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读者建议引发的对丛书著录和分类的思考
林卢鹏（厦门市少年儿童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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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读者借阅丛书难的问题，结合厦门市少儿图书馆的实际工作情况，通过对丛书著录和分类方

法的探讨和实例分析，指出常见的两种丛书分编方法（即“集中著录、集中分类”和“分散著录、分散分
类”）的利与弊，并提出在分散著录方式下采用集中分类的丛书分编方法，从而解决特定读者对丛书检索
借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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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是图书馆的主要服务对象，图书馆的工作主要是围绕读者来开展的。图书馆的服务宗旨就是最大
限度地满足读者对文献信息的需求。读者在利用图书馆的过程中，往往会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对图书馆的
工作感到不满，并对图书馆提出各式各样的建议和要求。读者的建议是多方面的，其中如何快速便捷地检
索并获取文献是读者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前阶段厦门市少儿图书馆就曾接到读者的一份建议，其中提到：
“图书馆的低幼读本虽设有专室管理，但由于其品种繁多、开本各异、尺寸不一，导致散放在书架各处的
系列图书难以查找借阅。因此建议对该类图书不做拆分处理，将其装订成册再分编入库，如此可方便读者
查找并进行成套借阅。”意见中读者所提及的“系列图书”，实际就是我们所谓的“丛书”。如何节省读者
的时间，让读者更为快捷地从书架上查找到所需丛书，成为图书馆分编工作的一大难题，这也引发了笔者
对丛书著录和分类的思考。本文结合本馆的实际情况与笔者的工作实践，对丛书的著录和分类提出一些看
法。
1 丛书的概念与特点
在解决丛书借阅问题之前，首先要明确丛书的基本概念。所谓丛书，通常是指在一个总书名下汇集了
多种单独著作，为了某一特定用途，或针对特定的读者对象，围绕一定主题内容编纂而成的，并以编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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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编号的方式成套出版的系列图书。 一般丛书都带有“丛书”
“文库”
“文丛”
“译丛”
“系列”
“大全”
“汇
编”等字样。
丛书虽有共同的总题名，且版面设计和装帧形式也基本一致，但其结构比较松散，各分册都有独自的
题名，在内容上可单独成书，分册之间未必有直接的联系，有的丛书为一人所著，有的则由多名著者汇编
而成，而且在出版过程中往往分期出版，不会一次性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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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丛书的著录和分类方法
由于丛书的上述特点及其出版的复杂性，使其在著录和分类上有别于其他的单行本，常见的丛书分编
（分类和著录）方法有两种，即集中法和分散法。集中法在著录中体现为集中著录，在分类上体现为集中
分类；相应的，分散法则表现为分散著录和分散分类。如今图书馆界对以上两种方法在丛书上的应用尚未
达成共识，导致丛书的分编方式较为混乱。因此只有选择合适的分编方法，提高丛书的分编质量，才能使
读者快速、准确地检索到所需图书。
目前，丛书分编最常见的两种处理方式为：“集中著录+集中分类”，或“分散著录+分散分类”。以下
对这两种分编方法分别进行阐述，并对各自的优缺点作分析比较。

2.1 “集中著录+集中分类”
丛书的集中著录是将整套丛书看作一个整体，在同一条书目记录上集中体现各分册的内容。具体做法
如下：首先将丛书名著录在 200 题名责任者字段，接着把各分册题名统一著录在 327 内容附注字段，并在
517 其他题名字段逐一著录作为检索点。丛书的集中分类同样是将整套书作集中处理，按整套丛书内容的
学科属性进行归类。分类时可根据以下两种情况分别进行处理：一是综合性丛书，可直接归入类表已有的
丛书专类，社会科学丛书归入 C51，自然科学丛书归入 N51，综合性丛书入 Z1；二是专题性丛书，可按学
科内容归入有关各类，需要时可加总论复分号-51。[3]下面通过两个具体实例加以说明：
例一：丛书《你好，四季》，按季节内容分为 4 册，其中包括《春天到了》《夏天到了》《秋天到了》
和《冬天到了》，整套丛书共用一个 ISBN，分编如下：
010＃＃@a978-7-5133-1416-9@dCNY59.60(全 4 册)
2001＃@a 你好，四季@f(日)柴田晋吾著@g 田秀娟译
3271＃@a 春天到了@a 夏天到了@a 秋天到了@a 冬天到了
5171＃@a 春天到了
5171＃@a 夏天到了
5171＃@a 秋天到了
5171＃@a 冬天到了
6060＃@a 图画故事@y 日本@z 现代
690＃＃@aI313.85@v5
696＃＃@aJ389@v3@2sef
701＃0@c(日)@a 柴田晋吾@4 著
702＃0@a 田秀娟@4 译
例二：丛书《中国记忆·传统节日》，共包括《辞旧迎新过大年：春节》《火树银花不夜天：元宵节》
《春蒿黄韭试春盘：立春节》
《二月二，龙抬头：春龙节》
《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节》
《粽米飘香艾蒲长：
端午节》
《牛郎织女的传说：七夕节》
《千里共婵娟：中秋节》
《遥知兄弟登高处：重阳节》
《冬至阳生春又
来：冬至节》
《谷粟为粥和豆煮：腊八节》
《二十三，糖瓜粘：灶王节》等 12 册，每本分册有各自的 ISBN，
分编如下：
010＃＃@a978-7-303-13321-5@dCNY14.80
010＃＃@a978-7-303-13329-1@dCNY14.80
010＃＃@a978-7-303-17356-3@dCNY14.80
010＃＃@a978-7-303-13322-2@dCNY14.80
010＃＃@a978-7-303-13364-2@dCNY14.80
010＃＃@a978-7-303-13366-6@dCNY14.80
010＃＃@a978-7-303-13330-7@dCNY14.80
010＃＃@a978-7-303-13333-8@dCNY14.80
010＃＃@a978-7-303-13460-1@dCNY14.80

