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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百又十载

凝心聚力共谱新篇

———国家图书馆建馆 １１０ 周年感怀
饶

权

日与月与，逝者如斯。 曾经先后被称为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北
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在中华民族崛起、奋进的历史长河中，走过了百十年
光辉历程。 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回首百十年漫长路，国家图书馆始终与国
家同呼吸、与民族共命运、与时代同步伐、与社会共发展，虽历尽沧桑、坎坷沉
浮，然薪火相传、弦歌不辍。
值百十年华诞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同
志给国家图书馆 ８ 位老专家回信，充分肯定了老专家离退休后仍心系国图发
展和文化事业、对“ 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初心的坚守，充分肯定了国家图书馆
１１０ 年来在传承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的积
极作用，向每一位国图人致以诚挚问候，并对国家图书馆事业未来发展提出
殷切期望。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将法国总统马克龙赠送的珍贵国礼———
１６８８ 年的《 论语导读》 法文版转交国家图书馆保存利用，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
对国家图书馆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方面重要地
位、独特作用的高度认可和郑重托付。
时光不老，大道惟新，行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征程中的国家图书
馆，可期千般锦绣、万里鹏程。
一
回首前尘，国家图书馆首先是近代以来中华文明自新并融入世界文明之
海的产物。
中国自古推重文治与太平，而文治与太平必发轫于庙堂与江湖对图书的
倾心想慕：汉之天禄，唐之集贤，明之文渊，清之“ 四库” ，官方藏书的汇合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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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王朝的复兴；唐代李邺侯（ 泌） “ 插架三万轴” ，宋代赵明诚、李清照夫妇“ 金
石二千种” ，明范钦天一阁，清黄丕烈士礼居，私家藏书的积聚彰显了社会文
化的繁荣。 从这方面来说，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承史，正与数千年的典籍收
藏史相伴随，相始终。
然而，一个“ 藏” 字，又表明了古代图书保有在整体上的私人性、封闭性。
官方藏书因宫禁深密与等级森严，普通民众绝难一窥；民间藏书往往被视作
私有财产，秘不示人。 是以二者流通与传播的受众和途径，其实颇为有限，多
以士人阶层为主。 从这方面来说，我国古代的各类藏书楼，并不广泛具备现
代图书馆“ 服务社会” 的属性。
在清末“ 西学东渐” 和变法自强的背景下，相继有王韬、郭嵩焘、张德彝、
载泽、戴鸿慈等报人、使节访问英、法、俄、美各大图书馆，实地感受其宏阔与
便捷。 复有李端棻、郑观应、徐树兰、孙毓修等官员、学者撰文介绍西方图书
馆，研讨其制度与价值。 到 １９０６ 年罗振玉发表《 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 ，则明
确提出“ 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
馆” ，他更以学者之世界眼光指出：“ 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
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
１９０９ 年，清廷在湖南、安徽、黑龙江、浙江、山东、山西诸省纷纷倡设图书

馆的背景下，同意筹建京师图书馆，是为国家图书馆的前身。 然而，这一筹建
就是三年，在这三年之中，京师图书馆获得了内阁大库、国子监、南学及各地
所藏大批文献，却始终不曾正式接待社会读者。 其原因固然与清末国事纷扰
的大环境有关，但馆长称“ 监督” ，管理者称“ 提调” ，印章称“ 关防” ，其运作方
式更与旧式藏书楼无异，恐怕才是关键所在。
１９１１ 年以降，伴随着中国近代化的深入，从京师图书馆到各地图书馆，都

悄然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其一，办馆理念日趋开放。 藏书楼变为图书馆，独重
保藏变为兼重致用。 其二，图书受众日趋扩大。 读者由贵族、士绅扩大到社
会公众，图书由专精深奥扩大到实用广博。 其三，服务方式日趋科学。 制度
由粗简而精密，态度由端严而亲和。 时至今日，国家图书馆就办馆条件而言，
早已今非昔比，但以上三种转型期所开之良好风气，则仍为国图同仁们所继
承并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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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稽诸既往，国家图书馆的历史可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砥砺复兴之路的缩
影。 百余年间，国家图书馆的荣辱兴衰始终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联，国
运舛，则国图难；国运兴，则国图强。
在国家积贫积弱的时代，国家图书馆的事业举步维艰。
京师图书馆时期，清政府无力为其专辟馆舍，京馆只能屈就于偏远、逼
仄、潮湿的广化寺。 北洋政府时代，虽一度由教育部次长兼任馆长以示尊崇，
但阅览常辍，馆舍两迁，多任馆长因经费无着而去职。 １９２６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２７

