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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你给予我的陪伴

■

冯欣
“上世纪

80

年代，能有机会受到小平同志
的接见， 这都要归功于我几十年的老朋
友———国家图书馆”，已愈古稀之年的耿文学
先生在谈及自己与国图

60

多年的故事之前，

动情地把这份激动拿出来与笔者分享。 从七
八年前写硕士论文开始， 到如今在 “文献检
索” 这门课上向学生极力推荐国图的种种优
势和便捷， 青年教师张磊在回忆与国图有关
的往事时，清晰地勾勒出自己知识不断积淀、

理想一步步抵达的心路历程。 正在读大三的
王景平年岁虽然不到国图的

1/5

，但从初一开
始就与国图有了最亲密的接触……跨越百年
的国家图书馆， 承载着几代人对精神家园的
守望和对知识的渴求。在这方书的天地里，浸
润着无数学人追寻梦想的深刻信念， 陪伴着
一批批的读者享受最幸福的读书时光。

“多亏国图，我握住了小平同志的手”

74

岁高龄的耿文学先生退休前是北京
交通大学电气系教授，也是国家图书馆文
津读者奖获得者，今年他还被国图聘为读
者评议员。 回想起与国图有关的故事，耿
教授一下子把时间拉到了

61

年前：“那时我
们全家迁到北京，我考到位于南长街南口
的北京六中初中部，离当时的国立北平图
书馆很近。我当时个子比较小，守门人总
是很善良地摸摸我的头，偷偷地把我放进
去复习功课。

1953

年我考上高中，经常到北
图查数学方面的资料。我对数学的兴趣和
后来的专业理想，差不多都是在那个时候

培养起来的。”

耿教授扳着手指一笔一笔地念着北图
的“功劳簿”：在清华大学电机系（现在的自动
化系）读书时，期末考试的备考在北图；毕业
设计的外文资料查询依旧靠北图；

1959

年大
学毕业后， 从北图查到一个小型超声波发生
器的电路， 据此他和伙伴们做出了真正的小
型超声波发生器；

1963

年从北图查到相关资
料，灵感来袭的他马上把资料转化为成果，研
发出一个节电小装置， 这个小装置在

1988

年
的国际尤里卡展览会上得了奖……这样的事
例一个个活灵活现地从耿教授的讲述中涌现
出来，在时代的变迁中亮出抹不去的光辉。

最让耿教授津津乐道的， 莫过于在北
图广博的资料指引下， 他受到了邓小平同
志的接见， 并握住了小平同志的手：“

1978

年， 全国科学大会后， 科学的春天真是来
了。当时北图看书的读者踊跃极了，一大早
就过来排队， 进门处排长队那是常有的
事。”

1979

年，耿文学负责编写《激光技术》

这一套书时，几乎天天守在北图查资料。这
套书得到了当时机械部的科研二等奖，也
因为这件事，在

1980

年的国际激光会议上，

邓小平同志亲切地接见了耿文学等人。

从“借别人的卡读自己的书”到
用上“掌上国图”

“前前后后跟国图打了七八年的交道，

感触最深的是国图的互动功能越来越完善
了，比如说‘掌上国图’这项业务，它以手机
为媒介， 我可以随时随地使用数字图书馆，

图书借阅到期时还能收到短信提醒，国图的
系列活动我也能在第一时间查收到。” 中国
人民公安大学的张磊老师边说边拿出手机，

给笔者展示他接收到的国图百年系列活动
的有关短信。

张磊与国图的初次相会要追溯到
2002

年。那时他在北京师范大学读硕士，毕业
论文要涉及大量的外文资料，学校的外文
借阅处无法满足他的论文需求，他经常骑
车到国图，一进去就是一整天。“刚开始时
是拿着同学的证件，我老说那是‘借别人
的卡读自己的书’， 一进到国图的外文资
料室就上了瘾，说什么也要办一张自己的

卡。”

2002

年秋，张磊终于有了自己的读者卡，

拿到卡之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外文资
料室，复印了五六百页的英文资料。“可以说，

如果没有国图的资料，我的硕士论文，乃至后
来的博士论文写作都要面临很大的困难。”如
今张磊已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情报学系任
教。登上大学讲台之后，张磊在课堂上也不忘
为学生们传授国图的种种便捷。“我为大二、

