

５４种，放大阅览机 ２架，为及时满足学术界需要，
“特于十月十日先行将国际文化学术资料委员会委

托代管之图书影片开放阅览”［３４］。

筹备初期工作全面正常、有序、高效开展并已取

得阶段性成绩之时，刘国钧立刻准备下一阶段的筹

备工作，力争早日正式开馆。他于１９４３年１２月由
兰州抵达重庆，召集筹委会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

于１６日在重庆国立中央图书馆举行，会上议决了３
件事项：馆址问题；修正并通过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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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条例草案；初步确定正式开馆的日期［３５］。随后，

刘国钧迅速返回兰州，全力以赴投入到正式开馆前

的准备工作中。１９４４年７月７日，“国立西北图书
馆经年余筹备，已在皋兰书院开幕。该馆现有藏书

一万一千余册，杂志三百余种，报纸三十余种，馆内

并附设西北文物研究所。专门搜集西北文献古

物”［３６］。筹备期间，在刘国钧的主持下，还做了许多

其他工作，如委派筹备处人员前往西北训练团办理

社会教育工作人员训练班主讲图书馆课程；参加国

防科学展览；编辑有关图书流通和图书分类辅导书；

筹划编辑西北学报的准备工作；开展西北教育机关

的调查等等。从中我们可体会到在刘国钧的带领

下，国立西北图书馆的筹备工作其效率之高，克服困

难之坚韧，创建精神之高昂。开馆不久，就举行了图

书展览会。１９４５年初，在刘国钧的主导下，成立了
兰州市图书馆协会，构建了影响力远超兰州本地区

的建设、研讨图书馆事业的地区性平台。是年７月，
国立西北图书馆因时局之因奉令暂时关闭，刘国钧

不计个人得失，转任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授。

１９４６年，国立西北图书馆重新恢复，刘国钧仍
任馆长。因馆址未定，“于是又借省立兰州图书馆，

联合开放阅览并办公，以作暂时的打算”［３７］。尽管

条件艰苦，但刘国钧任劳任怨，全力投入馆务。１９４７
年２月，国立西北图书馆改称为国立兰州图书馆，在
复馆一周年时，刘国钧又带领全馆人员做出了很好

的成绩，确定了国立兰州图书馆的永久性馆址，“在

未竣工前，馆址暂设省立兰州图书馆内”［３８］。此时

馆藏达９７万册，除馆内设有阅览室外，还在兰州社
会服务处、励志社和工程师学会３处各设一阅览站，
并举办为期 ５天的珍本图书展览会，参观人员达
４１万余人。编印图书半月刊和南阳汉画专刊各一
种，编制西北文献索引、专著索引、论文索引，与省立

