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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日本在华北的文化侵略 
以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为例 

石 嘉 

摘 要： 1936年底，13本外务省出台“新规事业”，决定在北平成立近代科学图书馆。 

该馆成立初期，因运营经费拮据和战争波及等因素制约，发展缓慢且一度休馆。七七事 

变以后北馆采取各项举措 ，在 北平扩张其图书馆业务之余 ，更是加强 日本在华文化侵略 

与渗透。日本当局则从经费和管理方面加强对北馆的操纵，以全面配合其侵华国策，该 

馆最终嬗变为日本侵略中国的一个重要机构。直至抗 日战争胜利，北馆最终随着日本 

战败而解散 ，所藏书籍 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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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强占东北后，随即策划华北事变，妄图再 

吞并华北。在完全占领华北之际，日本极力强化 

对华北的文化侵略与渗透。1935年，日本驻华大 

使馆参事若衫在《对支文化事业改善案》中，明确 

提出日本外务省应转变以往“对支文化事业”之 

根本方针，“我对支文化事业从来脱离政策的立 

场，采取主要着眼于纯学术研究之方针，今 日遭遇 

重大变局，此种方针有必要发生根本变更，我文化 

事业部应秉承当局政策，依据 日满提携确立东洋 

和平之经纶，在支那实现文化开发和日支文化联 

系”④。此后随着 日本侵华步伐加快，外务省全面 

配合其“大陆政策”，加紧在沦陷区实施文化渗 

透，并抛出所谓“新规事业”，其 目的美其名日介 

绍、推广日本近代科学，实则“利用本邦资金、技 

术应用于支那的资源开发，满足本邦经济之欲 

求”②。此种“新规事业”，主要包括筹建华北产业 

科学研究所、中日学院附设农事试验场、北京 日本 

近代科学图书馆(以下简称北馆)、上海 日本近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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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图书馆 。北馆成立后 ，极力配合 日本 当局在 

华北的侵略政策 ，加紧在华北的文化控制 和思想 

渗透，该馆 日益蜕变为 日本 侵略华北 的一个重要 

据点。笔者拟就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和北 

京近代科学图书馆相关资料，主要介绍北馆成立 

经过 ；该馆运营情况 ，并揭露其文化侵略行径 ；分 

析 日本政府 对北馆 的监管制度 ，论证 日本 “对 支 

文化事业”的文化侵略本质。① 

一

、北馆的开馆 

1936年 7月 ，外务省选任北馆创立委员过野 

朔次郎 、大椒敬 藏、山室三 良，其 中以山室三 良为 

代表，开始着手北馆的筹建工作。山室三良，曾入 

九州帝 国大学文学部专攻 中国哲学史 ，复又得外 

务省资助 ，以在华 日本第三种 留学生身份 ，②先后 

赴北京大学 、燕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继续从事 中 

国哲学史研究 ，在中国接受较为系统的汉学训练 

与熏陶，回国后被聘为九州帝国大学文学部助 

教 。⑨ 由于此人精通 中国文化 ，与 中国各大学关 

系密切，加之热衷于 日本在华文化事业 ，并具备相 

当的活动能力 ，④于是成为主持北馆工作 的最佳 

人选。然华北事变以后 ，中 日关系再度交恶 ，华北 

人 民反 日、排 日风潮尤盛 。此种情形之下 ，欲在北 

平建立 日本 的图书馆 ，既不合地缘 ，更不逢时缘。 

如何打破此种 “僵局 ”，缓 和北平 民众抵拒情绪 ， 

顺利推进 图书馆各项业务 ，成为 山室等人亟待解 

决之 要务 。 

为顺利开馆 ，山室做 了精心安排与筹划 。首 

先，聘请优秀司书和编目员。司书一职在该馆占 

据重要位置，职掌图书馆各项实务，诸如图书分类 

与编 目、新书荐购与介绍、书籍管理与统计、书库 

设置与整理、图书借贷与阅览、图书馆设备购置等 

事宜。而编目员则主要负责书籍的分类整理与制 

作 目录。二者在图书馆管理与运营上均起着关键 

性作用 ，“欲达图书馆之使命与任务 ，优秀的司书 

与有能力的编 目员扮演着极为重要角 色”⑤。对 

此山室拟将聘请专职司书 2名、编目员 4名。其 

次 ，积极购进新书杂志。北馆藏书虽侧重 自然科 

学书籍 ，亦兼顾人文 书籍的购藏。“本馆 第一次 

运到 日文 自然科学 图书在昭和十一年 (1936)九 

月上旬 ，第二次运到关于人文科学方 面之 日文 图 

书则在十月下旬 ，其时复购人 中国方 面出版之翻 

译 日文书籍数百种 ，并杂志等。”⑥再次 ，整理 图书 

“卡片”。“卡片大体参照 ‘日本十进分类法’、 

‘中国十进分类法 ’，分类整理 、记 录馆 内书籍”， 

方便读者查询与借阅。最后，制作 图书 目录。 

“当馆先后作成第一、二回运到图书目录、丛书论 

文集细 目(三 回)、中文图书 目录、欧文图书 目录、 

寄赠 日文书籍 目录”，⑦并将其广泛散发至中 日学 

界、公私团体或个人，供其参考、利用。历经数月 

的筹备与经营，1936年 12月 5日，北馆于北平王 

府井大街九号人文科学研究所 内举行开幕典礼 ， 

① 关于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目前仅见个别 日本学者有所论及，其代表成果主要有 ，小黑浩 

司：《北京近代科学因害馆史 研究》，《因耆馆学会年辗》第 33号，1987年 9月；同村敬二：《北京近代科学因害馆 <13 
本 >》，《13本研究》第 7号，1992年 9月；阿部洋 ：《r对支文化事柴 研究——戟前期 13中教育文化交流 展阴匕挫 

