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国时期分众阅读推广 
实践、研究与教育一瞥 

——文华图专的巡回文库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彭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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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相关概念 

• “分众” 
• 被分割了的“大众” 

• 各具特殊兴趣和利益的群体 

• “类”“属性” 

 

• 阅读推广对象 

• 图书馆学五定律：每个读者有其书 

• 李小缘《全国图书馆计划书》 

• 民国时期类似理论的表达和实践 

 

 

  信息传递 体现的特色 

大众传播 一点到多点 集体的、社会的、国家的意志 

分众传播 多点到多点 承认差异，尊重个性 

熊澄宇.从大众传播到分众传播[J].瞭望新闻周刊.2004（2）：60. 
王成玥.“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大学校园分众阅读推广探索[J].图书馆论坛， 2017(11)：9-14. 

分众传播的概念是指不同的传播主体对不同的对象用不同
的方法传递不同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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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图书馆界的一些口号 

• 图书馆员要研究读者的心理！ 

• 要使全国人人皆能使用图书馆！ 

• 图书馆要平民化！ 

 

 

• （摘自《文华图书科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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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一所省图书馆的广告词 

朋友们： 

图书馆是为你们每个人预备的读书地方。 

爱研究学术的，请进来！ 

爱看新鲜小说和有趣味的图画杂志的，请进来！ 

想知道时事和解释疑问的，请进来！ 

想求清净读室，和精神娱乐的，请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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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众阅读推广理念的践行一例：文华图专的巡回文库 

1920 1910 1938 1953 1932 

文华图专学生 巡回文库服务 文华公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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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图专 

        文华图专是“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简称，由韦棣华女士带领沈祖荣、胡庆生两位先生在1920

年创建于武昌昙华林。最开始附属于文华大学，作为其中的一科，名为“文华图书科”，以韦棣华女士
在1910年所创的公共图书馆“文华公书林”为依托办学。后来文华图书科在1929年的时候独立办学，
1938年因为日军入侵而西迁重庆，抗战胜利后迁返武昌，1953年并入武汉大学。 

稳定持续进行 
组织较为严密 
文华公书林作为后盾 
逐步扩张 

重庆歌乐山第一儿童保育院内筹设
难童图书阅览室，并重办巡回文库 
伤兵巡回文库 



我们本着服务的精神，尽一点辅助社会平民教育的宗旨，
来提倡图书馆的事业与民众们接近。因此我们同学自动的
组织起来两种小工作：一是巡回文库，一是儿童主日学。 

 
 
 
 
 
 
 

1933年下半年，文华图专学生“为贯彻服务社会宗旨起见，
于本学期开始时，即组织‘私立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
生服务团’（Boone Library School Student Service League）
专以利用闲暇时间，办理巡回文库，以供给社会大众有益
之读物为职责” 

巡回文库与学生服务团 

7 

到馆借阅 
 

无法到馆 



学生服务团的勤勉工作 
• 每周日下午一时出发，巡回武昌城内各
商店及团体机关，长期的借户，已有六七
十家（至1933年初），想以后还要增加的。
每次流通的书，约百本上下。由此可见商
人和民众们是很喜欢看书的，只要作工的
人肯去干。 

• （1935年）以我们课余的时间来服务社
会，增进民众的知识，培养他们的品性。
虽然因经济和时间的关系，不能扩充至全
城商店和住户，但是我们可以自夸，一部
分的民众，的确是受到很大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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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933年 



对读者群体的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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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一年来的巡回文库中，知道许多的民众们是喜欢
阅读的，……我们巡回的对向多半是商店，因为中国商店
的伙友，每日在店里，少有机会买书和到图书馆去，至于
住宅呢，有的主妇是忙于家事，也不能分身到图书馆来，
若是将书送到她们家里，她们是非常欢迎喜悦读物的。 

 
 
 
我们借书的主顾是商店及住户，商店占百分之六十强，

住家占百分之四十弱，读者总数每次在四百以上，女性读
者占全数百分之十，儿童占全部百分之三十强，其他都是
成年男性读者。职业大半是商界一小半是学界政界及家居
的。 

商户—住宅 

儿童     从事商业的群体 



巡回文库馆藏建设 

• 借用文华公书林的馆藏 

 

• 1914年文华公书林“又兴巡回
文库，将各种适用书籍，每五
十册至一百册，装箱分送各欲
借书学校机关陈列，以便就近
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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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公书林的馆藏是否适合于这个读者群体？ 



