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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中 国 公 共 图 书 馆 事 业 发 展 的 战 略 任
务、路径与全行业参与
方家忠

摘 要 在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图书馆界需要明确新的基本

发展思路。基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社会需求高涨的形势，未来十五年左右，为实现服务均等化

的基本目标，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建设有效的县域总分馆体系; 完成战略任务的理

想路径是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与行业实现，现实路径是图书馆行业驱动，通过提升效能、建设示范体系

推动政府投入、社会参与; 为了完成战略任务，需要动员图书馆全行业参与，县( 区) 级图书馆、地市级图

书馆、省级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都应在其中发挥相应的作用。表 3。参考文献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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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trategic Task，Approaches and Participation from the Library
Fields of All Level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Library Cause in
China in the New Era
Fang Jiazhong
Abstract: Library fields need to have a new fundamental idea of development in a new era for building a mod-
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real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Based on the
national five-in-one strategy and ever-increasing needs from the society，the strategic tas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ibrary enterprise in the coming fifteen years will be the construction of branch library systems at county lev-
els. The ideal approach would consist of government leading，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from
library fields，while the realistic approach would have driving forces from library fields which can initiate the
construction of branch library systems by improving performances and building sample branch library systems.
Libraries from national and provincial， city and county ( district ) levels should play their own roles
accordingly. 3 tabs. 19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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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的发展与全国图书馆事业息息

相关。在图书馆界喜迎中国国家图书馆建馆 110

周年之际，不由令人思考新时期中国公共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及其完成路径。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今我国正处

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

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十九大规划了从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其中到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实现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1］。根据十九大的规划内容，

公共图书馆服务作为国家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

组成部分，其基本实现均等化的目标已经明确。

就这一目标而言，国家层面和全国各地、学界和业

界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以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建设为主要内容和基本路径的理论研究和实践

探索。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最后一年，国家及

各地区、各行业将广泛行动，制订第十四个五年发

展规划及相应的中长期规划。

在这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图书馆界需要研究

并形成共识: 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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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图书馆事业的战略任务? 其主体路径是什

么? 如何调整图书馆行业各相关主体在其中的

作用以推动战略任务的完成? 就这些问题，笔者

提出个人的一些思考以供业界参考。

1 战略任务———建设高效的县域总分馆

体系

1. 1 国家协调发展、社会需求高涨进一步

突显服务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内容，简单来说

包括覆盖面更广的服务设施、体系化的高效运

作、良好的服务效能即社会功能与作用的发挥与

对社会需求的满足。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是近年来国家重

点工作任务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初，广州等地

即以联合图书馆等模式开始探索图书馆延伸服

务。2000 年上海市中心图书馆建设启动，2003 年

深圳制订我国第一个“图书馆之城”建设规划，此

后珠三角、长三角等多地开始以不同方式推动体

系建设。2005 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

划的建议》首次在国家层面提出要逐步形成覆盖

全社会的比较完备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1

年，原文化部推动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 项

目) 建设，图书馆体系建设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试

点［2］。2015 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发布以后，图书馆服务

体系建设在全国范围全面推进。

然而，从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发

展的视角来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仍远远

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比较 1979—2018 年数据

可见( 见表 1) ，中国 GDP 总量由 4062. 6 亿元增

加到 90. 0309 万 亿 元，四 十 年 间 增 加 了 220. 61

倍; 而同期全国公共图书馆数量仅由 1651 个增加

到 2017 年的 3166 个，仅仅增长 0. 92 倍［3］。虽然

其中有统计技术层面的局限性，即仅仅统计图书

馆机构数量而未统计图书馆服务设施数量，但这

在总体上反映了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远滞后于

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

表 1 1979—2018 年中国 GDP 总量与县级以上公共图

书馆数量一览

年份 GDP 总量( 亿元)
县级以上公共图书

馆数量( 个)

1979 4062. 6 1651

1989 16992. 3 2512

1999 89677. 1 2669

2009 340902. 8 2850

2018 900309 3166( 2017 年数据)

注: 历年 GDP 总量数据根据网络公开资料整理; 县级以

上公共图书馆数量根据国家图书馆研究院编印的历年
《中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概览》整理。

