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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总结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近几年开展的社会服务，指出社会服务重在践行现代图书馆开放的服务

理念，应加强社会服务的宣传，简化服务手续，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并依托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开展社区学习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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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ocial service of the Guangzhou City Polytechnic Library in recent years, points out
that the social services should focus on practicing the modern library open service concept, strengthen the social service pro－
paganda, simplify the service procedures, establish the long-term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rely on the advantage of vocation－
al education resources to carry out the learning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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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实践与思考 *

陈小衡

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是指高校图书馆在保证其

主要服务对象的基础上向社会公众服务[1]，这也是现

代图书馆秉承对全社会开放的服务理念的必然趋

势，其应用在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已非常普遍和成

熟，如美国，所有公立大学的图书馆都面向社会公众

开放，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并针对不同的社会对

象，注重与校外不同信息服务机构的合作，为校外读

者开展多姿多彩的社会化服务[2]。在我国，自 2002 年

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中

第二十一条明确指出“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图书馆应

尽可能向社会读者和社区读者开放”以来，高校图书

馆社会服务也开始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关注的一个课

题，并陆续有一些高校图书馆开始了社会服务的探

索与实践。本文结合笔者所在的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图书馆近几年开展社会服务的实践，探讨对高校图

书馆社会服务的一点认识和思考。

1 开展社会服务的背景

1.1 办学定位要求图书馆应有社会服务的功能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是 2005 年 3 月由四所成人

高校合并组建而成的一所公办综合性高职院校，设

有涵盖电子信息、制造、土建、园林、食品、财经、旅

游、公共事业、艺术设计、外语等十余个高职专业大

类的 40 多个专业，在成立时便被广州市政府赋予高

职教育与社区教育并重发展的办学定位，并在 2009

年 5 月由广州市政府加挂了“广州社区学院”牌子成

为广州市首家社区学院。基于社区教育的办学定位，

要求图书馆应具有社会服务的功能。
1.2 特殊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沿革凸显社会服务需求

学校各校区均处在广州市中心城区，主校区与

广州市白云区政府机关大院只有一墙之隔，基于历

史沿革，相邻两个单位有着悠久的资源共享协作关

系，特别是在文化设施方面。因此，自学校成立迁入

主校区后，相邻的白云区政府便希望能继续共享这

些资源。此外，由于各校区均处于交通便利的闹市居

民区中，校园面积也较小，市民进出图书馆的时间成

本较低，社区居民就近获取文献信息的需求较大。
1.3 自身的发展定位加快了社会服务的探索

从学校成立伊始，学院领导便对图书馆给予很高

的定位和期望，办馆经费明显增加，各校区馆舍先后

都进行了维修改造，构建起集“信息获取、文化休闲、
学习与交流”于一体的功能布局，文献资源建设也快

速发展，“十一五”期间年生均新书达到 5~8 册，年征

订报刊 1 800 种左右，数字资源也成为馆藏文献的

重要组成部份。基于这样的发展机遇，图书馆在完善

校内服务的基础上，也希望拓展新的服务领域和服

务项目以提高服务能力和办馆绩效。
1.4 国家教改项目加大了社会服务开展的力度

* 本文系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项目编号：04-119-174）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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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开始，学校承担了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

点项目《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社区教育）建设

项目，这是一个持续 3 年并有配套经费的系统工程

项目。根据项目的任务分解，图书馆承担了社区居民

文献信息服务和社区图书室建设的子项目，极大地

推进了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开展。

2 社会服务的举措与成效

2.1 面向社区单位和居民开放文献借阅服务

基于馆藏文献资源日益丰富，2007 年 10 月，我

馆尝试向相邻的白云区政府机关大院开放文献借阅

服务，机关里的工作人员可凭工作证和身份证到我

馆办理借阅证，凭借阅证可以到馆阅览和外借书刊，

也可以到电子阅览室使用数字资源。借阅证分集体

借阅证和个人借阅证，提供集体借阅证主要是结合

机关单位的需求，满足同一单位或部门的读者在校

外通过图书馆 OPAC 检索书刊，然后由其中一人持

集体证到图书馆集中办理外借手续，从而节省其他

读者的时间。2010 年 10 月，配合学院开展社区教育

的办学定位，我馆面向社区居民和其他企事业单位

全面开放文献借阅服务，并开始进社区、企事业单位

开展宣传和上门办证。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据自

动化管理系统的统计数据显示，我馆共发放了 405

个社区借阅证，其中集体借阅证 11 个，机关大院读

者 126 个，社区居民读者 268 个；共向社区提供外借

图书 5 544 册次（见表 1），所借阅的图书包括了除中

图分类法 V（航空、航天）类以外的其他所有 21 个大

类，借阅量较大的类别依次是 I（47.35%）、K(10.48%)、
H（8.15%）、B（7.31%）、T（5.36%）、C（5.1%）、J（4.46%）、
D（2.92%）等，表明社区读者的阅读需求还是比较广

