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GHT:

URL:

CITATION:

AUTHOR(S):

ISSUE DATE:

TITLE:

多元文化与城市发展: 以上海图书馆
为例

吴, 健中

吴, 健中. 多元文化与城市发展: 以上海图书馆为例. Lifelong education
and libraries 2005, 5: 103-107

2005-05-01

http://hdl.handle.net/2433/43704



103 

多元文化与城市发展:以上海图书馆为例

吴建中

Multiculturalism and City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hanghai Library 

Wu ]ianzhong 

City is a gathering place of various nations and people of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 Every nation and every culture can display their rich imagination 

and unique creativity in cities. Respecting, adopting and synthesizing the 

essence of multicultures have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Shanghai City 

Spirit. The article takes the Shanghai Library as an example and discusses 

the function of the library' s multicultural services in the modern city 

development. 

Keywords: Multiculturalism, Library, City development 

2010 年世博会将在上海举办。为了办成最精彩、最难忘的一届世博会，上海组
织了较大规模的世博大讨论。大讨论吸引了更多的人关心、参与世博会，为成功举办

世博会献计献策。 2003 年 10 月在上海举办的世博论坛上，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
斯提出"我期待在上海的世博会上，不仅见到多元文化，而且能体验不同文化之

间的交融。"国际展览局副主席哈拉维女士说"文化的多样性是世博会得以应运

而生的原因之一，而城市就是这种多样性的载体。城市不可能遗忘自己的历史及其所

赋予的认同感，而不扣紧自身的文化特质，城市就难以获得长足的发展。"她，希望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将展示一个城市的典范飞 2004 年 6 月在巴黎举行的世博论坛上，
"城市文化多元和文化融合"被确定为会议的主题，上海市副市长周禹鹏在论坛会

上表示， 2010 年上海世博会将促进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2)。由此可见，多

元文化正在成为上海城市发展中一个新的热门话题。

1 多元文化与城市发展

多元文化是近几十年在国际流行的文化概念。 1971 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下院

发表了题为"在双语言框架中的多文化主义政策"针对过去对移民采取的同化主

义政策提出了批评。 1972 年，政府设立多元文化局， 1988 年又制定了《多元文化主

义法~，该法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多元文化的法律。
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的原则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一、禁止任何以种族、民族或

民族文化起源、肤色、宗教和其他，因素为由的歧视.，二、保证所有加拿大人在社会、
经济、文化和政治上的平等;三、保护和提高加拿大多元文化传统，并承认多元论和多

元文化是加拿大文化的特点;四、鼓励和保护所有加拿大的传统语言，承认多语言的

文化和经济的利益等 3)。在 2003 年上海世博论坛上，加拿大文化和遗产部司长德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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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是在不同的种族、语言和传统中，人类经历和成就的不同。

这是促进革新和进步的重要的人类资源，它促使人们去思考、学习和理解，分享人类

经验将带来进步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承认文化的多样性能使人加深对不同

民族和国家的理解，更易于接受变化，而这最终将促进天下大同飞 30 多年来，多元

文化的实践为加拿大建立多元文化社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004 年初，加拿大多元

文化事务部长奥古丝汀在一次演讲中公布了一项问卷调查结果，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实
施以来， 80%的加拿大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提高了加拿大人的公民身份价值， 86% 的

加拿大人认为他们从来没有受到过歧视，或得到不公平的待遇 5) 。

今天，已经有不少国家、地区以及团体制定了与多元文化相关的法律、政策和措

施。多元文化正在成为这些国家、地区以及团体发展的核心价值观。最典型的是澳大

利亚，澳大利亚是一个主张多元文化共存与融合的国家。 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政策允许

移民保留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行为和不同的看法。总理霍克认为，

多元文化主义的重点不仅要保留各民族文化和语言，而且应该让每个人有同样的机会

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 6)。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都把自己看作是多元文化城市。这

些大都市都有说上百种语言的少数民族或移民，因此政府非常重视多元文化的共存与

融合，采取各种政策或措施，尽量让每一个民族的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生存的空间。
我国的香港、澳门和台北等地也把发展多元文化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重要一环，如澳
门政府文化部门长期坚持多元文化共存与融合政策，因此，澳门被视为多元文化城市

的典范飞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一些中小城市也纷纷推出多元文化政策。在日本，外

国人已经占总人口的1.4% 0 2001 年 12 月在静冈县洪松市举行了外国人居住问题市

长会议，会后发表了由 13 位市长联合签名的旨在推进多元文化的《洪松宣言~，随后

《朝日新闻》发表署名文章，呼吁为建立多元文化社会而立法飞
2004 年 7 月发布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2004 年度《人类发展报告~，要求世界各

国实施多元文化政策，以消除因民族、语言和宗教多样性而造成的隔阂与歧视 9)0 多

元文化不应成为一种点缀，而是现代城市发展的一种必然。合而不同，相得益彰，只

有重视，多元文化交流与融合，才能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认同，确保现代城市

健康、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2 多元文化与上海城市精神

城市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背景人们的聚集体。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可以

在城市中展现他们丰富的想象力和独特的创造力 o 尊重、吸收并综合多元文化的精华

已经成为上海城市精神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上海是公认的移民城市，上海本籍人口一般只占人口总数的 15% -25% ，而外

籍人口则占了 75% 一85% 0 20 世纪 20 年代，租界内外国侨民有 3.7 万，华人达 110 万。
1942 年，上海侨民达 15 万多人 10)。旧上海曾经被认为是"多元文化的摇篮"叫。据

有关资料统计，现在在上海生活和就业的境外人士有近 30 万，分别来自 119 个国家
和地区。最近 3 年来，外籍人士在上海就业的人数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叫。随着

