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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论证了公共图书馆作为社会 “第三空间”的功能定位——公共交流平台；引入平台商业 

模式的理论框架，在理论层面初步构建实现新功能的服务模式；讨论其与传统服务模式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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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functionality of public library as the “third space” in the future_一  

public communication platform．It introduc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platform  business model，constructs 

library’s new service model to implement the new functionality，and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 

service mode1 and the traditional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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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社会环境急剧变化，加上公共 

财政支持不足、公众利用图书馆减少等原因，全 

球范围内的公共图书馆普遍面临转型发展 的问 

题。社会学领域的 “第三空间”理论作为公共图 

书馆寻求新价值的基础理论得到广泛认同，这一 

理论的应用成为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 I。 

在我国，公共图书馆近年长足发展，一方面新一 

轮新馆建设热潮方兴未艾，另一方面多元多样的 

服务和各种新业态纷纷涌现，如何定位新功能或 

利用新平 台拓展新功能成为业界普遍关心 的问 

题。放眼整个社会，图书馆 、博物馆 、美术馆、 

档案馆等公共文化机构的交融发展、重新定义已 

成为一大潮流 ，站在图书馆 的立场，笔者的期待 

是：在新一轮文化发展浪潮中，公共图书馆应通 

过更深度的社会参与，走到社会舞台的中央。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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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进行探索，图书馆界要回答几个基本问 

题 ：一是在新理论指导下 ，公共图书馆应定位何 

种新功能；二是这一新功能的实现需要具备何种 

前提条件；三是如何实现这种新功能，即实现新 

的社会价值需要何种服务模式。笔者结合图书馆 

服务实践和已有研究成果，对此作进一步的探 

讨，供业界参考。 

2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交流平台功能的 

形成 

2．1 理论视角下的交流功能 

公共图书馆无疑是社会公共空间的一种 ，被 

业界普遍认为是第三空间理论定义下的一种类 

型。笔者曾对美国都市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 

(Ray Oldenburg)定义的第三空间的8个特征，以 

及我国城市社会学家郑也夫有关公共空间的 9个 

观点进行初步探讨[21，形成对第三空间或公共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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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的基本认知 ：它在性质上属于 中立的场所，社 