折》，汲古耆院，2004年 1月版；山根幸夫：《束方文化事柴 雁史：昭和前期}二括c于为13中文化交流》，汲古耆院，2005年 

1月版；川上尚患：《占领下 中国革北地方忙挡c于为13本捂学校——北京近代科学圆舂甜付属 13本藉学校 匕新民教育 

馆付属 日本捂学校(植民地言藉教育 虚夹)》，《植民地教育史研究年鞭》第 9号，2006年。以上论著考察了北馆的组 

建 、运 营 、发展 轨迹及 日语教育和其他事业 ，殊为遗憾 的是 ，13本学人对北馆在华北 的文 化侵略行径大抵讳莫如深 。 

② 按，自 1930年 11月，13本外务省开始利用庚款补给来华求学之 13本留学生，此种补给生分三种，其中第三种系 

13本大学、专门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以上学历在中国大学研究所或专门学校进修研究者，每月补给 120元以内学费。 

(关于 日本外务省在华第三种补给生情况 ，可参考黄福庆 ：《近代 13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 

代史研究所，1982年版；大理浩秋 ：《在荤本邦褙给生：第一獯加 第三獯圭℃》，载于大理浩秋 、孙安石编 ：《留学生派遣 

力、岛兄 近代 日中阴保史》，御茶 水耆房，2009年版) 

⑧ 《山室三良》，《在莘本邦第三檀稿给生阴保雄件／襦给实施阴保 第五卷》，丁 7，雁史资料七 5-'夕一、L／7了，L， 

、／灭 52一 ：B05015636400，外 省外交史料馆藏 。 

④ 《昭和十一年中(明馆前)北平囡音馆々具人事、巽勤》，《北平近代科学因齑馆阴保雅件 第二卷》，7， 丁雁史 

资料 七 、／少一 、1．1-7 7， 、／叉 — ：B05016007600，外耢省外交史料鲭藏 。 

⑤ 《北平因害馆山室甜畏／意兄 昭和十一年八月》，《北平近代科学囡耆馆阴保雄件 第一卷》，了， 7，雁史资料七 

二／夕一 、 7 7’L，、／叉 了一 F lB05016005200，外耪 省外 交史料鳙藏 。 

⑥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年创刊号，第 97页。 

⑦ 《因者馆阴馆二阴叉， 件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北平近代科学因害馆阴保雅件 第一卷》，7， 7'雁史资料七’／ 

夕一、L／7 7’ 、／叉57一 F：B05016005900，外旃省外交史料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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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柬请北平各界领袖参~n-o~ 尽管山室“煞费苦 

心”地经营筹备，却未能迅速奏效。北馆开幕当 

天，国内政界、学界与会者甚少，政界仅见冀察政 

务委员长宋哲元派遣钮先铮、北平市长秦德纯派 

遣张我军代表其参会，二氏均非政界要角。学界 

代表人物仅有国立北平大学校长徐涌明、国立北 

平图书馆长袁同礼等人。日本当局侵华呼声甚嚣 

尘上、中日全面大战一触即发，显然成为北馆门庭 

冷落之根本症结。 

北馆成立伊始，外务省正式任命山室三良为 

代理馆长，并联合i土野朔次郎、大枫敬藏等人组成 

理事会。山室初聘苗竹风担任司书，苗氏曾赴 日 

本东京高师留学、专研地理科学，历任中国大学地 

理科讲师、清华大学 日语教师、周刊《边疆问题》 

和月刊《科学知识》主编，②自然科学领域造诣颇 

深，恰可弥补山室学识上之“短板”，由是受到山 

室青睐。此外，北馆还聘请大量其他中国人担任 

图书馆助理、书记员。该馆早期雇员中，中国职员 

占压倒性多数，而留日学生和 日本在华学校生徒 

则据有重要比例(详见下表③)。此种人事设计安 

排，旨在迎合、“服务”中国读者，缓解北馆运营阻 

力和北平 民众排抵心理 。 

山室 苗竹 布施 石翊 赵树 大壕 李炳 朱君 许启 张佑 王卓 过野朔 大概 山室 姓名 彭鉴 

三良 风 昌三 周 正 道代 髓 婧 徽 铭 常 次郎 敬藏 三良 

总务 书记 职名 司书 助理 同 同 同 书记 同 同 同 同 
理事 同 同 主任 打字员 

九大、 东京高 司学会 立正大 北京法 京都美 中学 北平日 同学会 

文修外 师地理 看学校 学卒业 政大学 专卒业 同学会 卒业 语学校 私立 语学校 人文科 
履历 务省第 科卒业 业北 北京中 卒业实 朝鲜商 语学校 打字员 中学 女子 卒业第 华北 代理 

三种给 清华大 业学校 养成 卒业 中学 三模范 中学 长交 学研究 馆长 

学日语 大学 法大学 业厅 修业 卒业 通部 所员 
生 色学 讲师 职员 华语 所修 小学 卒业 雇员 

讲师 讲师 业 职员 

北馆所藏书籍主要包括科学、医学、农业、工 

业、产业和其他人文科学书籍、杂志，尤重 自然科 

学书籍，“其预定藏书计划，自然科学书籍将 占总 

额百分之七十，人文科学书籍 占百分之三十”④。 

按语种统计，大都为日文书籍，其余为中、西文书 

籍。凸显出该馆藏书鲜明的实用特色和 日本特 

色 。北馆藏书主要来 自外界购入和各方捐赠。书 

籍购人方面，北馆肇始之际，“以三万五千元 日金 

向日订购各种科学书籍四五千种，业有两批先后 

运平，共计 四千五百余册，第三批不久亦 可运 

到”⑤。除订购日文书籍外，北馆亦购进部分中文 

书籍，1936年 11月该馆购人中文书籍 662册，涉 

及辞书、调查、统计和其他人文自然科学书籍。⑥ 

捐赠书籍 ，主要源 自中日方团体和个人赠送 ，如宋 

哲元捐赠该馆《四部备要》，即经史部子集四部共 

计 2，500册，价值 1，000元。⑦ 陈觉生遗孀赠送各 

类书籍达 I，600册，北馆由此设立“觉生文库”； 

沈怀伸和沈斌甫合赠 1，012册，以佛教书籍为 

主。⑧ 另外，中日政府部门、教育机构、社会团体、 

杂志社亦捐赠大批书籍。截止 1937年底 ，中国方 

面捐赠图书2，860册、杂志 l5种，日本方面赠送 

①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开幕》，《时事月报》第 16卷第 1期，1937年 1月号。 

