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思辨·感悟】

笔耕口授勤劳一生，生前身后竹帛流芳
———《钱亚新年谱》简评

●王启云　（江苏海洋大学　江苏连云港　２２２００５）

［摘　要］钱亚新是有“中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代宗师”之誉的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钱亚新年
谱》是一部重要的著作，有三大方面贡献，也存在一些不足，有待进一步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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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钱亚新生平及成就概述
钱亚新（１９０３．１２．２３—１９９０．０１．１７，见图１），著

名图书馆学家、目录学家、索引学家。１９２２年进入
上海大同大学学习；１９２５年在杜定友先生的影响下
就读于章太炎先生主办的国民大学图书馆学系；

１９２６年考取武昌华中大学文华图书科（武昌文华图
书馆专科学校的前身 ），１９２８年毕业。先后在广州
中山大学图书馆（１９２８．０８—１９２９．０７）和上海交通
大学图书馆（１９２９．０８—１９３０．０８）工作，１９２９年８月
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成立之后，钱亚新先生

回母校任教并兼任《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

刊》主编（１９３０．０８—１９３２．０７），后又在上海大夏大
学（１９３２．０９—１９３３．０７）、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
（１９３３．０８—１９３７．０７）、湖南大学（１９３７．０８—１９４２．
０６）、国立师范学院（１９４２．０７—１９４６．０７）、苏州社会
教育学院（１９４６．０９—１９５０．０３）从事图书馆工作和
教育工作，１９５０年调到南京图书馆（１９５０．０３—
１９９０．０１）工作，直到逝世。他数十年如一日，以对
事业的无限忠诚，致力于我国图书馆事业建设和图

书馆学、目录学学术研究，发表论著 １９０多种，计
２００多万字，涉及图书馆学、目录学、索引学和图书
情报教育等诸多方面，硕果累累，成绩卓著，成为中

国图书馆学界的一代宗师［１］。

１９９０年１月１７日，钱亚新先生逝世，其夫人吴
志勤女士的挽联是：“六十寒暑相敬如宾，教育子女

从无半点违忤；八七春秋助人为乐，笔耕口授哪有一

日闲暇。”［２］４０９倪波先生评价：“钱亚新先生自图书

馆学专业大学毕业以来，其论著一直未间断过，直

至生命终止。因此 ，他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笔耕

图１　钱亚新先生

的一生、奋斗的一生、科研成就硕果累累的一

生。”［３］钱先生逝世已有３１年，关于钱先生的研究
文献不断涌现，是可谓：笔耕口授勤劳一生，生前身

后竹帛流芳。学界有“年谱胜全集”的说法，论证了

年谱在历史人物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好的年谱，不但

可以完整地展现谱主的生平和功业，还可以通过一

人考见出一个时代，达到“以点带面”之效，因此，要

详细了解历史人物生平和思想，要从其年谱

入手［４］。

南京大学青年学者谢欢所编的《钱亚新年谱》

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１７ＦＴＱ００４）成果。
笔者算是从侧面“见证“或“目睹”大作的出版过程，

粗略知悉背后的艰辛。这些年，笔者受张厚生先生

的影响，对钱亚新先生也颇为关注，也进行了一些学

习与思考。张厚生（１９４３．０８．２１—２００８．０８．０８）为
钱亚新先生的晚辈，但为忘年交，亦师亦友，过从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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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张先生在钱先生逝世后的１８年时间里，为纪念
与传承钱先生，曾做了大量工作。１９９１年张厚生先
生同卢子博先生共同编辑整理出版了《钱亚新集》

（江苏教育出版社）［５］，２００７年同吴林等共同编辑整
理出版了《钱亚新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６］，也许

