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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国家图书馆

早在1813年，智利开国之父就已经有了在本国建立国家图书馆的想

法。拉蒙·卢科政府时期，在卡洛斯·席尔瓦·克鲁斯馆长的呼吁下，新

馆址终于被选定，以满足图书馆发展的需要。这个新建筑于1913年开工，

扩建了阿拉梅达市民中心，并拓宽了阿拉梅达东街和圣塔露西亚山丘的入

口。

该建筑是智利建筑师古斯塔沃·加西亚·德尔·泼斯悌戈的作品，它

反映了20世纪初大学建筑的部分理念。该建筑具有一些自由诠释的古典元

素，并吸收了法国布杂艺术的灵感。

该建筑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建筑物角落顶部的望塔楼，突出了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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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计 师
建筑面积
照片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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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克朗菲尔德

国际图联图书馆建筑和设施委员会主席

很多人都熟悉安伯托·艾柯的著名小说

《玫瑰之名》，其中图书馆被当作了看守危险知

识的地方。书籍能够让人长见识，受到启蒙，但

是显然这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必须为将来保留过

去年代的书籍和手稿，但并不一定所有的人都有

权使用它们。然而收入这本《世界经典图书馆建

筑》的所有图书馆共有的特征却是它们都努力保

存和传播这个世界的思想和秘密。知识一直是科

学、艺术和社会科学进步和发展的原材料，而且

毫无疑问，馆藏是图书馆的心脏，馆舍是保护和

储藏世界伟大收藏的框架。

这本书提供了一个机会，让大家能够欣赏

和了解一些研究机构和图书馆的建筑，这些图书

馆因为各种原因都给自己服务的社区留下了印

记。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发现新的图书馆，或

者进一步了解我们已经知道和熟悉的图书馆。

新技术的进步对于这些了不起的历史建筑

意味着极大的挑战，有时甚至像一个不受欢迎的

外来者闯入了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但是所有这



编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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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是永恒的。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1899—1986）说过：天

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博尔赫斯的小说《巴别图

书馆》（The Library of Babel）描绘了图书馆这

一“无所不在”的世界：“图书馆是一个天体，它

由不计其数的六角柱廊组成，其间夹有大气井，周

围是低矮的围栏。不论从哪个六角形体去看，都可

以看到顶层和底层。”博尔赫斯把图书馆比作宇

宙，把宇宙比作图书馆，强调了图书馆与宇宙一

样，具有永恒的意义和象征。

图书馆是神圣的。位于巴黎东部、美丽的塞纳

河畔的法国国家图书馆新馆的开放，曾经是20世纪

末欧洲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这一由四座形似

打开的书籍的塔楼和中央“森林”组成的新馆被时

任总统的密特朗先生赞誉为法兰西建筑艺术珍品。

但是，人们对影响了数十代欧洲人的法国国家图书

吴建中

上海图书馆馆长

AUDIO 前⾔言.1 音乐欣赏：德彪西，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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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雷德伍德图书馆及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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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泰勒博物馆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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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亚洲文会图书馆

英国毛姆图书馆与信息服务中心

巴基斯坦利亚格特会堂图书馆

法国国家图书馆黎赛留分馆

美国乔治·皮博迪图书馆

加拿大议会图书馆

芬兰洛维萨市图书馆及新媒体中心

西班牙巴塞罗那大学图书馆

中国徐家汇藏书楼
印度戴维·萨松图书馆及阅览室

美国克利夫兰公共图书馆

荷兰阿悌斯图书馆

西班牙庞培乌·法布拉大学图书馆

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大学及州立图书馆

芬兰赫尔辛基市图书馆

比利时安特卫普市图书馆

阿根廷国家教师图书馆

美国安妮及杰罗姆·费希尔美术图书馆

美国国会图书馆托马斯·杰弗逊大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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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邦：钢琴夜曲
降B⼩小调夜曲，作品9之1

降E⼤大调夜曲，作品9之2

B⼤大调夜曲，作品9之3

F⼤大调夜曲，作品15之1

升F⼤大调夜曲，作品15之2

G⼩小调夜曲，作品15之3

升C⼩小调夜曲，作品27之1

降D⼤大调夜曲，作品27之2

B⼤大调夜曲，作品32之1

降A⼤大调夜曲，作品32之2

G⼩小调夜曲，作品37之1

G⼤大调夜曲，作品37之2

C⼩小调夜曲，作品48之1

升F⼩小调夜曲，作品48之2

F⼩小调夜曲，作品55之1

降E⼤大调夜曲，作品55之2

B⼤大调夜曲，作品62之1

E⼤大调夜曲，作品62之2

E⼩小调夜曲，作品72之1

升C⼩小调夜曲，作品posth.

C⼩小调夜曲，作品posth.

