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1966-1971 年文革对图书馆事业的破坏

文革时期对图书馆性质和职能的认识扭曲，
图书馆业务基本停止， 图书馆学教育和研究停

滞， 图书馆事业严重倒退[1]。 特别是 1966- 1971
年是极左思潮最为盛行、 社会秩序最为混乱、 对

科学教育事业破坏最严重的时期， 我国图书馆事

业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2]。

1.1 图书馆性质、职能被严重歪曲

1958 年 9 月中科院召开图书馆工作会议，
将“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确定为图书馆工作

的首要任务， 高校馆掀起“ 拔白旗、 插红旗” 运

动[3]。 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系师生揭开批

判资产阶级图书馆学运动的序幕。 图书馆沦为全

面专政的工具。

1.2 图书馆规模大大缩减

许多图书馆关闭或撤销， 不少图书馆合并到

毛泽东思想宣传站。 全国县以上公共馆由 1965
年的 573 家减少到 1970 年的 323 家， 高校馆

由1965 年的 434 家减少到 1971 年的 328 家 [4]。
上海 10 家区图书馆和全部县图书馆被撤销， 江

西 1969 年有 80%县市图书馆被撤销； 中国人民

大学图书馆被撤销， 270 万册藏书移交给首都图

书馆[5]。

1.3 藏书建设被破坏

在“ 破四旧” 和“ 除毒草” 运动中， 大批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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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中外优秀书刊被视为“ 封、 资、 修毒草” 而遭

禁锢或焚毁， 能外借的书刊基本是马列主义著

作、 毛泽东著作、 政治读物和极少数科技图书。
文革期间， 辽宁、 贵州和河南分别丢失损毁图书

247 万册、 近 200 万册和 100 多万册[6]。

1.4 图书馆队伍被摧残

大批图书馆员被批斗或下放农村、 五七干

校， 部分被迫害致死。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在

1968 年有工作人员 101 人，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
全馆干部先后下放到省文艺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1969 年工作人员仅 32 人[7]。

1.5 图书馆规章制度被废止

图书馆规章制度被诬为资产阶级的条条框

框， 其中书刊采购制度被视为在修正主义路线指

导下， 由所谓的专家、 教授凭个人爱好选定书

刊， 追求大、 古、 洋、 全， 而被废止， 馆藏建设

和读者服务无章可循。

1.6 图书馆学教育和学术研究遭受破坏

图书馆学的专业刊物全部停办， 学术研究停

止。 北大、 武大图书馆学系 1966- 1971 年停止

招生， 在校学生停止上课。 根据“ 再教育、 给出

路” 的知识分子政策， 1969 年大批专业教师下

放到工厂、 农村[8]。

2 座谈会召开及与图书馆相关内容

文革初期出版事业同样遭到巨大破坏。 全国

出版图书 1965 年 20143 种， 1966 年降到11055
种， 1967 年猛降到 2925 种， 1968- 1970 年每

年均为三四千种； 全国出版期刊 1965 年 790种，
1969 年仅剩下 《 红旗》 《 新华月报》 等 20 种[9]。

1970 年 9 月 17 日周总理第一次召见出版口

的领导小组成员， 要求制定出版计划， 恢复出版

业务。 1971 年 2 月 11 日周总理第二次召见出版

口的领导小组成员， 决定召开全国出版会议， 以

排除干扰， 部署出版工作。 1971 年 3 月 15 日，
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以下简称“ 座谈会” )在北

京召开， 来自各省份的 200 多位代表参加[10]。 国

务院于 1971 年 2 月 27 日发出的开会通知中表

示会期约两周， 实际上 7 月 30 日才结束， 会期

长达 138 天。 会后出台的 《 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

的报告》 (以下简称“ 《 报告》 ” )经毛主席批示同

意， 于 8 月 13 日以中发[1971]43 号文下发。《 报

告》 肯定了图书馆的价值， 提出了图书馆的工作

任务， 指出了图书馆工作存在的问题和努力的方

向。 随后， 各地文化主管部门召开座谈会或经验

交流会， 既传达座谈会和 《 报告》 的精神， 也讨

论本地出版和图书馆工作存在的问题， 提出解决

问题的具体措施。

2.1 提出图书馆工作的基本任务和重要意义

《 报告》 第 9 条指出：“ 图书馆担负着宣传马

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为三大革命

运动服务的重要任务， 要加强对图书馆的领导，
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11]概括了图书馆工作的基本