从社会需求视角看，当前我国已进入公众文

化需求空前高涨、文化消费潜能巨大的时期。按

照发展经济学的观点，人均 GDP 在 3000 美元以

下时，人 们 以 维 持 生 计 的 物 质 消 费 为 主; 人 均

GDP 达到 3000 美元左右时，进入物质消费与精

神消费并重时期; 人均 GDP 达到 5000 美元时，进

入文化消费活跃、迅速攀升阶段［4］。据国际货币

基金组织( IMF) 数据，2018 年我国人均 GDP 已达

到 9608 美元，可见我国已跻身中等偏上收入地

区，人民文化需求空前高涨、文化消费潜能巨大;

另据 IMF 预 测，2022 年 中 国 人 均 GDP 将 达 到

12，900美元，相当于美国 1980 年的水平( 12，553

美元) ［5］。当时美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已进入相对

稳定发展时期，1985 年时公共图书馆与服务点数

量为 15，543 个［6］。如果以美国 1980 年代的公共

图书馆设施水平为参照，亦可见当前中国公共图

书馆设施与公众需求的差距。

1. 2 建设高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1. 2. 1 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

公共图书馆设施体系决不等同于公共图书

馆服务体系，就实质而言，公共图书馆设施体系必

须是一个效用体系。我国公共图书馆总体服务效

能不高，尤其是包含图书馆( 室) 服务在内的乡镇

( 街道) 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低下是我们长期面

临的一个基本问题。国家也充分认识到这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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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采取了相应措施，如近年公共图书馆评估的

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强调了对服务效能的要求; 提

升乡镇( 街道) 综合文化站服务效能也被纳入当

前文化部门重点推进的改革性任务之中。

梳理我国相关的政策文件，可见国家一直明

确强调两个基本价值: 公平与效率。2006 年十六

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逐步实现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2012 年中办、国办《国家“十

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完善覆

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2015 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便捷高效、保基本、促公平

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16 年原文化部等

五部委《关于推进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

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以县级文化馆、图书

馆为中心的总分馆制建设，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的重要任务，对于有效整合公共文化资

源、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促进优质资源向基

层倾斜和延伸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2017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下文简

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要求，“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将公共文化服务纳入本级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规划，按照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

性的要求，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201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 下文简称《公

共图书馆法》) 提出，“国家建立覆盖城乡、便捷实

用的公共图书馆服务网络”。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制度设计也有类似规定。

英国《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规定，“图书馆主

管当局有责任向所有欲使用图书馆服务的人提

供全面而有效率的图书馆服务。”［7］

因此，从国家和社会的视角看，公共图书馆

服务体系应是一个兼顾公平与效率的体系。需

要说明的是，“体系”一词长期以来已被赋予“公

平”“全覆盖”“普遍均等”的意义，故笔者侧重强

调其“效率”的一面。

1. 2. 2 从图书馆职业的视角

从职业视角来看，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是一

个专业化体系。笔者以为，完整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包括五层次内涵: 第一层次是设施体系，以

公平为导向，意味着大幅增加、广泛覆盖到城乡基

层的更多实体设施; 第二层次是能力体系，以专业

为导向，意味着每一个作为服务主体的图书馆

( 或分馆) 具备文献传递、信息咨询、交流活动等

基本功能和必要的文献信息资源、人力资源与专

业人才保障; 第三层次是效率体系，以效率为导

向，一方面指已有的个体图书馆以提升效率为目

标，以共建共享为基本路径，组织与实现体系化运

作，另一方面指图书馆建设主体以效率为原则，以

体系化方式规划、实施新的图书馆设施建设与服

务; 第四层次是效益体系，以绩效为导向，实现服

务量的显著增长、较高的体现公平的群体与区域

服务覆盖率、较高的公众满意度和良好的社会影

响等; 第五层次是价值体系，倡导并形成公平、效

率、专业、绩效、公民参与、信任与合作等与公共图

书馆服务有关的价值链［8］。

当然，就我国已有的体系建设实践而言，能够

实现服务效能与设施建设进展同步、可持续提升

的仍是少数，较为突出的案例如嘉兴、苏州、广州、

厦门、温州、南海等。无论是公平还是效率，对我

国图书馆职业而言，都可谓任重而道远。

1. 3 将高效的县域总分馆体系作为建设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基础模式
目前，关于我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基础