他认为该做的或想做的工作随着《钱亚新文集》的

出版算结束了（其时已同病魔抗争多时），将钱亚新

先生手稿做了妥善安排（据悉，其中大部分内容都

精心整理出版了）。笔者是深受张厚生先生关爱与

提携的学生之一，张厚生先生逝世后，笔者一直在

努力为纪念张先生做一些工作，某种意义上，是在学

习与模仿张先生为钱先生所作之努力。学习过程

中，笔者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张先生是在学习与模仿

钱先生为纪念恩师杜定友先生所作的努力。虽然笔

者的学养等远远不及张先生，但在努力见贤思齐，循

序渐进。读到《钱亚新年谱》，格外欣喜，笔者认为

《钱亚新年谱》是纪念与传承钱亚新先生的“集大

成”之作，难能可贵！

２　《钱亚新年谱》的贡献
２．１　善始善终，善作善成

机缘巧合，笔者结识谢欢多年。何时与谢欢首

次交往已记不清了，第一次见面是２０１０年３月，笔
者去苏州大学参加江苏省高校特色资源建设研讨

会，其时他是苏州大学图书馆学专业本科在读学生，

初次见面便觉得此君前途无量。此后，时不时有通

信往来，我们的一个焦点话题是钱亚新先生。谢欢

是江苏宜兴人，１９８８年出生，钱亚新先生亦出生于
江苏宜兴，谢欢算是钱先生家乡的后学晚辈。谢欢

２０１１年开始系统研究钱先生，且于２０１１年底从钱
亚新先生的长子钱亮先生那里获得钱亚新部分手

稿、学术通信、工作札记等资料，在处理资料过程中，

萌生了为钱亚新先生编撰年谱的宏愿。此后，他凭

借着无限热情与坚韧不拔，得到许多学者先进的信

任与支持。比如，苏小波博士是张厚生先生的“关

门弟子”（亦是苏州大学图书馆学本科毕业生，是谢

欢的“师兄”），受张先生委托保管钱亚新部分文稿，

不幸于２０１６年１月因病辞世，生前委托家人将钱亚
新文稿转给谢欢保管。《钱亚新年谱》年谱编撰工

作２０１２年开始，２０１７年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
助项目立项，２０２０年底结项，２０２１年５月正式出版。

值得一提的是，《钱亚新年谱》出版之前，谢欢

已取得了系列成果。其中“重量级”成果有两项：其

一，２０１３年整理出版了《钱亚新别集》。该书根据内
容分为随笔、评介、回忆总结、诗词四部分，每部分又

根据年代的先后排序。随笔和评论部分收录的文

章，虽名曰随笔、评论，但学术价值并不低，有些文章

距离现在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是现在读起

来，仍然有不少启发。例如，做学问一定要把基础打

牢，要严谨，不能大而化之，对于基本的学术概念，一

定要搞清楚。从钱先生其他的一些文章也可以清楚

地看到钱先生严谨治学、求实务真的风貌［７］。谢欢

整理《钱亚新别集》的过程，我有一些了解，且知道

有“插曲”，此项工作能进行到什么程度，我心存几

分疑惑“并翘首以盼”。及至收到该书，浏览之后，

深表敬服！其背后的艰辛，可谓感同身受。我也整

理过为数不多的钱先生手稿，由于书写材料（纸和

笔）久经考验，单单是识读工作就不轻松，访求史

料、考证史料等更是劳心、劳力、劳神。“整理出来

的书稿就达５２万字，且如此精彩！此项工作居然出
自一位年仅２５岁的青年学人之手！这是图书馆学
的骄傲！也是图书馆学同道的骄傲！”阅读《钱亚新

别集》之后，笔者曾第一时间在科学网图谋博客发

表过上述评论［８］。其二，２０１６年完成了《钱亚新图
书馆学学术思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９］。谢欢在其

博士论文中对钱亚新先生的生平及学术分期做了系

统的阐述，并就其的索引思想、图书馆教育思想、图

书馆经营管理思想、目录学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在肯定钱亚新先生学术贡献和学术地位的同时，也

客观地评价其存在的不足，这篇论文可以看作是第

一篇系统研究钱亚新的学术成果［１０］。据悉，在谢欢

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回归与传承：钱亚新图书

馆学学术思想研究》一书，预计２０２１年年内由科学
出版社出版。

２．２　生平功业，完整展现
《钱亚新年谱》这样一部翔实的图书馆学家年

谱，具有开创意义。《钱亚新年谱》是继《裘开明年

谱》《顾廷龙年谱》之后，图书馆界正式出版的第三

本图书馆学人年谱专著。其开创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钱亚新年谱》，谱主属于第二代图书馆学人，

