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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为社区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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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等发达地区、国家已非常普遍和成

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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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为社区

服务便开始成为我国图书馆界关注的一个课题，
并陆续有高校图书馆开始了相关的探索和实践。
本文概述我国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的现状， 总结

笔 者 所 在 图 书 馆 近 年 开 展 社 区 服 务 的 实 践 和 成

效，探讨对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的认识和体会。
1 我国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现状

图书馆服务是一种基于资源、技术、人力合作

的复杂的多层次合作， 高校图书馆为社区服务没

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 据公开发表的文献信息显

示，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的内容归纳起

来主要包括文献借阅、信息服务、社区教育、校地

（企）合作等类别。
文献借阅是高校图书馆开展最多的社区服务

项目， 但不同的图书馆在馆藏开放范围、 服务对

象、借阅管理等方面存在差异，如哈尔滨师范大学

图书馆主要是向周边社区的青少年和考生开放文

献借阅， 淮南师范学院图书馆主要是面向周边中

小学的教师开放文献借阅，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图

书馆则是向所有社会读者开放文献借阅并与威海

市图书馆等多家图书馆开展馆际互借。
信息服务主要表现为代查代检、参考咨询、编

发专题信息等服务， 如中山大学图书馆充分利用

自身雄厚的文献资源体系向校外读者提供论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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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和引用的检索证明服务， 长沙师范专科学校图

书馆设置了情报室专门为社区居民提供包括与社

区居民学习、 工作、 生活有关的各类信息咨询服

务。
社区教育包括读者培训、知识服务讲座、开放

学习场所等文化教育服务， 如哈尔滨师范大学图

书馆组织馆员指导小学生读书、学习，向社区的考

研族和参加中考、 高考的青少年等读者提供学习

场所备考。
校地（企）合作包括与社区文化服务部门、机

关企事业单位的合作， 以提高高校图书馆服务的

辐射能力， 如广州大学图书馆免费对广州市萝岗

区图书馆开放部分数字资源， 中国矿业大学图书

馆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合作组织煤炭企业以集团

方式购买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共享。
总体上， 尽管不同的高校图书馆其社区服务

的内容和形式存在明显的差异， 不过， 随着 2008
年中国图书馆学会发布《图书馆服务宣言》充分表

达现代图书馆开放的服务理念以来， 我国高校图

书馆社区服务开始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 不仅

有越来越多的高校图书馆打开大门开始为社区服

务，而且，社区服务的内容也开始从文献借阅、代

查代检等基础性的信息服务向定题服务、 信息开

发、社区教育、校地（企）合作等更高层面的信息服

务拓展， 社区服务正逐渐成为我国高校图书馆服

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2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社区服务的实践与成

效

2.1 社区服务的背景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是 2005 年 3 月由 4 所成

人 高 校 合 并 组 建 而 成 的 一 所 公 办 综 合 性 高 职 院

校， 成立时便被广州市政府赋予高职教育与社区

教育并重发展的双重定位，并在 2009 年 5 月由广

州市政府加挂“广州社区学院”牌子，成为广州市

首家社区学院。 此外，学院的主校区与广州市白云

区政府机关大院只有一墙之隔， 相邻两个单位有

着悠久的资源共享协作关系，在 2005 年新学院迁

入主校区后， 白云区政府便希望能继续共享邻里

高校的文化资源。 可以说，社区教育的办学定位以

及主校区特殊的地域环境和历史沿革， 促成了图

书馆开展社区服务的探索与实践。
2.2 社区服务的内容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社

区服务起步于 2007 年底，目前开展的服务主要包

括文献借阅、社区文化教育、社区图书室援建等内

容。
文献借阅服务从起初只向相邻的政府机关大

院工作人员开放，到 2010 年底向社区其他企事业

单位职工和社区居民全面开放， 校外读者只需凭

本人身份证就可以免费办理借阅证，既可以阅览、
外借书刊，也可以到电子阅览室使用数字资源。

社区文化教育主要是配合学校社区教育的办

学定位，在社区开展讲座、阅读辅导、资源推介、读

者培训等社区教育服务，包括结合校园开放日、校

庆、读书节等学院的重大主题活动，组织社区读者

和社区居民到图书馆参与相关活动， 还根据社区

读者的阅读量评选“读书之星”。
我馆不少内容丰实、 可读性强的大众类读物

如 《环球》《世界博览》《读者》《家庭医生》《轻松学

电脑》等刊物存在多个复本，于是在每年初将这些

下架的上一年度期刊分类整理， 捐赠到社区内的

多个图书室帮扶其建立文献资源。2011 年底，根据

我校承担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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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项目的分解