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 自由、平等地加以利用；它 

起源于人类开展社会交流交往、公共生活的需 

要 ，在人类历史中 ，突出地展现和建 立在城市 

中，是现代化、城市化的产物，其发达与否是开 

放社会区别于封闭社会的标志之一。笔者下面再 

结合社会学、心理学的基本理论，从功能视角对 

这些观点作进一步梳理：(1)自由、平等的交流是 

主要的活动；(2)交流主体是社会上的所有人 ，包 

括个体与各种群体、组织，来 自不同阶层不同行 

业 ：(3)人是群体的生物，社会交往是人的基本需 

求，交流活动源 自人们交往 的愿望和交往的需 

求 ：(4)交流 目的是发展非功利性社会关系，包 

括 ：个人习惯 ，即在家庭和工作空间之外多一个 

场合来调节 自己；寻找特殊的群体 ，如与个人有 

相同爱好的群体：寻找某些公共信息；参与公共 

生活、宗教和政治活动等；(5)在交流空间、时间 

上都体现出包容性，容易到达，开放时间长尤其 

是在工作时间之后保持开放；(6)交流主体权利包 

括进入权、行动权 、要求与变更权、所有权与处 

置权等：(7)“人气”是衡量交流活动好坏的主要 

标准 ，它吸引常客，也吸引新人 ，使他们感到受 

欢迎和容易融入；(8)在用户体验上，交流主体有 

很强的归属感，有时甚至有主人翁的感觉 ，将其 

看作一个类似于家的地方。 

2_2 实现交流功能的物理条件 

笔者 曾对公共图书馆作为第三空间的建筑特 

征进行过初步研究 ，本文基本引述并作修正如 

下：(1)便利的区位条件，包括第三空间共同体的 

形成与完善的交通配套，这是保障公共图书馆具 

有旺盛人气的基础条件 ：(2)开放的设计，包括视 

觉进入、内外空间 自然过渡等，目的在于尽可能 

消除公众利用公共图书馆的物理门槛：(3)平等、 

亲切、吸引人的建筑风格 ；将图书馆 内部空间定 

位为与外部公共空间平等的空间，是世俗化而非 

令人尊崇的空间，这是进行技术层面的开放设计 

的心理基础；(4)以人为本，以用户为中心，关注 

用户对舒适、安全等需求的感知与体验 ，对某种 

既定环境的营造要摆到优先位置：(5)适宜交流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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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的各种形态的空间 满足多种 需求的空间设 

计，可以是多功能的，也可以是弹性的；交流空 

间从馆外广场、台阶绵延进入馆内空间，空间形 

态、规模要适应交流主体、交流层面与形式多样 

化的需要；(6)无障碍设计；(7)餐饮等配套服务， 

形成有生机和活力的氛围，鼓励人们怀着好心情 

长时间停留和经常光顾 。 

2．3 实践视角的交流功能 

近年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的以促进知识、信 

息与文化交流为主要 目的的展 览、讲座、培训 

等读者活动大幅上升 ，相较于 2010年 ，2013 

年举办活动场次、参与人次分别上升 52_30％、 

60．98％旧。 

广州图书馆 自新馆开放以来，基本形成传统 

服务与交流服务并重的服务格局 ，组织了展 览、 

讲座、真人书、阅读分享会等大量交流活动 ，形 

成 “环球之旅”、“友创意”、“玩具图书馆”、“爱 

绘本爱阅读”亲子读书会、“羊城学堂”、“雅村文 

化空间”、广州新年诗会、“阅读体验荟”等品牌 

性及系列性活动 33个 ：其中 2013年组织交流 

活动 454场，参与公众 28万人次，201 4年组织 

活动 1 077场 ，参与公众 41万人 ：多元文化交 

流活动、未成年人交流活动形成特色：与社会各 

界建立了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在多元文化、本 

土文化、都市文化、未成年人服务、特殊群体服 

务、学术研究领域等，已与 80多个主体建立经 

常性伙伴关系；传播效应显著，取得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影响，2013年大众媒体累计报道 632次， 

另有360家媒体转载21 21次，201 4年有91家 

大众媒体累计报道 751次 ，另有 588家媒体转 

载3074次，自媒体报道837条【7-8]。 

在服务实践中，我们认识到 ，公共图书馆作 

为公共交流平台功能广受社会各界欢迎，其扩大 

伙伴关系、汇聚社会资源、激发社会需求、拓展 

服务对象、拓宽服务领域、推进社会传播、推进 

服务转型与图书馆社会角色转变等多方面价值需 

要被充分认识、挖掘和构建 ，但要在功能层次 

予以推进 ，则需要系统地研究功能实现即服务模 

式的构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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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公共交流平台功能的形成 