模式，图书馆界逐步形成共识，即为了解决基层薄

弱、城乡不均衡问题，总分馆制是最为合适的发展

模式; 而从行政区划层级、行政管辖权限、财政管

理体制及已有实践探索来看，县域是构建公共图

书馆总分馆制的合适单元［9－10］。

以《公共图书馆法》为代表，当前我国的制度

设计也是由县级人民政府作为责任主体、在县域

范围内建立总分馆体系。该法第三十一条规定，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当地特点

的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 街道) 综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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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站、村( 社区) 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

的总分馆制，完善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和配

送体系，实现通借通还，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向

城乡基层延伸”。

而在笔者看来，以县域总分馆体系作为建设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基础模式，其原因还在

于: 一，我国作为单一制国家，有国家、省、地市、县

区、镇街五级行政区划和相应行政管理体系，而

上一级行政区划、政府管辖的范围与下一级为重

叠设置。我们可以因此进一步设计，通过县域总

分馆体系的建设实现全国公共图书馆体系、设施

和服务向城乡基层的全覆盖。县域总分馆体系

下可覆盖城乡基层服务，上可作为地区或地市

级、副省级、省级城市图书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

分。二，在大中城市的区或县级市，即以城镇化

( 城市化) 为主的地区，可以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实

现总分馆体系建设，实现服务的全覆盖。2018 年

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59. 58%，而据近

年来多种预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比例将达到

70%左右［11］。城市具有人口规模大、人口受教育

水平高与阅读能力强、经济基础好、行政资源丰

富等特点，得益于此，城市图书馆发展水平处在

全国公共图书馆前列。因此，在城市范围内率先

探索和推进图书馆体系建设，对提升城市公共图

书馆保障与服务水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对全

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也将发挥极为重要的示

范引领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新时期中国公共图书

馆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归纳为: 从当前一直到

2035 年，即在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

展阶段，用 15 年左右时间建设高效的县域总分馆

体系。如果从 2011 年文化部在全国启动公共文

化服务示范区建设算起，意味着我国将用 25 年左

右时间完成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实现公共

图书馆服务与保障水平的跃升，实现公共图书馆

服务的普遍均等。

2 路径———政府主导、行业驱动与社会

参与

2. 1 机遇与挑战

在确定了战略任务之后，我们需要对当前的

环境、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以此为基础设

计科学可行的路径。

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到 2035 年要基本实现社

会主义现代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

文明建设将获得长足发展。这一时期，可以视作

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战略机遇期。随着

《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公共图书馆法》相继施

行，可以说，当前我国也正处于公共图书馆服务体

系建设的窗口期，尤其是国家公共图书馆立法为

体系建设提供了重大机遇。

公共图书馆立法对事业发展可以发挥极大

的推动作用，这一点我们可从美国公共图书馆的

发展历史中得到启示。美国公共图书馆在 20 世

纪之前的发展一直是缓慢的，处于自发状态。20

世纪初由于卡内基的资助，公共图书馆得到了第

一次大发展。二战以后，1956 年美国联邦制定第

一部图书馆法《图书馆事业法》、1964 年通过《图

书馆事业与建设法》，以及同期美国图书馆协会

制定《公共图书馆服务标准》《公共图书馆系统最

低标准》等一系列标准规范，促使 20 世纪 60、70

年代成为美国公共图书馆第二个大发展时期。美

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程如表 2 所示［6］。

表 2 美国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历程

时间 图书馆服务点数量( 个)

1776 年 29

1876 年 188

1923 年( 主要由于卡内

基的资助)
4873

1985 年 15，543

2016 年 17，227［12］

当然，我国图书馆界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

图书馆体系建设面临众多的挑战，最主要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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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减慢，公

