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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区域总分馆制实施路径探索：以基层管理者 

为中心的研究 

肖 鹏 唐 琼 陈深贵 陈丽纳 方家忠 蔡婷婷 黄洁晶 

摘 要 《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为街镇图书馆引入了新的资源和政策保障，规划了相应的建设思路。广州公 

共图书馆区域总分馆体系建设实施中，街镇图书馆原有的建设主体以及管理主体是问题求解的关键。基于此 ，课 

题组选取 lO个具有代表性的街镇图书馆展开调研，对街镇图书馆基层管理者展开深度访谈，了解和分析他们对 

街镇图书馆价值及建设现状的认知．以及对以区域总分馆制为中心的街镇图书馆发展路线的不同态度。在此基 

础上，构建起三种不同的区域总分馆制实施路径 ：区图书馆主导，与镇政府／街道办、文化站共同建设和管理分馆； 

区图书馆直接建设 、管理区域分馆 ：市图书馆扶持特定区域分馆。图 1。表 3。参考文献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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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e centers，are the key to this research．Considering factors such as cooperative depth，demographics and SO 

0n，ten sub-district／township libraries in Guangzhou are chosen as research samples．The researchers develop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grassroots managers，and discuss their cognitions to the value and construction condi— 

tion of libraries through content analysis，SO as to make clear their different attitudes towards sub-distr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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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wnship libraries’development course．The following are the main findings：1)The grassroots managers recog- 

nize the value of sub—district／township libraries，and would like to bring in professional instructions and re— 

source supports．Therefore，they are willing to be part of the regional central and branch library system pro— 

gram．2)Currently，according to the status quo of the district public libraries and sub—district／town ship librar- 

ies in Guangzhou，it will be better to apply the Regulations step by step．31 Th e particularity of different areas 

should be concerned．Besides the main approach，auxiliary ones should also be offered to satisfy different 

areas’needs．4)The district libraries should hold the leadership position in the cooperation among the regional 

central and branch library system in order to ensur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5)The sub—district／town ship li． 

braries can work with their district libraries in different ways according to variOUS circumstances in the period 

of transition．6)The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should be made to solve some key construction difficulties，inclu． 

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pace，funding and staffing levels．Based on above，three practical approaches in the 

implement schemes are designed，which are：Approach One，the sub—district／town ship libraries，as branch li． 

braries，should be mainly led by district libraries，while district libraries，street／township governments and cu1． 

tural centers should all participate in constructing and managing affairs．Approach Two，district libraries will 

be fully responsible for constructing and man aging the development of sub—district libraries
． Approach Th ree， 

the Guangzhou Library will lead and give ajd to some particular sub—district and township libraries．Approach 

One is suitable for most of the sub-district／town ship libraries，and Approach Th ree is a kind of supporting and 

complementary one which aims at some exceedingly undeveloped areas．Having constructed sub．district／town ． 

ship libraries with independent service ability through Approach One and Approach Three
，
it is necessary to 

adopt Approach Two so as to realize the literally“Centraland Branch Library System”．These scientific and 

feasible approach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conclusions of this research，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have partly 

been adopted in the Implement Scheme of the Regulations．The thought and the exploring process of construc． 

ting these approaches may shed lights on similar schemes and regulations from other cities in China
，as well as 

the upcoming national law on public libraries．1 fig．3 tabs．4 r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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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tions of Guangzhou Public Library． Regional central and branch library system． Sub—district／t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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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构建普遍均等、运行高效的公共图书馆服 

务体系，是近年来政府及图书馆业界的工作目 

标。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覆盖城 

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基层图书 

馆服务体系。长期以来，基于财政体制和事权 

分配体制，我国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基本上是一 

级政府建一级公共图书馆，谁建设谁管理。目 

前形成了六级图书馆(室)设施，即国家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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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一省级 图书馆一地级市 图书馆一区县 图书 

馆一乡镇(街 道)文化 站图书馆 (室 )一村 (社 

区)图书室，基本实现全覆盖。然而这仅是低水 

平的覆盖，公共图书馆(室)没有体系化运作。 

由于基层政府特别是街镇政府公共服务保障力 

度弱，造成街镇等基层图书馆(室)运行效率低 

下[1]。这一问题，即便是在经济较为发达 的广 

州也依然存在。虽然广州图书馆、越秀区图书 

馆等公共图书馆的个体服务效益位居全国同类 

图书馆前列，但区(县级市)图书馆发展不均衡 ， 

区级以下的街镇一级公共图书馆更是处于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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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水平。街镇公共图书馆数量多、覆盖面 

广，本应是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中坚 

力量，却常年处于“三无”状态，即无购书经费． 

无专职人员管理，无正常读者服务工作 ，而且馆 

藏规模小，图书陈旧。 

为了促进广州地区图书馆事业 的快速发 

展 ，2012年 3月，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在 

2006年立法成果的基础上，重新启动广州市图 

书馆立法进程，谋求街镇图书馆发展的利好政 

策成为新阶段立法进程的重点之一。2015年 1 

月 22日，《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E 2](以下简 

称《条例》)由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正式公布，并于 2015年 5月 1日起正式施行。 