② 《昭和十一年中(阴馆前)北平因害馆々具人事、昊勤》，《北平近代科学因耆馆阴保雄件 第二卷》，丁 7，雁史资 

料七’／少一、 7 7， 、／灭j一 ：B05016007600，外耢省外交史料馆藏。 
③ 外耪省文化事柴部 ：《昭和十一年度孰耪鞭告》，第 138—139页。按，同学会语学校 ，系抗战爆发之际日本在华 

创办学校，过野朔次郎担任校长，学校专事日语教育，以在华普及 日语为根本目的。(参考《北京同学会螽学校 日螽班事 

柴助成阴保一件》，7’ 7'鹰史资料电、／夕一、 7 7' 二／叉j— F：B05015959500，外耢省外交史料馆藏) 

④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平设科学图书馆》，《大公报》，1936年 11月 1日，第三版。 
⑤ 《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平设科学图书馆》，《大公报》，1936年 11月 1日，第三版。 

⑥ 《囡音甜倩付因害／件 昭和十一年》，《北平近代科学囡耆髂 保雄件 第一卷》，7 7，雁史资料电5／夕一、 
7 7’ ’／叉 7：2一 ：B050160061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 

⑦ 《因音馆明髂二固叉， 件 昭和十一年十一月》，《北平近代科学园害馆固保雅件 第一卷》，7， 7，雁史资料七 

夕一、 7 7， 、／灭j— P：B05016005900，外磅省外交史料鲐藏。 

⑧ 北京近代科学因耆船：《党生文庳、沈氏寄赠佛教耆目》，1938年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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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 921册 、杂志 179种。① 北馆不断加大购书力 