共财政收入增幅下降; 为支持经济结构调整而采

取减税降费措施造成公共财政开支缩减; 公共财

政支出尚未出现有利于公共文化服务的结构性

变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构性改革进展不尽理

想; 国家推进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审慎

增加公共民生福利开支; 以及近期中美贸易摩擦

可能产生的较多不确定性及其存在的长期影响

等。同时，作为以地方为主的公共文化事业，公共

图书馆还普遍面临因当前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而

造成的支持乏力。

2016 年以来，在全国范围内推进的体系建设

的实际进展情况，也不容乐观。因缺乏统计数字

等材料支持，目前尚不能科学分析全国实施总分

馆体系建设的整体进展情况，但就笔者所了解的

部分省份情况，除少数地区发展较好外，大部分

情况并不理想。推进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大发

展所需的最重要因素，即政府履行保障责任、加

大投入，未必能自发自觉、比较容易地实现。

经上述分析，今后约 15 年左右时间是我国公

共图书馆体系建设的战略机遇期，当前是建设的

窗口期，但我们同时面临众多挑战，完成体系建

设的战略任务实际上非常艰巨。因此，要完成上

述战略任务，大体上存在一个理想路径、一个现

实路径，或者说一个主体路径，一个前引路径。

2. 2 理想路径: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行业

实现
体系建设，不同于一般的公共服务提升，前

者需要大量的要素投入才能实现，后者可以通过

创新方式实现。就体系建设的战略任务而言，政

府投入、投资驱动是主要驱动方式，图书馆行业

创新驱动、社会参与等都只可以发挥辅助作用。

相应地，政府主导的路径可说是理想路径，也应

成为主体路径。

就一般逻辑分析，完成有效的县域总分馆体

系建设的战略任务，需要大量的资金与人员投

入，而现有体系通过提升能力、延伸服务也可以

发挥一定的作用。就当前的社会运作机制而言，

如果图书馆行业因其专业性及可以发挥一定的

主观能动作用而可被视作独立主体的话，体系建

设存在一个基本的理想路径: 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行业实现。政府主导体现在制订规划、保障人

财物等要素投入，社会参与体现在部分要素投入，

图书馆行业则负责运营从政府或社会获得的资

源以实现公共服务目标，或协助与支持社会主体

共同实现目标。影响各主体发挥作用的因素包括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认识、重视乃至依法行政水

平，历史文化传统，社会财富水平，图书馆行业队

伍的有无、强弱等。就全国整体而言，存在一个主

要路径，而就地方、具体地区而言，实现体系建设

的路径会因上述因素的影响各不相同。

理想路径是政府加大投入、社会力量参与支

持、图书馆行业进行有效运营管理与服务，三个方

面互相影响，互相作用。其中政府与图书馆行业

的作为是必要条件，而社会力量的参与需要前提，

不一定具有普遍性。《公共图书馆法》体现的就

是理想路径。

地方层面，广州、温州、嘉兴等地区可以说是

理想路径的代表，其中广州尤其可以作为典型案

例。2015 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 下文简称

《条例》) 由广州市人大常委会颁布实施，明确了

2020 年在全市 170 个街镇层面实现专业化公共

图书馆服务保障的目标，并具体提出基于广州市

常住人口的四个政府投入保障指标: 千人均馆舍

建筑面积达到 47. 5 平方米，人均公共图书馆馆藏

纸质信息资源 3 册、年新增 0. 2 册，每 1—1. 5 万

人配备一名图书馆工作人员; 并据此测算 2020 年

前政府投入约为 21 亿元，其中市政府投入约 5 亿

元，11 个区政府投入约 16 亿元［13］。

《条例》实施几年来，无论政府保障投入，还

是图书馆服务效能均实现显著增长，主要比较指

标见表 3。

政府保障投入中，自《条例》实施以后，图书

馆设施建设即进入快车道。据统计，2015 年以

来，广州市、区两级公共图书馆新改扩建馆舍项目

共计 12 个，其中已完成 4 个，新增建筑面积 4. 60

万平方米; 在建 7 个，进入立项程序 1 个，预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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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4—2018 年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政府保障与服务效能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4 年增长率 /%

图书馆镇街覆盖率 /%( 图书馆个数 /个) —
46. 47
( 87)

57. 65
( 122)

72. 35
( 156)

80. 59
( 191)