由前述可知 ，在理论层面，第三空间在功能 

层面主要强调 的是空间的交流功能，而且主要是 

人际交流功能；在实践领域 ，公共图书馆越来越 

多地开展公众交流活动，这些交流活动涉及知 

识、信息、文化等诸领域。 

传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文献交流论、知识 

交流论都认为图书馆是社会中文献、知识与信息 

交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此而言 ，第三 

空间理论可谓文献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的延伸， 

即从文献交流、知识信息交流延伸到主体交流， 

即广泛的人际交流，而交流的范围延伸到文化及 

更广泛的领域。这些理论引入的结果 ，都足以导 

致图书馆与整个社会系统 的关系的重新构建，这 

正是第三空间理论对图书馆在传统功能基础上转 

型发展的引领意义所在。 

众所周知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性的服务机 

构，公共性是其首要属性，而且它本身也具有社 

会交流媒介的基础属性。从社会人际交流系统的 

一 个组成部分的视角来看，公共图书馆作 为包容 

性最大、可以为所有社会个体、群体利用和接受 

的公共机构 ，可以发挥连接各方的 “社会连接 

器”作用 ，其平台特征明显。 

综上所述，公共图书馆可以定义其第三空间 

的功能为公共交流平台功能，它以图书馆传统的 

知识信息交流为基础，以人际交流为主要特征。 

3 基于商业模式理论的公共交流平台服务 

模式构建 

3．1 公共交流平台服务模式的定义与特征 

公共图书馆要定位作为公共交流平台，必须 

要构建相应的服务模式 ，否则难言成型 ，更无法 

对其绩效进行科学评估。产品或业态等服务层面 

的设计都不足以支持功能层次的发展。管理大师 

彼得·德鲁克认为，当今企业间的竞争 ，不是产 

品之间的竞争，而是商业模式的竞争。传统图书 

馆管理领域并无现成的框架可以利用 ，而在商业 

领域 ，伴随着淘宝 、苹果、亚马逊等公司的成 

功，当前平台商业模式大行其道，因此可以借鉴 

作为图书馆领域构建新服务模式的基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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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畅销书作者、权威研究专家陈威如和余 

卓轩的定义， “平 台商业模式指连 接两个(或更 

多)特定群体，为他们提供互动机制 ，满足所有群 

体的需求，并巧妙地从 中赢利的商业模式。”其 

核心观点包括 ：一个成功的平台企业并非仅提供 

简单的渠道或中介服务 ，平台商业模式的精髓在 

于打造一个完善的成长潜能强大的 “生态 圈”， 

拥有独树一帜的精密规范和机制系统，能有效地 

激励多方群体之间的互动 ，达成平台企业 的愿 

景 ：平台商业模式带来的变革包括产业价值链从 

单边市场向多边市场重组，使多样化的供给与多 

元化的需求更加匹配，其特点是利用群众关系来 

激发网络效应、建立无限增值的可能性。而多数 

平台企业不仅能拓展单一群体间的关系网络 ，还 

能够连接双边(或数边)使用群体 ，让不同群体都 

能通过平台相连而达到为彼此增值的 目的，成为 

“多边市场的连接体 ”：平台视角认为，各方对平 

台的发展有等量的贡献，因此百度等平台企业必 

须同时吸引各种甚至截然不同的用户(信息需求者 

与提供者)以维持事业的发展 ；平台企业的核心利 

益是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生态系统，让有利益相关 

性的诸多群体彼此交流互动，实现价值的飞跃⋯】。 

参考上述观点，笔者试为公共图书馆公共交 

流平台服务模式定义为：连接公众与图书馆资源 

及服务供应商、社会各种公益性群众性组织、政 

府组 织等多个不特定群体 ，为他 们提供互动机 

制，满足所有群体开展社会交流交往的需求 ，并 

获取更多用户、更高资源利用率、对社会主要群 

体 的更强影Ⅱ向、广泛的传播效果及社会影响的服 

务模式。 

3．2 公共交流平台服务模式的机制设计 

3_2．1 定位多边群体及其需求，提出价值主张 

就公共图书馆而言，在交流平台框架下 ，首 

要的第一边群体(市场)是读者及其他公众 ，要满 

足其开展社会交流交往、参与公共事务、追求 自 

我实现、实现个性解放等需要，其中要强调吸引 

各种非阅读 目的利用图书馆的公众 ：第二边群体 

是文献作者群体与其他知识群体 ，包括有社会交 

流需要的专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 ；第三边群 

体是各种群众性组织、公益性慈善性组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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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准政府组织，满足其出于各种 目的与公众交流 

