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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吴建中

在 20 世纪最后的 20 多年里，中国的图书馆事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

是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以及浙江图书馆等一批大型图书馆新馆

的建成，加快了图书馆现代化和网络化的发展，促进了基层公共图书馆的普及。曾

经有不少人认为，实现电子化和自动化以后，图书馆将逐渐消亡。但是近年来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实践表明，图书馆不仅没有衰亡，而且正在不断地深入人心，深入家

庭，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文化教育中心和知识信息中心。

本文重点从新馆建设、社区服务、阅读辅导以及网络发展等 4 个方面，回顾末日

分析中国大陆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公共图书馆事业取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并在

此基础上探讨未来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趋势。

城市文化的标志性设施

从 1980 年代起，全国各地出现了一个你追我赶的公共图书馆建设高潮。全国

有 20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级图书馆建设了新馆，其中最小的为1.1 万平方米，

最大的为 8.3 万平方米，大部分新馆都在 2 至 3 万平方米之间，正在建设的省级图

书馆有 6 个，安徽省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云南省图书馆、陕西省图书馆、黑龙

江省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其中南京图书馆的面积达 5 万平方米。此外，还有很多

市级图书馆也在筹建相当规模的新馆，如深圳市和武汉市的新馆都超过 3 万平方米，

前者投资总额超过上海图书馆新馆，达到 8 亿元人民币。气势恢宏、楚文化氛围浓

郁的武汉图书馆新馆已于 2000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开放。新馆投资 1 亿 5 千万元人

民币，建筑面积达 3.3 万平方米，相当于老馆的 6 倍，拥有阅览席位 2100 多个，

设计藏书容量 350 万册，是目前中国省会城市图书馆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从 1949 年到 1980 年 30 多年间，全国仅有吉林、黑龙江和山西 3 省建立了省

级新馆， 3 馆相加也只有 2 万平方米。 1 而在以后的 20 多年里，全国各地兴起了新

馆建设的热潮，在各大城市的文化建设项目中，图书馆建设往往被列为优先考虑的

项目。一方面，由于大部分图书馆都比较陈旧，新建或改建图书馆实质上是在还历

史欠账。如重庆市， 70 年代重庆市图书馆藏书量在全国同级公共图书馆中名列第 4 。

但到了 80 年代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了。 1998 年文化部对全国省级图书馆的评估

中，该馆的阅览座席、面积、视听设备等 13 项指标，达不到最低标准，得分均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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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为直辖市以后，市民要求新建市图书馆的呼声很高。 2001 年初，重庆市政府决