泛的。
2.2 与社区公共图书馆开展资源帮扶活动

由于多校区办学，我馆每年有 200 多种大众类

期刊征订了 2～3 个复本，因此，结合社区内不少社

区图书室期刊杂志单薄的现实情况，从 2010 年 4 月

开始，我馆与白云区图书馆开展了资源帮扶活动，在

每年初将下架的上一年度过刊分类整理捐赠给社区

内的多个社区图书室。所捐赠的期刊，既有适合中老

年读者的《科学养生》《大众健康》和《家庭医生》，也

有满足学生族学习需求的《新东方英语》《英语世界》
和《疯狂英语》等英语读物，有提高工作技能的参考

资料《大众软件》《轻松学电脑》《汽车维修》和《摄

影》，还有拓展人文视野的《环球》《世界博览》《读者》
和《读书》等综合刊物，涵盖了社会生活、文学艺术、
政治经济、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 10 多个学科类别，

门类多样，内容丰实，可读性强，兼具知识性、专业性

和趣味性，既能丰富社区文化资源，又能提升社区读

者的文化品味，深受社区有关文化部门的肯定和社

区读者的欢迎。截至 2013 年初，我馆共向社区捐赠

期刊杂志 1 万多册，每年平均 3 000 多册。
表 1 社区读者各年度借阅统计

2.3 开展多种形式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

从配合社区教育的办学定位角度出发，从 2007

年开始，我馆开始了进社区开展文化教育活动的探

索，包括馆藏资源推介、资源使用培训、文化讲座、阅
读辅导等活动。一方面通过宣传和培训帮助社区读

者了解和利用文献资源，另一方面也通过开展社区

居民喜闻乐见的文化讲座来丰富社区居民的文化生

活，促进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截至 2013 年 6 月底，我

馆共开展各式社区文化活动 30 多场，活动人数累计

超过 1 000 人次。如利用我馆《城市色彩讲坛》的资

源，邀请了广东图书馆学会乔好勤教授到白云区直

属机关举办读书讲座，并配合开展了图书馆资源推

介和 OPAC 使用辅导；针对社区老年居民普遍关心

的饮食健康话题，邀请我校食品营养专业教授到社

区为居民作题为“老年营养与健康”的讲座；邀请北

京爱迪科森《网上报告厅》资源商的培训教师，到社

区图书室举办“走进社区看多媒体资源”的讲座，指

导社区读者通过我馆 VPN 远程服务平台使用图书馆

的数字资源；针对不少社区读者不了解高校图书馆

的资源和服务，组织服务人员进社区、进企业开展宣

传和咨询活动，现场办理借阅证，现场答疑解难。此

外，还结合校园开放日、校庆、读书节等学院重大主

题活动，组织社区读者和社区居民到图书馆参观，了

解图书馆资源和服务。近两年，还根据社区读者的阅

读量评选“读书之星”，努力通过多种途径开展社区

文化教育活动。
2.4 援建社区分院图书室

根据学院承担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

时间 机关单位读者
（册次）

社区居民读者
（册次） 小计（册次）

2007 年 100 未开放 100

2008 年 163 未开放 163

2009 年 337 未开放 337

2010 年 463 42 505

2011 年 1122 448 1570

2012 年 695 1016 1711

2013 年 1-6 月 357 801 1158

合计 3237 2307 5544

57



2014 年第 2 期

《推进广州学习型社会建设》（社区教育）建设项目的

分解任务，从 2011 年开始，我馆开展了援建社区分

院图书室服务。一方面组织专业人员深入社区调研

和指导图书室的规划与建设，提供专业咨询与业务

指导，并针对个别图书室管理人员少、专业水平有限

的情况，组织我校图书情报协会（学生社团之一）的

志愿者定期到社区图书室协助借阅服务和书刊整

理；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项目配套经费为 7 个社区图

书室筹集书架、阅览桌椅、门禁、防盗仪等书库设备

各一批，选购新书各 2 000 余册。目前，有一些社区

图书室如白云区景泰社区图书室已初具规模，文献

信息服务开始走上轨道。

3 对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服务的认识与设想

3.1 重在践行开放的服务理念并落到实处

高校图书馆的社会服务是一种基于资源、技术、
人力的复杂的多层次合作 [3]，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