34. 12

千人均建筑面积 /平方米 19. 14 20. 41 22. 35 23. 89 27. 23 42. 27

人均纸质信息资源藏量 /册( 件) 1. 18 1. 24 1. 33 1. 49 1. 64 38. 94

年人均入藏纸质信息资源 /册( 件) 0. 181 0. 096 0. 135 0. 182 0. 198 9. 28

每名工作人员服务常住人口数 /万人 — 1. 32 1. 13 1. 16 1. 08 18. 18

人均公共图书馆常规经费 /元 19. 92 20. 81 27. 97 31. 88 30. 26 51. 93

人均文献购置费 /元 5. 35 3. 84 6. 19 8. 39 6. 28 17. 27

读者人均到馆次数 /次 0. 97 0. 95 1. 15 1. 44 1. 63 67. 86

人均外借文献量 /册次 0. 89 1. 02 1. 56 1. 82 1. 92 115. 31

注册读者率 /% 11. 83 13. 82 16. 02 18. 71 21. 30 9. 47

每万人参加读者活动人次 /人次 — 1308 2549 3481 4064 210. 81

数字资源浏览、下载量 /万篇( 册) 次 — — — 5416. 24 8678. 84 60. 24

注: 2014—2018 年数据根据广州市“图书馆之城”建设历年年报整理; 千人均建筑面积指标中，2014 年为市、区两级图

书馆馆舍面积，未含镇街图书馆情况，自 2015 年起为全市公共图书馆馆舍面积; 人均公共图书馆常规经费中未含图

书馆馆舍建设经费。

新增建筑面积约 22. 35 万平方米［14］。

社会力量参与方面，2015 年以来，各种社会

主体基于自身商业利益及履行社会责任两方面

动机，积极参与体系建设，投入大量资源，服务效

益初步显现。据统计，截至 2018 年，社会力量参

与合建分馆达到 41 个; 空间资源投入约 2. 59 万

平方米，配备专职人员 63 人，资金投入超过 4000

万元; 2018 年接待读者超过 145 万人次，外借文

献超过 50 万册次［14］。

从上述数字看，政府投入与图书馆服务产出

的正相关关系非常明显，社会参与与政府投入、

图书馆服务产出的正相关关系也非常明显。在

体系建设实践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一个蓬勃发

展、服务效能明显、社会关注和影响日益扩大的图

书馆体系对争取政府加大投入具有非常正面的作

用，对企业园区、住宅小区、社会教育机构等各种

社会主体也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政府、社会力量、

图书馆行业三方面主体都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

用，构建了一条建设图书馆体系的理想路径。

当然，社会力量的参与与区域内市场经济、

民营经济的发达，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历史文

化传统，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慈善

捐赠减免政策鼓励与引导，以及图书馆或其内部

设施、项目的冠名等表彰回报机制都有内在的关

系，但在当代中国，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还是在经济

基础方面。如广州市黄埔区，社会力量参建分馆

达到 12 家、共建服务点 7 个，这与该区世界 500

强企业近 150 家、40 多万人员在此就业、企业园

区众多有密切关系［14］。又如温州市“城市书房”
“百姓书屋”已超过 120 家，这与该市发达的民营

经济密切相关。因此，社会力量参与需要一定的

前提条件，在我国只有部分地区具备这些条件。

2. 3 现实路径: 行业驱动，通过提升效能、
建设示范体系推动政府投入、社会参与

行业驱动的路径为现实路径，实质上是进入

政府主导的主体路径的前引路径。如果将主体路

径比作高速公路，则行业驱动的路径可比作进入

高速公路前的匝道。

我们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在当前经济相对紧

缩的环境下，政府主体在很多地方缺位，因此，图

书馆界需要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即图书馆

行业可以主导的、启动图书馆体系建设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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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以为，这条路径就是图书馆行业( 无论图书

馆个体还是已有体系，首先是个体) 应致力于提

升服务效能，以彰显公共图书馆在社会中的功能

与作用，扩大图书馆的社会影响，进而驱动政府

对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予以关注、支持并加大投

入，也进而引发社会各界对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

的关注、支持与参与，从而不断扩大服务体系，逐

步实现公共图书馆体系在县域的全覆盖。在我

国已基本实现图书馆体系建设的地区中，苏州

市、佛山市南海区等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
2005 年，苏州图书馆制定《苏州市城区图书