兰州图书馆合编兰州市图书联合目录，与西北文化

建设协会合办有关西北文化各种展览会等［３８］。

１９４８年３月，《国立兰州图书馆组织条例》正式
公布，４月，国立兰州图书馆搬入新馆。刘国钧“在
当时极端困难情况下，废寝忘食，呕心沥血，接受调

拨图书，充实了馆藏；增设了辅导组和特藏组，进一

步完善了组织机构；开辟了西北资料专室、善本图书

阅览室、合作参考室，以及馆外阅览室等”［３９］。

５　结语
刘国钧在青年时期确立了“教育救国”的爱国

主义思想，并立志于教育事业或图书馆事业。国难

当头，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得到深化，通过唤起民众、

保存文化，大力开展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的理论与

实践活动。全面抗战爆发后，在救亡图存的爱国主

义思想指导下，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升华，在保卫

文化、研究文化、创新文化中履行救亡图存的义务与

责任。在筹备和建设国立西北图书馆的过程中，他

更是言行合一，将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整个过程。

兰州解放后，在刘国钧的带领下，全馆人员积极将一

座完整的国立兰州图书馆移交到人民手中，他以实

际行动，书写了一曲爱国主义的赞歌。

参　考　文　献

［１］　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１９７９年版）：缩印本［Ｍ］．上海：上海

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０：１４９４．

［２］　吴薓年．中国近代图书馆精神的形成［Ｊ］．图书与情报，２００５

（１）：２６－３７．

［３］　刘　亮，杨玉麟．抗战时期图书馆学人的救亡思想———以沈祖

荣、杜定友、李小缘、刘国钧为例［Ｊ］．图书馆，２０１１（５）：

１３６－１３９．

［４］　刘衡如．福禄伯之教育原理：译者识［Ｎ］．时报，１９１９－

０７－２８．

［５］　刘衡如．保守之心理［Ｊ］．少年中国，１９２０，２（２）：２２－２９．

［６］　刘国钧．中国书史简编［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５８．

［７］　张允侯，等．五四时期的社团（一）［Ｇ］．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９：

４２２－４２３．

［８］　美琪克夫．人化的教育［Ｎ］．刘衡如，译．时报，１９１９－０８－２５．

［９］　刘衡如，译．本于社会化之教育改革［Ｎ］．时报，１９１９－０８－２５．

［１０］刘衡如．儿童劳动与教育［Ｊ］．中华教育界，１９２０，１０（５）：４８－５６．

［１１］刘衡如．儿童图书馆和儿童文学［Ｊ］．中华教育界，１９２２，１１

（６）：１－７．

［１２］刘衡如．近代图书馆之性质及功用［Ｊ］．金陵光，１９２２，１２（２）：

２２－２４．

［１３］大　白．社务发展之前前后后［Ｊ］．社友通讯，１９３２（１）：３－４．

［１４］吴薓年，顾烨青．刘国钧在近代学术活动中的影响［Ｊ］．山东图

书馆学刊，２０１３（３）：６－１２．

［１５］刘　宏．“九一八”事变后的社会教育界救国教育活动述论

［Ｊ］．保定学院学报，２０１７（６）：５２－５７．

［１６］王子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

社，２００２：２４２－２４３．

［１７］沈祖荣．国难与图书馆［Ｇ］／／丁道凡．中国图书馆界先驱沈祖

荣先生文集．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１４８－１５７．

［１８］刘国钧．政治上的“名”和“实”［Ｊ］．时代公论，１９３２，１（５）：

１６－１８．

［１９］刘国钧．学风：为纪念刘伯明先生作［Ｊ］．国风（半月刊），１９３２

（９）：３３－３８．

［２０］刘国钧．图书馆馆员应有之素养［Ｊ］．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

１９３２，１（９）：２９－３２．

［２１］图书馆服务人员谈话会　刘馆长讲演今日中国图书馆之需要

及馆员应有之准备［Ｎ］．金陵大学校刊，１９３５－１１－０４．

［２２］刘国钧．序［Ｊ］．金陵大学文学院季刊，１９３５，２（１）：１－２．

［２３］刘衡如．我们需要一种教育理想［Ｊ］．中华教育界，１９３５，２３

（５）：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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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刘国钧，熊　飞．图书馆与民族复兴［Ｊ］．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

校季刊，１９３７，９（３／４）：３１１－３１２．

［２５］刘国钧．图书馆与民众动员［Ｊ］．教育通讯（汉口），１９３８（２４）：

４－７．

［２６］ 刘衡如．我们所需要的人生理想［Ｊ］．国论，１９３９（１４）：

２３４－２３５．

［２７］白化文．学习刘国钧先生有关道教、佛教著作书后［Ｃ］／／北京

大学信息管理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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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２６９－２７３．

［２８］刘国钧．后汉译经录［Ｊ］．金陵学报，１９３１，１（２）：４７３－５１５．

［２９］刘国钧．史地教育与精神国防［Ｊ］．学思，１９４２，２（１０）：２－５．

［３０］刘国钧．文科教育之精神［Ｊ］．学思，１９４２，１（１）：５－７．

［３１］刘国钧．历史哲学之需要：在五大学学术座谈会讲［Ｊ］．斯文，

１９４１，１（１２）：１１－１７．

［３２］刘国钧．国立西北图书馆筹备概况［Ｊ］．社会教育季刊（重庆），

１９４３，１（４）：１２－１６．

［３３］刘国钧．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计划书［Ｎ］．西北日报，１９４３－

０９－２３．

［３４］国立西北图书馆开放图书影片阅览［Ｊ］．社会教育季刊（重

庆），１９４３，１（４）：２１０．

［３５］国立西北图书馆近讯［Ｊ］．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１９４４，１８

（３）：１１．

［３６］教育文化：国立西北图书馆开幕［Ｊ］．边疆通讯，１９４４，２

（８）：１２．

［３７］刘国钧．国立兰州图书馆与西北文化［Ｊ］．甘肃青年，１９４７，９，

（１／２）：１９－２０．

［３８］兰州图书馆复馆后工作概况［Ｊ］．教育通讯，１９４７复刊，４

（６）：３６．

［３９］潘寅生．刘国钧与国立西北图书馆同辉［Ｃ］／／北京大学信息

管理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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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７４－８５．

［作者简介］吴薓年，研究馆员，现在江南大学图书馆工作。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０７ （刘　平　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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