其与“四代图书馆学人”均有不同程度交往［１１］：第

一代有沈祖荣、胡庆生、刘国钧、洪有丰、戴志骞、袁

同礼、李小缘、杜定友、杨昭胐等；第二代有桂质柏、

裘开明、马宗荣、皮高品、周连宽、吕绍虞、张遵俭、严

文郁、毛坤、汪应文、汪长炳、万国鼎、王云五、王重民

等；第三代有彭斐章、佟曾功、赵世良、孙云畴、陈誉、

周文骏、朱天俊、张琪玉、黄宗忠、谢灼华、白国应、陈

光祚、倪波、金恩晖、吴慰慈、肖自力、谭祥金、辛希

孟、张德芳、侯汉清、左恭、胡耀辉等；第四代有乔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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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张厚生、李国新、况能富等。第二，谢欢出版《钱

亚新年谱》时年方３３岁，年轻有为，前程似锦。
三部图书馆学人年谱专著，按时间顺序简略介

绍如下：第一部：沈津《顾廷龙年谱》，反映顾廷龙

（１９０４—１９９８）在时代的变化和发展过程中的事业、
著述、思想等，全书９７６页，７２．１万字［１２］。图书出版

时，年谱作者 ５９岁。第二部：程焕文《裘开明年
谱》，裘开明先生（１８９８—１９７７）既是２０世纪欧美东
亚图书馆事业的伟大先驱者，又是学贯中西的图书

馆学术大师，该书收录选择基本上集中于裘开明和

１９６６年以前的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史料，全书１０１２
页，１６０余万字［１３］。图书出版时，年谱作者 ４７岁。
第三部：谢欢《钱亚新年谱》，记录了中国近代著名

图书馆学家钱亚新（１９０３—１９９０）的一生，包括钱亚
新及其家人活动、钱亚新交游情况、钱亚新治学及图

书馆实践活动，全书４８７页，５４．４万字［２］。另，王子

舟《杜定友和中国图书馆学》书中附录部分有《杜定

友年谱初编》，内容翔实、篇幅较长（近半部书）［１４］。

杜定友先生是钱亚新先生的恩师，围绕对杜定友先

生的纪念与传承，钱亚新先生心心念念、不遗余力。

《钱亚新年谱》中有８２页内容出现杜定友先生的名
字，也就是年谱正文中有五分之一的篇幅可以读到

杜定友先生及其相关的生平事迹。

沈津先生说：“年谱之作，窻于宋，盛于清，是以

人为主，并系以年月之人物编年史。盖以一人道德

文章、学问事业关系史学甚钜，而其耀史册秩然不

紊者，则有赖于年谱表而出之。”顾廷龙先生曾说

“近三百年来先贤年谱，其材料得自尺牍中者最为

亲切”［１２］序三。《钱亚新年谱》是一部有很大比例的

材料得自“尺牍”的“最为亲切”的年谱之一，钱亚新

先生的道德文章、学问事业，生平功业得到了较为完

整的展现，其内容构成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钱亚新年谱》内容构成

年份 人生阶段 起讫页码 页数 占正文百分比

１９０３—１９２４年 青少年 １—１５ １５ ３．６％

１９２５—１９４９年 青壮年 １６—１１８ １０３ ２５．２％

１９５０—１９６５年 中老年 １１９—２０１ ８３ ２０．３％

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 古稀之年 ２０２—２１９ １８ ４．４％

１９７７—１９９０年 耄耋之年 ２２０—４０９ １９０ ４６．５％

　　表１中的内容构成表，或许是一种“因缘际会”
或“历史巧合”，大致可划分为５个人生阶段，内容
呈现两多两少一超常：青壮年、中老年时期内容多，

青少年、古稀之年内容少，耄耋之年内容格外多。钱

亚新先生的一生经历丰富：亲历战火威胁，早年的学

习、工作与生活俱不甚安定；“古稀之年”经历种种

冲击（注：尤其是在１９６６—１９７６年，有些资料存在避
讳，一是不让看，二是不让写）；“耄耋之年”（１９７７—
１９９０年）不顾年迈体衰、自强奋斗、勤于治学、奖掖
后进、甘做人梯，硕果累累。

２．３　年谱索引，锦上添花
钱亚新先生认为“索引是一种检查指定范围内

的书报所有特项知识的工具。”钱亚新先生涉足的

领域有：图书馆学、分类学；目录学；文献学、版本学；

排检法、索引法。其中他对排检法、索引法领域情有

独钟。钱亚新先生的代表作或成名作是在文华图专

求学时完成的《索引和索引法》一书，此书为“文华

图书科”丛书之一，１９３０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
行［１５］。１９８９年１２月得知中国索引学社即将成立
时，钱先生说“本人六十年来的夙愿，可以实现