任务， 我馆充分利用该项目的配套经费开展社区

图书室援建服务， 为多个社区学院规划和筹建社

区图书室，包括配置书库设备和书刊。
2.3 社区服务的特点与成效

我馆社区服务的最大的特点是“主动”，即积

极采用多种方式和途径主动地为社区服务,并因此

取得显著的成效。 如文献借阅服务，从 2010 年底

开始，我馆多次组织服务人员主动深入社区、企事

业单位开展宣传和上门办证， 服务量也相应得到

大幅度的增长， 两年间新增了 359 个社区读者借

阅证，外借书刊 3 323 册次，平均服务量比之前被

动服务模式下增长了 4 倍多。 在社区教育方面，充

分利用我馆《城市色彩讲坛》邀请的师资主动到社

区机关单位、 家庭服务中心举办各种讲座， 截至

2013 年 6 月，共举办各类社区文化教育活动 30 多

场，参加活动的人数累计超过 1 000 人次。 在校地

（企）合作方面，我馆不仅充分利用丰富的期刊资

源平均每年向社区捐赠 3 000 多册期刊杂志以充

实社区图书室的文献资源外，还主动“送钱送人”
进社区，2011-2013 年间， 我馆利用所承担的社区

教育建设项目的配套经费， 组织专业团队为多个

社区学院规划和筹建图书室， 目前已有 2 个社区

图书室建成并投入使用，有 8 个图书室正在建设，
极大地补充了社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 多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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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广州市有关文化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

赏。
3 对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的认识与设想

3.1 社区服务重在践行开放的服务理念

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不必追求高精尖或是多

和全，而要扬长避短，有所为有所不为，重在践行

图书馆开放的服务理念满足社区信息需求。 从我

馆向社区居民全面开放文献借阅服务以来， 社区

读者的文献借阅量大幅度上升， 充分表明社区居

民对我馆文献资源的需求， 表明开放文献服务的

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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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馆文献资源发展较快，新书比例大，类别丰富，
服务社区居民存在明显的优势和潜力。 因此，我馆

应继续增强社区文献服务的辐射能力， 使丰富的

文献资源实实在在地惠及广大社区民众， 这便是

高校图书馆开放服务的目的所在。
3.2 社区服务需要宣传和简化服务手续

我馆社区读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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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个大类，其

中 借 阅 量 较 大 的 类 别 依 次 是 I （47.3% ）、K
（10.5%）、H（8.2%）、B（7.3%）、T（5.4%）、C（5.1%）、J
（4.5%）、D（3.0%）、R（2.6%）等，这不仅充分表明社

区读者潜在的文献需求和读书热情， 也表明其阅

读需求比较广泛。 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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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哪些文

献资源，因此，社区服务需要宣传和推介，比如与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部门合作， 有针对性地开展阅

读指导和资源推介， 使更多的社区居民了解高校

图书馆并掌握利用图书馆的技能技巧。 此外，图书

馆还应尽量简化社区服务的手续，降低服务门槛，
彰显高校图书馆开放服务的便民、利民初衷，促进

社区服务的良性循环。
3.3 社区服务应建立长效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

由于目前我馆开展的社区服务主要是依托一

些科研项目或教改项目来实施， 因此社区服务的

内容、模式和效果便基本上是根据项目的要求、验

收指标等因素来确定和评价， 导致不少社区服务

项目开展的随意性较大， 一些服务项目存在运动

式操作，即在课题研究时间内密集开展，但在课题

结题后便不了了之， 而且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也

参差不齐。 高校图书馆社区服务是一项长期性的

业务工作， 所以， 社区服务应建立长效的运行机

制， 纳入图书馆常规的业务工作中统一规划和部

署， 制定工作计划和实施方案， 形成包括总体规

划、服务内容、服务模式、岗位设置、经费预算、人

员配备、绩效考核等社区服务相关的运行机制，从

而促进社区服务的持续发展。
3.4 可依托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开展社区学习信息

服务

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 可仿照美

国高校图书馆的校外学习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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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息服务平台，为社区

居民的远程学习提供相关的信息导航、书目推荐、
参考咨询、文献传递、代查代检等信息服务。 在利

用数字资源和网络资源时， 应重视社区服务与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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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订购数字资源时应与

资源商沟通好社区服务的模式及相关条款， 在利

用课程和网络资源时也应妥善处理好知识产权保

护的问题，避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4 结束语

高校图书馆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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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图书馆社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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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需求设计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社区服务重在践行

图书馆开放的服务理念，加强社区服务的宣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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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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