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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书刊出版数量研究综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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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文章通过对民国时期出版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式的汇总，旨在更系统、全面

地了解民国时期出版的基本情况，从中窥探该时期文献的总体体量和格局，为民国时期知识的流动和发

展情况的考察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方法 / 过程］以民国时期出版的数据为中心，综合以往的相关研究，

梳理民国时期书刊的总体及具体类型的出版数据。［结果 / 结论］据本研究的估算，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数

量已超过 20 万种，其中丛书近 6000 种，而期刊出版量也在 2.5 万种左右。在各类型主要出版物当中，译

著的出版数量至少 5300 种，古籍出版总数约 2.6 万种，文学著述约 1.5 万种，科学著述近 1.2 万种，中小

学教材约 3500 种，革命文献 6000 种左右，连环画 1.4 万种以上，方志至少 1200 种，政府出版物至少 1

万种，各省政府的官报发行总量有 10.1 万期以上，还有 10 余种连续发行的统计资料和 400 种左右的年鉴，

这些数据一定程度上还原了民国时期出版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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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民国时期出版的书刊数量一直是民国研究中重要而又较具争议性的问题，许多研究的统计数

据都存在出入。目前国内已有很多研究对民国时期书刊出版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和探讨，诸多学者

利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数据源对民国时期书刊出版数量进行了估算或统计。这些估算或统

计中蕴含着大量有关民国时期出版情况的具体数据，包括图书和期刊的数量、不同出版社的出版

数据、各类型图书的比例和分布等，能够直观地展现出当时的出版情况和发展趋势。尽管由于统

计对象、来源以及方法等方面的不同，这些数据普遍存在差异，但它们仍然能够帮助我们形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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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文献体量和格局的总体了解。

为了预估民国时期广东藏书的规模，“广东古代藏书与近代图书馆史料整理与研究”课题组

对现有论著中出现的数据进行整合及对比分析，考虑到这一工作可能存在的普遍价值，因此另成

此文。在课题组负责人肖鹏副教授的指导下，作者们根据《中国出版史》《民国时期总书目》《中

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出版史研究》等图书以及其他相关研究，对目前民国出版研究中所涉及的

数据进行了汇总。需要说明的是，文章并未对这些来源数据进行检验，而是试图从综述的角度，

忠实地反映当前学界的研究情况。

1 民国时期书刊出版总体数据   

书刊在民国时期出版物中占据主导地位，有大量研究从总体上对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情况进行

探讨。这些研究不止关注了书刊的出版总数，也对出版机构、出版地域、出版类型等方面的数据

进行统计分析，呈现出较为完整的民国时期书刊出版的总体面貌。以下将对其中的相关数据进行

总结。

1.1 图书

图书是最主要的出版物之一，民国时期的图书出版数据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一时期整

体的出版情况乃至文化发展情况。目前有关图书出版总数的统计主要来源于编制的民国时期书

目和民国时期文献数据库的相关数据。综合书目和数据库的统计数据，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数量

应当在 20 万种以上。从编制的书目来看，20 世纪 90 年代，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以及重

庆图书馆编制的《民国时期总书目》（不包括期刊），收录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中文平、精装书总

计约 124000 余种［1］；上海师范大学发布的《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报告 2015》显示，民国

时期出版的中文图书达 12 余万种［2］。从数据库的统计来看，“中国历史文献总库”中的民国图

书数据库以《民国总书目》为依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漏补缺，截止到 2019 年已经收录了

20 万种图书，超过《民国时期总书目》著录的 12 万种［3］。此外，国家图书馆开发的“民国时

期文献联合目录”平台，到 2017 年已汇聚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南京图书馆、重庆图书

馆等 22 家民国时期文献普查成员馆的民国时期图书数据 30 余万条［4］。“瀚文民国书库”数据

库收集了 1900 年至 1949 年间出版的图书约 8 万余种、12 万余册［5］。“民国文献大全数据库”

收录了民国图书逾 18 万册［6］。

除了对出版总数的直接统计，部分学者所研究和统计的出版机构和出版类型等方面的数据也

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数据的归纳提供了有效的补充。在出版机构方面，民国时期出现了大量的图

书出版机构和个人出版实体，多达 1 万家［7］138，包括了许多著名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

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开明书店更是其中的龙头机构，它们所出版的图书在民国时期图书总数中