的需要，这类群体包括读书会、书友会、老年书 

画家协会、狮子会、爱心读书会、志愿者协会、 

地方政府或其外事部门、宣传文化部门、残疾人 

联合会、科普协会、外国或旅居 当地外国人组织 

等；第四边群体是各种市场主体 ，包括 出版社、 

数字资源供应商、阅读设备供应商、市场化教育 

机构，满足其出于广告营销、市场推广或承担社 

会责任等多元目的但以公益方式为主要手段的社 

会交流交往需要。按平台商业模式的理论，任何 

成为平台中一个 “边”的群体，都需要一个中立 

的参与机制建立其与平台的关系，而不能取决于 

图书馆的主观判断。因此，在平台视野下，需要 

图书馆人转变观念，应视其他 目的利用图书馆为 

社会个体、群体的固有权利，如同读者利用图书 

馆一样。 

商业模式的核 心在于具 有强有力的价值主 

张。在我国当前发展阶段，整个社会日趋多元多 

样多变，而对美好生活包括高品质精神文化生活 

的追求成为基本的社会价值。在这样的环境下 ，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交流平台，应秉承 自身崇尚 

理性、关爱人文等职业理念，利用自身丰富的资 

源，包括场所、空间、各种配套设备设施以及作 

为基础媒介的文献信息资源等，为社会各群体提 

供 丰富而且平等的交流机会 ，倡导公众 自由交 

流、理性参与公共生活，满足多种形式的社会交 

流交往需要。其价值主张应与整个社会的脉动相 

呼应，并回应公共图书馆的传统价值 ：增进社会 

交流，共建精神家园。 

3_2_2 激发网络效应，包括同边网络效应和跨边 

网络效应 

同边网络效应是指：当某一边群体(市场)的 

用户规模增长时，将会影响同一边群体内的其他 

使用者所得到的效用；跨边网络效应是指：一边 

用户的规模增长将影响另一边群体使用该平台所 

得到的效用。平台若能同时激发同边网络效应和 

跨边网络效应 ，将大大增加用户的使用意愿与满 

足感，进而推动赢利或绩效 目标实现。其中的核 

心是如何建立网络效应捕捉机制。 

对公共图书馆而言 ，基础的一边群体 自然是 

22 

读者或出于任何 目的的到馆访问者。就这一边而 

言，用户越多，可以获得的交流机会就越多，交 

流效用即同边网络效应就越大。而跨边网络效应 

则指用户越多，人气越旺，其他多边群体开展社 

会交流、甚或广告传播的效用就越好。当然，实 

际上各图书馆条件不同，有的地处偏远 ，初始阶 

段可能读者较少，所以需要通过吸引其他群体对 

图书馆的利用来激发人气，撬动整个网络效应 ， 

形成良性循环。对公共图书馆而言，核心的网络 

效应捕捉机制是个体、群体、组织对社会交流的 

基本需求和公益性交流机会的稀缺。 

3_2．3 设定 “付费方”与 “被补贴方” 

