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5年5月
为纪念美国总统罗斯福对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及为促进世界和平进步所
作出的卓越功勋，表达中国政府及中
国人民对他关心、支持、帮助中国抗日
战争的感激、怀念之情，在1945年5月
18 日中国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第
17 次会议上，与会代表提交“筹设罗
斯福图书馆”的议案。

由此开始，“罗斯福图书馆”的建
设正式迈上议程。

1946年5月
受国民政府指令，由教育部牵头

在南京成立了“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
备委员会”。9月5日，罗斯福图书馆
馆址决设于重庆。

1947年4月
用 8000 万元重新设计修缮的三

层楼大厦竣工。

1950年4月
罗斯福图书馆正式更名为“国立

西南人民图书馆”。

1950年8月
正式开馆，后经核定更名为“西南

人民图书馆”，地址定在两孚支路罗斯
福图书馆原址。

1955年5月
经四川省文化局同意，将当时的

“西南图书馆”与“重庆市图书馆”“北
碚图书馆”合并，成立新的“重庆市图
书馆”并于1955年6月1日正式开馆，
总部馆址移至枇杷山神仙洞街 202
号。

1983年5月
建筑面积 4500 平方米的两路口

新馆落成。枇杷山馆区作为读者查阅
文献资料中心，开展阅览及社会科学
参考咨询工作。新馆作为读者活动中
心，开展图书流通、阅览、外借以及自
然科学的参考咨询工作，更多开放窗
口为市民服务。

2007年6月
投资3亿、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

重庆图书馆新馆在沙坪坝区落成。重
图新馆占地3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
平方米，整个建筑群成横向的“U”字
形状，分东厅、西厅、报告厅三大部
分。有阅览座位3000个，信息点1500
个，馆内无线局域网全覆盖。

2009年
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免费开放。

打造了一卡通通借通还服务，开通重
庆数字图书馆，研发了掌上“两微一
端”，并且将馆藏抗战文献全部实现数
字化。

2014年
在国内首创3D抗战文献数字图

书馆。

2015~2016年
在西南地区省级馆中率先实现免

费开放，接待人数首破百万。2015年
接待人数突破 210 万，全年书刊外借
27 万人次、85 万册次（含通借通还）。
2016年上半年，累计办证读者已超过
30万人次。

2017年
开设24小时城市书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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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文献

2.3万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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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的历史，让重庆图书馆拥有
了丰富的馆藏文献，那么重庆图书馆
又是如何保存这些馆藏文献的呢？

宽敞明亮的大厅内整齐地摆放着
6组特制书架，一本本早已泛黄的书籍
静静地躺在书架上，工作人员带着手
套，正小心翼翼地整理着这些书。

在书架下面，都铺着滑轨。要打
开哪一列、哪一节书架，在触摸显示屏
上直接输入列号、节号，轻触“打开”
键，所选定的书架就会自动平行打开，
数万种珍贵古籍和抗战文献就静静地
躺在柜子里，向来往之人述说着它背
后的历史……

当重庆日报记者进入特藏文献中
心之后，看到了上述情景。仔细端详
后，重庆日报记者还发现在靠窗的位
置，还摆放着几台持续运转的控温控
湿设备，自动调节室内的温度和湿
度。显示屏表明，这里的湿度为56%，
温度为20℃。“古籍和抗战文献的存放
对温度和湿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王志
昆告诉重庆日报记者，这里的温度常
年控制在16℃~22℃,湿度则在45%~

60%之间。
“从我们建馆开始，就相当重视对

这些珍贵文献的保护。”王志昆说，早
在上世纪70年代，国家就投入专项资
金，在重图馆内修建了专门的文献中
心，并在里面安装了空调，从而能更好
地保存这些珍贵的文献。

