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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指出了高职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的必要性，分析了其开展社会服务存在的制

约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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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职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的制约因

素分析
( 一) 社会服务意识淡薄，理念陈旧

高职图书馆普遍重藏轻用，主要面向本校读

者提供教学、科研服务，长期封闭，不向社会开放，

忽略了其资源的社会属性，忽视了其社会职能［6］。
2012 年首都图书馆馆长倪晓建在首都图书馆联盟

首次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目前高校还没有形成对

社会服务的意识。
当前高职图书馆对开展社会服务的偏见主要

有三种:①冲突论，开展社会服务摊薄在校读者人

均占有信息资源，使有限的信息需要得不到充分

满足。②无责任论，高职图书馆服务好本校读者

足矣，开展社会服务是公共图书馆的责任。③无

条件论，近年来，电子和纸质资源价格上涨的幅度

大大超过了图书馆经费增长速度，没有足够的资

源条件、人力条件、物质条件开展社会服务［7］。这

些偏执的观点表明高职图书馆还停留在服务本校

读者的传统服务阶段，没有认识到开展社会服务

的社会责任和重要性。图书馆服务的本质就是为

了利用，更确切地说，“SEＲVICE = USE +USEＲ”，

为了一切用户的一切利用［8］，这才是高职图书馆

社会服务的正确理念。

( 二) 图书馆法律和社会服务标准规范缺失

完善的法律和详尽的标准规范是各项事业健

康发展的根本保证。对于刚刚起步的我国图书馆

社会 服 务 来 说 更 需 要 法 律 和 标 准 规 范 的 保 驾

护航。
非常遗憾，迄今为止，我国还没有一部全国性

的《图书馆法》和《图书馆社会服务标准规范》来规

定各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权利、义务和标准，也没有

相关的法律法规可遵照执行，我国图书馆法制化

道路任重而道远。虽然我国 2012 年修订的《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提出了“有条件的高等院校

图书馆应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的

要求，但这只是一个鼓励政策，而不是硬性规定，

因此许多高校图书馆以“没有条件或不具备条件”
为借口，逃避社会服务的责任。

( 三) 体制和管理制度阻碍

行政区域的划分和行政隶属关系是高职图书

馆开展社会服务的主要障碍。不同区域的公共图

书馆、高校图书馆、科研图书馆系统等构成了不同

的条块分割体系，各自有自己的服务对象和服务

任务。加之受计划经济的影响，国内高职图书馆

基本只是面向本校读者提供服务［9］。
高职图书馆现行的管理制度还停留只服务本

校读者的阶段，不适用于社会服务。即使已经开

7

第 10 卷第 3 期

2 0 1 6 年 9 月

广 州 城 市 职 业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Vol ．10 NO．3
Sep ． 2 0 1 6



展社会服务的高职图书馆，大部分也没有相应的

激励机制。开展了社会服务工作，工作人员的工

作量大了，劳动强度增加了，但相应的薪酬并没有

提高，因而制约了其开展社会服务的积极性。
( 四) 人力资源配置不足

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配置是学校根据办学规

模和图书馆的藏书量来确定［11］。近年来，高职一

直扩招，招生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了图书馆工作

人员配备比例的增加速度，因此图书馆工作人员

的工作量也日益增大。近年，高职院校迅猛发展，

引进大量的技能型人才，图书馆则成为了这些引

进人才家属的“大本营”。这些家属一般不是图书

馆专业出身，信息化水平也不高，因此图书馆整体

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也没有提高上去。随着社

会服务的开展，图书馆一方面因为高校扩招，致使

人手紧缺; 另一方面大多数图书馆处于转型阶段，

从传统的被动服务转型为主动服务，从过去的普

通服务转型为个性化服务，因此图书馆更加需要

高层次的、能够挖掘读者需要的，为读者提供个性

化服务的人才。高职图书馆的人才瓶颈问题大大

制约了高职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开展。

二、高职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的对策

( 一) 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和理念，时刻保持危

机感

高职图书馆要破除专为本校服务的思想枷

锁，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定位自己，正视社会属性、
深刻认识社会服务的重要性。面向大众，树立为