度之余，复得中日两国踊跃捐献，使得该馆藏书在 

质和量上有 了一个大 飞跃 。1936年该馆 购进和 

受赠图书合计 7，845册、杂志384种、新闻 27种； 

1937年图书 21，391册 、杂志 546种 、新 闻 45种 ； 

1938年本馆图书 36，728册 、杂志 788种、新闻 41 

种，西城分馆图书 2，694册 、杂志 264种 、新 闻 28 

种 ；1939年本馆 图书 40，888册 、杂志 762种 、新 

闻 77种 ，西城分馆图书 3，880册 、杂志 256种、新 

闻 29种 ，北城阅览所图书 802册 、杂志 133种 、新 

闻 l9种。② 

北馆成立 目的在于 ，“向中国学者 、学生等人 

士介绍 日本 自然科学发达程度 、最新发明发现、人 

文科学及其他 日本事情 ；收集近代各方面的科学 

研究精华，供其阅览研究；发布关于本邦近代科学 

及其他内容的讲演、电影；配备有关北平本地风俗 

习惯的学术书籍”③。其主要任务是，“增进中国 

人对日本实情的理解，强化 日支两国国民精神之 

谅解”；“积极联络驻 日中 国人 留学生 ，观察 中国 

学界及 中国人思想动向”。④ 毋庸讳言 ，北馆根本 

目的在于强化对华文化楔人 与渗透 ，促进所谓 的 

“日支文化提携”。为达此“使命”，该馆订有具体 

实施计划。图书业务方 面：“1．广泛搜集 日本权 

威学者近著和其他关于 日本历史、产业、文学等方 

面的著述 ，并精 选汉译外文著作 ；2．为加深 中国 

人士对 日本的认识 ，本馆拟将竭力充实 日本新 闻、 

杂志等报刊 ；3．精选 日本人述及关于 中国的中国 

学论著 ；4．极 力购入 欧美 大家所 撰之 纯学 术著 

作。”对外活动方面：“1．配置并出借关于中国大 

学及 图书馆之 图集 ；2．举 办 日本学人 、识 者发表 

的讲演会 ；3．发布介绍 日本 事情的 电影会 、摄影 

会、展览会、日本学生作品展览会；4．举办中日学 

生或学者座谈会 ；5．积极联 络中 国方面 的大学 、 

图书馆 ；6．中 国留 日学生 集会活 动 的组 织与 斡 

旋 。”调查研究方面 ：“1．通过阅览者统计 ，观察 中 

国学生之倾 向及 日本研究热之情形 ；2．通过举办 

座谈会观察 中国学者及青年的思想动向；3．调查 

中国留 13学生出身现状。”⑤北馆试图通过荐购各 

类新书、举办各种文化活动 、加强对中国青少年调 

查等形式以扩张其影响力和13本文化渗透力。 

二、北馆的运营 

北馆起初运营可谓步履维艰，其牵掣因素在 

于：其一 ，运营经费颇显拮据。1936年 5月 ，13本 

特别议会提出该年度新事业预定经费 ，其 中北京 

和上海近代科学图书馆助成金额各为 60，000元 ， 

含图书购人费 50，000元、设备费 10，000元 ，藉此 

补给援助二馆之建设。⑥ 而同期外务省补给华北 

产业科学研究所筹办经 费则达到 212，200元 ，二 

者相去甚远 。这些补给对于北馆运营 、发展而言， 

可谓捉襟见肘。该馆成立后迫于经费紧张，无力 

新建阅览室，“初创时期，经费不甚充足，如欲新 

建馆址实难举办。从权之际 ，惟有 向东方文化事 

业委员会商洽，暂借人文科学研究所房舍一部，另 

外复以一万余元建办公室一所，修葺会客厅、职员 

宿舍及建设小书库之用，将来经费如果充足，将再 

觅地建新馆屋”⑦。经费不足亦影响到职员收入 ， 

司书苗竹风月薪初定 150元，后减至 100元，其他 

中国职员月薪则更少 ，最少竞至 10余元。⑧ 日本 

当局虽广聘中国职员，实则利用和压榨中国人廉 

价劳动力。山室虽屡 向外务省提议 为其增薪 ，然 

收效甚微 ，苗 氏等人最终提出辞职 。菊池租继任 

司书后 ，司书月薪方 才增至 230元。为解决经费 

问题 ，山室只得另外寻求 中 日两 国热心文化事业 

① 北京近代科学因害馆：《北京近代科学因言馆一迥年鞭告》序言，昭和 12年(1937)12月 15日。 

② 北京近代科学因害馆 ：《北京近代科学因害销概况》，昭和 14年(1939)12月，第 l3页。 

③ 外耪省文化事柴部 ：《昭和十一年度孰耢鞭告》，第 130页。 

④ 《囡害馆将来 ／方针二圉叉，L，件 昭和十二年三月》，《北平近代科学因害馆阴保雄件 第一卷》，丁 丁雁史资料 

七 、／夕一、L，7 7， 、／灭 j— ：B05016006300，外耪省外交史料鳙藏 。 

⑤ 《因耆馆将来 ／，方针二阴叉，L，件 昭和十二年三月》，《北平近代科学囡害昭阴保雒件 第一卷》，7， 丁匿史资料 

七 ’／少一、 7丁L，、／灭 j一 ：B05016006300，外耪省外交史料 馆藏 。 

⑥ 上海 日本近代科学因耆馆 ：《上海 日本近代科学因耆馆概要》，1937年 3月，第 3页。 

⑦ 《在本市设立之科学图书馆定月中成立》，北京《世界日报》，1936年 10月 3日，版面不详。按，北京人文科学研 

究所，系 1920年代 日本外务省藉庚款在华所设研究机构 ，专以我国经学、史学、哲学、法制经济 、美术、宗教、考古、语言等 

人文学科为研究对象，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中最重要一环。(参见山根幸夫 ：《柬方文化事柴 匿史：昭和前期 l二扣c于为 

日中文化交流》，第 23页；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第 149页) 

⑧ 《昭和十一年中(阴馆前)北平因耆铝々具人事、巽勤》，《北平近代科学囡耆馆 阴保摊件 第二卷》，7， 丁雁史 

资料七 、／少一、L，7 7， 叉52一 卜：B050160076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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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支持和援助。其二，日本侵华战争波及。北 

馆开馆仅数月，翌年 7月，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 

争 ，华北局势动荡不堪 ，极大地影响了该馆正常运 

转。“本图书馆在此次事变之始，当本邦(日本) 

居留民避难于东交民巷期间，曾短期内闭馆停止 

阅览，嗣后自八月九日避难期届满，本馆亦随即开 

馆，阅览时间仍照从来午前八时开始，至午后五时 

停止，事变中因晚间一般外出者极鲜，故而休馆 
⋯ ⋯ 然开馆之当日阅览人数极少。”①据统计，6月 

份开馆29日、读者总数 1，367人、每13平均 47．1 

人，7月份开馆 27日、读者总数 1，159人、每日平 

均42．9人，8月份开馆21日、读者总数538人、每 

日平均25．6人，9月份开馆29日、读者总数 740 

人、每日平均 25．5人。②对比事变前后，该馆每 

日平均人数减少 了近一半。颇具讽刺 意味的是 ， 

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不仅祸及中国人民，连其本 

国所谓“对支文化事业”亦难幸免。北馆读者人 

数骤减，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发动野蛮侵华战争，激 

起华北人民、全中国人的强烈反对，北平民众对外 

务省创办之北馆因而抱有抵制和排拒情绪。 

日本完全控制华北后，北平局势相对“缓 

和”，山室抓住“时机”极力扩张北馆业务。山室 

认为以往图书馆大抵满足于馆内借阅活动，其余 

活动甚为消极，不免陷入闭塞状态，难以真正满足 

读者需求，因而有必要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将图书 

馆从单一的“书室文库”发展成活跃的文化宣传 

场所。为实现此种 “转型”，山室采取一 系列 

措施。 
一 是重视选购新书。北馆在彰显其藏书实用 

特色之余，亦注重迎合北平市民之 阅读偏好。 

“这个图书馆虽冠名为近代科学，但不限于收藏 

狭义的科学书籍，而是一个近代科学化的图书馆， 

采取多量适应求学者所需要的、所实用的书籍 ，以 

满足求学者的欲求，处处体谅他们的热情，而改善 

之、增进之成为一个十全的图书馆。”③七七事变 

后，北平一度出现 日语学习热，北馆借阅日语书籍 

量陡增，“故本馆为应其势所趋，复多备有日本语 

学书及辞典等之副本，以供其需要”。基于当时 

读者热衷于关注国际时势和日本问题，该馆又增 

加社会科学与历史科学书籍，“因为前者有关于 

国际问 题、时 事 问 题 ，后 者 有关 于 日本 地 理 历 

史 ”④。 

二是调整人事与管理。人事上，一方面提高 

职员待遇，例如“事变”期间，山室成功申请外务 

省补给津贴，具体规定，“月俸 200元以上之司书 

与系主任，补给津贴为月俸的 15％；月俸 200元 

以下之 司书、助理、书记及其他职员 ，补给津贴为 

月俸 的 20％ ；事 务 嘱 托，补 给 津 贴 为 月 俸 的 

15％”⑤。此后，外务省对北馆的经费补给亦得到 

增加。另一方面，重视聘用图书馆专业人才。苗 

竹风辞职后，山室邀请菊池租担任司书，此人为其 

校友，曾人东京帝大文学部、九州帝大大学院深 

造，后担任福冈县立图书馆司书，颇具图书馆管理 

经验和能力。⑥北馆能够迅速捩转颓势，在于山 

室热心图书馆事业，而山室又赖于菊池租等人的 

协助。管理方面，北馆摒弃繁琐的借阅程序，馆内 

书籍杂志均可 自由免费阅览；奖励勤于阅读者，以 

增加读者人数。“对于来馆阅读人之成绩优 良 

者 ，则选赠本馆发行之馆刊 ，或其他单行本 ，日文 

模范教科书等 以示奖励 。”⑦ 

三是重视出版发行。1937年 9月 ，北馆正式 

发行馆刊，至 1939年共发行 6期，其内容包括介 

绍该馆事业、图书馆设施、日常业务、日文书籍以 

及科技学术；更为重要者，“积极向中国学界及其 

他领域介绍 日本文化”⑧。例如馆刊第一期，刊载 

文章共 16篇，其中日本文化类文章 8篇、学术类 

① 《囡音馆事柴中同鞭告 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北平近代科学园害馆阴保雄件 第三卷》，7’ 雁史资料七’／夕 
～