《条例》中针对街镇公共图书馆最重要的两项利 

好政策是：①首次在我国地方立法中将街镇公 

共图书馆建设主体从街道办／镇政府上提至区 

政府 ，突破了现有体制“一级政府建一级公共图 

书馆”的障碍．确定由区政府统一调配区域 内各 

级(对于广州市而言主要是“区一街道／乡镇”两 

级)图书馆的资源，奠定“完全意义上的总分馆 

制”的政策基础；②在“建设主体上移”的基础 

上，提出中心馆一区域总分馆相结合的管理体 

制 ，以广州图书馆为中心馆、区图书馆为区域总 

馆、街镇图书馆为分馆，实现街镇公共图书馆的 

专业化服务 和体 系化运作，其中针对 “区一街 

道／乡镇”一级的“区域总分馆制”是这一管理体 

制的核心。简单来讲 ，第一点为街镇图书馆引 

入了新的资源和政策保障，第二点规划了相应 

的建设思路．试 图以此盘活广州市街镇公共图 

书馆的服务能力。 

随着立法工作告一段落，工作重点便转移 

到如何将《条例》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那么， 

广州公共图书馆区域总分馆体系建设如何实 

施 ，如何从现有的、较为分散的总分馆体制过渡 

到“完全意义上的总分馆”体系?从现有的情况 

看来，有两种选择：其一，“政策的直接式实施”． 

即先按照《条例》规定，将街镇图书馆的建设与 

管理工作直接从街道办或镇政府／文化站移交 

到区政府／区图书馆，再在这一框架下利用新的 

资源和政策保障，由区图书馆主导．建设起具有 

独立服务能力的街镇图书馆；其二．“政策的过 

渡性实施”，即先与原有的建设主体和管理主体 

合作，引入资源，提升街镇图书馆独立运作的能 

力 ，继而从合作式的管理逐步过渡到区图书馆 

的直接建设和管理。但两者均有利弊。前者可 
一 步到位，只是 目前阶段部分区图书馆的建设 

和管理能力仍有待提高．街镇图书馆对“建设主 

体”的政策调整也需要一定的消化和适应时间 

同时，由于街镇 图书馆多与文化站的其他项 目 

共用人力与资源。合理调整与分割的问题也尤 

为突出。后者可以借助现有建设和管理主体已 

有的资源和经验 ．但多头管理 的情况是否会引 

来混乱，区图书馆采用何种方式与现有建设和 

管理主体合作，以往低沉的发展状态会否带来 

负面的惯性效应?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其实际价值已不仅限于解决广州一地的问题． 

对于可能迎来政策调整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层面 

的图书馆法的实施，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无论选择何种实施路径，街镇图书馆原有 

的建设 主体——街 道办／镇政府 ．以及 管理主 

体——文化站，都是问题求解的关键．有必要了 

解他们对《条例》所规定的区域总分馆制实施方 

式的建议。基于此 ，课题组于 2015年 1月至 3 

月对广州市街镇图书馆展开调研，访谈部分街 

道办／镇政府分管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及文化站 

站长等基层管理者 ．在此基础上提出广州市公 

共图书馆区域总分馆制的实施策略。本调查的 

观点和结论已经部分体现在《广州市公共图书 

馆条例》的实施方案之中。 

1 研究设计 

本文“基层管理者”特指街镇图书馆现有的 

建设主体负责人——街道办／镇政府分管文化 

事业的领导，和管理主体负责人——文化站站 

长。一般而言，建设主体——街道办／镇政府向 

文化站拨付建设经费，并给予一定的资源支持． 

同时也在整体工作上进行指导。广州的街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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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多归文化站管理(也有少数归入到家庭综 

合服务中心之下)，但图书馆工作只是文化站众 

多工作中的一项。在街镇一级，街道办主任／镇 

政府分管领导和文化站站长既是基层政府管理 

人员 ，也是第一线的公共文化资源调配者。由 

于编制不足，文化站站长有时还要兼任街镇 图 

书馆的馆员。作为街镇图书馆长期的管理者和 

一 线的实践者 ，他们对街镇图书馆建设有着深 

刻的认知。在前期文献调研阶段，我们发现 ，虽 

然他们与相关政策的落实程度密切相关 。学界 

却鲜有针对基层管理者的研究。课题组试图通 

过深度访谈的方式，让基层管理者参与到广州 

区域总分馆制实施路径的构建中来。 

1．1 研究样本的选取① 

调研采用判断抽样的方法．即由课题组中 

长期负责街镇图书馆建设工作的成员综合考虑 

行政区划、当地人 口特征、社 区组成、图书馆服 

务效益、馆舍面积等因素，最初计划选择 8至10 

个代表性的街镇图书馆展开调研。经过 2014年 

底的摸底考察．又结合街镇图书馆与市、区级图 

书馆的“合作深度”相关标准，最终选定 10个图 

书馆展开调研(见表 1)。 

表 1 样本图书馆及其特征 

调研点 行政区划 图书馆特征与主要选取原因 

作为广州I图书馆的示范性分馆，服务效益好，服务种类齐全，由镇政府 A 番禺区 

主导建设，社区居民以“老广州”(三代都是广州本地居民)居多。 

同A一样是市图书馆的示范性分馆．改造效果明显．由街道办主导建 B 番禺区 

设，社区有较多“新广州”居民(新入籍人口)，整体收入水平较高。 

C 海珠区 馆舍问题突出，同时也是文化场地资源被挤 占和边缘化的代表。 

位于老城 区，馆舍问题突出，位于广州最重要的学区，青少年需求明 D 越秀区 

显，与区图书馆有较深的合作关系。 

E 天河区 是新城区的代表，具有广州新兴社区的多重特征。 

F 白云区 位于城郊结合部地 区，贫困户多，财政相对困难。 

原为萝岗区， 位于工人宿舍 区内，体现 了外来人 口的诉求．是工业区、新城 区的 G 

调整后为黄埔 区 代表。 

位于老城 区，发展程度较低，同时附近又有广州核心学区，老年人群体 H 荔湾区 

数量颇为可观。 

I 荔湾区 建立多年，但发展上较为落后和封闭，是资源匮乏的典型案例。 

位于农村，服务对象以农村居民为主；同时代表与核心市区较为疏远 J 从化区 

的原县级市地区。 

注：为保护访谈者隐私，以字母替代具体的调研图书馆名称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合作深度”概念。20世 