占很大的比重。此前很多研究对著名出版机构的出版情况单独进行了分析。例如，谢灼华的《中

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提到，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1 年至 1950 年上半年出版图书共计 7177 种［8］；

而根据吴永贵的《中国出版史》的统计，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以出版教科书、译著、工具书和古

籍丛书为主，总计出版图书 14885 种，中华书局在此期间共出书 5908 种、12702 册［7］148-153。

1 民国时期书刊出版总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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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出版的图书覆盖了很多学科和类型。《民国时期总书目》将图书按学科分 20 卷，分

别是：哲学·心理学、宗教、社会科学总类、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科学、艺术、教

育体育、中小学教材、语言文字、中国文学、世界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农

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和综合性图书。各出版机构也会有其重点出版的图书类型。以商

务印书馆为例，其出版的图书类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分别是：教科书类、外国名著和小说类、

中国经典著作类［9］80。而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类型基本可以分为四类，分别是：教科书 / 教育图

书、学术图书、辞书、古籍［10］。图书类型众多，各类则有多有少。有学者对《民国时期总书目》

进行调查，发现该书目中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占比较大，其中政治法律类图书 19065 种，占比

15.37%；经济类图书 16034 种，占比 12.92%；文学类图书 21023 种，占比 16.95%；而自然科学

只有 3865 种，占比 3.12%［11］。

另外，作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的主要形式之一，丛书出版的数据也值得关注。随着社会对

丛书出版需求的加大以及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民国时期有许多图书以丛书形式出版。1998 年，

石洪运从《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收录的 2797 种丛书中，统计出民国印本有 700 多

种，即收录的现存古籍丛书里，每 4 种之中就会有 1 种民国丛书［12］。贾鸿雁根据《中国丛书综

录》及其《补正》以及《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进行不完全统计得出，民国时期丛书的出版数量

当在 6400 种以上，其中可考确切年份的丛书有近 6000 种，具体分布情况如表 1 所示［13］。从表

1 可以看出，1936 年以前，民国时期的丛书出版数量总体呈增长趋势，1936 年丛书出版数量多

达 320 种，达到民国出版史上的最高峰；1937 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丛书出版数量下降；抗战胜

利后的几年内出版数量有所回升；而到了 1949 年，由于国内政治局势动荡，丛书出版数量再次

急剧下降。

表 1 民国时期历年丛书出版种数

年份 数量（种） 年份 数量（种） 年份 数量（种）

1912 13 1925 122 1938 221

1913 20 1926 106 1939 234

1914 23 1927 118 1940 269

1915 41 1928 168 1941 260

1916 28 1929 233 1942 197

1917 29 1930 213 1943 207

1918 30 1931 192 1944 217

1919 31 1932 172 1945 180

1920 37 1933 288 1946 269

1921 54 1934 233 1947 313

1922 64 1935 261 1948 292

1923 71 1936 320 1949 185

1924 74 1937 236 未详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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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期刊①

期刊在民国时期具有重要的地位。基于《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其他数据库和研究

的统计，同时考虑到部分期刊的遗漏和缺失，本文估计民国时期的期刊出版总数达 2.5 万种左右。

在相关研究方面，邓集田对晚清民国时期我国历年创刊的中文期刊种数情况进行整理，结果如表

2［14］所示。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期刊出版量总体是增长的，总量达 22919 种，期刊数量的显著

增长集中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15］。此外，一些期

刊目录和数据库也对民国时期的期刊进行了统计和收录。期刊目录方面，《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

录》（1833~1949）著录了全国 50 所图书馆所藏这一时期国内外出版的中文期刊近 2 万种，《中国

近代期刊篇目汇录》著录了 1912~1918 年国内出版期刊 238 种，《全国解放前革命期刊联合目录》

收录了 1919~1949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个历史阶段出版的刊物 1658 种［16］，刘民钢、蔡迎春

所著的《民国文献整理与研究发展报告 2015》指出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达 2 万多种［17］。在数据

库方面，《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计划收录民国时期出版的期刊达 2.5 万余种［18］；CADAL 的

民国期刊库收录了民国时期期刊逾 2 万种［6］；《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也收录了清末自期刊出