人类所有读者服务的意识，从封闭服务转向开放

服务，从被动服务转向主动服务，从主动服务升华

为个性化服务，将社会服务的意识和理念“内化于

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实化于行”。
当今移动阅读日益盛行的背景下，图书馆纸

质资源利用率逐年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由于

资源获取途径的多样性，图书馆在读者和学校中

的地位也在下降，图书馆消亡论不绝于耳，正面临

生存危机。因此，图书馆人要增强社会服务意识，

保持社会危机感，通过社会服务，打造服务品牌，

使图书馆成为大众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服务中

心，以便从社会筹集更多的资金，建设更加丰富的

资源; 同时，通过社会服务、社会竞争，提升队伍的

服务能力和服务水平，这样才能变危机为动机，使

图书馆更好地生存、发展。服务意识是图书馆工

作的价值核心，服务理念是图书馆工作的精神指

导，社会危机感是图书馆人奋发向上的动力。因

此，高职图书馆要增强社会服务意识和理念，保持

危机感，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到社会服务的大潮

中去。
( 二) 推进政府立法，制定社会服务标准规范

发达的欧美国家和日本无一例外地都制定了

高校图书馆法，来保障图书馆正常、健康地发展和

社会服务工作的在效开展。我国只是颁布了一些

法规、条例，至今还没有一部全国性的、统一的、完
整的图书馆法。随着图书馆事业的迅速发展，图

书馆迫切需要相应法律为其保障。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的文件中指出: “为了提供永久性和不断发展

的国家图书馆事业，全面管理和协调只有靠立法

才能获得”。文化部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图书馆法( 送审稿) 》已于 2016 年 1 月 9 日前征询

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正式出台不会太久。
但是，至今我国还没有一部高校图书馆法，高校图

书馆法律建设任重而道远。因此，我国图书馆界

的专家、学者应积极推进高校图书馆法制建设的

进程，把图书馆事业推进到法制建设的轨道上，使

其全面、健康地发展。
( 三) 完善社会服务管理体制

行政体制和服务体制要分开，高职图书馆和

公共图书馆在行政区域上属于不同的区域的管辖

和财政拨款; 在服务上，服务对象则全体社会公

民，即图书馆行政区域有界线，而服务无界线。这

才是图书馆社会服务的正确的管理体制。当地的

文化主管部门( 如文化厅) 来牵头，推动高职图书

馆和公共图书馆建立社会服务联盟，实现通借、通
还、资源互补。

高职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需付出额外的劳

动和成本，这就必须考虑服务收费和成本补偿的

问题。在坚持公益性服务为主体，市场化经营为

补充的原则下，对于开展“课题查新”、“定题跟

踪”、“特色资源代查与推送”等方面收取一定的费

用，同时可以积极引入社会资本参与本馆的资源

建设与开发，为本馆资源建设提供资金支持。
高职图书馆要改变现行的管理体制，建立新

的社会服务制度，如建立社会服务激励制度，对社

会服务积极、服务质量优、服务口碑佳的员工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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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励，同时以社会服务质量的高低作为图书馆工

作人员评优评奖、晋升的考量依据之一。
( 四)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社会服务队伍

当今是信息化、网络化、学习型社会。因此高

校图书馆也应培养一批信息型、服务型图书馆人

才队伍。目前，移动互联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学习方式，图书馆的社会服务要想开展好，首先需

要培养一批精通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管理的

人才，他们可以通过系统开发、技术升级、管理标

准化，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社会服务。另外，当今的

社会不断发展变化，人们需求也在变化，日益多样

化、个性化。因此，图书馆工作人员要乐于学习、
善于学习，勇于接受各事新事物、新理念、新思想，

及时了解不同职业、不同年龄读者的需要，提升专

业素养、创新服务方法和手段，扩大服务范围，不

断采用新技术、新设备，为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深

层次的服务。
同时，高校图书馆建立人才淘汰机制，对于那

些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服务态度差，过分注重个

人价值和利益而没有团队精神的工作人员予以淘

汰［11］，从而真正实现优胜劣汰，提升整个图书馆的

人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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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aints of Developing Social Serv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Library And Countermeasures

HE Wen-bo
(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Guangzhou 510405，China)

Abstract: Pointing out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social serv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library，the paper has analyzed
the constraints of developing social serv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library and then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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