纪 90年代我国图书馆界提出总分馆制以来，出 

现了多种建设思路和操作模式，使得 “总分馆 

制”这一笼统的名词已无法对这些模式做出区 

① 本课题的目的在于设计一整套在镇街一级建设独立运作公共图书馆的方案。区域总分馆制的建设路径是 

该方案的重要内容而非全部，因此整个研究思路的设计到样本的选择，是从整体性研究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广州 

街镇图书馆的区域情况。课题调查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所调研的10个街镇基层管理者展开访谈，二是对公众对 

街镇图书馆的认知、需求、使用行为和期待的调查(共计回收有效问卷 1921份)，三是对这些街镇图书馆进行实地考 

察(每个街镇图书馆3天以上的驻点观察)，但后两者与本文关系不大，圊于篇幅，这里只做必要说明。 

总第四十二卷 第_R~--Z期 Vol 42 No 223 



 

肖 鹏，等 广州区域总分馆制实施路径探索：以基层管理者为中心的研究 
XIAO Peng，et a1．：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Approaches of Regional Central 

and Branch Library System in Guangzhou：A Study Based on the Interviews with the Grassroots Managers 

分 ，学 界 开始 使用 “完全／纯粹／紧密 的总 分 

馆”[3161和“准总分馆”_4 等名词来辨别不同的 

总分馆模式。“区域总分馆”制是本文的中心 ． 

为了便于探讨不同程度 的总分馆合作关系，了 

解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街镇公共图书馆的 

建设，我们需要一个区分粒度更细、可以分级的 

概念体系，因此最终提出了“合作深度”这一概 

念 ，来诠释街镇公共图书馆与市、区级图书馆的 

合作情况。依据合作内容的覆盖范畴。将不同 

街镇公共 图书馆与市、区级图书馆的“合作深 

度”由深到浅划分为市级示范性合作分馆、区级 

深度合作分馆、区级初步合作分馆与无合作关 

系分馆(见表 2)。 

表 2 四种层次的合作深度及其对应的街镇图书馆 

合作深度 合作内容 对应的图书馆 

由市图书馆承担馆员培训．以及书刊、电子资源的购置和配送工 A 

市级示范性合作 作，实现通借通还服务，并开展较为深入的业务指导，包括对馆藏 

空间、布局的建议等。 B 

F 

与区图书馆建立合作关系，不同程度涉及图书购置、业务指导等方 区级深度合作 G 

面的合作，关系较为密切，分馆满意度相对较高。 
D 

E 

与区图书馆建立合作关系，但除 了接受 区图书馆不定期更换的藏 C 

区级初步合作 书和一定的业务辅导外，较少与区图书馆发生联系．合作关系较为 
H 松散

，
分馆满意程度较低。 

J 

无合作关系 与所在区图书馆尚未建立合作关系。 I 

需要说明的是：①“市级示范性合作”是指由 

广州图书馆主导．对相应街镇图书馆进行支持建 

设，但这两所参与“市级示范性合作”的街镇图书 

馆．也和所在的区级图书馆有一定的总分馆联 

系。只是目前在业务指导方面。市图书馆起到了 

主导作用：②由于“市级示范性合作”仅覆盖极少 

数的试点图书馆，因此“区级深度合作”“区级初 

步合作”和“无合作关系”这三种合作关系才代表 

当前广州的常态；③根据前期摸底考察，属于“区 

级初步合作”和“无合作关系”的街镇图书馆占据 

了当前广州市街镇图书馆的大多数。 

1．2 调研方法与过程 

课题组主要针对基层 管理者开展深度访 

谈 ，访谈时间从 2015年 1月至 3月 调研的 10 

个街镇图书馆中，A、C、D和 H馆因各种原因未 

能访谈到街道办／镇政府分管领导，但通过文化 

站站长了解了相关 内容。为深人了解各图书馆 

的基本情况 ，还分别访谈了各馆馆员。最终共 

计访谈 6位街道办／镇政府相关负责人 、10位文 

化站站长 、9位街镇图书馆馆员。访谈内容主要 

包括两个部分 ．即基层管理者“对街镇图书馆工 

作的价值和现状的认知”和“对《广州市公共图 

书馆条例》及街镇图书馆建设的意见和看法 ”。 

第一部分帮助我们了解其建设动力，确认他们 

对“区域总分馆制”的基本态度，探索合作的基 

础是否牢 固：第 二部分直接探讨 “区域总分馆 

制”应该如何具体实施，包括《条例》所规定的街 

镇图书馆建设主体、管理模式、建设规模、独立 

运作的难点等。 

对访谈结果的分析主要采用 内容分析法， 

分析框架的原型为访谈大纲，并根据实际访谈 

情况加以调整，以“建设现状”和“发展路线”两 

个概念为中心进行扎根编码，再分成若干子类， 

形成概念树和分析类目表，最后将访谈内容按 

照表 3的类目加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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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访谈内容分析类目表 

中心概念 子类 电 蓉 

社区认知 基层管理者对所在社区情况的了解、态度和评价。 

图书馆服务 所在街镇图书馆服务的现状及其评价。 

态度一： 主要来自街道办主任／镇政府分管领导，即站在基层建设主体的角度讨论图 

建设主体 书馆工作在文化站服务板块中的地位和未来发展情况，包括经费比例、岗位 

建设现状 编制等。 

态度二： 主要来自文化站站长，即站在基层管理主体的角度讨论图书馆工作在文化站 

管理主体 工作板块中的地位和未来发展情况，包括日常工作、资源建设等。 

对目前不同图书馆资源情况的说明和基层管理者对这些资源的基本态度，下 资源条件 

分六类：场地、经费、资源设备、工作人员、服务情况和其他。 

了解基层管理者对《条例》中街镇 图书馆相关规定的认识和态度，包括街镇 《条例》评价 

图书馆建设主体、管理模式、建设规模等。 

与基层管理者探讨在街镇和社区层次如何推进街镇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即如 发展路线 实施路径 