现以来至 1949 年中国出版的 7000 余种期刊［19］。

表 2 民国时期历年中文期刊创刊数量

年份 数量（种） 年份 数量（种） 年份 数量（种）

1912 113 1925 340 1938 793

1913 126 1926 425 1939 876

1914 114 1927 475 1940 870

1915 88 1928 709 1941 779

1916 68 1929 985 1942 602

1917 102 1930 836 1943 622

1918 89 1931 950 1944 476

1919 153 1932 1061 1945 679

1920 208 1933 1054 1946 1420

1921 197 1934 1033 1947 1369

1922 226 1935 983 1948 1023

1923 263 1936 1106 1949 417

1924 302 1937 987

在出版地域方面，民国时期期刊的出版多集中在上海、北京、南京、重庆、天津、广州等

地，这些城市是当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风向标，它们的出版数量在全国期刊出版总数中占很大

的比重。根据《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收集到的资料，民国时期北京地区的期刊出版总数至少

5800 种，上海近 1600 种，南京近 800 种，天津近 600 种，重庆近 400 种［20］。同时，某些地域

在特定领域的期刊出版中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以科技类期刊为例，晚清民国时期此类期刊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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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数排行前三名的地区依次为上海（565 种）、江苏（408 种）、四川（362 种），仅三地出版总数

便占全国出版量的 43%［21］。

2 具体类型的出版数据   

在了解图书和期刊的总体出版情况后，本文选取译著、教材、著述、古籍、革命文献、连环

画、方志、机构出版物这几类出版物的出版研究情况进行概述。这些类型的出版物在民国时期出

版业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能够较好地反映民国时期的出版情况和时代特征。

2.1 译著

民国时期是中国向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西学东渐使译著出版业逐渐兴盛起来。这

时期的译著出版业虽发展曲折，但总体呈正向趋势。根据 1945 年出版的《全国总书目》记

录的 1921~1940 年译著数据，加之其他研究的补充，民国时期共出版各学科译著至少 5300

种。出版机构普遍支持译著出版，涉及作品类型多样，表 3［22］为方梦之对各科目译著出版

数量的详细统计。可以看出，读者群体广泛的文学类书籍约占总量四分之一，为出版数量

最多的科目；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三类译著的占比也较大，其数量相加超过译

著总量的一半，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清到民国初、中期我国在学术思想、科学技术的引

进和传播方面呈新兴之势。

表 3 1921~1940 年各科目译著出版数量

科目 数量（种） 占比（%）

哲学 248 4.7

宗教 123 2.3

语言 40 0.8

文学 1462 27.6

艺术 51 1.0

史地 641 12.1

社会科学 1351 25.5

自然科学 771 14.6

应用科学 574 10.8

总录 38 0.7

总计 5299 100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译著中，翻译文学书籍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版数据能够一定

程度上反映出翻译书籍整体的出版情况。我国翻译文学书籍出版业兴起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据邓集田统计，在 1903 年，参与翻译文学书籍出版的机构已达 28 家，共出版翻译文学书籍 58

种，翻译文学出版业逐渐形成气候。在 1902~1949 年间，我国共出版翻译文学书籍 4617 种，占

2 具体类型的出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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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书籍的 32%。1911~1949 年，翻译文学书籍出版数量总计 4106 种，历年出版种数如表 4 所示，

分别在 1929 年、1936 年和 1948 年前后出现出版热潮［14］。另外《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外国文学》共收录翻译文学书籍 4404 种，其中亚洲文学 336 种，非洲文学 4 种，欧洲文学 3354

种，美洲文学 560 种，国别不明作品 150 种［23］。

表 4 民国时期历年翻译文学书籍出版种数

年份 数量（种） 年份 数量（种） 年份 数量（种）

1911 15 1925 53 1939 91

1912 9 1926 43 1940 102

1913 12 1927 67 1941 136

1914 31 1928 133 1942 119

1915 66 1929 179 1943 163

1916 47 1930 178 1944 171

1917 77 1931 130 1945 131

1918 41 1932 96 1946 199

1919 41 1933 166 1947 192

1920 36 1934 150 1948 206

1921 53 1935 145 1949 191

1922 40 1936 198 未详 77

1923 53 1937 158

1924 45 1938 66

此外，因民国时期译著出版数量和规模较为庞大，难以准确概述，本文选择民国时期较为

重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的翻译出版概况进行阐述，以此来反映民国时期翻译

图书出版情况。据资料统计，从 1920 年代到 1940 年代商务印书馆陆续编印的重要翻译丛书就有

590 种，涵盖文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科目［22］355。而中华书局出版的外国文学译著与

