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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社会化的策略与方向

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
〔广东省广州市 510405〕   何文波*

  摘要：对高职院校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社会化的策略与方向进行了研究。 分析了高职
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的可行性，根据高职院校的特点提出了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
需要调整管理理念、开展特色服务、制定服务策略，指出了为社区、政府、企业及本校毕业生
服务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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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高职教育
越来越广泛地参与和渗透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

域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高职院校图书馆的馆舍面
积、基础设施、馆藏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数字化建设、
服务体系、人才队伍等也高速发展，信息服务社会化
将成为必然。

一、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的可行性

（一）信息服务社会化是高职院校图书馆的职能
之一

信息服务社会化已成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的重要

职能之一。 教育部2002年2月21日印发的《普通高
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 》第一条：“高等学校图书
馆是学校的文献信息中心，是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服
务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信息化和社会信息化的重
要基地。”第二十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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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社会的文
献信息和技术咨询服务，可根据材料和劳动的消耗
或服务成果的实际效益收取适当费用。”充分说明了
这一点。

（二）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增长迅速为信
息服务社会化提供了基础

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增长迅速，购书经
费逐年增加。例如，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属于综合性的

高职院校，近几年的购书经费都有30％的增长。该馆
现有纸本图书62万多册、报刊1300多种，数字资源
体系包括电子图书41万种，还包括CNKI 中国知网
总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EBSCO 英语
学习中心、EBSCO ASP／BSP 数据库、超星读秀知识
库、网上报告厅、银符考试模拟平台、国研网教育版、
软件通计算机视频学习平台、中宏网及自建的国学
资源库、汽车资源库、社区教育资源库在内的各种数
据库和视频资源达20多个，本地数字资源存储容量
接近20TB。 在广州市属高职院校中处于领先地位。
其资源针对性强，特色资源丰富，为信息服务社会化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三）网络技术的发展为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服
务社会化提供了便利条件

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馆藏揭示的
网络化在各图书馆全面实现，馆藏资源的数字化程

*何文波 女，汉族。 出生于1966年6月21日。 广东省大埔县
人。中共党员。1985年7月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专科班，毕
业后被分配到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图书馆工作，因工作需要曾
先后调往该学院教务处、培训部等部门工作。2001年7月于广州大
学教育管理专业函授本科毕业。2005年3月广州市财贸管理干部学
院与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广州业余大学和广州市乡镇管理干
部学院等三所成人高校合并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 现任广州城市职
业学院图书馆流通部主任。2005年12月评为馆员。 参编出版著作1
种，发表论文7篇。 移动电话：13570520288；电子信箱： hwb＠gcp．
edu．cn。工作单位：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图书馆流通部；通信地址：广东
省广州市广园中路248号；邮政编码：510405。

·70·

DOI ：10．13897／j ．cnki ．hbkj ty．2010．03．025



度越来越高，为读者在馆外检索和使用馆藏资源提
供了极大地方便，加上网络的普及，图书馆信息服
务社会化更加便利。 目前各高职院校图书馆基本上
都能提供网上咨询服务，网上信息服务的对象既可
是本校读者也可是社会读者，对服务内容本身来讲
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服务的范围扩大了。 在网络环
境下，图书馆已能突破地区、 系统、 行业、 组织的
局限，其服务对象不再局限于本校的用户，可以通
过互联网络面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读者和用户

开放。
（四）社会各界对信息的需求相当广泛
信息服务社会化的范围大致可分为社区、政府

部门、企业单位等方面，其信息需求各有特点。 社区
大众以休闲学习为主，需求呈现出多样性、针对性、
快捷性、时尚性特点，除相关学科领域内的信息外，
还需要与提高文化素养和生活品位有关的政治、经
济、文化、教育、体育、金融、休闲、娱乐、旅游、消遣等
各方面各学科的综合性信息。 政府部门经常需要当
天或者最近的信息以便快速作出决策，因此具有很
强的时效性，又因政府部门进行决策事关大局，所以
对信息的准确性要求更高。 企业单位在复杂的社会
经济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必须依赖大量及时准确、针
对性强的信息，因此对信息需求和收集途径有其独
特性和实用性。

二、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策略

（一）要尽快调整管理理念
首先是信息服务社会化可促进图书馆的发展。

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不只是付出，而且
可通过服务吸引社会对高职院校及图书馆的支持，
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图书馆的发展。 其次是转变服务
的理念。 用户利用图书馆不再限于单纯利用书目信
息获取所需文献的线索或从图书馆获取原文，他们
迫切希望图书馆开拓综合性广、专业性强、系统化的
信息服务业务，能全程提供全方位和专业性强的知
识信息。因此，高职院校图书馆应该改变重藏轻用的
老观念，将原来从单纯的文献资源服务理念转向综
合信息服务理念，在立足教学科研为本校师生服务
的基础上，树立资源共享的新观念，尽量满足校外读
者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要改被动服务为主动服
务，适时地调整、充实服务内容，拓展服务领域，主动
向社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二）要根据馆藏资源特色积极开展特色服务
高职院校图书馆的建设发展是以高职院校教育