内容和重要意义， 图书馆的价值得到承认。《 人民

日报》 1972 年 4 月 24 日发表 《 办好图书馆， 为

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南京图书馆注意转变作

风， 广泛征求群众意见， 改进管理工作》 ；《 包头

日报》 1973 年 10 月 17 日发表 《 为工农兵服务，
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市图书馆越办越好》 ；《 浙

江日报》 1973 年 11 月 9 日发表 《 慈溪县图书馆

积极抓好建立农村图书流通站的工作， 占领思想

文化阵地， 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 ；《 黑龙江日报》
1973 年 12 月 24 日发表 《 肇源县图书馆帮助农

村生产队和工厂建立图书室， 牢固占领城乡思想

文化阵地》 ， 这些新闻均表明当时国家对图书馆

价值的认识。 显然， 明确图书馆的工作内容和意

义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有正面影响。

2.2 指出图书馆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努力方向

《 报告》 指出：“ 目前很多图书馆停止借阅的

状况应当改变。 要积极整理藏书， 恢复借阅， 要

根据图书内容、 读者对象和工作需要， 确定借阅

办法并加强读书指导。” [12]尽管这种认识不全面，
但仍然为当时图书馆工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 使

图书馆在社会动荡下走向正常化。 《 新华日报》
1973 年 11 月 1 日发表 《 适应全省图书事业蓬勃

发展的需要， 南京图书馆培训县市图书管理人

员》 ；《 山西日报》 1973 年 11 月 28 日发表 《 加强

图书管理， 搞好借阅工作， 我省图书馆工作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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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 ；《 甘肃日报》 1973 年 11 月 16 日发表 《 省

图书馆举办马列主义讲座， 市图书馆为厂矿培养

学习辅导员》 ；《 新华日报》 1974 年 1 月 4 日发表

《 徐州市图书馆设立儿童阅览室， 用毛泽东思想

占领儿童校外阅读阵地》 ， 这些新闻反映了座谈

会后图书馆事业开始得到恢复。 然而， 由于 《 报

告》 由分管宣传和文教工作的姚文元修改、 张春

桥定稿， 塞进了周总理并不同意的“ 两个估计”：
出版界长期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黑线专了政， 出

版界大多数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或还

没有得到很好改造。“ 两个估计” 使“ 文艺黑线专

政论” 在出版界“ 合法化”， 长期成为出版界及

图书馆界的精神枷锁。 直到文革结束， 经过拨乱

反正，“ 两个估计” 的消极影响才被肃清。

3 座谈会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影响

3.1 改善了对图书馆的领导

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和各地座谈会或经验交

流会举行后， 开始改善对图书馆的领导。 甘肃省

革命委员会于 1972 年 9 月 7 日下发 《 关于认真

做好图书馆和文物工作的通知》 ； 广西壮族自治

区革命委员会于 1973 年 9 月 8 日下发 《 关于做

好地方文献资料征集工作的通知》 。
3.2 图书馆学教育和学术研究开始恢复

1972 年北大和武大图书馆学系恢复招生。
1977 年北大、 武大图书馆学系恢复招收四年制

本科生， 1978 年开始招收研究生。 1978 年起，
山西大学、 内蒙古大学、 湖南大学、 辽宁大学、
复旦大学、 南京大学等高校设置图书馆学专业。
为满足当地或本系统图书馆人才需求， 部分学校

开办临时性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13]。
图书馆学术研究和交流有一定的恢复。 1972

年 12 月北京图书馆编印 《 国外图书馆工作》 ，
1973 年 初 内 蒙 古 图 书 馆 编 印 《 图 书 馆 工 作 通

讯》 ， 1975 年 3 月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创办 《 图书馆

工作》 。 图书馆学期刊增多， 学术研究开始活跃。
3.3 图书馆恢复开馆，图书馆业务逐渐恢复

图书馆逐步恢复开馆， 比如 1971 年 5 月北

京图书馆恢复开馆， 7 月首都图书馆恢复开馆；
12 月内蒙古图书馆恢复开馆。 与此同时， 逐渐

开展全行业的业务建设。
(1)编制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 1971 年

4 月在北京图书馆倡议下， 由 36 所图书馆等单

位参加的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编制工作启

动， 1973 年编成 《 中图法简表》 ， 1975 年 10 月

出版 《 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 第一版。
(2)编制 《 汉语主题词表》 。 1974 年 8 月国家