商务印书馆的情况类似，多以丛书形式发行，1920 年代初至 1940 年代末，中华书局共出版 200

余种译著，其中收进丛书的有 168 种，超过总数的 80%［24］。

2.2 教材②

民国时期教育、学术思想活跃的一面，很大程度体现在教材的编写和出版上。自 20 世纪初

兴学以来，学校教育持续稳定发展，对教材的需求日益增加。与此同时，1937 年之前的历届政

府均施行教科书审定制，允许和鼓励民营书局出版教材。因此，民国时期许多著名民营书局多

以出版教科书为其主要业务［25］。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中小学教材》的统计，

民国时期的教材出版总数约 3500 种。民国时期的教科书出版业十分繁荣，但教材出版数量随着

当时政府推行的教育制度和出版政策的改变而有较大变化［26］。《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

中小学教材》进行了相关统计：1912~1948 年，出版中小学各科教科书总计 3554 种，其中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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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7 种，政治 330 种，历史地理 539 种，数学 706 种，理化 513 种，其他 749 种，具体结果如表

5 所示［27］。

表 5 1912~1949 年中小学各科教科书印行数量

（单位：种）

    时间
 科目

1912~1921 1922~1928 1929~1948 合计

国文 196 105 416 717

政治 77 51 202 330

历史地理 99 83 357 539

数学 143 76 487 706

理化 50 59 404 5113

其他 40 121 588 749

合计 605 495 2454 3554

民国时期，共有 88 家中小书局或教学科研单位参与了中小学教科书的出版［28］，商务印书

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五大民营书局根据其出版发行中小学教材数量的

多寡来排列次序，简称为“商、中、世、大、开”，形成独特的业内平衡的局面［25］7。全程参与

民国时期教科书出版编写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小学教科书均在 6 套以上［28］465。其

中商务印书馆基本占据教科书市场的 60%［29］，1926~1934 年间出版教科书 155 种［9］218。而中华

书局在 1912~1949 年总计出版 12 套教科书，其中民国初期（1912~1916 年）出版 5 套，新学制

时期（1922 年之后）出版 5 套，课程标准时期（1929~1949 年）出版 2 套［30］。其余三家机构中

的开明书店大约出版了 150 种教科书，占出版总量的 9% 左右［31］。

2.3 著述③

民国时期是一个社会环境剧烈震荡的阶段，政治和文化都处于重要转型时期，不同思想之间

产生了剧烈碰撞，许多作者产出了多样的文化成果，其中文学著述和科学著述占据重要地位。文

学著述反映出民国时期独特的时代特征，科学著述见证了民国时期的科学发展与学术研究情况。

因此，在民国时期著述中，本文对文学著述和科学著述的出版情况进行详细的介绍。

2.3.1 文学著述

对于民国时期文学著述的总体出版数据统计，学者多以制作书目的形式来呈现研究的结

果。综合各种书目统计，该时期出版文学著述约 1.5 万种。贾植芳和俞元桂主编的《中国现代

文学总书目》共收录 1920~1949 年出版文学作品 13195 种，涵盖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翻

译文学各种类型［32］；北京图书馆编制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学理论·世界文

学·中国文学（上、下）》共收书 16619 种，其中文学理论 487 种，世界文学 445 种，中国文学

15687 种［33-34］；樽本照雄编的《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主要收录了 1902~1919 年间发表

的 13810 部创作小说和 5346 部翻译小说，总计 19156 部作品［35］；邓集田根据多种书目编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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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时期文学书籍出版情况表（1902~1949）》，其得出的数据结论为：不包含出版时间未

详的文学书籍，在 1902~1949 年间，我国共出版文学创作书籍 9769 种，占文学书籍出版总量的

68%。其中，小说书籍有 4902 种，约占文学创作书籍总量的 50%；诗歌书籍有 1314 种，约占

总量的 13%；散文书籍有 1898 种，约占总量的 19%；戏剧书籍有 1654 种，约占总量的 17%。

另外，民国时期文学创作书籍的出版总体呈波动上涨趋势，以 1928 年为分水岭，1912~1928

年文学创作书籍的产量普遍较低，每年的出版量都在 100 种左右，大部分书籍的出版集中在

1928~1949 年间，每年的出版量均在 300 种以上［14］，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文化产业的发展和