定，重庆图书馆新馆的建设力争年内论证、立项， 2002 年完成设计， 2003 年一季

度动工， 2005 年建成。同时，将建筑面积近 1 万平方米的重庆图书馆两路口馆改建

为重庆市少年儿童图书馆，设立中小学生阅览厅、连环画外借厅、教室及基藏书库

等功能厅，预计 2006 年改建投入使用。 2 另一方面，图书馆的社会文化功能和标志

性景观的意识正在增强，人们开始认识到，公共图书馆不仅应成为满足广大读者知

识和信息需求的场所，而且应成为一个地区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因此，这几年新建

或改建的图书馆都比较重视宏伟、美观，象征知识殿堂。比如，上海图书馆新馆在

设计时就强调宏伟而典雅的美学效果与高度现代化业务功能的结合。新馆开放以后，

每天吸引读者和参观者 8 千至 1 万人次，成为上海最具吸引力的文化景观之一。首

都图书馆新馆建筑规模 3.7 万平方米，建筑形状为四分之一圆的弧形建筑，形似一

本打开的书，寓意书中蕴藏着丰富的知识营养和精神食粮。浙江图书馆新馆位于杭

州市黄龙洞景区和宝石山麓，其品字型双锥顶建筑、下沉式庭院结构和主楼两侧 58

根花岗石刻竹简，在西湖北岸的山影树丛之中显得格外秀丽、幽雅，富含江南地方

建筑特色。由于注重现代化手段的应用和对外服务的规范化，新馆深受广大读者的

欢迎， 1999 年全年有 130 万人次访问图书馆(为 1997 年老馆时的 12 倍)，成为杭

州市的一个著名景点。此外， 1995 年开馆的福建省图书馆新馆吸收了闽南民间特色

建筑"永定土楼"的造型风格，典雅美观，别具一格。 1997 年开馆的深圳南山(区

级)图书馆新馆，其独特的圆形建筑，蕴涵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智圆行方的思

想。这些新建的图书馆正在成为城市建筑的新亮点、新气象。

贴近民众的学习型网络

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知识和阅读的需求不断发展。特别是 20 世

纪 80 年代以来，各级政府把基层图书馆的建设看作社区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大力发展社区图书馆(室)，一个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社区学习型网络正在形成。

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由 1978 年的 1218 个发展到 1999 年的 2767 个(其

中县级及县以下图书馆 2330 个 )3 馆舍面积由 1979 年的 86.6 万平方米增加到 1999

年的 506 万平方米，增长 584.3% ，平均每馆的建筑面积由 1979 年的 524 平方米

增加到 1999 年的 1829 平方米，增长 349% ，全国 86%的县都建立了图书馆。 4 一

些边远地区政府高度重视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建设，如广西、宁夏两个自治区已经实

现县县有公共图书馆。

截止 1999年末，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从业人员 48792 人，其中省级图书馆 7169

人，地市级图书馆 14455 人，县级及县以下图书馆 25728 人。全国公共图书馆共有

藏书 3.5 亿册， 24 个省(区、市)的图书馆的藏书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全国平均

每馆藏书 12.8 万册，全国人均藏书 0.28 册。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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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地区重视公共图书馆区域性网络建设，将图书馆网络向社区延伸。截止

1998 年底，北京市的区县以上公共图书馆共有 23 个，街道乡镇图书馆 421 个。 6 在

上海，目前拥有 2 个市级图书馆、 33 个区县级图书馆和 316 个街道、乡镇图书馆，

平均每 3.7 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人均拥有图书 3.7 册(件).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上海地区在完成市、区(县)、街道(乡镇)三级公共图书馆网络建设的基础上，向

第四级网络即里弄(村)图书室发展。迄今为止，已有里弄(村)图书室 3200 多

个，占全市里弄(村)总数的 55%0 7 即使在一些经济不太发达的地区，公共图书

馆区域网络建设也得到高度重视，如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谷城县以县馆为龙头，以

乡镇图书馆(窒)为枢纽，以村图书室为基础，以个体书屋为补充，建立起县、乡、

村、户四级图书馆网络。目前全县拥有标准图书馆(窒) 256 个，图书总藏量 35

万册，人均占有 0.67 册，占有房屋1.5 万平方米，专职末日兼职人员共 350 人，实现

图书网络遍及城乡，读书活动高潮迭起，用书致富蔚然成风的良好氛围。 8

近几年，随着农业经济步伐的加快，各地掀起了建设农村图书室的高潮。他们

因地制宜，从当地的实际出发，推进农村基层图书馆(室)的建设。至今，全国已

有 4 万个乡镇建起了规模不等的图书(室)。江苏省把乡镇"万册图书馆"作为"文

化大省"建设的一项重要指标，兴起了农村图书馆(室)建设的高潮，已有 851 个

乡镇建起了万册图书馆，占全省乡镇的 40%; 深圳市宝安区自 1997 年起实施"百

村书库"工程，该区现在已经有 127 个村建起了 105 个"万册图书馆" 9 

很多公共图书馆重视馆外服务，将服务延伸到社区、家庭。如，辽宁省锦州市

图书馆把建设馆外流通站作为自我发展的一条新路，最近 3 年，与厂矿、部队、学

校、旅店及个人合办馆外流通站 20 多个，接待读者 144627 人次，流通图书 352532

册次。 1。

在过去的 20 多年中，少年儿童图书馆不断地从公共图书馆独立出来，形成专

门的少年儿童图书馆。现在，全国已经有独立建制的县级以上少年儿童图书馆 80

余个，一些省市如北京、上海、天津、湖南、辽宁和广东正在建设类似公共图书馆

区域网络的三、四级儿童图书馆网络，如上海有市级馆 1 个，区级馆 27 个，街道

和乡镇馆 311 个，还有少儿阅览室 3200 个。 11 但是，今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调整和