、 7 7’ ’／灭j— ：B050160083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② 《北平近代圆害鳍统 耆提出／件 昭和十二年中》，《北平近代科学因言鲔窝保雅件 第一眷》，7， 7，雁史资料 

七’／少一、 7 7， 、／叉j— F：B05016007000，外耢省外交史料馆藏。 

③ 北京近代科学园音昭：《北京近代科学园害鲭一迥年鞭告》，第 45页。 

④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年第 2号，第 186页。 

⑤ 《昭和十三年中 北平因害馆々具人事具勤》，《北平近代科学因害馆弱保雄件 第二卷》，7' 雁史资料七 ’／夕 
～

、 7 7， 、／灭j一 1-"：B050160078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⑥ 山根幸夫 ：《柬方文化事柴 雁史：昭和前期6二招I于否日中文化交流》，第 156页。 

⑦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年第 2号，第 186页。 

⑧ 《北京因害馆经费流用／，件 昭和十二年中》，《北平近代科学因音甜朋僚雄件／经费盟保 第二卷》，7， 7，雁史 

资料七’／少一、 7 7' ’／叉--／一 ：B050160137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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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 5篇、图书馆介绍文章 2篇、其他 1篇。① 

1938年 9月北馆又发行月报《书渗》，至 1940年 

共发行 2O号 ，“内容涉及 馆务报告 、馆员 的感 想 

文章、日本文学作 品的中文对译等”②。积极编篡 

日语教科 书，自 1937年 l0月开始 ，北馆先后发行 

《初级模范教科书》共三卷 40，400册、《高级模范 

日文教科书》共三卷 4，600册、《日文补充读本》 

共六卷 6，140册，大部分送往北平地区各级各类 

学校 ，其他输往天津 、济南 、威海卫 、唐山 、保定 、包 

头等地。③ 折射 出北馆的 日语扩 张网络 ，即形 成 

以北平为大本营，并 向华北广大腹地扩张 ，继而不 

断加大 日语在中国的辐射面和渗透力。 

四是启动外借文库。北馆为加强与当地图书 

馆的“提携联络”，启动“外借文库”，开展馆外借 

阅。具体规定 ：“外 借 文库 ，每次 以一 百册 为 限 

度，借阅期定为两月，暂不延长借阅期限；本馆外 

借文库之图书种类，虽能容纳外借者之希望，但外 

借图书每册之选择，当委之于本馆选择；本馆借出 

文库图书之阅览 ，在所借地无论馆内馆外 ，虽能适 

用该馆之规定，但该馆外借时则应禁止转借；关于 

本馆外借文库图书，在所借地之保管滞留中，如有 

失落或污损等事情，概由所借处担负完全赔偿之 

责任；本馆外借文库，当往来搬运如需费用时，其 

发送费暂归本馆纳付 ，而 回送费用则须归所借处 

负担。”④北馆先后 向南开大学 图书馆 、北京大学 

图书馆 、清华大学 图书馆 、北平华北学院、北平师 

大等贷 出大批图书。此后又启动 “前线慰问文 

库”，“挑选娱乐性读物、支那国情关系书、日本文 

化关系书、日本文学作品、世界时局关系书和其他 

实用 图书等六百种 、杂志数十种 ，分三个文库送往 

前线”。满足“皇军诸将士战斗闲暇之余阅读 ，以 

了解有关支那的基本知识，增进对本邦历史、文化 

等的再认识”⑧。由此可知 ，战时北馆已蜕变成 日 

本侵华战争的服务型机构。 

五是举办各 种展览会。1937年 12月 ，北馆 

借用北平真光电影院，举办“映书大会”，邀请 日 

本官员、军人、居留民和 日伪政府要员 、机关职员、 

各级学校及北 馆附属 日语班学生约 5，000人赴 

会。该馆利用影像介绍 《娘娘庙祭》、《吉林庙 

祭》、《岚山》、《现代 日本》(四卷)、《悦 允》 

(十卷)等书籍。前二者歌颂“日本提携与王道政 

治下满洲 国民众 之幸福生活”；后者介绍 日本 自 

然风光、产业 、教育 、国防及 民俗 风情。⑥ 该 馆藉 

此活动“慰问皇军”，同时向北平 民众介 绍现代 日 

本及其风土 民情 ，⑦灌输 日本殖民奴役思想 ，其侵 

略本质昭然若揭。翌年 12月 10～15日，北馆租 

用北平 中央公园举办“日本 中小学生儿童书画展 

览会”和“日本生活风景写真展览 会”，共展出 日 

本风景风俗关系书 309种 、日语书籍 138种 、日本 

文学翻译书 131种 、书画 915种、照片 346种 、其 

他参考 图书 578种。⑧ 此 次展览会 ，旨在增进 北 

平民众的亲 日意识 和对 El情感 ，其 主题在 于“对 

中国大众宣传日本的现代教育、日本的风物与生 

活 ，深化 中国人对 El本知识 的理解和对 El本的亲 

和感”⑨。1942年 12月 6～11日，北 馆利用 王府 

井大街本馆大厅复举办 “大东亚 战争一周年纪念 

展览会”，所展 出书籍分为“大东亚共荣 圈总记”、 

“大东 亚经 济 ”、“大东 亚 地 政 学 ”、“大东 亚 民 

族”、“大东 亚文化”、“跃进 日本发展史 ”、“欧美 

东亚政 策史 ”、“大东 亚 医学卫 生”、“大东 亚 战 

争——文学”、“大东亚战记”、“大南洋 圈总记”等 

29类 、450本 书籍 。⑩ 北馆利用 此次展览 会大肆 

美化 日本所谓 “大东亚 战争 ”，甚而将 其宣 传为 

“亚洲救世主”，竟以反抗欧美殖 民统治之亚洲领 

袖 自居 ，实为侵略 中国和亚洲其他 国家 的罪魁祸 

①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目录，1937年创刊号。 

② 北京近代科学因害馆：《北京近代科学囡言馆概况》，第 44页。 

③ 《本馆编纂 日文教科害使用 现状》，《害渗》，昭和 13年(1938)8月号，第7页。 