文化氛围的提升。

文学创作书籍也是各大出版机构主要的出版类型，从各大机构的出版数据可以窥见民国时

期文学著述出版的体量。首先是商务印书馆，相关统计显示 ，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图书总计

14885 种［7］148，其中中国文学书籍近 800 种［36］；依据 1997 年编制的《商务印书馆与廿世纪中国

光盘》与《百年书目》统计，1897~1949 年商务印书馆共出版图书 15137 种，其中中国文学书籍

共 873 种，占比 5.77%［37］。其次，对于其他重要的出版机构，陶谷雨依据《中华书局百年总书目：

1912~2011》《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民国时期总书目》等对中华书局

文学书籍出版情况进行统计，得出 1914~1949 年中华书局共出版文学创作书籍 339 种，约占同期

文学书籍出版总量的 51%［38］；赵佳参考《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和《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

录》，统计得出民国时期大东书局共出版 47 种通俗文学作品和 38 种新文学书籍（包括小说、诗

歌、戏剧等）［39］；彭丽熔依据多种书目研究世界书局文学创作书籍的出版情况，得出结论：世

界书局在 1917~1947 年间共出版同时代人创作的文学创作书籍约 278 种，占其文学书籍出版总数

的 54%［40］；刘佳敏分析开明书店民国时期文学出版物的情况，1926~1949 年间开明书店共出版

文学书籍 352 种，其中文学原创书籍为 212 种，占 60%［41］。从上述出版数据可以看出，文学著

述的出版数量占当时出版的所有文学书籍总量的一半左右，民国时期各大出版机构对于文学创作

书籍的出版给予高度重视。

2.3.2 科学著述

摸清科学著述的出版情况，是了解科学发展进程和深入认识科学研究的关键前提［42］。民国

时期，我国现代科学事业得到较大发展，科学著述的出版数量也有很大增长，总数近 1.2 万种。

在《民国时期总书目》与科学著述相关的分册中，《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社会科学

（总类部分）》收书 3500 余种［43］；《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文化科学·艺术》文化科学

部分收书 1500 余种［44］；《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自然科学·医药卫生》自然科学部分

收书 3800 余种［45］；《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农业科学·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农业科

学部分收书 2400 余种［46］。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时期科学著述出版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是社会科学著作的出版数量和占

比远远大于自然科学著作和应用科学著作。例如，1935 年和 1936 年两年出版数据统计表明，社

会科学著作占所有出版物总量的 28%，而自然科学著作只占 3%，应用科学著作也只占 4%［47］。

以著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为例，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社会科学图书共

4256 种，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图书共 2526 种，而中华书局共出版社会科学图书近 2000 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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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图书 650 余种［48］。

2.4 古籍

民国时期，由于整理国故运动和新图书馆运动的兴起，古籍社会需求大增，出版机构为了

适应收藏古籍的需求，出版了大量古籍。据刘洪权的统计，民国时期出版古籍约 2.6 万余种。他

对《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84）善本古籍影印目录》《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综录补编》

《中国丛书广录》《中国近现代丛书目录》6 种大型书目所著录的民国时期出版古籍进行统计并且

对《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中华书局图书总目（1912~1949）》等目录进行校正，

得到在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业、图书馆等机构刻书、藏书家刻书三大系统共出版古籍 26859 种，

以及《说郛》100 卷、《续藏经》7140 卷的结论［49］，具体年代分布如表 6［50］所示。从表 6 可以看出，

绝大部分古籍都集中在 1937 年之前出版，38 年间出版业出版了近 3 万种古籍。此外，与旧时的

古籍出版相比，民国时期的古籍以丛书形式出版，这样既方便读者寻求也易于保存古籍，《中国

丛书综录》共收录 2797 种古籍丛书，其中民国印本就有 700 种左右，约占著录总数的四分之一；

而民国时期出版的各类古籍丛书总计 800 余种，其中新辑丛书 600 余种［51］141，亦有研究称 1164

种［52］32，可见其数量之多。

表 6 民国时期古籍出版种数年代分布

年代 数量（种） 年代 数量（种） 年代 数量（种）

1912 294 1926 1188 1940 560

1913 156 1927 367 1941 362

1914 964 1928 233 1942 51

1915 854 1929 272 1943 73

1916 461 1930 151 1944 115

1917 670 1931 398 1945 41

1918 391 1932 210 1946 55

1919 265 1933 425 1947 213

1920 1062 1934 906 1948 68

1921 879 1935 2982 1949 7

1922 1738 1936 4062 不详 1133

1923 757 1937 2051 总计 26859

1924 939 1938 366

1925 1341 1939 149

2.5 革命文献

革命文献包含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时期进步图书、马列主义早期译本及相关宣传书刊、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机关或各根据地的相关文献资料等［53］。革命文献富含红色基