行政改革的深化，公共型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将重新充实到公共图书馆体系之中，成

为公共图书馆的一项服务内容。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族外有 55 个少数民族，人口为 9000 多万人，

占全国人口的总数的 8.1% ，主要分布在占全国总面积 64%的边疆和内陆的自治地

方。全国有民族图书馆 596 个 (1996 年).而同期全国有县以上公共图书馆 2661

个，其中民族地区占 22% ，如果说全国人均 40 万人有一个公共图书馆的话，那么

按少数民族人口总数计算，则 15 万人就有一个民族公共图书馆。特别是 1996 年西

藏自治区图书馆的建立，结束了该区无区馆的历史。在过去的 10 多年里，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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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广西、宁夏和西藏 5 个自治区通过改建和新建区级图书馆，为本地区经济

建设和文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成为本地区的民族文献中心、信息中心和

交流中心。 12

全民阅读的活动舞台

为了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水平，扩大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影响，文化部从 1989

年起，每年 5 月的最后一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图书馆服务宣传周活动。这种有组

织、有准备地集中于同一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图书馆宣传活动，是新中国成立后

公共图书馆界的一个创举。每年开展这项活动都有一个明确的主题，由文化部社会

文化图书馆司确定。全国各地公共图书馆围绕该主题，结合本地或本馆的实际情况，

开展各种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如举办展览会、报告会、座谈会、信息发布会、知

识讲座、业务咨询等。

最近几年，图书馆服务宣传周的主题以"知识工程"为主。"知识工程"起源

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图书馆之间开展的一项全民读书活动。 1994 年初，该区政府

决定在全区范围内实施"知识工程" (桂政发 1994 年 15 号文) 13 ，要求各级图书馆

开展读书活动，倡导爱书、读书、利用图书馆的新风尚，通过知识竞赛、阅读征文、

一月一书、巡回演讲等形式，推动群众性的读书活动。为了推广这种全民读书运动，

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教委、国家科委、新闻出版署、广电部、团中央、全国总工

会、全国妇联等 9 个部委，于 1997 年初联合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知识工程"计划。

该计划要求以图书馆为主阵地，充分调动新闻、广播、电视、报刊等大众媒介以及

社会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宣传读书，倡导读书，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同时，强化图书馆对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的参与，促进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计划要求从 1997 年起，连续 5 年在 5 月底最后一周的图书馆宣传服务周期

间，开展以"知识工程"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为配合"知识工程"的宣传，各地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各种读书活动，如福

建省开展"百万青年读好书"活动，河北省推出"双兴工程"即读书兴农和读书兴

企活动，安徽省蚌埠市图书馆与蚌埠日报举行"我心目中的新图书馆"征文活动，

为该市新馆建设献计献策，共收到包括市长在内的各界读者来信 200 多封。 14

大连市图书馆于 1999 年 5 月成立了全国首家夜间图书馆一一新世纪图书馆。

坐落在大连市中心的新世纪图书馆夜夜读者盈门，夜读的灯光与街上霓虹灯交相辉

映。这家公共图书馆自开放以来，每天晚上接待数百读者，日均接待读者 3000 人

次，最多时达到 5000 人次，目前已拥有持证读者 7000 多人。这家全年 365 天开放

的公共图书馆是大连市图书馆与市青少年宫联合创办的，每天 9 至 22 时对外开放，

设报纸和图书阅览室，有 150 种报纸和 1000 多种期刊、 5000 册开架图书供读者免

费阅览，两个阅读大厅还设有 300 个读者席位。新世纪图书馆方便了读者，每天门



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的回顾与展望 33 

庭若市，在暑假中还吸引了许多学生来此自习。目前，这个图书馆已显得相当拥挤。

大连市政府已决定，让出位于市中心黄金地段的文化大厦地面一层 1700 多平方米

的大厅，由大连市图书馆再办一个夜间图书馆。夜间图书馆的建立，大大拓展了大

连市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提高了服务水平大连市图书馆子 1999 年 5 月分别成立了