馆服务网络建设方案》并且上报苏州市政府，启

动总分馆建设，以协议为基础，与基层政府及机

构合作建设分馆。但这一模式没有政府主导，是

完全的职业创新行为［15］。几年间，苏州图书馆基

本上以一己之力，建立了一个示范性的服务体

系，取得了显著的服务效益，也向苏州市各级政

府彰显了总分馆体系的优势和价值，逐渐取得了

基层政府和市政府的关注和支持。2011 年，苏州

市成为国家第一批示范区创建城市，苏州市政府

出台《苏州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体系建设实施方

案》。该方案的出台使苏州市公共图书馆总分馆

体系建设实现了由社会合作到政府主导，由职业

创新到制度保障的转变和跨越［16］。苏州图书馆总

分馆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2018 年，苏州图书馆分馆

总量达 85 家，“网上借阅社区投递”自助服务点达

103 个; 新增馆藏中文图书 52 万多册，总藏量达

505 万 册; 外 借 图 书 509. 5 万 册 次，接 待 读 者

1227. 7 万人次，举办各类读者活动 2320 场次［17］。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图书馆从 2013 年起推

动阅读阵地特色品牌“读书驿站”建设，以此作为

服务体系建设的一种示范形式。2016 年图书馆

总分馆成为广东省试点项目，区政府将总分馆试

点作为 2017 年、2018 年度重点工作，此后即推动

南海区总分馆体系建设进入快车道。2018 年，政

府投入新书采购经费 700 余万，全区文献馆藏量

年增 22 万册。“读书驿站”2018 年底达 177 间，

平均每 1. 75 万居民就享有一间公共图书馆; 服务

效能 提 升 显 著，2016 至 2018 年 文 献 外 借 量 从

109. 6 万册次迅速攀升至 416. 1 万册次，到馆人

数从 74 万攀升至 343. 4 万人，阅读推广活动从

376 场增加到 1055 场［18］。南海区图书馆总分馆

体系建设也是一个典型的以行业服务、示范体系

建设起步，再驱动政府主导、加大投入的路径。目

前南海区已实现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图书馆体系

迅速获得各方关注、认同和支持。

3 全行业分工协作实现战略任务
虽然总分馆体系建设是推动我国当前公共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战略任务，但其承担主体即县

级公共图书馆本身条件比较薄弱，而且总体上面

临不少挑战，因此需要动员全行业资源争取目标

之实现。

首先，就县级公共图书馆的基本条件看: 2017

年全国县级公共图书馆共 2753 个，馆均: 建筑面

积 0. 31 万平方米，藏量 17. 10 万册件，财政拨款

251. 31 万元，新增藏量购置费 32. 34 万元，流通

人次 15. 42 万人，书刊文献外借 11. 76 万册次，举

办活动 35 个，活动参与 1. 41 万人次，网站访问量

10. 24 万页次，从业人员 12. 02 人; 其中年新增藏

量购置费少于 1 万元的县级图书馆占比 16. 09%，

馆舍 面 积 少 于 800 平 方 米 的 县 级 图 书 馆 占 比

16. 24%［3］。依此基本情况，由县级图书馆承担县

域总分馆体系建设的业务主体责任，对其中的相

当部分或总体上说，实在是勉为其难。

其次，就目前已有的制度设计看，对体系建设

参与力量的动员并不充分。以 2015 年之后的三份

主要政策文件为例:

2015 年中办、国办《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

认真贯彻执行，并未涉及图书馆等行业主体责任。
2016 年原文化部等五部委《关于推进县级文

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的指导意见》在主要措

施、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中提出“充分发挥互联网

等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利用国家公共数字文化工

程和资源，打造县域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在

组织保障中提出“省级和设区的市级文化馆、图书

馆要大力支持县级文化馆、图书馆总分馆制建设，

加强业务指导”，此文件对国家、省、市图书馆仅提

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即“大力支持”与“业务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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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公共图书馆法》中与体系建设及其