④ 《一迥年 念事柴赧告》，《北平近代科学因耆馆阴保雄件 第三卷》， 丁雁史资料七5-"夕一、 7了’L，、／灭57 
一

卜：B05016008800，外 耪省外交史料昭藏 。 

⑤ 《寄赠因耆鞭告 昭和十三年八月》， 庭史资料七、／夕一、L，7 7， 、／灭了一 F：B05016009800，外磅省外交 

史料昭藏 。 

⑥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7年第 3号，第 105页。 

⑦ 《一迥年 念事柴鞭告》，《北平近代科学因耆馆 保雅件 第三卷》， 7，雁史资料七5-"夕一、 7丁L， 叉j 
一 卜：B05016008800，外耪省外交 史料馆藏 。 

⑧ 《 念展览会》，《害渗》，昭和 14年(1939)1月号，第 3页。 

⑨ 《 念展览会》，《耆渗》，昭和 14年(1939)1月号，第 2页。 

⑩ 北京近代科学因耆馆：《大束亚戟争一周年 念：大束亚 傈囡害资料展览会隙列 目绿》，昭和 17年(1942)12 

月 日文原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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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为掩饰侵华罪行、宣扬殖民统治，北馆又陆续 

举办“日本艺术写真展览会”、“北支蒙疆全貌展 

览会”等类似的活动。 

六是推广 日语教育。1937年 9月，北馆开设 

临时日语讲座，开始向北平民众施以日语教育。 

此后 日语学习人数激增，该馆又组织 日语初级班、 

中级班、高级班和补充讲座，其教员多由北馆职员 

充任，教材亦由其编篡，至 1938年底各班卒业生 

达555名。① 出现此种“盛况”，一方面与北馆诱 

导、鼓吹有关，欲彻底奴役、控制中国人民，必先消 

灭其语言文化，最终由日语取代；另一方面，沦陷 

区人民为谋生计被迫学习日语，“被占领国的市 

民学习占领国语言，是一种有效的生活手段”②。 

从学员出身看，青年学生为重点诱导对象，据北馆 

统计 1938年3月初级班和中级班 189名学员，其 

中学生 132名，占总数的69．8％；文化教育人士 

24名，占总数的 12．7％；商界人士 14名，占总数 

的7．4％。③ 由此窥知，北馆 日语班有意加大了对 

学生的宣传和蛊惑。次年 9月，外务省补给北馆 

6，000元开设 日语师范科。其科 目设有修身、讲 

读、会话、音声学、文法、翻译、作文、习字、中国古 

文选读、日本文化史、言语、教育、日本事情、体育、 

音乐等科。教员来自中日文化教育界人士，日方 

有北京大学讲师伊藤千春，早稻田大学研究员栗 

田直躬，女子师范教授永岛荣一郎，北平中央广播 

电台嘱托岛村义雄、挎田克己，驻华日本宪兵教官 

满石荣藏，北馆职员菊池租、安田正明、吉野裕；中 

方则有国立师范学院文科主任钱稻孙、教育长苏 

民生，北京大学日语教员张我军，女子师范讲师尤 

炳圻、沈启元等人。④ 开设师范科，旨在培养大批 

中国籍 日语教员，为扩张日语教育提供教学人才； 

更为甚者在于加强对华 日本文化介绍与渗透 ，进 

而培植大量“日支 民族提携 的楔子 ”。⑤ 此后 ，北 

馆又多次组织 日语研究会、日本音乐讲座等活动， 

加强对沦陷区民众的日语训练。 

经过山室等人的一番“革新”，北馆发展得以 

复苏、好转，其业务 日趋扩张，已然超越单纯图书 

馆业务，并向其他社会文化方面渗透；其规模亦不 

断扩大，1938年成立西城分馆、1939年开设西城 

儿童阅览室和北城阅览所；读者人数和阅览图书 

量亦是稳步上升，1936年 12月一1937年 11月读 

者总数 12，711人、阅览书籍 6，947册，1937年 12 

月～1938年 11月读者总数 39，352人、阅览书籍 

37，315册 ，1938年 12月一l939年 11月读者总数 

33，553人、阅览书籍 31，157册，读者人数和借阅 

册数较开馆初期均增长一大半。⑥ 北馆能够复 

苏，固然与山室等人努力活动有关，另外则与日本 

当局在北平实施高压统治有关，华北政局相较事 

变之前“平和”，各种反 日进步力量暂时转入敌后 

地下 ，北馆利用此“契机”不断扩张其业务。尽管 

北馆采取诸多措施，以招睐更多读者，缓解北平民 

众的排拒情绪 ，促 进所谓 的“Et支亲善”。然 而， 

在日军血腥统治之下的华北，北馆欲建构中日友 

善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 

三、日本当局的管控 

其一，加强对北馆的经费操纵。北馆成立初 

期由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主管，其运营经费亦 

由该部从“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助成金”中拨 

付。⑦ 1936年，外务省补给该馆助成金 60，000 

元，1937年补给 60，000元，1938年补给 140，O00 

元，1939年以后转由兴亚院主管，山室申请其补 

给达 279，400元。⑧ 日本 当局对北馆补给力度 日 

① 《北京因害馆 日螽学校学级担任者避任鞭告 昭和十四年一月》，《北平近代科学因青馆阴保雄件 第四卷》，了， 

7'雁史资料七 ’／少一、 7 7’L／、／灭--／一 F：B05016011400，外磅省外交史料储藏。 

② 山根幸夫：《束方文化事柴 雁史：昭和前期6：括c于弓日中文化交流》，第 168页。 

③ 《日捂基磋鞲座第二期阴耩 昭和十三年四月》，《北平近代科学因音馆阴保雅件 第三卷》，7’ 7，雁史资料七 ’／ 

夕一、 7 7， ’／天j— I-"：B050160090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④ 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北平近代科学图书馆馆刊》，1938年第 5号，第 145—146页。 