全国首家夜间图书馆一一新世纪图书馆和全国第一个军营虚拟书库。这两个新型图

书馆的建立，大大拓展了大连图书馆的服务半径，提高了服务水平。 15

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实施"文化菜篮子工程"取了市政府为解决市民吃菜难

问题而开展的菜篮子工程的词，加上为市民提供精神食粮的含义，为市民提供文化

快餐，他们买了一部车，作为巡回图书馆走街串巷，把流动书车开到社区、学校、

工厂和部队，深受市民的欢迎。上海浦东新区唠山街道图书馆地处陆家嘴金融贸易

区，为配合浦东新区的建设，该图书馆成立了外来人员读书会，除了看书以外，还

举办系列讲座，组织各种读书活动。 16 普陀区图书馆为了配合市政工程建设，于 2000

年 5 月举办了市政知识竞赛，有一位技术人员因患视网膜剥离而双目失明。他听说

要举办市政知识竞赛，便让读中学的女儿搀扶着来到区图书馆，说"我对市政建

设有感情，无论如何也要让我参加这次读书活动。"靠女儿在一边读，他用耳听嘴

问的办法，参加了这一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女儿更是发奋读书，先后被评为"市十

佳好少年"、"全国百佳好少年" 17 

上海地区各区县公共图书馆还根据地区发展的需要，建立了各种特色专藏，如

普陀区的法律特色文献库，南市区图书馆的旅游特色文献库，闸北区图书馆的国防

特色文献库，曲阳图书馆的影视特色文献库，南汇县图书馆的种植业特色文献库，

长宁区图书馆的计算机特色文献库，闵行区图书馆的房产特色文献库，宝山图书馆

的长江流域文化特色文献库，奉贤县的民间艺术特色文献库等。这些图书馆充分利

用自己的特色文献资源优势，主动向读者提供更全面、多样的服务。如普陀区图书

馆在互联网上开设了法律援助服务;曲阳图书馆经常举办各种形式的影视欣赏、教

育和学术研讨活动;南市区图书馆在馆内建立了"旅游爱好者沙龙"、旅游爱好者联

谊会，多次组织了旅游文化研讨会。这些服务大大缩短了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使读者对图书馆的功能有了更新的认识。

江苏省借"文化大省"建设的东风，以公共图书馆为舞台，大力推进全民读书

活动。自 1998 年以来，南京、常州和镇江等市连续几年开展每年一度的全市读书

节活动。 1998 年南京读书节的"家庭读书乐征文"活动，以读书与素质教育、读书

与图书馆、读书与再就业等为主题，收到应征文章 305 篇。有学生、工人、农民，

年龄最大的 72 岁，最小的为 9 岁。另外还举行"读书状元"评比活动，该年评出 5

名读书状元，电视台直播读书知识竞赛的决赛。该省江阴、靖江、泰兴等市开展全

市的"一、二、三(即 1 个书橱、订 2 种以上报刊、 300 册图书)"读书活动，张家

港市开展"万户读书活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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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区公共图书馆采取各种积极的措施吸引更多的人来利用图书馆，他们把

重心放在下岗工人、外省打工者、学生和离退休工人等在内的所谓"弱势群体"上。

据中山图书馆的统计数据， 2000 年该馆全年的进馆人数达 234 万人次，其中上述

的弱势群体就占了近 80%0 "衣履不整，谢绝进馆"的标语曾经一直竖立于广州市

内各大公共图书馆、阅览室门口，有一位读者在网上批评道:我建议贵馆把门前"衣

履不整，谢绝进馆"的牌子早日拿走，……这会给人一种只重外表的形象，而其实

这个世界上还有不少落魄青年，他们却很爱学习……。这一则看上去简单的留言，

却折射出一种新气象: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和外来劳工在图书馆里找到他们新的位

置。在座无虚席的阅览室内，衣履不算太整洁、操外省口音的人士占了相当大一部

分。中山图书馆以其优质和便民服务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在 2000 年全国有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10 多万名读者参与投票的活动中，被国家文化部评为"读