此外，重庆图书馆还在2008年成
立了专门的古籍修复中心，累计修复
明刻本《汉魏丛书》、《大戴礼记》等各
类善本古籍300余部，另外还修复装
裱字画若干幅。

即使和全国其他图书馆比起来，
重庆图书馆的文献保护也走到了前
列，“今年8月，我们率先出版了《重庆
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对馆藏的
2.3万余种古籍文献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同时，我们还让古籍修复中心的工
作人员拜国内知名古籍修复专家赵嘉
福为师，向他学习传拓、碑刻的修复技
术，从而能更好地保护珍贵古籍。”

“重庆图书馆修建特藏文献中心，
对这些文献进行保护，体现了该馆的
文化担当。”沙坪坝区文化委主任李波

表示，作为地方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地方政府提供智力支持是该馆应有
的责任，相信通过重庆图书馆这70年
孜孜不倦的梳理挖掘，这些珍贵的善
本古籍将不会束之高阁，而会变成重
要的文化资产，为我市的文化事业发
展做出新的贡献。

“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在任
竞看来，对这些珍贵文献进行保护，就
是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措施让这些文献
为今所用，成为文化教材，从而增强市
民的文化自信，让他们获得优秀传统
文化的滋养。”

任竞表示，重庆图书馆未来不仅会
对特藏文献中心的硬件进行升级，通过
采取防虫防潮防霉变等措施让馆内珍
贵文献得到妥善保护，还会进一步加大
对古籍保护人才，特别是古籍修复人员
的培养工作，以更科学、更谨慎的修复
方式和态度，做好破损古籍修复工作。

“同时，我们还会继续深入实施馆藏文
献数字化工程，真正做到让古籍里的文
字活起来，加大古籍保护的宣传力度，
让更多的人认识古籍，保护古籍。”

特藏文献中心 让古籍活起来

重庆图书馆的前身为1947年设立的“国立罗
斯福图书馆”，是当时中国仅有的五个国立图书馆
之一。重庆图书馆历经70年的建设和发展，已经
形成涵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具有自
身特色的馆藏资源体系。馆藏文献460多万册
（件），数字资源80TB，并已形成在国内外都具有
影响力的民国时期出版物、古籍线装书、联合国资
料三大馆藏特色。

重庆图书馆从建馆之初就重视地方文献的征
集整理与研究工作，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地方文
献体系，主要收集有重庆及四川各地的方志、图
书、报刊、族谱、乐谱、书画等各类地方文献。

重庆图书馆设计项目荣获美国建筑师协会和
美国图书馆协会评选的“2009 年图书馆设计
奖”。为文化部评定的“国家一级图书馆”全国文
明单位。

洒金的蓝色封面，虽历经800余
年仍清晰可见。翻开泛黄的书页，每
页10行笔画刚劲、字硬如骨的小字墨
色依然鲜艳。展览现场，一本蓝色的
小册子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这是印刷于南宋时期的《名公增
修标注隋书详节》，共20卷，14本，395
页，由宋代史学家吕祖谦编辑，是对八
十卷《隋书》进行删节后的精读本。”重
庆图书馆研究员王志昆介绍。

重庆日报记者注意到，重庆图书
馆收藏的这套南宋刻本《名公增修标
注隋书详节》类似于今天的口袋书，

“这是首次公开展出。它的开本只有
A4纸的一半，在古代又被称为‘巾箱
本’，主要是让古人在远行或赴考之
时，能把此书放入日常存放头巾或零
碎杂物的小箱箧中，方便随时阅读，由
于上面还刻有“吴兴刘氏嘉业堂”等收
藏大家的印章，有着极高的收藏价
值。”

除此之外，一份在清乾隆二十八
年所写的殿试试卷也让不少市民驻
足。这是与张问陶、彭端淑合称为“清
代蜀中三才子”的李调元所作。

只见这份考卷上工整地写着李调
元对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有关问题

的认识。整篇试卷的字十分工整，如
同印刷出来的一样。“这样的字也体现
出古代科举考试对考生的严格要求。”

