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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云岳 改革开放四十载 百年陕图焕新颜

进入新时代， 陕西省图书馆将肩负新的历史使命， 以更坚定的文化自

信，扬帆新征程。

”

“

周云岳

陕西省图书馆馆长

每天清晨， 位于西安长安北

路的陕西省图书馆门前， 都有一

条长龙似的队伍蜿蜒逶迤。 无论

春夏秋冬，阴晴雨雪，他们都在矢

志不移地等待着， 等待进入知识

的殿堂。

陕西图书馆于清宣统元年

（1909年）五月在西安梁府街学务

公所内正式落成。百年沧桑，岁月

峥嵘， 从最初的陕西图书馆到陕

西省立第一中山图书馆、 陕甘宁

边区西安图书馆， 再到陕西省图

书馆，经过七次更名，四次馆舍搬

迁，记载了时代的变迁，见证着陕

西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历程。 特

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陕西省

图 书 馆 经 历 了 业 务 复 兴

（1978-1989）、 多 元 化 转 型

（1990-1999）、 走 向 现 代 化

（2000-2009） 和 稳 步 发 展

（2010-2018）四个时期，在馆舍

和馆藏资源建设、社会服务、图书

馆事业发展等方面取得了较为辉

煌的业绩，曾被中共陕西省委、陕

西省人民政府授予“陕西省先进

集体”，被国家文化和旅游部评为

全国文化系统先进单位， 多次被

命名为国家一级图书馆。

随着馆舍环境、馆藏资源的

变化，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改革开放之初， 陕西省图书

馆坐落在西安市西大街， 地处市

中心，占地18亩，馆舍总面积9800

平方米，藏书200万册。1979年，重

新恢复“陕西省图书馆”的馆名，

确立了“陕西省图书馆”在全省图

书馆界的主体地位， 各项业务逐

渐恢复正常秩序。 随着人们对知

识信息的需求与日俱增， 全社会

掀起读书热潮， 陕西省图书馆在

文献借阅、组织机构设置、文献资

料的流通补充等方面都实施了很

多新的措施， 但是读者对阅读的

需求远远超过了省图书馆的服务

能力。八十年代初开始，省图书馆

馆舍紧张、 库满为患的问题逐渐

突显，为了解决眼前的矛盾，省图

书馆通过将剔旧图书转赠基层

馆、 改造馆舍结构、 扩充书架空

间、 建立分馆和馆外流通点等方

式，尽力解决藏书问题，同时向文

化厅多次提出建设新馆的要求。

九十年代初，馆舍陈旧、狭小对省

图书馆发展的制约问题更加突

出， 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

的高度重视。1996年，省图书馆新

馆正式开工建设。

2001 年9月30日， 省图书馆

长安路新馆正式对外开放， 面貌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馆舍建筑

面积4.7万平方米， 主楼12层，裙

楼6层，实行借、阅、藏、咨一体化

的模式， 设置有报告厅、 多功能

厅、展览厅等，是一座现代化的图

书馆， 面向广大读者开展形式多

样的讲座、 展览、 影视与音乐欣

赏、培训等服务。西大街旧馆部分

馆舍改造成陕西省图书馆少儿分

馆，于2005年6月1日正式开放。由

此，陕西省图书馆一馆两区，在古

城内外交相辉映服务社会大众。

2008 年长安路馆全面改造，

将一至三层统一为开架借阅服务

区域，实现藏、借、阅一体化，可供

读者利用的服务总面积达到2.6

万多平方米， 开架借阅面积达到

1.2万多平方米，开架借阅区域藏

书总容量增加一倍以上； 阅览座

席为1875个。 2009年9月百年馆

庆，开始实行全面免费服务，率先

在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中引入

RFID 计算机管理系统； 采用自

助借还、 自助办证和24小时自助

还书机等现代化服务设施， 大大

提高了读者借还图书的自主性与

便捷性， 图书馆的读者接待能力

也大幅提升。 2017年8月，省馆少

儿分馆自西大街馆搬迁至长安路

馆开放借阅。

2000 年， 省馆馆藏总量250

万册。 2009年，馆藏总量近325万

册，持证读者7.26万人，接待读者

量59.45万人次。 2017年，馆藏总

量近507万册， 持证读者33.05万

人，接待读者量298.65万人次。 十

八年来，省馆馆藏量翻倍，读者接

待量也呈几倍增长。

从“借借还还”到

多元化、深层次服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

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科学技

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确立，唤起了

人们久被压抑的求知欲望， 人们

纷纷走进图书馆， 陕西省图书馆

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 读者量达

到历史最高峰，400多个阅览座位

从早到晚座无虚席。 1980年实行

押金办证的第一天， 办证量就达

到了3000个， 原计划半年发放的

5000 个证，10天内就发放一空，

这种空前盛况在八十年代中前期

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除了“借借

还还”的传统书刊借阅服务以外，

省图书馆还不断拓展服务范围，

放宽办证条件，延长借阅周期，深

化服务领域，开展参考咨询、地方

文献、基层业务辅导培训等工作。

同时， 改革创新服务方式， 配合

“星火计划” 开展为科研生产服

务，充分利用馆藏，立足科技，面

向农村，编制专题目录、索引等，

并开设针对科研型重点读者服务

制度。举办星期日讲座、各类专题

文献资料图片展览、送书下乡、建

立分馆和流通点等， 服务形式日

趋多样化。

八十年代后期到九十年代，

随着市场经济和经商热的兴起，

读书热迅速变凉， 陕西省图书馆

读者量逐渐下滑。同时，随着书价

上涨，新书采购量也在不断下滑。

1988 年，陕西省馆新购图书和购

书费支出比例均居全国倒数第

二， 进入一个艰难的事业发展阶

段。 但省图书馆仍然始终坚守服

务阵地，积极探索适应读者需求。

一是扩大服务范围， 深化服务能

力，流动服务站点活动异常活跃，

积极深入工厂、 部队开展上门送

书，参加全省“送书下乡”活动。二

是为方便读者， 从1988年开始调

整延长每周开放时间， 此次调整

时间成为省图书馆每逢节假日照

常开放为读者提供人性化服务的

开端。 三是积极举办各类读者活

动，坚持每年5月底开展“服务宣

传周”活动。四是图书馆计算机自

动化系统建设起步， 图书馆逐渐

开始向数字化、信息化、网络化发

展，1998 年“省情文献信息系统”