何在《条例》的目标和框架下推行相应的实施策略。 

与基层管理者探讨街镇图书馆目前与外部的合作关系，核心是与市、区级公 合作关系 

共图书馆的合作关系。 

2 基层管理者对街镇公共图书馆的基本 

态度 

通过调研发现，当前街道办／镇政府和文化 

站的基层管理者对街镇公共图书馆的总体态度 

是：认可街镇图书馆的价值，但难以全力推动街 

镇图书馆的建设和发展。因为认可街镇 图书馆 

的价值．所以他们能够认同建设街镇图书馆的倡 

议：因为难以全力负责和推动本地街镇图书馆的 

建设，所以愿意引人专业的指导和资源支持，纳 

入中心馆一总分馆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 

2．1 基层管理者对街镇图书馆的作用给出正面 

评价 

基层管理者一致认可在街道(镇)建立图书 

馆的必要性和图书馆在社区中的积极作用。他 

们认为图书馆可以作为公众的社区中心和精神 

家园。如，F馆的文化站站长和G馆的街道办主 

任分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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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内有少儿图书，环境又很好。很多家长 

愿意带小孩来看书，对提 高居民文化素质有作用。 

看书是另外一种教育形式，引导人积极向上。 

G街道有 8万外来工，他们到图书馆来可以 

获得心灵的宁静．在 图书馆可以获得 家乡的新 

闻和知识。外来工服务是 G街 图书馆 的特 色。 

从长效来说．图书馆起到传承历史、传播文化的 

作用⋯⋯一个懒惰的人 通过 阅读可 以变得勤 

快．因为思维影响行动。 

有些管理者注意到，图书馆是保存与传播 

传统文化的平台．例如 A馆就成为当地粤剧活 

动的中心。不过 ，也有受访者表示 ，由于生活方 

式和阅读习惯的改变，这种价值正在遭遇挑战。 

2．2 当前镇政府／街道办、文化站对图书馆建设 

的支持力度并不大 

谈到实际的投入问题，不少基层管理者坦 

言对图书馆的支持力度不大。作为一线城市的 

广州对文化站的投入较为重视，但实际分配到 

街镇图书馆中的资源相对稀缺。调研的l0家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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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图书馆中，仅有两家有年度固定经费：街镇 图 