王志昆说，在古时的科举考试中，
考生不仅需要在短时间内根据考试题
目阐述自己的看法，还不能在答卷上
出现任何的错别字、污迹和印记，否则
就会被取消考试资格。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清代的科
举考生们完成的殿试卷，统一存入内
阁大库。然而经年累月，随着改朝换
制，加上看管不善，不少殿试卷要么被
吏役偷走，要么被虫鼠吃掉。“目前国
内对于清代殿试
卷的收藏，除了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和南京图书馆
以外，成规模的尚
不多见。正因为
如此，重庆图书馆
所藏殿试卷则显
得弥足珍贵。此
批殿试卷数量庞
大、跨时长久、地
域广泛，保存比较
完整，在全国实属
罕见。”

“此次展出的古籍只是我们馆藏
文物的一小部分，也是首次对公众开
放。”王志昆表示，作为我市最大的公
立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为“国立
罗斯福图书馆”。自 1947年成立以
来，收集古籍文献、抗战文献和联合国
出版物一直是重庆图书馆的重点基础
工作。据统计，重庆图书馆珍贵的馆
藏包括：古籍文献23000余种，其中入
藏《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17种；抗战版
图书27000余种，抗战时期期刊2800
余种，抗战报纸580余种；联合国出版
物30万余种。

镇馆之宝 首次公开亮相

“能拥有这么多的宝贝，离不开市
民的慷慨馈赠。”王志昆表示，早在国
立罗斯福图书馆成立之时，就成立了
国立罗斯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除了
靠接收原国立中央图书馆的捐赠图
书、与国内外各图书馆进行交换等方
式获取了一大批古籍善本和抗战文献
外，个人的捐赠也是重庆图书馆获取
古籍的重要来源。“在那之后，也不断
有市民向我们捐献图书，为记录他们
的义举，我们还准备了专门的‘图书清
册’，记录下他们的名字。”

在这之中，有一个神秘的捐书人
的故事，被传为佳话。

那是1951年3月9日，一位女子
来到了位于两孚支路（今两路口）的西
南人民图书馆（重庆图书馆前身）。但
她却并没有在阅览区停留多久，便来

到办公室，告诉工作人员，她要捐赠包
括《史记》、《前汉书》、《廿四史》、《资治
通鉴地理今释》、《汉书地理志水道图
说》、《资治通鉴》在内的一批图书。

捐赠完图书后，照例要登记姓名。
“就写刘老太太好了。”老人回答，

等工作人员在清册（专门用于登记捐
赠人姓名的）上写完后，这位女子又把
它拿回去，写了几个字后又把清册还
给工作人员。

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一位工作人
员在清理旧书之时发现了这本清册，刘
老太太四个字后面的括号内赫然写有
三个字：刘伯承。王志昆回忆，这位刘
老太太究竟为何人，为何捐赠这批图书
从那时起成为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经过多方查找，谜底在上世纪80
年代揭晓，“1982年，刘伯承的三儿子

刘蒙访问重庆图书馆，亲口证实这批
图书为刘伯承所有。”王志昆说，“而这
位神秘的‘刘老太太’也被推测为刘伯
承的夫人汪荣华。”从时间上看，她所捐
赠的图书是重庆解放之后，刘伯承担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时所读之书。

“后来我们才知道，除了3月9日，
早在那年的2月3日，汪荣华就曾向图
书馆捐赠了一批图书，加上她第二次捐
赠的图书，她总共捐赠4083册图书。

“汪荣华只是众多捐书人中的一
员。”王志昆说，已故藏书家李文衡曾
向重庆图书馆捐赠了包括《名公增修
标注隋书详节》在内的4万多册古籍，
著名教育家傅增湘家属则向重图捐赠
了84份清代试卷，革命家杨沧白的家
属同样向图书馆捐赠了《吴梅村诗集》
在内的7000余册古籍……

捐了4083册藏书的神秘人是谁

重庆图书馆特藏文献中心，工作人员
正在整理书籍。

图书馆新馆全貌。 （重庆图书馆提供）

“物华天宝 书韵流芳”——重庆图书馆建馆70周年特藏文献暨保护成果展现
场，近百本古籍善本集中亮相。

观众正通过展板了解重庆图书馆
的珍贵馆藏。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记者熊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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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