者喜爱的图书馆"之一。 19

从 2000 年 12 月开始，全国"知识工程"领导小组决定在全国举办"全民读书

月"活动 20 其主要内容有:公布评选出的"读者喜爱的图书馆"和全国"优秀

读书家庭"、"科技读书示范户"名单;组织图书馆、出版社、新华书店等有关单位

开展丰富多采的读书活动，如举办精品图书展、音像资料马电子出版物展、开展书

评、推荐好书、举办读书报告会、朗诵会、研讨会、读者座谈会、读书竞赛、读书

演讲、评选读书标兵、组织各种知识培训等;与"三下乡(科技下乡、文化下乡和

图书下乡)"活动结合起来，积极开展送书、送知识、送信息下乡活动;倡议在"全

民读书月"期间;每人买一本书，读一本书，向西部送一本书;组织、动员社会各

界向西部地区图书馆赠书，为西部大开发贡献力量等。

知识导航的信息门户

。自动化和数字化

根据文化部"九五计划"提出的目标，到 2000 年，全国的省级图书馆、地市

级图书馆和 40% 的县级图书馆实现自动化管理，初步建立"中国图书馆信息网络"

(CLINET) 即"金图工程"到 2000 年，地市级以上图书馆基本人网，县级图书

馆入网率达到 30% 以上。先期发展京、津、沪、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及自

动化发展有一定基础的省市图书馆的计算机网络建设，到 2010 年，县以上公共图

书馆实现联网。 21

东部发达地区图书馆网络化程度较高，如上海图书馆从 1996年起引进 Horizon

系统，浙江图书馆引进 Innopac 系统，深圳市图书馆开发的 ILAS 系统经过多次升

级换代，其网络版已经在全国各地一些大中型图书馆之间推广应用。在数字图书馆

建设方面，上海图书馆利用 IBM 数字图书馆平台，开发了上海图典、上海文典、点

曲台、古籍善本、科技会议录、中国报刊、民国图书、西文期刊目次、科技百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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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9 个数据库。辽宁省图书馆在 IBM 数字图书馆系统的基础上，由东北大学阿尔

派软件公司作系统集成和二次开发。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推出了《张学良)末日《辽

宁文化信息库}、{中国电影世界}、《东北历史图录}等多媒体数据库。

在公共图书馆网络化和数字化建设方面，广东省起步较早，发展较快。一方面，

广东省具有良好的网络化环境，该省拥有上网用户 100 多万，居全国第二。另一方

面，广东省重视公共图书馆网络化建设，已有 14 个市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联网，初

步建立了覆盖全省公共图书馆的自动化网络，开设了"网上图书馆"网页

http://6 1. 140.225.111，栏目有热点新书速递、粤版图书巡礼、孙中山全文库、海洋

经济文献、图书搜索引擎和电子资源导航等。广东省中山图书馆与北京世纪超星公

司合作，采用工业化生产方式，对图书馆文献进行大规模数字化，开发成功具有自

主版权的超星图书浏览器并向社会发行超星读书卡。在北京建成"超星数字图书馆"

在广州建成"超星数字图书馆华南站"在清华大学建成"超星数字图书馆教育站"