大三的学生开设‘文献检索’这门课，第一节
课我就对学生说， 如果你们没有进到国图里
面去亲身感受， 去触摸一下国图浩如烟海的
藏书，期末时无论你卷面成绩得多少分，这门
课也等于没有及格。”

张磊对笔者说，这几年国图的功能设施越
来越好，网络服务进步很多，数字化国图的概
念越来越让读者不断感受到惊喜。 不仅如此，

他有次带着学生走进新馆四层，指着外面的世
界问学生：“从这里望下去， 你们感受到了什
么？”几个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国家！一种强
烈的国家意识！”

“若不是初一时的社会实践”

北京工商大学工科实验班的王景平还没
有度过她

20

岁的生日， 但是她与国图的故事
说出来一点也不短。 当她说第一次走进国图
距今已

8

年有余时，笔者丝毫掩饰不住惊诧的
目光。“

8

年前你还不到
12

岁， 怎么进的国图
呢？”王景平听完这个问题爽朗地笑了，她说，

若不是初一时的那次社会实践， 她可能要等
上很多年才能拉上国图的手。

“当时我们学校组织为期
10

天的社会实
践， 我和国图的工作人员取得了联系， 组织
同学们利用周末到国图义务进行实践， 协助
工作人员把读者随意摆放以及放错位置的书
放回原位。 国图的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实践很
欢迎， 还为我们讲解了图书上架的有关知
识。当时我们个子都很小，单是下层的书都要
码放很久。那时我们就养成一个习惯，看完书
之后一定要放回原位， 不然会给工作人员带
来极大的不便。”她兴奋地告诉笔者，当她第
一次走进国图时，暗暗对自己说，一定要做个
有学问的人！那次社会实践她坚持了半年，半
年中她一直期待能早日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
读者卡。

高考结束后的第二天， 王景平就赶到国
图去办了读者卡，她至今还记得从国图借的第
一本书。“我那时天天都去国图报到，如果有一
天不去，就像是逃课一样，有种负罪感。”她在
国图充实地过完了高考后那个难忘的夏天，带
着沉甸甸的收获，顺利地踏进了大学校门。

【特别报道】

【纪念特刊】

【百年记忆】

百年国图锁定全球知识共享
■

本报记者 顾雪林
2009

年
9

月
9

日， 是中国国家图书馆建
馆
100

周年。

100

年中，国家图书馆从北京紫
禁城旁文津街金黄色琉璃瓦的古建筑中
脱颖而出，落户在北京西郊白石桥畔紫竹
院旁。如今，规模宏大、雄伟壮观的国家图
书馆成为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亚洲第一的
世界级图书馆。

100

年，弹指一挥间。

国家图书馆向五湖四
海敞开胸怀
9

月
9

日，是中国图书馆日。当天，国家图
书馆北区新馆的会议大厅迎来了世界各国
近百位图书馆馆长。馆长们来参加在北京召
开的“图书馆的国际化———促进知识的全球
共享” 国际研讨会，“促进知识的全球共享”

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而“国际化”成为这次
国际研讨会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迪安娜·玛库
姆认为：“国际化， 要求国家图书馆转变角
色和职能。”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馆长长尾
真说：“促进知识共享， 实现图书馆的国际
化， 一定要大力推进数字图书馆的建设。”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朱强表示：“中国图书
馆技术的发展一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向记者表述
了自己的观点， 他说：“图书馆国际化，简
单地说，就是图书馆作为国际图书馆系统
中的一员，开展国际化图书馆活动，包括：

多文种、多元文化的图书馆馆藏，国际化
的图书馆服务，采用国际图书馆标准与规
范，开展国际间的图书馆交流与合作等。”

普通人走进国家图书馆
来自北京一家知名媒体的资深记者

高女士，决定在
9

月
9

日这天以一名中国公
民的身份，体验一下普通人走进国家图书
馆的感受。

当天上午
10

点半，高女士背着自己的
笔记本电脑打算进入国家图书馆北区新
馆，门口的女保安礼貌地对她说：“请到一
楼存包处换一下图书馆专用的电脑包。”