010＃＃@a978-7-303-13311-6@dCNY14.80
010＃＃@a978-7-303-13338-3@dCNY14.80
010＃＃@a978-7-303-13323-9@dCNY14.80
2001＃@a 中国记忆·传统节日@f 王早早著文
3271＃@a 辞旧迎新过大年：春节@a 火树银花不夜天：元宵节@a 春蒿黄韭试春盘：立春节@a 二月
二，龙抬头：春龙节@a 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节@a 粽米飘香艾蒲长：端午节@a 牛郎织女的传说：七夕
节@a 千里共婵娟：中秋节@a 遥知兄弟登高处：重阳节@a 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节@a 谷粟为粥和豆煮：
腊八节@a 二十三，糖瓜粘：灶王节
5171＃@a 辞旧迎新过大年@e 春节
5171＃@a 火树银花不夜天@e 元宵节
5171＃@a 春蒿黄韭试春盘@e 立春节
5171＃@a 二月二，龙抬头@e 春龙节
5171＃@a 牧童遥指杏花村@e 清明节
5171＃@a 粽米飘香艾蒲长@e 端午节
5171＃@a 牛郎织女的传说@e 七夕节
5171＃@a 千里共婵娟@e 中秋节
5171＃@a 遥知兄弟登高处@e 重阳节
5171＃@a 冬至阳生春又来@e 冬至节
5171＃@a 谷粟为粥和豆煮@e 腊八节
5171＃@a 二十三，糖瓜粘@e 灶王节
6060＃@a 节日@x 风俗习惯@y 中国@j 儿童读物
690＃＃@aK892.1-49 @v5
696＃＃@aK892.1 @v3@2sef
701＃0@a 王早早@4 著
上述例子可以看出，
“集中著录+集中分类”这种做法适用于有明确编撰计划，且册次连贯，内容上具
有相同上位学科主题的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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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录方面，集中著录的优点在于全套丛书著录在同一条书目数据上，有效地节省了数据库的存储空
间；其缺点在于当分册图书较多时，需追加大量的编目信息，例如 ISBN、价格、题名、责任者、页数等，
重复地添加 010、215、327、517、701 等字段，使得数据冗长，著录繁琐，分册的各项信息难以一一匹配，
无法全面准确地揭示各分册图书的外部形态特征。
在分类方面，集中分类的优点在于将同一主题内容的整套丛书集中一处，使其集中排列在书架上，便
于读者查找借阅；其缺点在于无法揭示各分册不同主题内容的学科属性，对主题概念的标引也不够全面，
从而导致分类标引专指度不高，主题标引不够充分。
2.2 “分散著录+分散分类”
丛书的分散著录是将整套丛书分成多个单册图书分别进行编目处理，并用多条书目记录体现各自相对