因，有着重要的文献价值和文物价值，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活动与斗争实践同革命和进步的出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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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始终密不可分［54］。综合各种文献资料统计，本文认为民国时期共出版革命文献和红色文献约

6000 种。

不少文献收藏机构都对民国时期的革命文献和红色文献进行了数字化的工作。国家图书馆联

合文献收藏机构开发的“红色文献数据库”收录文献总量超过 100 万页，包含约 6300 余种图书、

100 余种期刊、70 余种报纸，包括马克思主义著述的早期经典译本、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经典著

述、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各种版本等革命文献，史料价值极高［55］。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部分地区也对民国时期红色文献的出版进行了相关统计。据不完

全统计，从 1937 年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山西革命根据地共建立出版社 19 家、印

刷厂 17 家、书店 10 家，出版图书 2521 余种，发行量达 480 多万册，这些图书内容主要是宣传基

本革命理论的优秀文学作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著作［56］。根据“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统

计，1911~1949 年，上海地区有 600 余家出版社共出版革命文献 3600 余种（不含宣传册、特刊、

纪念刊等）［53］。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馆藏红色文献丰富的图书馆，如北京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

馆）、山东省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都曾编印了本馆所藏的革命文献专题书目［57］。首都

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藏有一批红色文献，约 1200 余种［58］。山东省图书馆于 1987 年编《馆藏革

命文献书目》，其中收录馆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解放区出版的各类书籍和部分国统区出版的

进步书籍约 6000 种［59］。

2.6 其他

除了上述出版物，连环画、方志和机构出版物也在民国时期出版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民国时

期是我国连环画的兴盛期，该时期的连环画对我国现代连环画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60］。

民国时期所出版的方志能够很好地反映该时期各地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情况。机构出版物包含种类

广泛，是各行各业的官方资料的汇总，是民国时期政治、经济的直接见证。

2.6.1 连环画

民国时期通俗易懂的连环画深受民众的喜爱，群众需求多，连环画产业迅速发展壮大，产生

了大量的连环画作品［61］，连环画这种艺术形式从民国时期开始正式发展并且走向繁荣［62］。有一

些书目对民国时期连环画的数目进行了统计，根据目前这些书目的统计，再加上缺失和遗漏的书

目，民国时期的连环画估计有 1.4 万种以上。

基于国家图书馆对馆藏民国时期连环画的普查和国内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连

环画的调研，《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收录了国家图书馆馆藏民国时期连环画 7951 种和其他

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馆藏 5432 种，共计 13383 种，是现阶段收录民国时期连环图画总目最多的专

题目录［63］。此外，早年也有专家学者对民国时期的连环画书目进行统计，林敏和赵素行在《现

代连环画寻踪 20~40 年代》中梳理出以 20 世纪 20~40 年代出版的连环画为主的 3369 种民国时

期的连环画［64］；《民国时期总书目》文化科学·艺术卷收录了民国连环画 81 部［65］。上海是民

国时期连环画的发源地，也是民国时期连环画的主要出版地之一，有学者称上海的连环画出版

占据全国的 90% 以上［66］，因此有研究综合各种书目对上海的连环画数目进行统计，民国期间

上海至少出版连环画 1169 种［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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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方志

民国时期方志的编纂与出版，在继承了旧志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时代特色，呈现出新的特

点，产出了较为可观的成果。民国方志的出版数量较大，种类繁多，涉及地区广泛，根据傅登舟

与葛向勇等人的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方志至少 1200 种。

据葛向勇统计，民国时期编修方志约 1200 种、15000 多卷，辑录古方志 100 余种。在《中

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统计中，民国时期的方志约有 1100 余种，占现存方志总数的 14%，年均