资金来源：募捐 

截止时间 数额（元） 主要来源 备注 

1932年 
4月20日 

41 
文华图专部分教师、学
生、友人 

文华公书
林捐23元 

1932年 
11月2日 

125 

华中大学部分师生，文
华图专部分教师、学生、
友人 

文华公书
林捐25元 

1934年 
某日 

74.8 
文华图专部分教师、学生、校友，
友人 

1936年 
11月30 

215.9 
文华图专部分教师、学生、校友，
华中大学部分师生，商铺，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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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借出图书各类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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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图书数量 读者范围 
1933年   六七十家 
1934年 880余册   
1935年 1200余册 线路扩充 
1936年 1500余册 两组线路 

巡回文库规模增长情况 



馆藏特色 
• 我们所买的关于民众和儿童的
书籍，尚属不少，因为我们于去
年（1932年）四月和十一月间，
曾举行两次募捐，再加上借公书
林的书，可以说足足够用。 

• （1935年）在经济宽裕时，想多
多添些关于商业知识和儿童的书
籍……承张学良先生的资助，使
我们购买幼童文库的愿望实现了 

• （1936年）书籍的选择标准也由
商业应用书籍而推至妇女与儿童
读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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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巡回文库各类图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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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图书馆经营法 

• 登录 盖印 贴签 校对及检查  出纳法 注册事项
 流通事项 插架 排架 典藏及总点查 装订与修补 
 杂志、小册子、期刊之管理收发交换 及缮印文件事项
 文具卡片等之管理 夫役及馆舍之管理 出勤及值日
巡回文库事项 图书馆统计选购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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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 1910 1938 1953 1932 

文华图专学生 巡回文库服务 

文华公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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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图书馆界近年来所特
别致力的三件大事，成人
教育，儿童图书馆和图书

馆推广事业 



《文华图专季刊》上发表的与儿童相关论文 

责任者 标题 发表年 期数及页码 
曾宪文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1) 1929 (1):23-34. 
曾宪文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2) 1929 (2):127-135. 
曾宪文 儿童图书馆之研究(3) 1929 (3):251-258. 
黄连琴译 幼儿园与图书馆 1932 (1):67-74. 
徐亮译 儿童文学 1932 (1):75-86. 
美国图书馆协会儿童图书馆专
业训练委员会编；熊毓文译 儿童图书馆员之训练 1937 (1):60-91 

郝路得（Ruth A Hill） 
中国之儿童图书馆事
业(英文) 1937 (1):155-163 

阙培珍. 阅读对于儿童的影响 1937 (2):169-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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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华图专季刊》上发表的其他相关论文 

责任者 标题 发表年 期数及页码 

李钟履 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 1931 (2):123-180. 

房兆颖译 工艺图书馆之馆员 1931 (4):511-514. 

张鸿书 监狱图书馆研究 1934 (1):49-66. 

熊毓文译 商业与工业图书馆 1935 (1):129-136. 

吴尔中 医院图书馆 1937 (3、4):313-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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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的学生
服务团
（Boone 
Library 
School 
Students 
Service 
League），
也曾在这样
的目的之下，
把一些书送
到湖北模范
监狱去过。 



《文华图专季刊》中相关报告 

• 文华图书馆学学专科学校学生服务组工作报吿（1932  第4卷 
第3-4期） 赵福来 

• 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学生服务组一年来之巡回文库报告（附照
片）（1933  第5卷 第2期）赵福来 

• 校闻：巡回文库槪况（附图表）（1936  第8卷 第4期） 吴尔中 

 

21 



赵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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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来 

• 河北北平人 

• 1931-1933在校 

• 北平高等师范职工教育专修科毕业 

• 北平育英中学图书馆服务三年 

• 第十届毕业生答词 

• 毕业后，服务于河北定县中华平民教育改
进社图书馆、张家口工程大学图书馆、英
国驻华大使馆新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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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来.民众图书馆与巡回文库应备书目初稿
（1932） 

• 普通民众图书馆与巡回文库，
简单说，即将一组合余民众需
要的书籍，流通到社会团体里
面，如工厂，社会，商店等，
甚至于个人的家里；使他们善
用闲暇时间，读有益身心的读
物，既有了适当的消遣，复培
养了品学才能。这样图书馆可
以使他们在作事之暇，或正在
失业期间，无事可做的时候，
有图书馆为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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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为文华图专巡回文库作出贡献的人 

龙永信 廖维祜 吴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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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几点想法 
对读者多样性的尊重&图书馆员的个性 

 

图书馆员的个人经验、独特性格、生活体验皆是图书馆的宝贵资源 

 

文华图专学生——图书馆员 

师范毕业生——图书馆员 

妈妈——图书馆员 

书法爱好者——图书馆员 

庙会亲历者——图书馆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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