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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图书馆学教育家、图书馆管理专家, 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教授皮高品先生因
病医治无效, 不幸于 1998 年 3 月 1 日 20 时 30 分在哈尔滨逝世, 享年 98 岁。
皮高品先生, 湖北嘉鱼人, 1900 年 9 月 9 日出生于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 自幼聪颖好学, 靠母亲借债读完
大学。1925 年, 毕业于武昌文华大学文科及图书科, 旋任天津南开大学图书馆主任。1926 年后, 分别担任过齐
鲁大学图书馆主任、燕京大学图书馆编目主任、青岛大学图书馆主任等职。30 年代初, 回到武昌文华图书馆学
专科学校担任教职, 并对图书馆图书分类法进行研究, 发表《中国图书馆应用分类法》等文。 1934 年, 出版中
英文对照《中国十进分类法》一书, 约 100 万言。奠定了他在图书分类法研究上的学术地位。抗日战争期间, 皮
高品先生继续担任文华图专教职。 抗战胜利后, 任浙江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英士大学教授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皮高品先生热烈拥护新中国的诞生, 潜心于研究中国图书分类法并应用于图
书馆工作中。 1950 年, 发表了《中国十进分类法简表》
。 1953 年, 在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 主要从事《图
书分类法》和《中国图书史》教学, 对新的图书分类法编制原理和标记制度等发表了不少见解。1956 年, 应聘
任文化部和北京图书馆《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编撰组长、顾问等职。 近半个世纪来, 皮高品先生在
图书分类学研究上涉及图书分类法基本理论、图书分类法编制和使用, 中外图书分类法的比较研究等问
题, 具有广泛影响。而他在中国图书史研究上也卓有建树, 形成独到的风格和观点。1986 年 11 月退休以后,
皮高品先生仍笔耕不辍, 广泛涉足图书馆学各个领域, 出版了《中国历代名著名家评介》一书, 80 万言。1996
年 9 月, 武汉大学主办召开信息资源与社会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 皮高品教授提供一篇《论市场经济体制
下图书馆的改革》的文章, 令与会学者惊叹和佩服。
皮高品先生出身贫苦, 对旧社会有深切的感受和了解, 能做到洁身自好, 潜心于教学和图书馆工作的
职务, 是一个热爱祖国的正直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后, 皮高品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
度,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并坚持以唯物辩证法理论应用于教学和研究中, 就是在一段时期遭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也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在近 70 岁高龄时, 仍然和其他师生一起参加劳动, 作教育改
革的调查, 并对一些不正常做法进行抵制, 表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十分可贵的品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 皮高品先生坚持学习党的理论,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 拥护社会主义道路, 并用积极工作、多出成果的行
动, 参加学校的教育改革, 培养人才。皮高品先生以一个普通教师的身份, 投身于社会主义新的时期改革开
放的事业, 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皮高品先生在学术上是一代宗师, 是我国图书分类学研究的大家, 皮高品先生最为可贵的学术风格是
努力追求, 矢志不移, 当认为是正确的就坚持, 有压力也不动摇, 如他在建立图书分类法的基本序列所坚持
的“四分法”, 就是经受了 1958 年“拔白旗”运动的影响, 仍然毫不动摇的加以坚持, 这种治学精神是值得我
们学习和发扬的。皮高品先生在学术上能做到不断了解和掌握国内外同行的研究动向, 一直充分地利用图
书馆, 他 90 岁高龄常到图书馆、资料室查考图书资料, 激励着青年师生的学习与研究。 皮高品先生学术研
究上还具有探求真理、勇于讨论的精神, 他不断与国内同行专家讨论切磋, 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对
于国外如前苏联、美国的各种大型图书分类法, 也是系统深入地研究, 并以专文批评的形式表示自己的看
法。这些研究和评论图书分类法的文章, 共约 100 多万字, 汇编成《图书分类法评论选集》, 成为我国图书分
类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成果, 也是我国图书馆学的重要财富。
皮高品先生的另一重要学术成果是《中国历代名著名家评介》的巨著, 这部 80 万言的学术著作, 涉及了
我国历代反映时代精神的文化典籍, 包括哲学、文学、史学、医学、农学等方面, 同时还对“五四”运动时期影响
我国新文学文化的欧洲名著名家也加以评介。这部巨著倾注了皮高品先生一生的研究心血, 既分析了历代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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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历史价值, 而且对各种研究观点进行剖析与评论, 指出某些观点的正误, 补充某些论证之不足, 观点明
确, 论证精辟。 而他的《中国图书史纲》, 是从特有角度研究中国图书发展的专门著作, 独树一帜, 别开生面。
皮高品先生是一位严谨治学, 成果卓著的著名学者和导师。 他忠于教育事业, 凡是讲课必事先撰写讲
稿, 印出讲义, 亲自授课, 他在讲课中语言简洁、明确、逻辑性强、知识面广, 深受学生欢迎。特别是他在教学
中, 坚持真理、认真负责的精神是有口皆碑的, 任何讲情面都是行不通的。 表现了一个教师为教育献身、为
培养人才尽职尽责的高尚品德和敬业精神。
皮高品先生虽然离开了我们, 但他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和图书馆学教育的贡献是永存的, 他的敬业精神
和高尚品德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鲜明立杨; 学习他认
真学习理论、坚持用先进思想指导自己的研究和教学, 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 学习他在学术研
究中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为学术贡献一生、奋斗一生, 忠诚教育事业的高贵品格; 学习他严于律已, 甘
于清贫, 积极工作、努力奉献的思想情操。 皮高品先生的这些精神和品格, 他的学术成果和治学方法, 过去
曾经教育和培养了一代一代的学生, 造就了一代一代的图书馆工作者和学者, 今后, 这些精神财富将会影
响久远, 代代相传。
我们悼念皮高品先生, 要化悲痛为力量, 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 深化教学改革, 努力提高教学质
量, 为培养造就大批合格的人才作出应有的贡献!
皮高品先生生前嘱咐: 丧事从简, 不开追悼会。
皮高品先生安息吧!
皮高品先生治丧委员会
1998 年 3 月 3 日