⑤ 《北京因害锫 日捂学校鲕筢科新毅助成 昭和十二年十月》，《北平近代科学因耆馆弱保雄件 第四卷》，7， 7’雁 

史资料七’／少一、 7 7， 、／叉j— F：B050160103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⑥ 北京近代科学因音甜 ：《北京近代科学因青鲔概况》，第 18—2O页。 

⑦ 按，1923年 3月，日本第46届国会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案》，决定退还部分庚款，补助“帝国(日本) 

在中国实行的教育、学艺、卫生、救恤及其他文化助长等相关事业；帝国侨居中国的本邦人民的前述相同事业；帝国在中 

国进行的相关学术研究事业”(参考《对支文化事棠特别会针法阴傈保约拔粹及勒令韭清国傍金债券》，《柬方文化事柴 

部阴保会静雄件 第一卷》，7， 7’雁史资料七 、／夕一、 7 7'L／’／天22～ I-"：B050150626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⑧ 资料来源：《北平近代科学因耆赔盟保雄件／经费弱保》第一、二卷 ，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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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加大，其控制力度亦是不断增强。外务省严格 

限定此 种补给使用 范 围：“1．图书馆 的经 营 ；2． 

北京西城 口语讲 习所兼新 闻杂志阅览 处的经 营； 

3．适于介绍 日本近代科学之图书购人、收藏及公 

开阅览；4．举办以普及13本科学知识为 目的之讲 

演会 、电影会等 ；5．其他外务 大臣认为之必要事 

项 。”①并规定北馆 助成金及其他收 入金 ，必须经 

由北平日本大使馆参事官指定银行以图书馆名义 

存款 ；每年必须向外务大 臣提交助成金收支 出纳 

统计簿、收支结算书及财产目录；助成金购人设备 

及 图书的处理应预先得 到外务大 臣之许可 ，外务 

大臣随时派遣官员对该馆收支结算及经营实况进 

行鉴查 ；如违反外务省之命令 ，将立即停付并收缴 

全部助成金 。 

其二 ，强化对北馆的业务监控 。图书馆 的经 

营 、图书选购及其 内外官厅交 涉必须遵照外务大 

臣与北平 日本 大使 馆首席书记官之指示 ：“图书 

馆馆长、主任、司书、庶务及会计系主任之任免须 

经外务大臣承认 许可。”②图书馆规程 、经营方针 

的制定改废必须预先通过外务大臣批准；图书馆 

出版物必须经过外务大臣及北平 日本总领事审 

核 ；定期 向外务大臣及 北平 日本总领事提交事业 

概况报告书 、事业成绩报告书 ，汇报该馆 的运营状 

况 ，尤其是阅览室 的利用情况。因此北馆对入馆 

者做 了详细调查和统计 ，包括 图书馆每月阅览者 

数、阅览者分类数、借阅图书种类数与该馆日语学 

习班授业状况。 日本政府欲通过此类调查 ，详 细 

了解人馆者特别是 中国读者人数、阅读 目的、出身 

职业 、阅读书籍种类及 日语普及态势 。 

以 1940年 5月北馆本馆为例，读者国籍统 

计 ：是月读者总数 2，383人 ，含 中国 1，329人 、13 

本 1，053人、其他国1人；读者职业统计 ：学生 1， 

142人、商界 241人、学界 144人 、政界 69人、医界 

33人 、报界 13人 、其他 741人 ；借阅方式统计 ：借 

阅书籍总计 1，770册 ，其中馆内阅览 1，498册 ，借 

出阅览 272册 ；借 书种类 统计 ：文学 及语 学 428 

册 、总记 305册、法制经济 178册 、自然科学 174 

册 、医学 168册 、历史科学 132册 、艺术 108册 、精 

神科学 97册、产业 96册 、工业 84册。⑧ 分析此统 

计 ，其时读者总数较开馆初期明显增多 ，中日读者 

人数并无太大差距 ，战时北平涌人大批 日本居 留 

民，日本人读者由是增加。从读者职业看 ，学生人 

数最多 ，几近于总人数之一半 ，北馆显然加大了对 

青年学生的宣传和招揽；其次为其他人士，此群体 

大多应为青年学生 ，故未记载确切职业 ；其后为商 

业、学界人士。从借阅方式看，大多数读者选择馆 

内阅读 ，这应与战时北平之情势有关 ，不少读者出 

于安全考量而避入图书馆 ，为防止“危险分子”侵 

袭 ，北馆曾动用大量警 力甚至宪兵 ，以“保护 ”读 

者安全。从借 书种类可窥 知北平市 民之阅读取 

向 ，文学与语言类书籍最受青睐 ，日语学习热当为 

主要动因；人文科学与 自然科学书籍阅读数趋平 ， 

而非此前专注于 自然科学。 

其三，北馆各项工作必须紧密配合 13本侵华 

国策。 日本吞并东北后 ，又加紧谋划华北独立 ，妄 

图将其变成“第二满洲国”。13本当局直言不讳 

道 ：“北支处理着 眼于 ，援助其实现 以北支 民众为 

主的分治政体，将该地建成坚定的防共亲 13满地 

带 ，并于此处获取 国防资源 (铁 、煤、盐 等)、扩建 

交通设施，以防备苏俄侵袭，实现日满支三国提携 

共助。”④为配合此种侵华国策、顺应战时需求，外 

务省 随后出台“新规事业”，加紧掠夺华北各种 资 

源。中 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日本 “对支文化事业” 