的建设标志着现代化技术在省图

书馆应用的正式开始。

2002年， 国家启动文化共享

工程建设， 陕西省图书馆作为首

批试点省启动共享工程建设，并

于2004年获得了文化部“共享工

程建设全国先进单位” 的荣誉表

彰。2005年，省图书馆少儿分馆正

式开放， 标志着省图书馆未成年

人服务进入新的阶段。 2006年，建

成第一座馆外分馆并正式启用流

动服务车进行馆外流动服务。 同

年， 省图书馆开始启动全省古籍

普查工作， 并于2007年被正式列

为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单位。 2008

年，视障阅览室建成开放。 同年，

开始着手开展全省公共图书馆计

算机管理系统一体化建设。

2009 年7月， 省图书馆取消

了所有公益性服务收费项目，率

先在全国省级图书馆中实现免费

开放。截至2017年底，省图书馆年

接待人次已达296万，是免费开放

前的近3倍。

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带动全省

公共图书馆事业跨越式发展

改革开放之初，陕西各地基层

图书馆发展非常滞后， 硬件条件

差，人员专业素质很低，针对这一

现状，省图书馆抽调干部分赴各地

图书馆进行业务辅导和调查。1979

年自编教材，对全省基层图书馆进

行专业培训， 至1986年培训达200

人次。 1985年，电大省图书馆工作

站正式设立， 开始常态化培训工

作。 到1999年，304名学员合格毕

业，为全省图书馆事业人才队伍的

培养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同

时，编写了《陕西图书馆工作信息》

71期，为全省基层公共图书馆交流

提供了信息平台。

1981 年，陕西省图书馆学会

正式成立，并创办刊物《陕西图书

馆》，为全省的图书情报资料学术

研究、 交流研讨等搭建平台。 至

今， 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共举办了

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通过并产生

了八届理事会。

进入新世纪， 为了解决陕西

公共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不平

衡、计算机管理水平低的问题，省

图书馆自2006年起， 组建陕西公

共图书馆服务联盟， 推动优势互

补和资源共建共享， 在全省各级

公共图书馆之间搭建统一的计算

机管理平台， 组织开展计算机文

献书目数据共享、馆际文献互借、

地方文献联合征集、 地方特色数

据库联合建设、联合参考咨询、数

字资源和讲座展览资源共建共享

等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加入联盟

的公共图书馆已达108家，占全省

公共图书馆总数的96.3%；加入联

合编目的达到100家；通过联盟组

织举办阅读推广活动6329场次，

举办面向基层图书馆的各类培训

11 期548人次。 此外，以县域公共

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试点工作为

抓手， 促进全省公共图书馆服务

体系建设均衡布局、均等化服务，

确定了旬邑县、富平县、定边县、

汉中市汉台区等4县（区）作为本

省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试点单位，组织培训工作，并开展

试点实施工作， 为下一步在全省

推广实施总分馆制奠定基础。

省馆自改革开放以来， 不但

重视本省行业发展，而且放眼西

北地区图书馆事业，带动业界共

同前进。 由陕西省馆牵头，西北

五省区图书馆第一次科学讨论

会于1984 年3月在西安召开，并

建立西北五省区图书馆科学讨

论会制度，商定每两年召开一次

会议，依次由五省区图书馆学会

轮值承办。 截至2018年，已举办

西北五省区图书馆科学讨论会十

四次。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西

北地区图书馆界搭建的唯一的合

作平台。

对省图书馆发展未来的展望

随着《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公共图书馆法》相继出台，“全民

阅读” 连续5年出现在政府报告

中，在这些利好环境下，省图书馆

更要自觉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

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

务。 我们要继续发挥公共图书馆

的阵地作用，拓宽服务形式，提升

服务意识。 一是不断推进免费开

放。进一步改进工作作风，优化服

务功能，切实保障老年人、未成年

人、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

文化权益，加强分馆、流动服务点

等服务网络建设， 充分运用现代

化服务手段。 二是大力推进全民

阅读。深入打造阅读品牌，加强互

联网、 自媒体领域的阅读推广宣

传，全方位开展阅读服务“六进”

活动。 三是深化高层次信息服务

力度。提升决策参考服务、舆情信

息服务、科研课题咨询服务、政府

信息公开服务水平， 为领导科学

决策、产业发展等搭建信息平台。

四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推动古

籍保护。加强对馆藏古籍的整理、

修复、开发和利用，开展丰富多彩

的宣传活动， 真正让古籍里的文

字活起来。 五是全力推动公共数

字文化惠民工程。 利用现代化的

数字技术手段， 充分挖掘和传播

陕西丰富的地方特色文化和革命

历史资源， 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

文化活动， 不断提升陕西文化的

影响力。 六是充分发挥行业龙头

作用， 推动全省现代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建设不断发展。 充分利用

省图书馆的人才、 资源和技术优

势， 建立全省公共图书馆服务网

络， 指导各市县图书馆提升业务

水平，为基层培养专业人才。七是

开展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和利用，

充分利用省图书馆资源优势，结

合陕西地方特色， 推出形式多样

的文化创意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