在一楼存包处，一位老大姐帮助高女士把
她的笔记本电脑装入了一个带网眼的笔
记本电脑专用的尼龙手提袋里。高女士提
着手提袋，顺利地进入了国家图书馆。

在一楼办证处，高女士出示了自己的身
份证，不到

5

分钟，她就免费办好了一张中国
国家图书馆读者卡。手持读者卡，高女士乘
电动扶梯， 先后刷卡进入二层工具书阅览
室、四层报刊阅览室和四层网络阅览室。

在报刊阅览室里，高女士利用馆里提
供的台式电脑上网浏览了当天的新闻，国
家图书馆可以让每位读者免费上网

1

小
时。在电子阅报栏，高女士读到了自己所
在媒体往期的报纸。下午两点，高女士在
报刊阅览室看到了自己所在媒体当日的
报纸。

馆内提供国家图书馆局域网的无线上
网环境， 高女士的手提电脑一时无法和馆
内的无线局域网相连接， 网络阅览室的技
术人员用了不到

1

分钟，就帮高女士接通了
手提电脑。坐在网络阅览室舒适的皮椅上，

高女士自由自在地通过馆内无线上网环
境，在国家图书馆的网站畅游。

国家图书馆变一馆服
务为全球服务
记者询问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中

国国家图书馆的全球化目标是什么？

詹福瑞不假思索地回答：“国家图书馆的
国际化主要包括办馆理念的国际化、 服务的
国际化、文献信息资源建设的国际化、管理模

式的国际化、人才队伍建设的国际化、科学研究
的国际化以及参与国际交流等诸多方面。”

詹福瑞具体介绍说， 在办馆理念方面，应
当树立国际化发展战略，力求把一馆服务变为
全球图书馆的服务。在服务方面，应当面向全
球用户开放馆藏，打破国家之间在知识信息占
有与传播上的限制，利用馆际互借、国际互借
和文献传递等方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信息利用
者的需求。在文献信息资源建设方面，要充分
考虑文献信息的多语种形态和多文化特征，以
服务于多民族、多国家用户的需求。在管理模
式方面， 应当建立符合国际化发展需要的科
学、合理的图书馆规章政策。在业务管理方面
采用国际图书馆界通用的标准规范和惯例。在
人才建设方面，拥有一支具有娴熟的图书馆专
业知识、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事务、具备多语
言服务与交流能力的“国际图书馆员”队伍是

图书馆国际化的关键。在科学研究方面，既要
对关系到本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课题进
行研究，更要具有国际视野，对国际图书馆事
业发展动态与趋势进行研究，能广泛采用国际
同行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交流方面，应当将一
馆和一国的图书馆发展置于整个世界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事
务，推进双边与多边的国际图书馆合作，促进
全球图书馆事业的同步发展。

馆藏和服务开始国际化
据记者了解， 国家图书馆历来重视多语

种、多文化的文献资源收藏。按照国家规定，全
国各图书出版社每出一本新书， 都要给国家图
书馆

3

本样书。在馆藏发展政策中，除明确规定
全面入藏本国出版物之外，国图还确定了“外文
求精”的外文文献建设政策，通过购买、交换、赠

送和寄存等多种方式，不断丰富外文馆藏。

至今， 国家图书馆已与
117

个国家和地区
的
500

多家图书馆以及科研机构建立了出版物
定期交换关系。近几十年，国家图书馆每年拿
出
1

亿元书刊文献购置经费的
80%

左右， 用于
外文文献资源的采购。截至

2008

年年底，国家
图书馆约

2700

万册的馆藏总量中，近
45%

为外
文文献， 涉及语言

115

种、 外购外文数据库
77

个，充分体现了“开放求精”的国际化思路。

国家图书馆对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出版
物的收藏至今已有

60

多年的历史。 截至
2009

年
6

月，国家图书馆中的国际组织和外国政府
出版物总藏量达

70

余万册件。

国家图书馆自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际互
借业务，至今已与

67

个国家的
500

多家图书馆
进行过国际互借业务， 是全世界国际互借的
中国国家中心。

国家图书馆藏有许多珍贵的古代文献，

为使全球的研究者能够方便地利用这些资
源， 国图自

2000

年开始进行馆藏文献的数字
化加工工作 ， 截至

2008

年 ， 已经加工完成
180TB

数字资源，全文文本达
1.15

亿页，其中
大部分已经通过国家图书馆网站面向全球用
户提供互联网服务。

在新馆会议大厅里 ， “图书馆的国际
化———促进知识的全球共享” 国际研讨会整
整开了一天。 近百位世界各国顶级的图书馆
馆长研讨激烈，毫无倦意。各国馆长达成的共
识是： 走国际化发展之路是各国国家图书馆
未来发展的最高战略。 大家认可图书馆国际
化发展的如下发展措施：积极开展“国家图书
馆国际化指标体系”的研究，加快国际化人才
队伍的建设，完善文献交换与补缺计划，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实施国际访问学者项目，倡
议设立“世界图书馆日”等。