了。”，表达此心声离他老人家去世不足四十天［２］４０６。

谢欢兼任中国索引学会理事，《钱亚新年谱》索引部

分特意邀请王雅戈教授团队编制，内容包括主题索

引、人名索引、文献名、机构名索引，体现了由专业的

人员做专业的事情，该索引共５５页，对于年谱的阅
读、查检、延伸利用非常有帮助。

３　《钱亚新年谱》的不足
３．１　年谱未记载年份较多

年谱中，１９０４年、１９０５年、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
１９１０年、１９１３年、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６年、１９１８年、１９２１
年、１９２４年等１１个年份没有记载，缺失年份较多。
建议学习与借鉴《顾廷龙》《裘开明年谱》，例如，“一

九○九至一九一二年 六至九岁”综合描述，“一九一
四 十一岁”内容空白（《顾廷龙年谱》［１２］１０－１１；《裘开

明年谱》有七年无记录，但采取留白形式处理，１９０４
年至１９０８年各年仅书某年某岁，比如“１９０４年 ７
岁”“１９０５年 ８岁”。有些年份可以记录国家大事，
比如《裘开明年谱》中对１９１２年的记载有“１９１２年
１月１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２月１２
日，清宣统皇帝被迫宣告退位，清朝政府的通知遂告

结束。”［１３］１－５。有些年份的信息可以合理推论，比

如依据钱亚新先生自身的回忆录信息，可以推论：东

坡高小求学阶段为１９１４年９月至１９１７年７月，也
就是１９１５年、１９１６年均为“东坡高小求学阶段”；
１９１８年（十六岁）是“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址
苏州）”；１９２１年是钱亚新先生的母亲去世的年
份［７］３０８，应记载为“是年，先生母亲辞世。”１９２４年
（二十二岁）建议记载为“是年，闸北广东同乡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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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所小学教书阶段”［２］１３。

３．２　年谱存在疏漏与错误
谢欢在年谱后记中坦言“我深知本无法穷尽钱

亚新先生的一生，肯定有很多遗漏。”［２］４８５，书中确实

存在疏漏与错误，聊举数例。

第３９０页，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１日—８日，参加首
届江苏图书资料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工

作，先生担任召集人，评委会成员除先生外，包括彭

斐章、朱天俊、倪波、邱克勤、杨世民、贝芝泉、竺陔

南、卢子博、吴观国、许培基。”此处信息，恐怕描述

不够准确。据笔者了解，张厚生，１９８７年７月，晋升
为副研究馆员。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５日，被聘请为江苏
省图书、资料专业高级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笔者

见过“聘书”原件，且留存有扫描版。

第２２５页，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２８日，经南京图书馆
领导同意后，开始为南京大学图书馆招收的两名目

录学方向研究生顾志华、卢贤中讲授‘古籍目录学

研究’课程”，仍是该段文字提及卢贤中“从１９７８年
到１９８１年，我在钱先生的指导下度过了三年非常难
忘的研究生学习生活”。１９７８年１月，“是月，继续
为南大研究生顾志华、卢贤中讲授‘古籍目录学研

究’课程，……”两处时间疑有误，应分别是１９７８年
１０月２８日、１９７９年１月。卢贤中先生是１９６５年至
１９７０年就读于南京大学中文系本科，１９７８年至
１９８１年就读于南京大学图书情报系研究生，获硕士
学位。１９７８年武汉大学率先开始招收图书馆学研
究生，南京大学亦开始联合培养研究生，１９７８年招
收两名图书馆学研究生卢贤中、顾志华，导师为钱亚

新和施廷镛［１６］。由于当时国家有规定，一个系有三

个教授以上方可授学位，“钱亚新、施廷镛指导的第

一批硕士研究生学位也由武汉大学授予”［１７］。依据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七八年研究生招生工作