书馆发展也较少成为文化站的年度规划或报告 

总结的内容。有站长直言： 

现在购置图书，成本太贵 了。我们的经费 

支持不了我们的更新。 

街道编制有限，基本分不到文化站．而图书 

馆只属于文化站很 小一块 ．要有专职人 员管理 

图书馆．很难。 

也有部分管理者表示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对 

图书馆已经有一定的倾斜。例如 ，A馆拨款更新 

了图书，并对馆舍改造升级；B馆有一定的人员 

配置和设备投入：E馆对图书馆经费给予了保 

障。然而，深究这些经费和投入的具体数字，发 

现这种“倾斜”并不令人满意。此外，由于街道 

办／镇政府 自身较为繁杂的工作和经费紧张，所 

谓的“倾斜”．也仅仅是相对于街道办／镇政府其 

他多种工作项目而言，有极少占比上的优势，从 

街镇图书馆自身发展来看还远远不足。 

由于文化站难以配备充分的资源，部分市、 

区级公共图书馆对街镇图书馆建设的介入．就成 

为了一个特殊的外部变量。例如，在表 2中属于 

“市级示范性合作”的B馆，其2014年到馆读者 

人次相当于除 A馆之外其他所有调研图书馆的 

总和：而区级深度合作的 F馆外借量是区级初步 

合作的E馆的 10倍左右。当然这种趋势并非绝 

对，特别是很多图书馆缺少服务统计数据记录， 

使得这种对比更加困难。但从调研的情况看来， 

合作程度较深的图书馆显然更关注相关数据的 

收集和统计．而市级示范合作馆的读者满意度也 

高于非示范馆。可见，实施《条例》以前，合作深 

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部分街道图书馆发展 

的关键因素，这也意味着，在大方向上，加强并推 

动这一合作关系很有可能获得正面的效果。某 

种程度上。“政策的过渡性实施”比起“政策的直 

接式实施”有着更为坚实的基础。 

3 基层管理者对区域总分馆制的态度和 

认知 

虽然基层管理者对图书馆的积极作用是认 

同的，但文化站本身难以为图书馆分配太多的 

资源，通过与市、区级图书馆合作为街镇图书馆 

解决相应的资源问题，对于图书馆界和基层管 

理者而言 ，是双赢的策略。但 目前与市 、区级图 

书馆已经有深度合作关系的街镇图书馆数量很 

少 ．其中多数还是靠部分管理者的个人意志和 

关系网络来维持。《条例》拟通过政策性手段来 

加强整体的合作深度。在规定区政府作为区和 

街镇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主体之后，《条例》要求 

建立起以区级图书馆为区域总馆、街镇公共图 

书馆为分馆的总分馆体系。第二十六条做出如 

下规定： 

区域总馆在 中心馆的业务指 导下，履行的 

职责包括：(1)负责所属分馆的统一管理；(2)按 

照全市统一的业务标准．负责本馆和所属分馆 

文献信息资源的采购、编 目和物流配送；(3)按 

照全市统一的服务规 范．制定本区公共图书馆 

(室)和服务网点的服务规范；(4)负责本馆和所 

属分馆工作人员的统筹调配：(5)开展图书馆领 

域的国内外交流与合作 

其中对区域总馆职责的规定 ，是以实现“完 

全意义上的总分馆体系”为前提来确定 的。在 

彻底实现了区域总分馆体系后，街镇图书馆可 

以视为区图书馆的分馆。这种职责分配 的规划 

不会有问题。但是，在政策实施之际，各街镇图 

书馆与市、区图书馆合作不尽相同，建设、服务 

水平参差不齐．相关规定能否直接施行?基层 

管理者是否认可这些规定 ．能否接受这种协助 

和分工模式?如果接受．他们是否有各 自的顾 

虑和担忧?如果不能接受 ，能否在政策允许 的 

范围内有一定操作和调整的空间?通过与基层 

管理者的访谈 ，这些问题一一得以明确。 

3．1 基层管理者对区域总分馆制普遍认可 

不管 目前街镇图书馆与市、区图书馆 的合 

作深度如何．几乎所有的基层管理者均认可区 

域总分馆制度的价值和积极意义。这种认可主 

要源于更加密切的总分馆体系可能带来的四方 

面实际性收益 ，这些均在第二十六条和相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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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中有所涉及，《条例》的实施有望解决基层管 

理者 目前面临的诸多难点。 

3．1．1 减轻基层文化站繁重的工作负担 

文化站作为基层组织承担的功能主要包括 

文化和体育两个方面．从各个街道的实际情况 

看来 ，往往还要 承担一些 日常的行政和社 区工 

作。由于人员短缺，不少访谈对象发出这样的 

感慨 ： 

像这样子我一个人兼顾很 多工作．实在想 

做好都不行。 

一 个典型的案例是 ，文化站只有站长一人 

是固定编制。另外两人都是从其他部 门借调来 

的，根本无暇顾及街镇图书馆的管理。 

问：这里读者来办证借书有什么要求吗? 

站长：因为首先有人员的问题 ．我们是没有 

人员编制的。我们有时候也是用保安来帮忙看 

一 下⋯⋯这里只有保安负责二、三楼的开门，并 

没有专门的人 员．所 以读者进来只能阅览不能 

借书⋯⋯(其实)我们已经建了通借通还(系统) 

⋯ ⋯ 只是局限于人手的问题(无法开展 )。 

上述案例中．即便 图书馆 已经建立 了通借 

通还系统。并有相对完备的图书资源，但没有服 

务人员，使得相应的建设变得毫无意义。 

虽然近年来广州市政府尝试购买公共服 

务，通过家政服务中心引入第三方机构参与社 

区工作，但短期内文化站繁重的工作负担仍无 

法得到明显的缓解。文化站的工作重心是各类 

文体活动，这一类活动的投入和专业化要求都 

比较低．短期内也更容易引起社区民众的认可 

和参与，并获得领导重视。在这种情况下，图书 

馆业务往往被边缘化。 

曲艺的话．在社区那边比较活跃一些．这边 

的话体育这方面比较多一点。图书室不算是有 

非常多的服务量。 

领导经常亲自来指导我们的文体工作开展 

⋯ ⋯ 例如那些健身活动，领导都是亲自上阵来 

带领大家参加活动。 

街道办／镇政府和文化站对区域总分馆制 

的期待之一，就是借助区域总馆的介入，减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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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文化站繁重的工作负担，并使得街镇 图书馆 

发挥其服务效能。 

3．1．2 缓解经费压力 

由于缺乏专项的图书馆经 费，街镇图书馆 

常常面临的情况是： 

(街道办)的总资金就那么多，在分配中，文 

化育人很重要，但在我们 XX社 区，贫困得就连 

温饱都成问题⋯⋯还有很多因病致贫的家庭， 

孩子的学费，还有必要的学习用品需求，(这些) 

可能更重要。所以在比较多的街镇(的)财政分 

配中，(图书馆)这块可能会(被)忽略 ，这是客观 

的。大家也明白 

下一年是否有这一笔经费就不知道了。 

很多街镇图书馆的经费主要用于图书的购 

置 ，但这种购置往往是一次性的，其目的主要是 

完成启动性建设 ，或是满足指标检查等方面的 

要求 ，如果没有区图书馆或市图书馆的支持，此 

后便鲜有新的投入。持续服务几乎无从谈起。 

这种情况对于财政权限有限的建设主体而言 ， 

也是无奈之举 

3．1．3 专业化程度的加强 

调研的 1O个街镇图书馆中．拥有专门图书 

馆管理人员的不足一半，且馆员大多是兼任．教 

育程度多为专科以下，更没有图书馆学专业的 

从业者，专业化团队的缺位由此可见一斑。部 

分区图书馆为街镇图书馆提供员工的业务培 

训，得到了一些良好的反响。一位街道办主任 

明确地表达了他所期待的总分馆体系下的专业 

化分工： 

从业务指导来讲，和整个资源的发展 来说 ， 

应该说图书馆 管理．就是一些涉及专业知识的 

就由你们(区级图书馆)来做，日常管理就 由我 

们来做。具体 怎么分类和配书，就应该 由你们 

来管。我们在图书管理上是缺乏专业知识的， 

我们只能做基本管理，但是图书的分类编 目这 

些都是需要 专业知识的，我们 自己没 办法做到 

十全十美的 

3．1．4 服务效益的整体提升 

基层管理者提出，所在社区民众在文化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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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阅读等方面都有着较大需求 ，街镇图书馆其 