全球国家图书馆的国际化道路也许是不
平坦的，甚至是漫长和曲折的。但是，各国图书
馆的国际化前景，将是无比灿烂和辉煌的。

把灿烂的文化珍藏呈现给世界
■

张恒君
宽敞的展厅、柔和的灯光、精致的布

局、珍贵罕见的文献典籍，初进展览厅的
那一刻，我仿佛穿过时光隧道，走进了璀
璨的古代文明。玻璃柜中一个洁白无暇的
盒子里，一片甲骨静静地休养着，“伤痕累
累”的身上依稀可辨的文字无声地对我们
讲述着一段古老的历史。这是一片记载四
方风、四方神的殷商武丁时期（前

1250－

前
1192

）的刻辞，它反映了古人的时空观念，

《山海经》和《尚书·尧典》等典籍中都有相
关的记载。这片甲骨记录着当时灿烂的文
化，为我们了解商代社会乃至古代文明提
供了一把钥匙。

2009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作为国家图
书馆百年馆庆重点活动之一的 “百年守
望———国家图书馆特藏精品展”在国图展
览厅和读者见面，那片甲骨正是此次特展
向世人展出的馆藏珍贵古籍之一。百年馆
庆，国家图书馆第一次面向社会全面展示
其百年历程中形成的特色馆藏，这对热爱
文献、 渴望了解国图馆藏风采的世人，提
供了一个大饱眼福的绝好机会。

丰富多彩的展品从
3000

多年前的殷商
甲骨到公元

4

世纪至
11

世纪的敦煌遗书，从
宋元明清时期的善本古籍到当代各类出版
物，从木简、石刻和纸质书籍到缩微和数字
化文献， 这些珍贵的文献典籍一一为我们
展示了古老的中国不断创新、 不断发展的
辉煌历程。国图始终放眼世界，勇于吸收外
来文化， 展板上

95

种外国语言文字的书籍
整齐地陈列着， 每一本封面上的文字代表
着一种语言， 这些文字符号除了熟悉的字
母，如拉丁字母、斯拉夫字母之外，大部分
都是陌生的， 这些奇妙的符号真切地反映
了人类的智慧，记录着一部世界文明史。

四大“镇馆之宝”是此次特展中大家关
注的焦点，《四库全书》、《敦煌遗书》、《永乐
大典》和《赵城金藏》可谓价值连城，此次全

部亮相。展出的《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八
十二》为《赵城金藏》中的一卷，图案精美，

字迹清晰可见，纸面上看不到一丝破损。这
件镇馆之宝能与世人见面， 背后有着一段
不平凡的身世传奇。《赵城金藏》 是金代雕
刻的大藏经，具有罕见的史料价值，然而在
漫长的岁月中一度鲜为人知。 日寇在侵华
时，企图将《赵城金藏》抢掠运到日本。为避
免这些珍贵经卷落入敌寇手中， 八路军在
当地老百姓的配合下将其转移到一个废弃
的煤矿坑中。由于保存条件恶劣，多数经卷
损失严重，后经

4

位装裱师傅
17

年的精心修
复，才有了今天我们见到的模样。幸免于难
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正本至今充满迷津
的《永乐大典》、在掠夺中幸存的《敦煌遗
书》， 此时都安静地躺在舒适的展厅内，静
静地观望着每一位观众。

民族的文化也是世界的文化。 存世极
少的突厥文遗存文献《阙特勤碑》，近年来
新收集的

13

件新疆和田珍贵文献， 这些罕
见的少数民族文献为推进中亚与中外关系
史研究、深入阐释西域历史文化提供了难得
的史料。 最早的家谱 《仙源类谱》、《资治通
鉴》残稿、彩绘的《陕西舆图》、清拓本《雪浪
石盆铭》、新善本《共产党宣言》、鲁迅手稿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旧事重提之六》、

《渔家乐趣》年画、“街头木偶戏”老照片……

这些就像一组精心排列的历史幻灯片，将
民族的文化灿烂地呈现给世界。

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在接受采访时
说：“国家图书馆不仅仅收藏传统文献、传承
中华民族的文化， 同时它还要弘扬中华文
化，让中华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展厅内先进
的电子储存与传播设备以及展品的内容丰
厚、 规格之高无不表明了国图的良苦用
心———让世人了解国图、充分利用国图馆藏
资源。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国家图书
馆正以积极的姿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让
世界了解中国文化， 努力促进全球知识共
享，为世界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百年历史讲述
沧桑巨变
■