1998 年文献网络资源开发与建设学术研讨会征文
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情报源开发利用专业委

势和其他研究成果。

员会、中国科学院网上文献信息共享系统工程部、中

12. 网络应用对工作人员素质的要求。

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发展部、
《现代图书情报

二、征文要求

技术》编 辑 部、
《图 书 情 报 工 作 动 态》编 辑 部 将 于

1. 征文截止日期为 1998 年 6 月 30 日 ( 以邮戳

1998 年 9 月在安徽省黄山联合举办“文献信息资源

为准) 。

建设与网络资源开发”学术研讨会。特向广大文献情
报工作者征集论文。
一、会议征文范围

2. 应征论文要求主题明确、论据充分、联系实

际、文字通顺。 请用 400 字稿纸抄写或计算机打印,
并提供文本格式的软盘稿。 请自留底稿。

1. 文献网络资源建设的理论方法研究;

3. 来稿请按如下顺序: ①标题; ②作者姓名; ③作

2. 网络应用技术的开发与管理;

者所在单位, 城市, 邮码; ④中英文摘要, 关键词, 英文

3. 网络资源的开发模式、系统及建设方案;

题录, 作者单位; ⑤正文限 6000 字以内; ⑥参考文献。

4. 文献网上数据的规范与标准;

三、注意事项

5. 信息资源布局与数据库建设;

1. 来稿请寄: 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 8 号《图

6. 电子出版物开发与服务;

书情报工作动态》编辑部 ( 邮编 10080 ) , 并在信封上

7. In ternet 网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注明“征文”
。

8. 信息资源网络环境下的维护和保护;
9. 有中国特色的电子图书馆模式;

2. 来稿一经入选, 即发录用通知, 优秀稿件将

在上述刊物或增刊上发表。

10. 多媒体技术与图书馆自动化系统的应用与

服务;
11. 网上资源开发与建设的国际、国内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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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会议的具体时间、地点等事宜将另行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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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科技文献数据库的成功之路
——记重庆维普资讯公司
从六十年代开始, 国家科委西南信息中心就以拥有丰富的科技文献资源而闻名全国。 随着
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 开发和利用这些宝贵的信息资源, 为科研和生产服务, 成为
西南信息中心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心领导首先瞄准了科研工作者利用率最高的中文科技期刊和
信息报道最快捷的报纸。经广泛深入的调查论证, 中心组织近百人的技术队伍, 先后在八九年和
九二年建成了“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和“中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
, 并分别荣获九二年国家科
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九三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数据库建设仅靠日益捉襟见肘的事业经费来维持无异于杯水车薪, 唯一的出路在于找到一
片可以让它自行吸取养分, 并成长壮大的土壤。这片土壤无疑就是市场。本着走信息产业化道路
的宗旨, 西南信息中心在原有技术力量的基础上, 广揽贤才, 于九三年成立了隶属于中心的重庆
维普资讯公司, 开创性地实现了对数据库开发、生产、销售和服务, 进行规范的公司化管理。如今
维普公司已发展成为拥有多个大型综合性数据库, 一千多家用户, 年销售额超过三百万元的专
业化数据公司。
在信息服务业中脱颖而出的重庆维普资讯公司, 成功经验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突出数据库产品特色和规模。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期刊 6069 种, 包括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所有类目以及经济、
教育、图书情报等社会科学类目, 至 97 年累计文献量 250 万篇, 数据容量 800M B , 已成为国内该
领域最具权威的数据库, 广泛应用于科技文献检索, 课题立项查新等领域;
“中国科技经济新闻数据库”是适应当前社会对技术、经济和市场信息的迫切需求而开发的
综合性事实型数据库, 其信息源包括 500 多种报纸, 200 种内部信息刊物以及 6000 余种科技期
刊, 目前累计数据量 50 余万条, 容量达 330M B;
“计算机应用文献数据库”
精选国内外 4000 多种期刊、会议录、汇编、专著和报告中有关计算
机在工程技术、事务管理等领域中应用的文献, 累计文献量 5 万篇, 数据容量 110M B;
以上数据库均以 CD 2ROM 光盘方式发行, 每季度更新一次。
二、不断提高数据质量, 完善检索功能。 公司曾两度组织专门力量, 对全部数据进行修订整
理, 并抽调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 编制了机读同义词表和分类——主题词表, 同时广泛收集用户
意见, 对检索软件进行了多次改版, 以适应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要求。这些工作大大提高了数据库
的检索效率, 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客户的要求。
三、加强内部管理。 从期刊采编、标引、录入、质检、制盘, 到销售以及售后服务, 都有严格的进
度控制和质量控制标准, 保证了公司以市场为导向、以用户需求为目标的经营活动的有效开展。
四、注重市场开发。 公司对市场部采用目标管理办法, 几年来, 销售人员专访了三十个省市
的数千家单位, 公司销售额以每年 50% 的速度增长。
五、做好售后服务工作。自九二年开始向用户提供复印一次文献服务以来, 公司已为 874 家
单位复印文献 24075 篇, 计 95457 页。 此项工作方便了读者, 也为公司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
维普公司正是经过上述几方面不懈努力, 才取得了今日的业绩。 随着信息时代的脚步日渐
走近, 面临更多竞争与机遇的维普人, 已开始着手西文题录数据库等多个项目的开发, 使公司逐
步走上多元化发展的道路, 成为信息资源领域当之无愧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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