上海国际化进程的加快，来沪工作和居住的外籍人士还会大量增加。这些外籍人士已

经在上海逐渐形成适应各自生活方式的小社会。很多外国人骄傲地把自己看作是上海
人，把上海称为"第二故乡"他们正以各自民族的智慧和文化融入上海，并参与

上海的建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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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人，他们应该享有这座城市为一般市民提供的各类设施和服务，而作为

外籍人，他们不应该由于文化差异和语言隔阂而受到不公平待遇。毫无疑问，他们同

样是这座城市的主人。但是在上海目前的政策、法规以及各项社会配套设施与服务中，
涉及多元文化方面的内容还很少。因此，上海应加紧多元文化的研究，制定多元文化

政策和措施，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为在沪生活的各语种、各民族群体提供配

套的教育、文化、生活等社会服务和设施;开设适应多元文化需要的新闻媒体如外文

报纸、电视频道;建立多元文化志愿者和辅导员队伍;组织在沪外籍人士参与上海城

市的建设与管理等。
多元文化应成为上海城市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多元文化服务，

不仅能让所有外籍和外来人员心情舒畅地生活和工作，而且能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吸

引优秀外籍人才。海纳百川1 ，追求卓越，上海要努力促进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服

务全国，服务全世界，真正使上海形成名副其实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

3 多元文化与图书馆服务

国际图联于 1987 年发表的~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 Guidelines for Library 
Service~ (多元文化社会:图书馆服务方针)指出，在一个地区，某一语言或民族群
体超过 300 个人，这个群体就应该得到与社会公众同等的服务叫。因此，图书馆应配

备用少数语种的语言或者这些少数群体能够接受的语言书写的资料、反映少数群体文

化的资料、为学习通用语言或母语所必须的资料以及相关的视听资料。此外，在服务
方面，除了借阅服务外，图书馆还要为少数群体提供其他服务，如介绍当地情况，帮
助他们学习和掌握当地语言，上门服务等。该方针建议图书馆行政当局在图书馆学院
的课程设置、少数群体的招聘、职员进修以及全国性图书馆服务机构的设置等方面，

制订相应的计划和措施叫。

上海图书馆以其丰富的国际信息资源和国际化服务，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外籍

读者。上海图书馆拥有丰富的各语种资源，每年订购的印刷型外文期刊有 6，000 多种，
外文书刊共 223 万册，其中徐家汇藏书楼就有1曰外文藏书 56 万册，涉及近 20 个语种。
在外文阅览区，开设有联合国资料托存图书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
组织的托存资料区、上海一旧金山友谊图书馆、德语资料区、澳大利亚图书角、俄

罗斯图书室(设于黄浦区图书馆)等，并陈列有世界各国领事馆、外国友人捐赠的外

文书刊资料。在上海的一些外国友人也积极地向上海图书馆捐赠图书，如在沪的一个

日本妇女团体曾联合捐赠了数百册日文图书 O

上海图书馆实行全年元休的开馆方针，每天接待读者近万人次，其中有不少是来

自国外的读者。 1996 年 12 月新馆开馆以来，持外国护照的境外公民有 97 个国家和
地区的近 3，700 人申领了读者证(截止 2004 年 7 月 20 日 )0 1996 年 12 月至 2004 年 6

月，接待境外来访 908 批，计 8，385 人次。为迎接第 1 千万个读者的产生，上海图书
馆于 2000 年 6 月举行了一个活动。现场自动统计结采表明，第 1 千万个读者是日本人，
第 1 千万零 1 个是韩国人。说明上海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图书馆对外国

专家和移民已经产生了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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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外国读者申办上海图书馆读者证统计表(单位:张)

国别 日本 美国 韩国 德国
澳大

加拿大 法国 英国 新加坡 合计
利亚

有效证件数 439 225 97 70 54 58 40 45 44 1,072 

办证数累计 1,499 801 309 265 205 190 159 139 131 3,698 

为了方便外籍读者，上海图书馆规定馆内指引系统都应该有中英文标识。一些主

要的宣传介绍材料都配有中英文两种语言的对照，在上海图书馆网站上除了中英文外，
2002 年起还增加了日文版。今后还将根据需要逐步推广到其他主要语种。同时，国

际交流处编制了员工外语联络图，现在已经有 60 多位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

所的员工成为外语志愿者，在外籍读者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些员工就会担当志愿者。
上海图书馆注重对外文化交流与合作，如邀请国外科学家和专家进行学术演讲，

邀请国外图书馆员担任访问学者并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在网上联合知识导航站上，邀

请国外图书馆参考馆员回答读者的问题，与数百家国外图书馆开展资料交换，并开展
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等。此外还在境外 8 个图书馆建立了 "上海之窗"通过

书刊资料，宣传和推介中国改革开放成就和上海经济与文化发展形势。 2003 年 11 月，
上海图书馆作为十大成功典范之一入选国际图联为 "2003 年联合国信息社会全球峰

会"所做的题为"位于信息社会核心的图书馆"的宣传广告。

上海图书馆注重国际化人才战略，积极创造条件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交流能力的

专业人才。通过举办国际性会议和研讨会，推出和锻炼人才 o 1996 以来已举办重要

国际会议 8 次，在境外演讲的员工达 84 人次，有 5 位员工担任国际图联专业委员会

常委以上的职务，形成了一支活跃于世界专业舞台的国际化人才团队。

为配合 2010 年世博会，上海图书馆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于 2003 年 1 月建立了世
博信息中心，出版有关世博研究的图书，编辑反映世博动态的信息，开设世博阅览室，

收集并陈列与世博有关的专业资料，并与上海市世博会事务协调局联合举办系列讲座
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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