实可以发挥很高的服务效益．但 目前这种需求 

受到两方面的抑制。 

(1)基层图书馆本身服务能力不足。随着 

街镇图书馆逐渐融人 区域中心馆的服务网络． 

其服务能力将得到巨大的提升．效益也将逐渐 

凸显。事实上，作为试点的“市级示范性分馆” 

效益的提升也基本 印证了这一推断。正如一位 

市级示范性分馆的管理者所言： 

我觉得(总分馆制)完全可以推广。为什 么 

呢。我举例讲，那个 XX街的图书馆，当时建立时 

也是由镇投资。投的二十万⋯⋯局限性非常大，你 

镇里面每年要投十几万，现在在我们区来讲．每个 

镇(要有同样的投资)压力比较大。另外它(图书) 

不能流通啊，这最要命的⋯⋯(通借通还)非常好， 

读者感觉到．他办一个读者证，享受了整个图书资 

源。你看那个自助借阅机上可以借阅，我们(的) 

书吧可以借可以还⋯⋯(通过市区图书馆的资源共 

享．)在网上还有一大批电子资源⋯⋯像这些，其他 

(没有总分馆的)点不可能。 

(2)由于街镇图书馆遵循“一街／镇一馆”的 

定位，部分街镇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广东省立 

中山图书馆等大型馆功能重叠，缺乏分工意识。 

随着大型图书馆的服务半径向社区辐射．民众 

宁愿选择资源多、服务好、距离较远的大型图书 

馆，而不愿意选择距离近的街镇图书馆 ： 

我周边的人 想去读 书就是去中图(广东省 

立中山图书馆)、广图(广州图书馆)，就不来社 

区．可能跟我们广图、中图辐射到社区这一层有 

关。像看病 ，就是想去大医院，不去社 区医院， 

就是这个道理⋯⋯那么多年 ，(居 民)都 已经形 

成了到大馆阅读(的习惯)。 

基层管理者对 “区域总分馆 ”制 的另一期 

待．是街镇图书馆能真正发挥出社区中心 的职 

责．通过实现图书馆标识的统一．明确其作为中 

心馆延伸点的定位和分工 ，提供差异化的服务， 

与大型图书馆形成互补，充分发挥应有的效益， 

这其实就是《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主要着 

眼点 

3．2 基层管理者对建设区域总分馆制的疑虑 

虽然区域总分馆制得到基层管理者的普遍 

认同．但如何实现这一制度 ，实现到什么程度， 

不同基层管理者的理解有一定差异 ．同时也有 

各自的疑虑。这也是实施路径中需要重点关注 

的问题。这些疑虑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3．2．1 对《条例》能否贯彻执行及政府支持程度 

的担忧 

不少街道办／镇政府相关负责人和文化站 

站长都有较长时间的基层工作经验 ，由于过去 

文化事业的建设多是项 目制 ，短期工程的倾 向 

较为明显，缺乏长效发展机制，常常“中途而废” 

“无疾而终”，这些刻板印象影响了管理者对《条 

例》贯彻的信心。 

从总体来看．我们把法律条文规 定下来是 

最好的。但是我觉得更 多的应该从 实际考虑。 

像我们 XX这个地方，有钱你都不知去哪里建， 

区政府不能给我们解决用地问题⋯⋯我们的条 

例再细也没有用 

调研对象所反映的各类项 目的短期和无规 

划性问题 ，追根溯源 ，其实是缺乏一个专业性、 

长期性的工作主导者。因此，实施路径中必须 

强调区图书馆的主导地位。 

3．2．2 对区图书馆履行区域总馆职责的质疑 

由于以往合作较少，某些区图书馆的业务 

指导能力和资源情况欠佳 ．部分街镇 图书馆对 

区图书馆能否履行区域中心馆的职责表示质 

疑。而部分“市级示范性分馆”在适应与广州市 

图书馆的合作之后，对区图书馆能否达到和市 

图书馆同等的资源支持程度也表现出一定的担 

心，甚至提出，是否有可能将建设主体进一步上 

移到市政府，直接管理街镇图书馆： 

我看见管理条例说区对我们(进行业务)管 

理。其实我们都是一直跟 市馆(联 系紧密)，和 

区里联系较 少 不知道以后 变成这样一种方 

式，区能不能像市里给我们那么大的支持。 

有此质疑的街镇，往往是因为其所在区域 

内的区级图书馆自身建设和管理水平欠佳。按 

照《条例》的规定，总分馆合作的主动权掌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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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图书馆手 中。在 自顾不暇的情况下 ，这些区 