主体直接相关的条款为第三十一条，即规定“县

级人民政府应当因地制宜建立符合当地特点的

以县级公共图书馆为总馆，乡镇( 街道) 综合文化

站、村( 社区) 图书室等为分馆或者基层服务点的

总分馆制，完善数字化、网络化服务体系和配送

体系，实现通借通还，促进公共图书馆服务向城

乡基层延伸。总馆应当加强对分馆和基层服务

点的业务指导”。间接相关的条款包括: 第二十

二条关于国家图书馆“为其他图书馆提供业务指

导和技术支持”的规定; 第三十条“公共图书馆应

当加强馆际交流与合作。国家支持公共图书馆

开展联合采购、联合编目、联合服务，实现文献信

息的共建共享，促进文献信息的有效利用”; 第四

十条“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

馆数字服务网络，支持数字阅读产品开发和数字

资源保存技术研究，推动公共图书馆利用数字

化、网络化技术向社会公众提供便捷服务”。概

括而言，《公共图书馆法》对与体系建设有关的内

容做出了一些规定，包括: 国家图书馆的业务指

导与技术支持; 加强馆际交流与合作，支持联合

采购、联合编目、联合服务，实现文献信息共建共

享; 国家构建标准统一、互联互通的公共图书馆

数字服务网络。但在建设主体方面，除县级公共

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之外，对其他层级公共图书

馆的规定是缺位的。

如何整合行业的整体力量共同实现战略性

任务? 笔者思考可作如下设计:

( 1) 基本原则

整体上赋予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对下一级县

域总分馆体系的中心馆地位和业务管理职责; 地

市级以上( 含地市级) 图书馆尽量承担可以不依

赖行政层级关系实施的业务体系化职责，如数字

图书馆等，即将业务、技术层面能体系化的内容

尽量实现体系化，推动实现建设职责上移; 地市

级以上图书馆相应调整自身职责任务，将总分馆

体系建设作为一个时期内的战略任务，调整、配

置较为 充 分 的 人 财 物 资 源 共 同 致 力 于 完 成 该

任务。

( 2) 主要内容

开展业务指导与协调; 加强业务规划、体系建

设整体规划支撑研究; 制订业务标准，如体系内各

层级图书馆的业务统计标准; 协助政府主管部门

制订服务规范; 在体系内推广标准化的功能与重

点服务项目; 制订人力资源配置标准，开展人员培

训与继续教育; 开展业务统计分析、服务效能评

估、编制年度报告与推进信息公开; 参与县域总馆

馆长考核奖惩、提出聘任建议等。

( 3) 具体分工

地市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县域总分馆体系的

重要参建主体，承担区域中心馆职责，具体承担以

下职责: 负责区域内图书馆体系业务的指导和协

调; 负责制订和组织实施区域内公共图书馆统一

的业务规划、业务标准、服务规范; 负责区域内各

图书馆共享的数字图书馆建设与服务，组织实施

城区范围内各图书馆通借通还、活动联动、送书上

门等统一服务，组织实施城区以外各图书馆馆际

互借; 负责统筹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信息化管理系

统建设，组织实施联合采购、联合编目; 负责组织

区域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化培训工作; 负

责组织实施区域内公共图书馆业务统计、效能评

估、年报编制与信息公开; 对县级公共图书馆馆长

的人员年度考核、聘任提出建议［13］。

省级公共图书馆作为县域总分馆体系的参

建主体，承担全省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业务管理

职责，具体承担以下职责: 负责省内图书馆体系业

务的指导和协调; 负责制订和组织实施省域公共

图书馆统一的体系业务规划、业务标准; 负责组织

实施省域文献信息共建共享系统; 争取设立并负

责管理运营省域体系建设资助项目; 负责组织制

订省域总分馆体系人力资源配置标准，参与组织

省内公共图书馆工作人员专业化培训工作; 负责

组织实施省域公共图书馆业务统计、体系建设、年

报编制与信息公开等。

国家图书馆应承担全国公共图书馆体系建设

的业务管理职责，具体包括: 配合文化行政主管部

门制订全国体系建设规划; 负责制订国家总分馆

体系业务标准，如业务统计标准; 负责组织建设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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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文献信息联合目录与馆际互借、文献传递、公共数

字文化工程等共享体系; 争取设立并负责管理运营

全国性体系建设资助项目; 负责组织实施全国公共

图书馆体系建设年报编制与信息公开; 推动体系建

设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及重点课题研究等［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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