修志 31 种［68］。更为具体地来看，民国修志的高速发展时期在 1929 年至 1937 年，全面抗战期

间修志工作基本停顿。在付贵九的研究中，据不完全统计，1937 年全面抗战前修成的方志中有

通志 1 种、123 卷，县志 276 种、2917 卷，乡土志 13 种、5 卷，镇志 3 种、78 卷，总计 193 种、

3123 卷［69］。亦有研究称，该时期共纂修及刊印的方志共 626 种，占民国时期方志总数的 39.8%，

平均每年出书 56 部，其中 1936 年一年就出书 80 余种［70］。

就方志的出版地域和类型而言，据黄燕生编制的《民国方志分省统计表》，纂修方志超过

100 种的省区有四川、河北、江苏，超过 50 种的省区有浙江、山东、河南、云南、广西、陕西、

广东、吉林、福建、辽宁、黑龙江、贵州、甘肃，修志少的是台湾地区、宁夏［71］。同时，民国

时期编纂的方志品种齐全，涵盖省志、市志、县志、乡镇志和乡土志等几种主要方志类型。据

邱新立的统计，民国时期总计纂修通志 45 种，府志 10 余种，县志 1000 多种，乡土志 100 余种，

其中吉林、江苏、湖南、浙江、湖北、陕西等省的编纂较多［72］。

2.6.3 机构出版物

在民国时期出版的文献中，机构出版物占比很大，这些出版物大多内部流通且存世较少，具

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民国时期的机构出版物主要包括官方出版物（政府出版物）、内

部资料以及一些民间组织所发行的出版物。具体来看，根据国家图书馆等馆的收集情况，民国时

期的政府出版物至少 1 万种。官报是政府出版物的重要组成。据永石的统计，不包括下属机关和

各部门的官报，北京和南京的民国中央政府官报汇总有 5 种左右，发行总量将近 1 万期；各省政

府的官报发行总数也有 10.1 万期以上。此外，民国时期约有十几种连续发行的统计资料，而年

鉴的数量相对来说较多，根据国家图书馆的馆藏估计，大约有 400 种左右。

就政府出版物来说，随着西方民主思想传入中国，通过政府出版物传递信息的方式也受到

民国政府的关注，民国政府开始反思之前的政府信息传播方式，催生了大量政府出版物［73］，其

中包含图书、期刊等多种文献类型。国家图书馆是馆藏民国时期文献最多的机构，收藏了万余

种民国时期的政府出版物［74］，其在 2015 年发行的《民国文献类编》所收录的文献以存世较少、

较为珍稀的官方出版物、机构出版物、内部档案为主，合计收录文献 4000 余种，成书 1000 册，

总目单成一册［75］。国立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于 1934 年 6 月编制出版的《国立中央图书馆藏官书

目录》收录国民党中央机关和各省市政府机关的图书期刊 2051 种［76］。国立北平图书馆在民国

期间曾系统收集过民国政府出版物，其编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现藏官书目录第二辑——国民

政府之部》，共收录 1928~1931 年底各级各类政府机关出版物 997 种，附录有海关税务司的英文

出版物 99 种，各机关职员录 19 种。此外，1949 年前后的一份藏书统计概数中提到当时国立北

平图书馆有官书 13928 册又 15 箱［77］。此外，官报是主要的政府出版物之一，民国时期经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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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政权交替，但各个时期的中央政府都发行了官报。1912 年 8 月 1 日，北京政府开始正式出

版《政府公报》，直至 1928 年 6 月停刊，一共出版了 5563 号。与此同时，南京临时政府也出版

了相应的官报，包括《临时政府公报》（共 58 期）、《军政府官报》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官报》

（共 52 号）。1927 年，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发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会报》，至 1948 年 5 月止，共

发行 4425 号。除中央政府公报外，中央政府下属机关和部门以及地方政府也会发行公报。例如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行了《军事委员会公报》《军事杂志》等。而各省政府都编印政府公报，