年 ３ 月，馆长梁启超竟至将自己十余年来积存的人寿保险单抵押借款，维持馆
务近半年之久。

国立北平图书馆时期，因获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并有赖于
两任馆长蔡元培、袁同礼先生的精心谋划和鞠躬尽瘁，平馆先是于 １９２９ 年合
并北平北海图书馆，又于 １９３１ 年在北海之畔的文津街建成新馆，终拥独立馆
舍，馆务始有较大发展。 然而，“ 九一八” 事变与“ 七七” 事变相继爆发。 民族
存亡之际，袁同礼先生毅然率部分同仁南下，于昆明重建馆本部。 在烽火不
熄、事业维艰的情况下，积极争取外援，并努力维持书刊采访、编辑出版与读
者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平馆与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合组
图书馆，并共同发起成立“ 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 ，征辑各类战事史料，意图为
抗战大业服务，并为战后编写战史做资料准备。 这一行动还得到了周恩来、
林伯渠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直接帮助和延安、重庆等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
社、新中华报社、新华日报馆等新闻出版机构的大力支持。
这一时期，有三件事令国图人不能忘却。 一是国民政府于 １９２８ 年定都南

京，随即筹备成立“ 中央图书馆” ，并从行政和经费层面大力支持，意图奠定其
国家图书馆的地位，而平馆则备受冷落甚至排挤。 然而，在馆内同仁的多方
努力之下，直至解放初期，平馆仍然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图书馆，其领袖业界的
地位未曾动摇。 二是北平沦陷后，平馆本部先是遭受日人骚扰，复于 １９４１ 年
被伪教育总署接收。 然而留守同仁受民族大义的感召，隐忍于敌伪治下，合
力与之周旋，很好地保护了馆产。 三是 １９４１ 年平馆为防止战前南迁并寄存在
上海法租界的甲库善本古籍被日军攫取，将其秘密装箱，冒险运往美国国会
５

图书馆保存。 遗憾的是，这批书于 １９６５ 年被运往台北，并一直暂存于彼。 这
三件事对平馆而言，均有难言之痛，也是国家衰弱、民族不振导致的悲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图书馆事业迎来了曙光。
１９４９ 年以后，北京图书馆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快速发展。 １９５７ 年 ９

月，为响应中央关于“ 向科学进军” 的号召，国务院第 ５７ 次全体会议批准颁布
《 全国图书协调方案》 ，对全国为科研服务的图书工作进行全面规划和统筹安
排，确立了北京图书馆作为“ 全国图书馆的核心和图书馆业务的辅导中心” 的
特殊地位。 １９８０ 年，中央书记处第 ２３ 次会议专门听取时任北京图书馆馆长
刘季平同志所作关于图书馆工作的汇报，提出加强图书馆事业统筹管理，并
以北京图书馆为中心，建立全国图书馆网的总体方略，拉开了中国图书馆事
业改革发展的恢弘序幕。
１９８７ 年，由周恩来总理生前亲自审定建设方案，万里、习仲勋、谷牧等领

导同志亲自关心指导的国家图书馆白石桥新馆建成开放，并由邓小平同志题
写馆名。 白石桥新馆以其极富民族特色的建筑设计、先进现代的设施设备为
世界瞩目，不仅使国家图书馆从此跻身国际大馆行列，也由此引领全国图书
馆事业进入现代化发展的新阶段。 １９９８ 年 １２ 月，北京图书馆正式更名为“ 国

家图书馆” ，对外称“ 中国国家图书馆” ，并由江泽民同志题写馆名。 ２００９ 年，
百年馆庆之际，国家图书馆二期馆舍竣工，并于当年入选“ 北京当代十大建
筑” ，国家数字图书馆同步上线提供服务。
四十余年来，在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国家图书馆联合全国
图书馆界，锐意进取、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波澜壮阔的中国图书
馆事业改革发展之路。
三
来者日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
思想文化建设，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做出了一系列战
略部署，国家图书馆迎来了崭新的发展机遇。 国图人秉持百年国图精神，坚
持以“ 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为已任，依托宏富馆藏，在赓续中华文脉、助力民
族复兴、服务国家战略、推动创新发展、涵养国民素质方面主动担当，积极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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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挥了国家级公共文化服务阵地的重要作用。 其荦荦大者有六：
其一，不断拓展国家总书库职能。 在接受国内正式出版物、学位论文交
存的基础上，不遗余力搜藏多载体、多语种、各类型文献信息，依托公共数字
文化工程和“ 中国记忆” 项目，进行数字资源、网络资源和口述史料等新型文
献信息的建设；推动立项国家文献战略储备库项目，启动实施互联网信息战
略保存项目，全面布局国家文献信息资源分级分布式战略保存体系。 今日之
国家图书馆，是全世界中文文献收藏最多的图书馆，也是国内最大的外文文
献收 藏 馆， 馆 藏 文 献 总 量 已 超 过 ４０００ 万 册 件， 数 字 资 源 存 储 总 量 超
过 １９００ＴＢ。