应的分册内容。具体做法如下：首先将单册题名著录在 200 题名责任者字段，然后在 225 丛编字段上著录
丛书题名，并生成 461 链接字段作为检索点，以便读者可以通过单册题名或丛书题名检索到所需的图书。
同样，丛书的分散分类是根据丛书各分册内容的学科属性进行归类的，若分册主题不同，则各分册图书的
索书号也不尽相同。
这也是本馆现行所采用的丛书分编方法，例如丛书《美国国家地理·爱思考爱科学系列》，包含《恐
龙时代》《快乐农场》《太空遨游》《海洋之谜》
《勇敢的消防员》等 5 个分册，每本分册都有各自的 ISBN，
分编如下：
第一分册《恐龙时代》
010＃＃@a978-7-5397-7998-0 @dCNY25.00
2001＃@a 恐龙时代@f (法)艾玛努尔·勒波第著@g (法)露西尔·阿尔维勒绘@g 田之遥译
2252＃@a 美国国家地理@i 爱思考爱科学系列
461＃0@12001＃@a 美国国家地理
462＃0@12001＃@a 爱思考爱科学系列
6060＃@a 恐龙@j 少儿读物
690＃＃@aQ915.864-49@v5
696＃＃@aQ91@v3@2sef
701＃1@c(法)@a 勒波第@b 艾玛努尔@4 著
702＃1@c(法)@a 阿尔维勒@b 露西尔@4 绘
702＃0@a 田之遥@4 译
第二分册《快乐农场》
010＃＃@a978-7-5397-7997-3 @dCNY25.00
2001＃@a 快乐农场@f (法)艾玛努尔·勒波第著@g (法)露西尔·阿尔维勒绘@g 田之遥译
2252＃@a 美国国家地理@i 爱思考爱科学系列
461＃0@12001＃@a 美国国家地理
462＃0@12001＃@a 爱思考爱科学系列
6060＃@a 农场@j 少儿读物
690＃＃@aF306.1-49@v5
696＃＃@aF3@v3@2sef
701＃1@c(法)@a 勒波第@b 艾玛努尔@4 著
702＃1@c(法)@a 阿尔维勒@b 露西尔@4 绘
702＃0@a 田之遥@4 译
第三分册《太空遨游》
010＃＃@a978-7-5397-7995-9 @dCNY25.00
2001＃@a 太空遨游@f (法)艾玛努尔·勒波第著@g (法)弗朗索瓦·丹尼尔，(法)安德·尚布尔希绘@g
田之遥译

2252＃@a 美国国家地理@i 爱思考爱科学系列
461＃0@12001＃@a 美国国家地理
462＃0@12001＃@a 爱思考爱科学系列
6060＃@a 空间探索@j 少儿读物
690＃＃@aV11-49@v5
696＃＃@aV11@v3@2sef
701＃1@c(法)@a 勒波第@b 艾玛努尔@4 著
702＃1@c(法)@a 丹尼尔@b 弗朗索瓦@4 绘
702＃1@c(法)@a 尚布尔希@b 安德@4 绘
702＃0@a 田之遥@4 译
……
相比前一种方法，
“分散著录+分散分类”更适用于没有明确编撰计划，内容上没有内在联系且专业性
较强、学科范围较广的丛书。[5]
在著录方面，分散著录的优点在于全套丛书著录在不同的书目数据上，这使得各分册图书的编目信息
相互独立，不受牵制，充分揭示各分册图书的外部形态特征，为读者提供多方面的检索途径，提高丛书的
检全率和检准率；其缺点在于大大增加编目的记录数，占用大量的数据存储空间。
在分类方面，分散分类的优点在于能按照各分册的内容属性进行合理的分类，全面客观地揭示各分册
的学科主题内容，便于读者从各学科主题入手更有针对性地进行检索；其缺点在于各分册图书将散落在各
类书架上，无法统一一处，不便于读者对整套丛书的借阅。
2.3 “分散著录+集中分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无论采用哪一种分编方式，都有各自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对分编工作而言，
两种方法都有其存在的意义，且两者相辅相成，互相弥补。[6]以上两种方法实际是将著录和分类捆绑在一
起，为了充分发挥两者各自的优势，我们可以尝试着把它们重新组合配对，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
在实际工作中，分散著录明显优于集中著录，原因在于：①分散著录更为全面、详细地记录了各丛书
分册的特征内容；②分散著录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检索点；③验收图书时，分散著录可使验收条码一一对
应带有复本的分册图书，不易张冠李戴；④对于出版时间跨度较大的丛书，集中著录难以完整地反映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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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的书目信息。 因此，分散著录应该是目前编目工作中最为实用的著录方式。
然而要彻底解决读者找书难的问题，关键要从图书分类上考虑，这就要求丛书在分类上应做到灵活处
理，不受著录方式的束缚。因此在对丛书进行分类时，除了以各分册内容的学科属性为出发点之外，还得
考虑特定读者对象的检索需求，选择最为合适的分类方法。一般来说，主题内容相对统一的丛书可直接采
用集中分类法；对于主题内容广泛且读者对象相对集中的丛书，除了按各分册内容分散入类外，还可按特
定读者对象再次集中入类。具体实例如下：
例如：《巴斯蒂安的音乐派对》丛书，该系列包括 3 本教程——《钢琴派对》《理论与听力训练派对》
和《演奏派对》
，并分别由 4 个级别组成，合计 12 个分册，每个级别有各自的 ISBN，现以 A 级系列分册为
例，分编如下：