安排意见（７８）教高字第０３２号》，１９７８年恢复研究
生招生考试，将１９７７年、１９７８年两年招收研究生的
工作合并进行，一次报名、同时考试、一起入学。第

一次将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初试科目为

政治、外语、基础课、专业课，基础课和专业课考试不

超过３门，所有考试科目均由招生单位自行组织命
题。招生单位根据考生初试结果，决定考生是否参

加复试。初试日期统一规定在五月五日至五月七日

进行。复试一般应于六月十五日结束。最迟在一九

七八年八月五日前发出录取通知书，九月一日

开学［１８］。

第２５４—２５５页，１９８３年，钱亚新先生曾计划与

桑良知合作撰写《利用图书馆的故事》，其时，桑良

知刚刚涉足图书馆学界。《利用图书馆的故事》完

成后并未出版，２００３年，钱亚新诞辰１００周年纪念
活动促使桑良知决心出版《愿光芒永放———名家书

趣》（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最终于２００７年９月
正式出版。正文中书写“桑良知”，两条注释作者署

名均为“桑良至”。且索引中有“桑良知”（书中共有

２６页出现“桑良知”），无“桑良至”。建议正文中能
予以简要的说明。“桑良知，１９５０年１１月生。笔名
桑良至。安徽宣城人。１９８１年毕业于安徽大学图
书馆学系。安徽大学信息管理系副教授”［１９］。另据

中国知网检索，１９８１—１９８７年发表的期刊文献署名
为“桑良知”，１９８９—２０１０年发表的期刊文献署名为
“桑良至”。

第２９６页，“是日，审阅完张亚芳《钱亚新现设
索引思想初探》……”，其中“现设”为错别字，应是

“先生”。

３．３　照片及其它图片史料缺失
年谱作者拥有大量有价值的照片及其它图片史

料，但年谱中均未采用，适当采用一些，可以使全书

图文并茂，为年谱增色。尤其是谱主钱亚新先生的

照片，建议采用数张，可以以扉页、正文配图、附录等

形式出现。如果有条件，建议考虑另出一本《钱亚

新先生图传》，图片史料配以精炼的文字说明，效果

或许会更好。

４　结语
钱亚新先生的纪念与传承，或许可以说是近百

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教育史（１９２０年至今）上最为出
色之一。其一，首先归功于钱亚新先生自身的史料

意识。钱亚新先生一生敬惜字纸，几乎精心保存了

自己一生中全部文字作品！除此之外，还保存了大

量照片史料及其它相关重要史料（学术通信、诗歌

随笔等）。笔者有幸见识了钱亚新先生保存的多份

湖南大学图书馆工作报告（１９３７—１９４０年），１９３８
年４月湖南大学图书馆遭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被
炸毁。那些工作报告的作者很有可能是钱先生自

己，其时其身份为该馆“主任”。在这样的历史条件

下，竟能妥善保存至今！其二，归功于钱亚新先生的

亲属，钱亚新先生的夫人吴志勤女士，及他们的儿子

钱亮、钱唐，为钱亚新先生的纪念与传承尽心尽力。

其三，归功于受其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一批后学先

进，比如张厚生、谢欢等等。钱亚新先生思想进步，

风格高尚，勤于笔耕，奖掖后进，为图书馆事业奋斗

毕生，道德崇高，文章传世。鯻人堂ＱＱ群是图书馆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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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的交流群（规模近３０００人）。
“鯻人”指图书馆及图书馆学相关人员，它包括图书

馆员、图书情报专业教师和学生、图书馆利益相关者

（包括政府主管部门、相关资源商、硬件商、平面媒

体等等）。《钱亚新年谱》出版之后，“鯻人堂服务体

系”第一时间集中宣传。鯻人堂服务体系为一体两

翼，以鯻人堂ＱＱ群为体，以“科学网图谋博客鯻人
堂专题”及“鯻人堂微信公众号”为两翼。“一体两

翼”的载体是《鯻人堂周讯》。笔者这样做的目的是

期望该书能有更多读者，哪怕是多几位也好。对于

钱亚新先生这样的大家，更多人“走近“，或许是有

一定现实意义的。钱亚新先生的为人为学等诸多方

面，值得学习与效仿、景仰与跟进。期待《钱亚新年

谱》有助于树立图书馆职业标杆，衷心希望有更多

优秀分子加入图书馆工作者的行列，坚守图书馆职

业信念，传承与开新并举，不断提升图书馆以及图书

馆从业者的职业荣誉感、社会地位和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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