具体数量见表 7［78］。

表 7 民国时期各省政府的公报数量统计

省份 公报的数量（期） 省份 公报的数量（期）

北京市 1600 河南省 3200

河北省 12000 湖北省 5400

察哈尔省 1200 湖南省 2500

山西省 4400 广东省 1600

绥远省 400 广西省 2800

辽宁省 6100 四川省 1400

吉林省 4800 西康省 400

黑龙江省 5200 云南省 4500

东省特别行政区 200 贵州省 900

热河省 1200 陕西省 4500

江苏省 8000 甘肃省 2300

浙江省 8100 宁夏省 200

安徽省 5000 青海省 100

江西省 3000 新疆省 300

福建省 3400 台湾省 880

山东省 5800 总计 101380

在统计资料方面，根据张煜明《中国出版史》的统计，民国的官方统计资料是从 1936 年前

两三年开始编制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国民政府统计局的《中华民国统计提要》，以及教育部编

的 1932、1933、1934 年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2、1933 年全国中等教育统计，1933 年全国初等

教育统计，1933 及 1936 年全国社会教育统计，1933、1934 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79］。

在年鉴方面，据 2003 年出版的《中国年鉴概览》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年鉴总数是 207

种［80］。《中国出版史》中也记录了民国时期主要的年鉴：普通性质的年鉴有 1928 年的《中国年

鉴》、1931 年的《世界年鉴》《申报年鉴》，专门性质的年鉴中流行最广的是商务印行实业部编辑

的《中国经济年鉴》，财政部、内政部、铁道部、教育部、外交部也有各自的年鉴［79］。此外，国

家图书馆的馆员对所收藏的民国时期的年鉴进行了调查，该馆收藏民国时期年鉴 381 种、420 册，

另有复本 585 册，共计 1005 册［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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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 论   

本文立足二手文献，对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相互参照和对比，全面梳理了民国时期书刊出版

相关统计数据，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目前学界研究中民国时期出版的基本面貌。本研究最主要的结

果是对各类型出版物的总量进行了一定的估算。据目前各项研究，民国时期出版图书数量已超过

20 万种，其中丛书近 6000 种，而期刊出版量也在 2.5 万种左右。在各主要类型出版物当中，译

著的出版数量至少有 5300 种，古籍出版总数约 2.6 万种，文学著述约 1.5 万种，科学著述近 1.2

万种，中小学教材约 3500 种，革命文献 6000 种左右，连环画 1.4 万种以上，方志至少 1200 种，

政府出版物至少 1 万种，各省政府的官报发行总量有 10.1 万期以上，还有 10 余种连续发行的统

计资料和 400 种左右的年鉴。此外，本文也汇总了民国时期出版的发展历程、出版机构、出版地

域和出版题材等方面的部分数据，作为该时期出版数据的有效补充，这些具体的数据展现了较为

详细的民国时期出版的发展情况，同时为出版总数的归纳提供一定佐证。

总的来说，民国时期出版数据是民国时期出版史以及文化史研究中重点关注的内容之一。本

文通过对民国时期的书刊出版情况进行梳理，更加直观、定量地呈现出民国时期书刊整体出版情

况。此外，本研究的总结和归纳也能够为该时期知识的流动和发展情况的考察提供坚实的数据基

础和研究基础，学者可以通过进一步的研究来更好地掌握民国时期文献的体量和格局。

【注释】

①本文的期刊包括期刊与报纸。

②本文所指教材特指基础教育的教材。

③本文所定义的民国著述范围为不包括前文类型的民国时期学者创作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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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the Number 
of Books and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Bu Junyu He Yuyao Lv Siyi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un Ye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publi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iming to gain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ublication, and to get a glimpse of the overall volume and pattern of the 
publication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survey provides a solid data foundation for the inspection of the 
knowledge fl ow and derelopment during the period. ［Method/process］The article takes the publishing data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center, and synthesizes previous related researches to sort out the overall and 
specifi c types of data of the books and periodicals publish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Result/conclusion］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ion of this study, the species number of books publishe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exceeded 200,000, including nearly 6,000 series, and the species number of periodicals published is 
about 25,000. Among these publications, the species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translations is at least more 
than 5,300, and the tot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f ancient books is about 26,000 species, about 15,000 
kinds of literary works, nearly 12,000 kinds of academic writings, 3,500 kinds of textbooks for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at least 14,000 kinds of picture-story books, at least 1,200 kinds of local chronicles, and 
at least 10,000 kinds of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The total number of offi cial newspapers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s is more than 101,000,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10 continuously issued statistical data and about 
400 kinds of yearbooks. These data restore the appearance of publishing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a certain 
extent. 
Keywords: Book publication; Number of publications; Publishing data; The Republic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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