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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图书馆的建设发展中,从文字的出现开始就有了记录文字的载体,世界人类的图书馆文化就
已经开始。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时代的泥板到埃及古国的草纸,以及中世纪欧洲的羊皮纸,都是世界文字
原始的载体。而我国殷商的甲骨文到印刷术的发明,纸质载体一直延用至今。然而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
断发展,文字的载体已经逐渐丰富化,而图书馆的模式也逐渐向网络化、数字化发展,这就是智慧图书馆
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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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there has been a carrier for recording words since
the appearance of words, and the library culture of the world's humans has already begun. From the Babylonian
clay tablets in the Mesopotamia to the ancient Egyptian papyrus, and the parchment in medieval Europe, they
are the original carriers of the world's writings. In my country, from the oracle bone inscriptions to 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the paper carrier has been using paper towels. However,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carrier of text has gradually enriched, and the library model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to network and digitalization. This is the construction of smart libr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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