今后还将在全国各地普及推广。 22 此外，广东省图书馆界重视数字图书馆建设，中

山图书馆将 1995 年确定为"数据库建设年"， 1996 年确定为"数据库推广年"开

发出各类特色数据库 200 多个，如中山图书馆的《孙中山全文库)，佛山市图书馆

的《珠三角房地产数据库》末日(陶瓷世界数据库)，湛江市图书馆的《亚热带海洋经

济文献库)，汕头市图书馆的(潮汕美食数据库》以及深圳南山图书馆的《南山人文

数据库}等都很有特色。 23

在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中，北京市西城区图书馆的数字化建设尤为突出。西城

区图书馆是 2000 年建成的新馆，也是北京市第一家高度智能化、网络化、现代化

的区级图书馆。该馆建筑面积 1 万多平方米、藏书 33 万册，能同时容纳 1000 多人

阅览。在该馆，一层大厅里有可进行单屏或多屏组合播放的图文电视屏，向读者提

供计算机制作的有关图文信息。二层视听室可播放 VCD 、 DVD 、 LD 光盘，同时将

100 多个电视节目存入硬盘，读者可随心所欲地点播自己喜好的节目。多媒体网络

中心由 32 台电脑终端和 2 组 28 驱光盘塔组成。旅游特色文献库的 5000 余册旅游

资料全部实现了数字化。该馆开设了"鸡毛信"网站，每季度向消费者提供一个最佳

旅游路线，其u远程在线支持"服务项目为发生困难的旅游者通过计算机网络寻求帮

助提供了方便。 24

从 1999 年起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启动"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并成立了"中

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支撑该项目的运行。 2000 年 4 月由文化部牵头，在

国家图书馆召开了两次有 21 个中央部委单位参加的中国数字图书馆联席会议。{中

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一期规划( 2000-2005) )已初步经过专家论证。根据该工程
目标， 5 年内将建成一批总容量不低于 20TB 的中文多媒体资源库，实现全国大部

分地区图书馆文献资源的联合采编及馆际互借。在国家图书馆倡议下，由中国数字

图书馆工程建设联席会议办公室组织，建立了"中国数字图书馆联盟"为各文献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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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拥有单位直接参与中国数字图书馆工程建设提供更多的合作、交流机会。目前已

有 60 余个单位加入，并还在发展中。 25 在 2000 年 12 月"全民读书月"活动期间，

中国数字图书馆 www.d-library.com.on 向全国各地拥有电子阅览室的副省级以上

公共图书馆，无偿提供数字信息资源、服务，赠送中国数字图书馆网上图书资源 2001

年全年使用权。这些资源内容包括国家图书馆已完成数字化的 5300 万页全文影像

数据，覆盖经济、文学、历史、医药卫生、工业、农业、军事、法律等各个门类。

中国图书馆数字化进程正在加快。 20 世纪 60 至 70 年代，我国数据库建设以

文字型的书目数据库为主，到 80 年代中期，全文数据库的比例扩大，从 1985 年的

28%增加到 1996 年的 50% ，而书目型数据库则下降到 24%0 26 国家图书馆已拥有

书目数据 500 多万条。 27 上海图书馆 1949 年以后出版的中文图书卡片已于 1999

年 6 月废除， 20 世纪前 50 年出版的中文图书也基本上完成数据库建设，古籍图书

的机读目录也将于 2001 年完成。随着书目数据库的建成和完善，中国图书馆网络

化的发展重心将移向网络资源和全文资源，在今后的数十年里，数字化图书馆将会

出现一个巨大的飞跃。

2) 资源共享

在中国，图书馆信息资源共享基本上经历了三次大的高潮。 40 年以前，图书馆

界就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1957 年 9 月国务院下发《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分别在北

京和上海建立了两个中心图书馆委员会，统一协调全国的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这

两个机构在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方面曾经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6 年文化大革命

运动开始以后，这项工作被迫中断。从 1980 年代开始，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资源共享又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 1987 年，由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文化部、国

家教育委员会、中国科学院等 9 个部、委、局共同组织成立了部际图书情报工作协

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全国图书情报事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全国文献资源、建设的协

调以及图书馆自动化和数据库的建设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管

理体制和思想观念上的问题，资源共享活动并没有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 1999 年 1

月，以国家图书馆组织全国 120 多家图书馆情报机构(其中有 43 家公共图书馆)

联合签署《全国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方案》为契机，掀起了新一轮资源共享活动的高