图书馆恐难以履行区域总馆的职责。这一问题 

值得高度重视，意味着我们需要考虑区域发展 

的差异 ，同时提供多种建设路径：对于服务能力 

和业务能力不能满足区域总分馆要求的区级图 

书馆 ，其所在范围内的街镇图书馆可 以先由市 

图书馆协助建设。而与之对应 的，已经发展较 

好的区域。可以考虑开始转向由区图书馆“直接 

管理”的模式，进一步提升合作效益。 

3．2．3 对区域总分馆体制下街道办／镇政府 、文 

化站 、区图书馆各 自职责边界的疑虑 

区域总分馆制 的实施将会涉及总馆和分 

馆 、现有建设主体和区图书馆等多组职责关系 

的重新分配。接受调研的街道办／镇政府 和文 

化站负责人均表示，能够接受和理解《条例》针 

对街镇图书馆所做 的各项规定．然而对分工边 

界的界定，部分缺乏足够合作经验的街镇图书 

馆表示并不是特别清楚。虽然《条例》第二十六 

条已提出大致 的分工 ．但那些规定可能并不适 

用于过渡时期，需要～定程度的细化。 

要把大家(区图书馆和文化站)的权利和义 

务分清楚。例如说这个图书馆由我来管的话． 

那么我有什么权利，你有什 么义务?⋯⋯所以 

这个需要大家都说 清楚，有一个详细的权利清 

单和责任 清 单，这样 的话 文化站 才好 管理。 

⋯ ⋯ 大 家先把游戏规则订好 

受访者也提出，除了实施 的时候要细化规 

则 ，在可能的情况下，还应当有较为明确的预算 

配置、灵活的考核指标和相应的职责分工。有街 

道办主任表示，可以借鉴当前体育局建设户外健 

身道的做法，即由市里相关部门负责经费拨给． 

地方上主动承建 ，街道必须完成一定的指标．有 

余力的可以多建设 这种方式既可以完成管理 

基础的量级要求，又确保各级政府履行建设义 

务，发挥了基层的主动性，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 区域总分馆制实施方案的构建：三种 

建设路径的设立 

通过调研和分析 ．我们可以总结出广州区域 

总分馆制实施方案的若干要点：①在“前言”部分 

所论述的两种选择中，倾 向于“政策的过渡性实 

施”，采纳先“合作管理、双重管理”，后“直接管 

理”的过渡路线；②关注不同区域的特殊性，在主 

要路径之外．要有恰当的辅助路径 ．以适应特殊 

地区的需求．特别是从化、增城 、花都等与中心城 

区较远的行政地区；③合作中，强调区图书馆的 

主导地位，关注长期、持续发展；④在《条例》第二 

十六条和相关规定之下，灵活设置过渡时期的具 

体职责分工；⑤对于街镇图书馆发展中尤为关键 

的建设难点，如面积、经费、人员编制等，需要单 

独列出来，明确其建设手段。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三种区域总分馆制建 

设路径 ，它们共同构成区域总分馆的实施策略， 

以应对不同街镇图书馆发展与转型过程中的不 

同情形。三种路径之间的关系如图 1所示。 

图 1 广州市区域总分馆制实施方案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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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路径一：区图书馆主导．与镇政府／街道办、 

文化站共同建设和管理分馆 

路径一是当前广州市建设 区域总分馆制最 

重要的建设路径，适用于大多数街道、乡镇。在 

这一路径下．街镇 图书馆接受区图书馆和街道 

办／镇政府等的“双重管理”，双方通过服务契约 

规范各自的权责、义务。这一路径通过明确区 

图书馆对区域分馆 的管理职责。打破传统体制 

下各层级图书馆缺乏实际关联的情况，减轻街 

道办／镇政府和文化站的工作压力 ，整体上基本 

实现区域总分馆制的功能要求。 

对“路径一”的深入解读有四个层次。 

(1)本路径在当前发展阶段具有合理性和 

适用性 

“路径一”对现状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可操作 

性．在调研过程中也获得 了绝大多数街镇 图书 

馆的认可。有街道办主任在了解这一路径的设 

想后，做出优缺点的剖析： 

其实说一个图书馆的管理方式有很多种， 

就像你刚才说的管理方式就是其 中一种。你问 

我好不好，其实这个问题有点大。这个方案有这 

个方案的优缺点 优 点就是 资源的整合度更 

高．可以规范化、统一化，可以更合理地利用资 

源；你说缺点，它也是有的，每个分馆应该要保 

持它自己特有的特色、自己的传统 ，这个方案不 

利于这些的保存。我觉得应该针对每个分馆进 

行差异化管理 

在实践的过程中，由于街道办／镇政府 、文 

化站仍然会参与到管理 中，“分馆 的特色和传 

统”将尽量给予保留。 

(2)职责关系的构建 

职责关系的构建即不 同建设主体、管理主 

体之间的职责关系如何区分 、界定。根据已有 

的合作经验，不同区域总馆与街道办 、文化站主 

要通过长期的服务契约和职责清单规范阐明各 

自的权利与义务，以保证“双重管理”的可操作 

性和灵活性 

(3)职责内容的分配 

职责内容的分配即在本路径下 ．不同建设 

主体 、管理主体各 自承担何种职责。通过考察 

相应的政策和资源条件 ．我们认为在过渡时期 

可做出如下分工。街道办／镇政府和文化站在 

区人民政府的支持下，应主要提供场地、设施、 

运营维护费用等。区图书馆作为区域总馆．是 

街／镇图书馆的业务指导和专业管理 中心 。负责 

其属下街／镇分馆的统一管理工作，主要包括： 

①按照全市统一的业务标准 ，负责本馆和所属 

分馆文献信息资源的采购、编目和物流配送：② 

按照全市统一 的服务规范。制定本区公共图书 

馆(室)和服务网点的服务规范；③负责本馆和 

所属分馆工作人员(其中包括部分专业人员)的 

统筹调配，进行馆员业务培训等：④将区域分馆 

完全纳入区域协作网络．如通借通还网络、数字 

资源网络等[2] 

(4)场所 、人员、经费问题需要制定规范可 

行的解决途径 

区图书馆将在《条例》的支持下，通过区人 

民政府实现专项固定经费的投入。人员方面将 

伴随事业单位改革 ，强调街镇 图书馆作为基本 

公益服务项 目的特质．由区人 民政府统一协调 ， 

配置相应的编制，并规定工作人员中专业技术 

人员的比例。其中，区域总馆主要关注专业技 

术人员的配备 ．而街道办／镇政府和文化站侧重 

负责招募一般性事务的_T作人员。目前，经费 

和人员方面的职责主要落在区人 民政府和区域 

总馆方面，对于街道办／镇政府和文化站而言 ． 

需要处理的主要是 图书馆独立场所和面积的问 

题 针对这一问题，根据不 同情况可有相应的 

解决思路。①经费不足：主要通过《条例》配给 

专项资金来解决。②新建立的街道和社区：可 

预留相应的公有用地作为图书馆用地。③地方 

空间资源稀缺，对现有物业有较为充分的改造 

权限：通过对现文化站进行内部功能和分区调 

整。进行专业化改造，将与图书馆职能相关的功 

能(信息资源共建共享项 目、党员远程教育 、展 

览区、培训室等)加以整合，通过功能调整强化 

公共图书馆功能，夯实镇街综合文化站的日常 

服务功能。④地方空问资源稀缺．对现有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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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充分的改造权限：如有条件，应另行建设公 