公共图书馆作为公益服务机构 ，其作为公共 

交流平台的运作与商业平台的不同之处在于 ：政 

府虽非交流平台中参与的一 “边”，却是交流平 

台的主要 “付费方”。根据平台模式理论 ，补贴 

模式的选择需要考虑各边群体对价格 的弹性反 

应、成长时的边际成本、同边网络效应、多地栖 

息的可能性、现金流汇集的方便度等因素。参考 

上述准则，图书馆公共交流平台的第一边、第二 

边群体是主要的 “被补贴 方”，原因在于他们对 

参与交流的成本比较敏感，规模成长时的边际成 

本很小或几乎为零 ，同边网络效应呈正向，多地 

栖息的可能性较大，对第一边群体收费在操作上 

并不方便等。第三边群体与图书馆分担部分成本 

投入，其中图书馆一般投入空间及配套设备设施 

资源，其他投入如组织策划、嘉宾邀请、展品制 

作等成本则由参与群体、组织负责，这些群体、 

组织在公共交流平台中既是 “被补贴 方”也是 

“付费方”。第 四边群体则是另一个 “付费方”， 

往往需要通过付费获取交流机会。 

3_2．4 赋予用户归属感 

通过机制唤醒用户归属感，包括提供交流机 

会，让用户参与、自我决策，达致自我实现等。 

唤醒用户归属感的核心在于赋予用户权限，提供 

选择的自由。根据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人们对公 

共空间的权利包括 ：进入权，即空间是开放且不 

受干扰的：行动权 ，即行动的自由，而是否适合 

残障人士、老年人等也是判断行动自由度的重要 

标；隹；要求 的权利与变更的权 利，这与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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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民主社会的发育发展程度相关，但就公共图 

书馆与读者、用户层面的关系而言，公众也拥有 

要求、变更等主张的权利；所有权和处置权 ，这 

是最高层次的权利，在法理上也由公民享有[|3】。 

当然，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最高层次的用 

户归属感应该建立在如何提供机会、帮助用户 自 

我实现上。 

对公共图书馆这个公共交流平台而言，应在 

运作机制层面赋予用户(各边群体)的权利包括 自 

由、平等地参与公共交流活动，平等地利用平台 

内的各种资源，提出要求、意见、建议或批评 ， 

自主决策、策划组织交流活动等。 

3_2．5 建立用户过滤机制，以维护平台的质量、 

声誉与形象 

用户过滤机制包括用户身份鉴定、意见调查、 

互相监督、彼此评分、先期完成支付手续、平台 

自身 的主观判断(及由此引申的第三方评估)等。 

对图书馆交流平 台的第一边群体而言，图书 

馆原则上不设置进入门槛 ，但可以针对具体的交 

流活动设立注册读者参与、报名者参与、持票者 

参与以及图书馆审核后参与等过滤机制。对第二 

边群体即作者群体与其他知识群体，可以通过图 

书馆方邀请、个人 申请图书馆审核、参与者评价 

等方式予以过滤。对第三边群体即各种群众性组 

织、公益性慈善性组织、政府或准政府组织，可 

以通过图书馆邀请参与或合作、设立第三方中立 

审核机制等遴选高质量的参与者。对第四边群体 

即各种市场主体 ，可以通过与图书馆功能相关度 

等符合性审查、收费利用等机制设立门槛。但其 

中需要把握 ：原则上支持各种市场主体为履行社 

会责任而开展的公益性的交流活动：此种活动应 

区别于市场化的商业广告活动。 

3_2．6 定义有限度的开放式策略 

在商业领域，谷歌公司和苹果公司是分别采 

用开放式与管制式策略并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功的 

经典案例。而就公共图书馆这个公共交流平台而 

言，首先必然拥有开放性特质；其次，除基础群 

体是自主的并且是有保障地参与以外，平台与其 

他用户群体的关系应经由 “中立的机制选择”确 

定。当然，作为公共交流平台必须符合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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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同时因资源的有限性，所以这个中立的机 