潮。全国各地相继建立了地方性的协调机构，推动馆际协作的工作。

在天津，以天津科技信息研究所和天津市图书馆为双中心，将全市 31 家区级

以上公共图书馆， 26 家高校图书馆， 48 家市级行业信息中心联通，实现全市各类专

业图书资料资源联网，网上资源共享和馆际互借。 28

上海早在 1994 年就发起建立区域性文献资源协作网，该年 3 月 25 日，上海地

区 19 家研究性图书馆的馆长们聚集在上海图书馆，共同签署了有关资源共享的 3

个文件，正式宣告了上海地区文献资源协作网 (SIRN) 的诞生。 SIRN 在采购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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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开放阅览以及馆际互借等方面开展馆际协作活动。截至 1998 年 5 月底，

该网成员已发展到 30 家，囊括了大学、科研、情报以及公共图书馆系统中几乎全

部大中型图书馆，如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科学院

上海文献情报中心、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以及上海图书馆等。为了积极落实《全国

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方案>>，上海于 1999 年 5 月正式成立了以上海市副市长为组长的

上海市文献资源共建共享领导小组，在市政府的直接领导和推动下开展馆际协作活

动。 1999 年 5 月以来，协作网在各成员单位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

步。主要表现在，一、各成员单位都很重视采购协调工作，分管的馆长和具体负责

采购的人员都参加了 6 月份举行的外文期刊采购协调会议，由于馆长当场拍板，很

多难题都得以顺利解决。协调后减少的复本数量总价为 106 万元， 2000 年度的外

文期刊总量比 1999 年度增加 900 余种;二、分别开通了上海图书馆至交通大学图

书馆和中科院上海文献信息中心的专线;三、开发了网上馆际互借系统，使原来手

工的馆际互借方式得以在网上进行;四、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系和上海图书馆联合开

办了在职图书情报人员的研究生班，为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提供了条件。从 2001

年起，上海市政府进一步推出了"中心图书馆"建设规划。作为第一阶段的计划，

上海图书馆首先与黄浦区图书馆、静安区图书馆、南汇县图书馆和上海音乐学院图

书馆等有代表性的各类型图书馆联手进行实验，计划于 2001 年 5 月形成以上海图

书馆为总馆和上述 4 个图书馆为分馆的"中心图书馆"雏形。按照市政府的总体规

划，两年内即 2002 年底前将全面建成这一由上海图书馆为总馆和上海地区大学、

科研和公共等各类型图书馆为分馆的"中心图书馆"体系。

上海地区的这种总馆/分馆体系可以说是一种尝试。目前在中国大陆，各级公共

图书馆之间都是相互独立的。如市图书馆属于市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区图书馆属于

区文化主管部门领导，市图书馆对区图书馆只有辅导关系，没有行政隶属关系。有

不少学者提出要对这种体制进行改革，如辽宁省图书馆副馆长黄丽华建议，在一个

省府所在地，只设一个省级图书馆，其他均属它的分馆，或设若干个地区分馆。 29 但

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城市真正建立起类似欧美和日本等国的区域性公共图

书馆体制，上海的实验将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不足与思考

如上所述，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在过去的 20 多年里创造了辉煌的成就，不

仅基本建成了遍及城乡各个角落的公共图书馆网络体系，而且为全面构筑国家和地

区文化基础设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和地区文化事业的发展。但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不仅与国内大学等研究图书馆相比有很

大的差距，而且在公共图书馆领域内还存在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方面，东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很不平衡。根据 1997 年统计，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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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592 个贫困县，仅西北 5 省区(新疆、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就占了 5 1.9% 。

30 全国尚有 190 个无馆县， 82 个县级图书馆有机构无馆舍，绝大多数也分布在西

部地区。 31 西北 5 省(区)级图书馆 1996 年购入新书 6.4 万册，而广东省图书馆

一个馆购入的新书达 9.6 万册，差距甚大。 32 另一方面，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

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根据有关部门对全国 55 个大中型公共图书馆与大学图书馆之