其二，大力推进传统典籍保护传承。 深入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革命

文献和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 编纂、《 鲁迅手稿全
集》 编辑出版等文化工程项目，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建成国家典籍博物馆，运用现代化展陈手段，对馆藏珍贵典籍进行背景讲
解、实物展示、历史再现，使公众能够近距离感受典籍穿越历史的恒久魅力。
今日之国家图书馆，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庋藏古籍近
３００ 万册件，年均修复古籍近 １．８ 万叶，举办各类典籍展览 ２１ 场，出版典籍整
理研究成果数百种。

其三，全面支持公民终身阅读学习。 精心培育“ 文津讲坛” “ 文津经典诵

读” “ Ｍ 地铁·图书馆” 等公共文化服务品牌，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阅读服务。
每年举办一届“ 文津图书奖” 评选，积极营造作者写好书、出版社出好书、读者
读好书的良好社会氛围；２０１９ 年“ 世界读书日” 期间发起“ 服务全民阅读 共创
美好生活” 倡议，倡导全民阅读、共建书香社会，吸引全国 ３０００ 余家公共图书
馆共同参加。 今日之国家图书馆，是世界上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级图书馆之
一，年均接待读者 ５００ 余万人次，外借文献 ２５００ 万册件，开馆时间之长、服务
范围之广、接待读者人数之多，在世界各国国家图书馆中均属鲜见。

其四，不断提升数字文化服务效能。 通过门户网站、移动 ＡＰＰ、数字电

视、微博微信提供全媒体、多终端的数字图书馆服务；借鉴“ 慕课” 大规模、开
放、在线理念，推出国家级公共开放学习平台———“ 国图公开课” ，为社会公众
终身学习提供海量优质教育资源；依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构建标准统一、互
联互通的国家数字图书馆服务网络，推动国家数字图书馆建设成果辐射全
７

国，服务大众。 今日之国家图书馆，是优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重要提供者，
年网站点击量达 ８ 亿次，手机门户点击量近 １．３ 亿次，国家数字图书馆统一用
户平台注册实名用户近 １２００ 万人。

其五，切实发挥行业示范引领作用。 依托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全

国图书馆联合参考咨询服务网络、省级公共图书馆立法决策服务协作平台、
全国公共图书馆讲座联盟、全国图书馆信息无障碍服务联盟等业务合作平
台，以及中国图书馆学会、全国图书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行业组织，为全国
各级各类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为有关部门制定图书馆政策提供
研究支撑。 今日之国家图书馆，在全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研究、标准规范制定、
基础业务建设、联合服务等方面均居中心引领地位。
其六，深入开展对外交流合作。 代表中国图书馆界积极参与国际图书馆
事务，依托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图书馆建设、“ 中国之窗” 等对外合作项目，全面
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交流与传播；积极履行国际图联中文语言中心、国际图
联保存保护中心中国中心等国际职能，为国际图书馆事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
与中国经验；倡导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金砖国家图书馆联盟等合
作组织，策划举办中阿图书馆馆长论坛、亚洲图书馆馆长论坛等国际会议，不
断提升中国图书馆事业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今日之国家图书
馆，已经成为世界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型图书馆。
四
回首 １１０ 年砥砺前行的如歌岁月，国家图书馆虽几度更名、数次迁址，然

始终逐梦前行，赤心不移。 一代代国图人恪尽职守、爱岗敬业、甘为人梯、无
私奉献，共同铸就了独特的国图精神。 这精神如不灭的灯塔，照亮着我们前
行的道路；这精神如不朽的丰碑，印刻着我们执着的坚守；这精神代代相传，
指引着我们不断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２０１８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实施，从法律层面进一步明确

了国家图书馆在国家文献信息战略保存、国家书目和联合目录编制、为国家
立法和决策服务、组织全国古籍保护、开展图书馆发展研究和国际交流，以及
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支持等核心职能，为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
明确了新使命，同时也对国家图书馆在新时代更好服务于学习强国、科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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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新期待提出了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家图书馆 ８ 位老专家的回信中，首次就图书馆事业

专门作出重要论述，强调“ 图书馆是国家文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
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 ，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图书馆事业在国家发
展特别是文化发展中的突出重要作用和重要地位，也更加明确了图书馆事业
和图书馆工作者所肩负的重要职责和重大使命。 这一崭新定位，把图书馆在
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将图书馆事业
发展的目标与方向提升到了新境界，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文化
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文化事业、对图书馆事业、对国家图书馆事业的高度重视，以及支持图
书馆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局中发挥独特作用的重要理念。
站在新时代、新起点，国图人将继承前辈图书馆人“ 传承文明、服务社会”
的初心使命，继承历代仁人志士教育兴国、文化强国的责任担当，坚持正确政
治方向，以专业精准服务助力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以开放包容胸襟推动多元
文明交流互鉴，以丰富精神食粮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期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再谱华章！
面向新时代、新长征，国图人将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坚定的理想信
念坚守初心，以真挚的人民情怀滋养初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实际行
动，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服务方式，推动全民阅读的发展成果，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再立新功！
（饶

权

国家图书馆馆长、 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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