肖邦：钢琴圆舞曲
华丽圆舞曲，降E⼤大调，作品18

圆舞曲，降A⼤大调，作品42

圆舞曲，降A⼤大调，作品69之1（Op.posth）

圆舞曲，F⼤大调，作品34之3

圆舞曲，A⼩小调，作品34之2

圆舞曲，降A⼤大调，作品64之3

圆舞曲，降D⼤大调，作品64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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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gium  ⽐比利时
安 特 卫 普 市 图 书 馆

馆      名

开馆日期

地      址

安特卫普市图书馆

1883年

Hendrik Conscienceplein 4 B- 2000 Antwerp, Belgium

建筑面积

照片提供

2353平方米（古建筑部分）

安特卫普市立图书馆提供，米歇尔·伍伊兹摄影

http://www.aatvos.com/project/antwerpen-city-library/
http://www.aatvos.com/project/antwerpen-city-library/


安特卫普市图书馆

安特卫普市图书馆具有悠久的历史，其诞生可以追溯到1481年，当

时，安特卫普市的律师威廉·保弗尔斯把自己的41册藏书遗赠给了安特卫普

市。在接受了这批遗赠后约25年，即1505年，安特卫普市才建造了第一家

正式的图书馆。但过了300年，这座图书馆的阅览室才对公众开放。1865

年创办了大众图书馆，有了自己的藏书，可以开展借书服务，但仍隶属于该

市图书馆。

为了容纳快速增加的藏书，安特卫普市在1879年买下了名为

Sodaliteit的建筑，这是一座历史建筑，现在称为亨德利克·孔西延斯大

楼，此前，该建筑物曾归耶稣会广场的耶稣修道院所有。1883年新馆开放

时，举行了亨德利克·孔西延斯塑像的揭幕仪式。1895年，大众图书馆搬

AUDIO 1.1 音乐欣赏：肖邦，F大调钢琴夜曲，Op.15 
No.1

返回音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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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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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天 一 阁

馆      名

开工日期

地      址

天一阁

1561年

中国宁波市天一街10号

建筑面积

照片提供

572平方米

天一阁博物馆

http://www.tianyige.com.cn
http://www.tianyige.com.cn


天一阁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历史最久的民间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民间藏书楼之一，建

于明嘉靖四十年到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原为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1994年

建立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博物馆是以天一阁为核心、以藏书文化为特色的专题性博物馆。

天一阁主体建筑——宝书楼是一座重檐硬山顶建筑，它的平面布局十分特殊，与中国传

统建筑开间的奇数制不一样，采用偶数计，即为六开间，其整个布局为标准五开间建筑加一西

侧楼梯间，楼上相通成一间，楼下分六间，盖取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山墙作

半月形，又称观音兜，是浙东民居的一种样式。

梁架以穿斗式与抬梁式相结合。底层进深四间前后廊沿，廊用单步梁，用五材拼高，下

AUDIO 2.1 音乐欣赏：肖邦，升C小调钢琴夜曲，Op.27 
No.1

返回音乐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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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中国
徐 家 汇 藏 书 楼

馆      名

开工日期

地      址

徐家汇藏书楼

1867年（南楼）；1896年（北楼）

上海市漕溪北路80号

建筑面积

照片提供

3700平方米

上海图书馆

维基百科

http://no.wikipedia.org/wiki/Bibliotheca_Zi-Ka-Wei
http://no.wikipedia.org/wiki/Bibliotheca_Zi-Ka-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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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是两幢欧式建筑，使用面积计3 700平

方米，创建于1847年，位于上海西南城区徐家汇。经过一

百多年的搜集和积累，藏书楼已经从原耶稣会住院的书间发

展成为亚洲著名的学术宝库。20世纪80年代末，受上海地

铁一号线建设的影响，被暂时关闭。2002年底，根据修旧

如旧、恢复原貌的原则修缮竣工并重新开放。 

修缮后的徐家汇藏书楼由南楼和北楼组成。南楼为4层

建筑，于1867至1868年始建，1931年改建定型，原为耶

稣会总院住院。北楼为上下两层书房，建于1896至1897

年，是幢中西建筑风格合璧的楼房。上层为西方古典图书馆

风格，用于收藏西方文字的典籍；下层为中国古典藏书楼风

格，用于收藏各地方志。1956年，徐家汇藏书楼成为上海

图书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南楼正门为欧式拱门。二楼阅览室外的宽敞阳台直通

北楼上层的大书房。大书房内为罗马梵蒂冈图书馆样式布

局，室内书架均从地板延伸到天花板，中部由木雕栏杆围起

形成上部走道，前中后六进中有3部硬木扶梯与上部走道相

连，走道底部均有铁杆支撑。所收藏的欧籍计8万册，按梵

蒂冈图书馆分类法归入37大类。书房内一切陈设，包括书

籍、书架、书梯甚至书板均保存完好。

北楼下层为中西建筑风格的完美结合。其拱门和百叶

窗为欧洲古典风格，而其布局理念来自中国哲学中的“天一

生水，地六成之”。整个下层分成北侧一长廊比喻苍天，南

侧6开间表示大地(6个开间中，目前保存有5个开间，最外

面的开间现让位于地铁建设，成为人行过道)，以示雨水可

以保护书房免受火灾。室内书架沿墙而立，上下计12格，

取放上层书架的书籍可以借助挂靠顶格铁栏杆的竹制长梯。

GALLERY 2.1 徐家汇藏书楼图片集

AUDIO 2.2 音乐欣赏：肖邦，降D大调钢琴夜曲，Op.27 
N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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