间网络化程度的调查，拥有网络版电子期刊的大学图书馆为 65% ，公共图书馆仅

28.6% ，拥有联机数据库的大学图书馆为 30% ，而公共图书馆仅 2.9%0 33 总体上，

公共图书馆在数据库的数量和质量方面都处于劣势。相当数量的公共图书馆没有实

现自动化管理，有些图书馆虽然配备了计算机，但应用水平较低。

此外，在公共图书馆经费、人员以及服务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根据全国县

以上公共图书馆统计， 1985 年购入新书 1541 万册， 1999 年仅为 678 万册 34 人

员经费挤占购书经费的现象在很多基层图书馆比较严重，不少图书馆一年内没有购

入一本新书。 35 以山西省为例， 46%的公共图书馆全年未购一册书。 1999 年，山西

省 121 个公共图书馆的财政补助收入 1837 万元，平均每馆 15.2 万元，占全国地方

图书馆平均每馆 36.7 万元的 41.4%。在山西省财政补助收入中，购书费 281.4 万元，

平均每馆 2.3 万元，仅为全国地方图书馆平均每馆 8.1 万元的 28.4%。山西省人均

购书费 8 分 8 厘钱，也只占全国人均购书费 2 角 4 分的 36.7%0 1999 年山西省公

共图书馆平均每馆新购图书 1231 册，只及全国地方图书馆平均每馆 2376 册的一半。

因无购书费全年未购一册书的图书馆逐年增多，已由 1991 年的 19 个增为 1999 年

的 56 个，占机构总数的 46.3%。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五台县图书馆连续 8 年、

静乐县图书馆连续 9 年无分文购书费，多年未购一册书 36

由于大部分地区公共图书馆还存在网点少、新书少、利用不方便等问题，图书

馆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没有其他文化娱乐设施那么普及。有一位读者通过互联网上的

蚂蚁论坛，对公共图书馆的现状提出批评:‘图书馆，特别是公共图书馆，在我们的

生活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现在社会上，大多数人对公共图书馆的熟悉程度，

往往比不上卡拉 OK、 DISCO、酒楼、咖啡听、麻将桌等公共场所。"的

但是，最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图书馆法)，目前仅深圳、上海、

山东和内蒙古等地区出台了公共图书馆的地方性法规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还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同时，在中国大陆，现在还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专业人员制度，也没有图书馆员的行业协会，从事图书馆

工作并不需要有什么专业资格证书，任何人都可以不经过专业训练而成为图书馆员。

由于没有严格的专业资格制度，很多经过图书馆学训练的人不愿到图书馆工作，如

以北京大学为例， 1987 年到 1988 年， 90%以上的毕业生分配到各类图书馆工作;

1990 年到 1992 年到图书馆工作的毕业生比例为 10%，而到 1994 年这一比例下降

到 8% ， 38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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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跨入新世纪，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能否像过去 20 年那样保持快速增长的势

头呢?毫无疑问，随着加入世贸组织和社会的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将持续向

前发展，并为包括图书馆事业在内的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

中国的公共图书馆事业经历了一段时期的高速增长之后，将进入一个稳步发展

时期。在未来一段时期里，公共图书馆将从量的增长向质的发展转移，将业务重心

放在参考咨询服务、业务操作规范和网上信息导航等方面，向高质量、深层次发展;

将管理重心放在资源重组和机构重组上，引进竞争机制，实现资源合理配置;逐步

建立图书馆情报专业人员的资格证书制度，提高专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服务质量，

培养一批高层次、国际型的图情专家和管理专家;通过区域性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建立总馆/分馆型的区域公共图书馆系统，并加强与其他如大学、研究机构等图书馆

系统之间的合作;发展东西部地区的资源共享。东部地区经济比较繁荣，图书馆事

业也相应地比较发达。但西部地区有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很多资源还没有很好

地开发出来，而东部地区有比较优越的技术条件和比较集中的专业队伍，通过东西

部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带动西部乃至全国图书馆事业的整体发展。相信在不久的将

来《图书馆法》颁布之后，中国的图书馆事业将迎来又一个新的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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