制一定要设置选择标准。因此，图书馆能采用的 

管理策略只能是有限度的开放式策略。而且，需 

要充分预见的是 ，作为本质上开放的交流平 台， 

相较于传统功能，必然会存在产品与服务可能碎 

片化、质量难以监管与统一、用户体验与口碑难 

以统一等问题。 

3-2．7 决定绩效获取模式 

商业模式中一定要有关键赢利模式。平台商 

业模式的关键赢利模式包括：在网络效应达到高 

峰时予以阻拦，设立关卡后从中获利；通过挖掘 

多方数据来设定并实现多层级的价值主张 ，进而 

推动赢利。 

首先，作为公共交流平台，公共图书馆主要 

的经费来源还是政府，因此通过各种交流活动实 

现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影Ⅱ向，以期保障或增加公共 

财政投入必然是关键 的 “赢利”模式；其次，作 

为公共交流平台的价值，最主要仍然体现在 “人 

气”尤其是基础群体的 “人气”上 ，所以激发基 

础群体的网络效应在平 台运作层面是第一要务 ； 

再次，通过提供社会交流机会吸引其他各边群体 

的参与，使公共交流平台的服务 “渗透”到这些 

群体 ，形成新的生态圈和合作共赢关系，获取传 

统图书馆服务框架下难 以获得 的社会群体影 响 

力，使公共交流平台乃至公共图书馆的社会价值 

进一步彰显：最后，通过各种专业化方法挖掘各 

种数据 ，以帮助设定并实现各边群体多层级的价 

值主张 ，提高平台对各边群体的吸引力 ，推进平 

台的利用和高质量平台的建设，最大限度地挖掘 

平台的效益与影响。 

4 公平交流平台服务模式与传统服务模式 

的关系 

在理论层面初步完成基于交流功能的新服务 

模式构建后，必然面II缶与传统服务模式的关系问 

题。以下试作分析： 

(1)在服务对象和服务领域上进一步拓展。传 

统模式以公众个体 自主阅读服务为主体，新模式 

则将传统用户群体、其他社会群体、组织作为服 

务对象，并以各服务对象的交流活动作为服务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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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除知识、信息领域外，文化领域的交流将占 

很大比重，并进一步向其他领域延伸。新模式下 

各种群体的交流服务成为图书馆服务的基础组成 

部分，不再定位在延伸服务层面，可以让图书馆 

提供更多样的服务，以满足社会更多元的需求。 

(2)在服务绩效上 ，突出追求人气、用户体 

验、对各社会群体 的影 响力和广泛的传播效应。 

人气方面要求达到一个临界值，并以此作为关键 

指标，以争取政府更多投入、所连接的各边群体 

的积极参与和相应的丰富社会资源的引入。用户 

体验方面，新模式予以更多关注，并专门设计赋 

予用户归属感的机制 ，如果成功运作 ，将非常有 

利于图书馆在移动服务、虚拟服务时代保持较强 

的用户黏性。群体影Ⅱ向力方面，新模式通过对各 

社会群体活动的深度参与，实现尽可能广泛的影 

响力，进而实现深度社会参与，提升社会价值。 

传播效应方面 ，在新模式下，各参与交流方主体 

性大大增强。反映到活动传播方面，从图书馆为 

主拓展到各参与主体都是可能的传播主体，传播 

视角、主题也将大为拓宽 ，各参与主体共同形成 

远比传统模式下更广泛深入的传播效应。广州图 

书馆新馆的传播效应已有较好体现。 

(3)在专业方法上，如前所述，新模式吸收新 

理论，引入新方法，有利于提升在传统模式下逐 

步开展的交流活动的专业化管理服务水平 ，如建 

立赋予用户 归属感机制、建立用户质量管理机 

制。在新模式下，参与交流各主体的数量与结 

构，交流活动的场次与参与人次，大众媒体与自 

媒体的传播主体、关注主题与传播效应，引入平 

台的社会资源及成本测算，用户体验 ，平台对各 

群体影响力等都将成为专业测度的对象。这与传 

统模式下的要素、结构及其发挥功能的方法将有 

很大不同。 

(4)整体而言 ，传统模式以书为本，新模式以 

人为本；但新模式以传统模式为基础，与传统模 

式互相促进。广州图书馆的初步实践具有较强的 

说服力。广州图书馆新馆开放以来 ，在强力推进 

传统服务的同时大量开展交流活动，初步形成多 

样化服务的新框架。在此框架下，图书馆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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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比”即进馆人次与外借文献册次的比值 2014 

年为1：1．1 8，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0．76【1 41，即 

广州图书馆平均每进馆人次借书的数量是全国平 

均水平的 1．5倍左右。可见，新模式具有推广阅 

读、促进传统服务的显著效果。 

(5)新模式与传统模式一样，需要实现线下与 

线上服务的融合 ，二者在线上也有一个互相融合 

的问题。笔者的基本判断是，二者将在虚拟社交 

空间实现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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