A 级《钢琴派对》
010＃＃@a978-7-5523-1062-7 @dCNY55.00(全 3 册)
2001＃@a 钢琴派对@f (美)简·斯密瑟·巴斯蒂安等著@g 姚莉静译
2252＃@a 巴斯蒂安的音乐派对@hA 级
461＃0@12001＃@a 巴斯蒂安的音乐派对
6060＃@a 钢琴演奏@x 儿童教育@j 教材
6060＃@a 钢琴@x 奏法
690＃＃@aJ624.1-43@v5
690＃＃@aJ624.16@v5
696＃＃@aJ422.4@v3@2sef
701＃1@c(美)@a 巴斯蒂安@b 简·斯密瑟@4 著
702＃0@a 姚莉静@4 译
A 级《理论与听力训练派对》
010＃＃@a978-7-5523-1062-7 @dCNY55.00(全 3 册)
2001＃@a 理论与听力训练派对@f (美)简·斯密瑟·巴斯蒂安等著@g 姚莉静译
2252＃@a 巴斯蒂安的音乐派对@hA 级
461＃0@12001＃@a 巴斯蒂安的音乐派对
6060＃@a 钢琴演奏@x 儿童教育@j 教材
6060＃@a 钢琴@x 音乐理论
690＃＃@aJ624.1-43@v5
690＃＃@aJ624.11@v5
696＃＃@aJ422.4@v3@2sef
701＃1@c(美)@a 巴斯蒂安@b 简·斯密瑟@4 著
702＃0@a 姚莉静@4 译
A 级《演奏派对》
010＃＃@a978-7-5523-1062-7 @dCNY55.00(全 3 册)
2001＃@a 演奏派对@f (美)简·斯密瑟·巴斯蒂安等著@g 姚莉静译
2252＃@a 巴斯蒂安的音乐派对@hA 级
461＃0@12001＃@a 巴斯蒂安的音乐派对
6060＃@a 钢琴演奏@x 儿童教育@j 教材
6060＃@a 钢琴@x 练习曲@y 世界
690＃＃@aJ624.1-43@v5
690＃＃@aJ657.411@v5
696＃＃@aJ422.4@v3@2sef
701＃1@c(美)@a 巴斯蒂安@b 简·斯密瑟@4 著

702＃0@a 姚莉静@4 译
从上面例子可以看出，该丛书是针对 4 岁及以上儿童编写的一套钢琴教材，分册先按奏法、理论和练
习曲等 3 个部分各自归入“J624.16 钢琴奏法”
“J624.11 钢琴理论”和“J657.411 钢琴练习曲”等专类，再
根据特定读者对象和编写用途统一归入“J624.1-43 钢琴演奏教材”，最后选择集中分类所对应的类号
“J624.1-43”作为排架号。由此可见，在分散分类的基础上再加以集中分类的做法，不仅体现了分散分类
的优点，还能使原本分散在各处的分册丛书集中在同一个架位上，方便读者统一借阅。因此，
“分散著录+
集中分类”的这种重组式分编法更为适用可行，读者不仅可以从多种途径检索到整套丛书，而且还可以在
同一个架位上快速便捷地找到所需的丛书。
3 结语
综上所述，采用“分散著录+集中分类”的分编方法，从根本上打破了以往丛书在著录和分类上统一
集中或统一分散的做法。著录和分类是图书分编工作中两个不同的工作环节，著录是为了揭示图书的外部
形态特征，而分类是为了反映图书内容的学科属性，二者目的不同，因此丛书的著录和分类在集中与分散
这两种方式的选择上不必强求一致。[8]丛书“分散著录+集中分类”的做法，不仅充分地揭示文献的内容和
特征，而且满足了特定读者的检索借阅需求。总之，无论从丛书的内部特征还是外部特征上考虑，“分散
著录+集中分类”都是一种利大于弊的分编方法。以上是笔者对丛书著录和分类在实践工作中的点滴思考，
希望能对图书馆同仁有所启发，不妥之处还望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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