上官林白
100

年艰辛探索，

100

年精神守望。从
1909

年到
2009

年， 国家图书馆馆名几经更
迭，从京师图书馆到国立北平图书馆，到北
京图书馆，再到国家图书馆。馆舍也几经变
迁，从暂借什刹海北岸的广化寺，到国子监
南学旧址，到北海河畔的文津街

７

号，到紫竹
院旁的新址。然而，无论怎样的历史变迁，百
年来，在这方书籍的天地里，无数学人“为往
圣继绝学”的信念从未改变。

2009

年
9

月
9

日，一向准时在上午
９

点开
门迎客的国家图书馆延后

1

小时开馆，这一
特例是为了迎接国图百岁生日。

100

年前的
这一天， 清政府批准筹建京师图书馆，调
内阁大库、翰林院、国子监南学书，以及文
津阁《四库全书》、敦煌劫余遗书作为基本
馆藏。

1916

年， 教育部发文告之京师图书
馆，凡在内务部立案的出版图书均交京师
图书馆收藏，国家图书馆职能开始体现。

作为国家图书馆建馆
100

周年庆典系
列活动之一，“百年记忆———国家图书馆馆
史展”近日在国家图书馆揭幕。展览从

1909

年京师图书馆筹建开始，以时间为经，以事
件为纬，全景概观国图百年历史长卷，具体
展示百年国图的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展
览分“筚路蓝缕”（

1909

—

1927

）、“基业初奠”

（

1928

—

1949

）、“万象更新”（

1949

—

1966

）、

“劫波共渡” （

1966

—

1976

）、 “走向辉煌”

（

1977

—

2009

）

5

个单元， 分别讲述新中国成
立前、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期间以及改
革开放后国家图书馆的沿革、 馆舍的变更
以及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等，这
是国图首次系统而详尽的馆史展示。

在近
200

幅图片中，有蔡元培、鲁迅出
席

1917

年京师图书馆重新开馆典礼的合
影，有

1931

年文津街馆舍落成典礼照，有国
宝《赵城金藏》当年的修复工作照，有

1958

年国家图书馆专门为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发放借书证的文件图片， 有田汉、冰
心、艾青、陈景润等名人来国图参观、讲座、

借阅的资料镜头等。 展出的
40

种实物档案
中，有邓小平、江泽民等为国图题写的馆名
原件，有存留下来的雕刻“京师图书馆”

5

个
大字的灰色方砖， 有郑振铎捐赠所藏书籍
等相关资料文件，每一件都可谓弥足珍贵。

国家图书馆有关负责人表示，馆史展
是对国家图书馆百年历史的回顾，也是对
我国

100

年来图书文化事业的回顾。

它是最广阔的书的天地，收藏着浩如烟海的多语种、多文化的文献资源；它是一方宁静的精神家园，一代又一代的学人、读者在这里把窗外喧嚣的世
界抛在脑后，守着缕缕书香，沉醉在知识的滋养中，久久难忘……

2009

年
9

月
9

日，国家图书馆迎来了百岁生日。

100

年的沧桑巨变，

100

年的薪火相传，时间的
履痕轻轻划过国家图书馆的历史沉淀，那些“为往圣继绝学”的信念从未改变，国图要走的国际化之路，也必将无比灿烂。

▲1912

年
8

月
27

日，京师图书馆在北京
广化寺正式开馆。

▲1931

年
6

月， 国立北平图书馆文津街
新馆舍落成，成为当时地标性建筑，由此结束
了国立北平图书馆自成立以后没有专门馆舍
的历史。该馆舍按照图书馆典藏图书、提供服
务的需要设计建造， 比以前借用、 租用的寺
院、官房、宫殿等建筑更适合图书馆业务的发
展。如今，该馆舍为国家图书馆古籍分馆。

【我和国图的故事】

图为北京图书馆老馆的大阅览室

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国家图书馆正以积极的姿态让中国文化走向世
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化，努力促进全球知识共享，为世界文明贡献自己的力量

▲1987

年
10

月
6

日，北京图书馆
14

万平
方米新馆投入使用， 由于条件与环境的极
大改善和各种高科技手段的运用， 北京图
书馆跨入了当时世界先进图书馆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