侵略本质更是暴露无遗 ，外务省大肆鼓 吹其文化 

政策，“旨在推进新东亚建设，实现东洋民族 自觉 

和东洋道德复活的要求”。美化其侵华战争 ，“圣 

战的精神在于实现包括全支那民众的东洋民族之 

道德复归 ，此亦为我对支文化工作之主要 目标 ，日 

本负有教导者 的任务，即引导东洋民族 向新东亚 

建设进军”⑧。日本当局非常重视其在华北的“文 

化事业”，企图将其改造成 日本推进“新东亚建 

设”之前 哨。鉴 于华北 民众反 13排 日情绪高涨 ， 

日本欲通过援建各项文化事业 、举办各种文化活 

① 《十三年度助成》，《北平近代科学园耆馆阴保雄件／经费阴保 第二卷》，丁 7，雁史资料七 夕一、L／7了’ 、／ 

灭j一 卜：B05016014200，外耢省外交史料铭藏。 

② 《命令害》，《北平近代科学因耆馆 保雅件／经费阴保 第二卷》，7， 雁史资料七、／夕一、 7了， 、／灭 了一 

卜：B050160132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 

③ 《阴览统 》，《齑渗》，昭和 15年(1940)6月号，第 5页。 

④ 岛田俊彦、稻菜正夫编：《日中戟争》，现代史资料(八)，束京 ： 寸守軎房，1964年版，第 368页。 

⑤ 《昭和十六年中》，《上海近代科学囡害馆弱保雅件 第三卷》，7， 雁史资料七、／夕一、 7丁 5-"灭57一 ： 

B05016003200，外耪省外交史料馆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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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从思想上麻痹、消泯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和民 

族感情，进而巩固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殖民统 

治。而北馆日益沦为 日本当局实现此种“使命” 

的重要机构，日本当局因此极力资助北馆推广日 

语教育、举办各种展览会、电影会、音乐会等活动， 

通过此种现实的、大众的日本文化介绍，彻底“矫 

正”北平民众以往的排 日观，“保持北支民众平战 

两时之亲 日态度”。该馆也正是基于此种“政治 

动机”，加紧在北平宣传 Et本文化和精神，以增进 

北平市民的亲日意识。其时北平大多进步人士并 

未受其误导、蛊惑，相反对该馆的文化侵略行径进 

行了坚决反击和抵制，例如 1938年 6月，北馆本 

馆和西城分馆同时遭遇人为纵火，火灾损失达 

750元，①此后该馆只得雇佣警察宪兵全面加强对 

人馆者的监控，其直接后果是影响到读者人数。 

北馆失火的同时，中原公司、美松食堂百货商场等 

日系企业 均遭 遇不 明火灾。“此次纵火事件 ，仍 

为中国人组织抗日运动之一环，以动摇北京民心， 

牵绊 日本对支文化工作。”②抗 日战争胜利后，北 

馆终为国民政府强制解散，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言研究所成立“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接收北平 

东方文化研究所及近代科学图书馆书籍。③ 新中 

国成立后，北馆图书复由人民政府接管，现存于中 

国科学院图书馆。 

四、结语 

日本通过野蛮侵略战争掠夺中国大片领土， 

然而如何维持其占领区的殖民统治，消泯沦陷区 

民众反抗情绪和民族意识，此种“使命”往往由外 

务省利用其在华文化机构负责实施，这些机构成 

立后，加紧在沦陷区宣传日本近代文明、殖民统治 

的“优越性”，极力推广殖民奴化教育，实施所谓 

“宣抚工作”，辅助 日本当局政治、军事进攻，藉此 

实现政治、军事和文化侵略三位一体、环环相扣， 

以维系 日本在沦陷区的殖 民统治。 日本外务省所 

设北馆 ，恰好还原 了这段历史本相。抗战时期 ，北 

馆以推广日本近代科学、发展在华图书馆事业为 

幌子，通过各种渠道加紧在华北的文化侵略与渗 

透，譬如重视选购书籍、迎合北平市民的阅读取 

向；调整人事与管理，全面推进图书馆业务的革 

新 ，以吸引更多中国读者 ；发行馆刊月报和 日语教 

材，极力宣传 日本文化、推广 Et语教育；创设外借 

文库 ，加强与其他 图书馆之 间的“提携 联络”，并 

满足 日本“皇军”之阅读需求；举办各种展览会 ， 

美化其“大东亚战争”，宣传殖民统治思想，增进 

北平民众对日本的“理解与认同”；开设各种 Et语 

班，培植“Et中亲善之楔子”。此种文化渗透模 

式，与同期外务省在上海所设图书馆达到惊人的 

相似与契合，④表面上二馆在打破图书馆闭塞状 

态和单一运营模式方面做出诸多努力和尝试，为 

当地民众提供各种服务和便利 ，实则通过这种方 

式宣传 日本殖民奴役思想、消泯沦陷区民众的民 

族反抗意识，维系和巩固日本在中国的殖民统治， 

从而证实日本在华图书馆绝非纯粹的文化服务机 

构，而是日本在华实施文化侵略与渗透的重要据 

点。尤其日本当局在经费上、管理上严密操纵二 

馆，使其各项业务不得不全面配合日本侵华国策， 

图书馆最终不可避免沦为 日本当局侵略、控制沦 

陷区的重要机构。诚 如美 国学者任达所 言 ：“Et 

本和中国打交道时，为使中国依附日本，运用两面 

开弓的战略 ，一面是军事 的，另一面是非军事的。 

每一面各有不同的演员，甚少重叠。”⑤而 日本当 

局利用北馆在华北进行的文化侵略，正是扮演了 

此种非军事渗透角色，其本质仍是为日本彻底征 

服中国而服务 。 

(责任编辑 ：仲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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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上海 日本近代科学图书馆文化侵略与渗透模式，具体可参见石嘉：《抗战时期 日本在上海的文化侵略——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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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美]任达：《新政革命与日本》，李仲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 28页。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