式，而是要根据各馆自身的条件确定社会服务的形

式和内容。因此，开展社会服务不必追求高精尖或是

多和全，而是要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重在践

行现代图书馆开放的服务理念，重在适应社会需求

并落到实处。从统计数据显示，在我馆向社区居民全

面开放文献借阅服务后，社会服务的文献量大幅度

上升，既表明社区居民对我馆文献资源的需求，也充

分说明了图书馆开放文献服务的必要性。我校作为

近几年快速成长的综合性高职院校，图书馆的文献

资源以职业教育和人文、科普等大众教育资源为主，

比本科院校图书馆更加贴近广大社区居民的学习和

文化需求，加上近几年我馆文献资源建设发展较快，

新书比例大，类别丰富，生均资源量也较高，服务社

区居民存在明显的优势和潜力。所以，应将社区文献

服务作为我馆社会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开展,增

强社区文献服务的辐射能力，不好高骛远，使我馆丰

富的文献资源实实在在惠及广大社区民众，这才是

高校图书馆开放服务的本质所在。
3.2 加强社会服务的宣传，简化服务手续

我校所处的白云区和海珠区都是外来务工人口

比例较大而公共图书馆资源却相对比较薄弱的地

域，社会借阅的图书涉及文学、英语学习、历史地理、
哲学、计算机、艺术、财经、法律等多个类别，显示了

社区居民潜在的文献需求和读书热情，但调研中发

现目前仍有不少社区居民不了解高校图书馆开放服

务的举措以及有哪些文献资源。因此，应加大社会服

务的宣传力度，除了进社区宣传办证外，可针对不同

社区的主要需求特点定制相应的推荐书目，与社区

公共文化单位合作，有针对性地开展阅读指导和信

息素养教育，包括开展图书馆网站和馆藏 OPAC 的

使用培训，使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图书馆并掌握利

用图书馆的技能技巧。而且，要树立方便读者的服务

理念，简化服务手续，降低服务门槛，如可适当降低

外借图书押金、延长借阅期限、扩大借阅册数、取消

有效期验证等，通过节约读者的使用成本来提高读

者的积极性和满意度，进而提高社会服务的效果，促

进社会服务的良性循环。
3.3 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促进社会服务的持续发

展和不断完善

目前，我馆开展各种社会服务项目普遍都是依

托一些科研项目或教改项目来开展，由于这些项目

基本上是由员工以自愿的形式申请的，所以社会服

务的内容、模式和成效也基本上是由项目的要求、验
收指标等因素来确定和评价，并未纳入图书馆的常

规业务工作来统筹规划和考核，导致不少社会服务

开展的随意性较大，如上门办证、进社区举办讲座、
图书室援建等服务项目普遍存在运动式操作，在项

目结题后便不了了之，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也参差

不齐。社会服务是现代图书馆的一项长期性工作，加

上我校社区教育的办学定位，目前从领导层面到基

层员工对社会服务的认识和必要性已普遍达成共

识，因此，经过过去这几年的探索与实践，社会服务

应纳入我馆的常规业务范畴，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

统一规划和部署，制定详细的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配置相关的岗位，形成包括总体规划、服务内容、服
务模式、服务要求、经费预算、人员调配、绩效考核等

社会服务相关的运行机制，并将分散的人力物力汇

集起来形成更强大的合力，促进社会服务的持续发

展和不断完善。
3.4 依托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开展社区学习信息服务

我校作为涵盖文、理、工、商、农、艺术等十余个

高职专业大类的综合性高职院校，目前已建有 50 多

门省、市、校级精品课程，30 多门网络课程，70 多门

社区教育课程，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生均纸

质图书 80 多册且 60%以上是近 5 年购买的新书，订

购了包括电子图书、电子期刊、学位论文、多媒体学

习资源、各种考级考试题库、统计数据库等 20 多个

商业数据库的数字资源，也建有 4 个学习资源库。因

此，可仿照美国高校图书馆的校外学习支持服务[4]，

依托我校丰富的职业教育资源优势，针对社区居民

特别是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教育和知识更新开展社

区学习信息服务，拓展服务内容。即建立社区学习信

息服务平台，为社区居民的远程学习

·事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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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相关的信息导航、书目推荐、参
考咨询、文献传递、代查代检等自主学习相关的信息

服务，可将参考咨询并入图书馆的在线咨询平台。不

过，在利用数字资源和网络资源时，应重视社会服务

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知识产权在推动高校图书馆

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对高校图书馆电子信息资源管理

利用工作形成制约[5]。所以，在订购数字资源时应与

资源商沟通好社会服务的模式及相关条款，同样，在

利用课程和网络资源时也应妥善处理好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避免无意中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

4 结语

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也是

提升高校形象的重要途径和促进图书馆自身发展的

需要。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不同的图书馆应根据自身的条件和社会需求来确定

服务的内容和形式。社会服务重在践行现代图书馆

开放的服务理念，应加强社会服务的宣传，简化服务

手续，建立长效的运行机制，并不断结合自身的优势

及特点拓展和完善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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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像香港地区的分区图书馆一样，拥有相当比例

的资源，有能力为读者提供优质的服务，满足读者的

信息需求。
3.3 继续推进图书馆地方立法工作

2006 年，广州市启动了图书馆立法工作，后因各

种原因被搁置。2012 年，广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再次启动了立法工作。《广州市公共图书馆条例》的

首要目的是促进广州地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尤其

是基层图书馆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内各地立法中，该

条例首次明确提出总分馆体系，并对各级公共图书

馆的建筑面积、馆藏资源、人员等作出规定，有利于

促使政府加大投入，提高公共图书馆的服务保障水

平。该条例若获通过，将会促进广州市公共图书馆事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而建立与广州市经济社会发

展相匹配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保障公众的基本

文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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