计委开始建设“ 汉字处理系统工程”， 作为配套

项目，《 汉语主题词表》 于 1975 年 5 月开始编制。
通过 5 年努力， 完成了这部大型文献检索工具

书， 填补了我国大型主题词表的空白。
(3)开始研制图书馆自动化系统， 主要体现在

“ 汉字信息处理工程” 的研发和机读目录的引入。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与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合作， 利

用该所研制的 QJ—11 系统输入用主题词标引的

英文文献， 或用汉语拼音输入和检索中文文献信

息， 为我国计算机情报检索奠定了基础。
(4)馆际合作逐渐恢复。 通过馆际交换， 互通

有无； 建立图书馆委员会等合作组织， 使馆际合

作制度化； 恢复统一编目工作。 1974 年北京图

书馆编印 《 中文图书著录条例》 (试用本)， 向全

国发行中文图书统一编目卡片， 为我国联合编目

和馆际互借打下了基础。
(5)对外交流开始恢复。 1971 年 10 月我国恢

复了联合国席位， 图书馆界开始与联合国相关机

构合作。 1972 年 12 月， 联合国总部图书馆恢复

北京图书馆、 重庆图书馆为联合国出版物保存

馆。 1972 年 3 月美国关心亚洲学者委员会访问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1972 年 9 月， 应美中学术

交流委员会邀请， 以北京图书馆馆长刘季平为团

长的代表团访问华盛顿、 纽约等地的图书馆。
3.4 重新制订规章制度

图书馆规章制度重新确立。 关于图书馆发展

的行政性规范主要有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会

议通过的 《 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工作暂行条例》 、
教育部颁布的 《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

的意见》《 全国重点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

案)》 、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颁布的 《 省、 市、 自

治区图书馆工作条例(试行草案)》 。 关于图书馆日

常业务工作的文件有中国科学院颁布的 《 对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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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科技书刊等工作的暂行规定》 ， 国家文物局下

发的 《 关于北京图书馆主要服务对象的请示报告》
《 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对地方图书馆涉外事宜的

处理意见》 《 关于图书开放问题的请示报告》 等。

4 座谈会的历史意义探讨

座谈会召开于文革中期， 文革初期的大混乱

刚刚过去， 各项社会事业遭受严重破坏， 人心思

治， 座谈会的作用远非今天安定环境下的人们所

能想象。 从历史角度考察座谈会对图书馆事业恢

复的意义是客观认识座谈会的基础， 也对我们重

新认识图书馆政策的历史性具有启迪意义。
4.1 我国图书馆事业受政治影响大，法制化是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基础

过度政治化会影响图书馆的专业性追求。 受

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认识水平的影响， 在政治挂帅

的特殊历史阶段， 任何在政治上的消极和迟疑都

可能会给个人带来无法预料的伤害。 或是出于恐

惧， 或是被动裹挟， 或出于盲从， 文革时期很多

图书馆人的政治热情很高， 正常的业务工作放在

次要地位。 与此同时， 图书馆学研究的政治化也

使该时期的制度化建设及科研具有政治导向特

征， 图书馆事业规划、 馆藏建设、 对外服务、 队

伍建设等都受到政治环境的极大影响。 在图书馆

事业发展中， 宜将意识形态的指导限定在思想指

导框架内。 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起， 泛政治化

贯穿于社会生活， 社会事业均从意识形态角度出

发， 以政治角度去建设、 管理、 评价， 被赋予特

定的政治意义， 文革时期的政治挂帅、 以阶级

斗争为纲达到登峰造极， 给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不

可挽回的损失。 图书馆事业的兴旺需要坚持图书

馆发展规律， 需要走法制化道路。 图书馆事业的

法制化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4.2 图书馆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 报告》 提出， 图书馆“ 是教育、 科学、 文

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和重要组成部分”。
图书馆事业发展得不好， 表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的这一部分工作没有做好； 图书馆事业取得巨大

成就， 说明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在这一领域获得发

展。 今天图书馆事业的重要性已成为全社会共

识， 这种共识的获得既来自于图书馆事业对社会

发展的贡献， 也来自于特定时期图书馆事业遭到

破坏的沉痛历史教训。 在我国向信息化社会迈进

的今天， 这一共识显得特别重要。

5 结语

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是 20 世纪 70 年代初我

国文化事业中的大事， 周总理的关怀和推动是座

谈会成功举行和 《 报告》 顺利通过的关键。 座谈

会的举行和 《 报告》 的颁布抵制了左倾错误对图

书馆事业的干扰， 推动了 70 年代我国图书馆事

业的恢复， 为文革结束后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打下

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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