用空间；如无条件，则需要租赁空间开展图书馆 

服务，订立长期 的租赁合 同；此外，街道办在解 

决场所问题时，还可以注意与“三旧”改造工程 

相结合。 

4．2 路径二：区图书馆直接建设、管理区域分馆 

路径二即按照“完全意义上的总分馆制”来 

建设总分馆体系：区域总馆和区域分馆之间不 

再是路径一中的业务指导和业务合作关系，不 

再是“双重管理”．而汪调 区图书馆对分馆的直 

接、独立管理。如同《条例》第二十六条中规划 

的那样，实现总馆对分馆实行人、财、物方面的 

“统一管理、统一调配”。 

目前 ，国内已有的总分馆制尝试都是以“完 

全意义上的总分馆制”为 目标进行改革 。但由于 

各方面条件不同，取得的成效也有所差异。直 

接实施这一路径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即：政策上 

是否允许 。发展程度是否适宜。 

从政策角度来讲，《条例》已经将建设主体 

上移到区人民政府，并从管理模式、实现手段等 

方面做出了诸多规定。虽然“完全意义上的总分 

馆制”对街道办／镇政府 、文化站的职能架构仍 

会造成冲击。但政策上的认可已经非常明确。 

因此主要的困难便落在各区域图书馆系统差异 

化的发展程度上。目前 ，区图书馆的业务水平 

和服务能力参差不齐 。有些还难 以承担起区域 

总馆的职责；大多分馆也缺乏总分馆 的运营经 

验，对相应的理念、方法、具体操作等理解还不 

够深入全面：部分街道办／镇政府、文化站对完 

全意义上的总分馆制仍持保留态度，意见并不 

完全统一。可以说，实现“完全意义上的总分馆 

制”的意义在于对图书馆专业程度的提高和服 

务能力的强化．但条件未及，可能适得其反。 

目前。广州只有少部分区图书馆有能力直 

接带动街镇分馆发展，且拥有充分的合作经验， 

可适应路径二的发展思路，构建更为紧密的总 

分馆管理体制。大多数的区域，仍宜先调动街 

道办／镇政府、文化站的建设动力，建立具备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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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服务能力的街镇图书馆，构建较好的合作关 

系，积累一定运营经验，再向该目标靠拢。 

4．3 路径三：市图书馆扶持特定区域分馆 

路径三是针对特殊情况的补充性策略。适 

用本路径的主要有两类地 区：一是某些条件特 

别匮乏或者是有特殊需要的街道、乡镇 ：二是某 

些区图书馆 目前发展水平较低，无法承担起 区 

域总馆的职责，所在区的街镇图书馆宜采取路 

径三。在这两种情况下，市图书馆需要暂时承 

担起职责，直接指导和支持其辖区内的街镇公 

共图书馆。市 图书馆所起到的作用，相当于一 

个超大半径的区域总馆 ，在一定的阶段代理履 

行区域中心馆的职责，对特殊区域的分馆进行 

直接的资源支持和业务指导，其建设经费由市 

财政直接给予支持。 

比起路径一。路径三的过渡性质更为明显， 

这不可能是一种常态化的运作模式。特别是对 

于区图书馆发展水平较低的区划．市图书馆 必 

须着重培养并提升相应地区区图书馆的业务能 

力。协助其重整相应的资源体系，使其能够尽快 

承担起区域总馆的工作职责。 

5 结语：因馆制宜、循序渐进 

“因馆制宜、循序渐进”是制定《条例》中区 

域总分馆制实施方案的基本指导原则。“因馆 

制宜”意味着区域总分馆制度具体实施和推进 

工作应当灵活变通．对不同馆舍、不同区域发展 

状况的特殊性．要有不 同的应对策略和预案 ： 

“循序渐进”意味着要密切关注“合作深度”的加 

强，最终走向完全意义上的总分馆制。 

未来一段时间，以上三种建设路径可能是 

并存的．但不管哪一种路径，都应该遵循“试 

点一小规模复制一大规模推进”的发展策略。 

如图 1所示，在所有街镇公共图书馆都具备独立 

服务能力的基础上，再逐步帮助它们转 向路径 

二的建设。最终真正构建“省一市一区一街道／ 

乡镇”四级全覆盖的总分馆体系，实现中国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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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界普遍均等服务的职业诉求。 

此外 ，在本次调研 中，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发 

现是 ：已有的总分馆合作关系和过往的合作 印 

象，深刻地影响着基层管理者对《条例》的成效 

预判和信心程度。随着街镇公共图书馆与市、 

区馆的合作增多，合作程度加深 ，基层管理者对 

《条例》实施后的影响和区域总分馆制度改革后 

可能产生的变化更为乐观，态度也更为积极。 

这意味着．合作实务的开展过程，也是对图书馆 

法律法规和图书馆精神 的宣传过程。同时表 

明，推动图书馆与相关利益共同体互相理解、互 

相扶持的最好方式 就是立即行动，在实践中谋 

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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