为依托的，高职院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高素质高技
能型人才，所以高职院校图书馆有其自身的特点。高
职院校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具有应用性与实效性的特

色，与专业设置相配套的生产、技术、管理过程相适
应的应用型和实用性文献为主。 社会化信息服务中
要注重自身的特色，注意品牌的创立，有些学校在某
个领域的特色资源很突出，就可利用这方面的优势
对外开展服务。例如，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已建立国学
资源、汽车专业特色教辅资源、计算机基础知识等特
色资源库，这都是可利用来开展特色化信息服务的
特色资源。

（三）根据需求开展方式多样的信息服务
目前，图书馆信息服务的理念，已由“信息本位”

走向了“用户本位”，以用户为中心的服务就是根据
读者需求提供信息服务。社会读者众多、需求多种多
样，应根据他们信息需求的差异制定不同的服务策
略。 高职院校图书馆可根据自身特色，根据社区、政
府部门、企业单位等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社会教育
信息、政府指导信息、技术资料信息、娱乐休闲信
息等。

三、高职院校图书馆信息服务社会化的方向

（一）为社区服务
我国信息资源的分布极不平衡，信息资源集中

在文化、科技、高等教育等系统，面向社区中小学生、
城市普通居民和商人的信息资源相对不足。 高职院
校图书馆参与社区信息服务，还没有明确的法律和
法规作指导，因此就需要各高职院校图书馆在参与
社会区域信息服务的实践中努力探索，可就近或对
相关的社区提供信息服务，共建是高职院校图书馆
服务社区的基础，建设覆盖社区的文化网络是组织
和吸引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图书馆
的信息服务包括实体与虚拟馆藏两大部分，应在做
好传统文献服务的同时加强自身网页建设，积极深
化信息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二）为政府服务
高职院校图书馆可利用本馆的资源为相关政府

机关提供服务，例如为政府决策提供信息服务。为政
府决策提供信息服务显然不同于一般性服务，政府
在进行决策过程中需要拥有大量相关的专业信息，
而高职院校图书馆对相关专业的信息储备较完善；
编制具有影响力有品牌效益的信息产品，特别是与
政府有关部门合作编撰信息产品，是为之服务的重
要手段。以本馆为例，我院南校区和广州市白云区政
府只一墙之隔，除积极为区政府工作人员办证提供
借阅服务外，还可为其提供综合性、专题性信息报
告、分析报告等。

（三）为企业服务
“产、学、研”相结合是当前很多高职院校办学的

新模式，校企合作对于推动高校和企业的发展起到
·71·



了积极作用。企业注重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
注重投入与产出的平衡。 高职院校图书馆应根据企
业信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需要为其提供专业服务，
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促合作，把学校的合作企业看
成是自己的客户和服务对象，主动了解企业生产、经
营、管理和企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与特点，了解产
品开发、技术创新、品牌建设、企业文化建设、人力资
源建设等方面的需求，为其提供各类文献信息服务。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图书馆可通过企业收集特色资
源，由于职业院校和当地企业结合紧密，具有收集生
产设备操作说明、维修方法、生产工艺流程及产品配
方等应用性资料及介绍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
产品的图纸使用手册等非正式文献的优势，这些非
正式文献具有内容丰富、信息含量大，涉及各个学
科、各种主题，反映最新的科研动态成果和信息等。
因此，其蕴含的情报价值是常规文献所无法代替的，
非正式文献往往成为高职院校图书馆特色资源的

亮点。
（四）为本校毕业生服务
在校学生在学习期间培养出利用图书馆信息资

源的习惯，学生毕业后进入工作岗位，遇到对信息的
需求，首先会想到原来获取的途径，图书馆应主动打
开大门，为自己毕业的学生提供服务，但对他们服务

的方式可灵活多样。

四、 结 论

目前，高职院校图书馆已具备信息服务社会化
的条件，信息服务社会化不但有社会效益，而且能促
进高职院校图书馆自身扩大和发展。 高职院校图书
馆只要找准切入点，充分发挥本馆的特色，信息服务
社会化前景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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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图书馆学会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在石家庄召开
本刊石家庄消息（通讯员 孙革令）  2010年3月31日，河北省图书馆学会七届二次常务理事会议在石家庄市图书馆召

开。 学会理事长李春来、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顾玉青，副事长王俊海、杨华、杜也力、李振奇，学会常务理事史学术等29人出席了
会议。 学会副秘书长李文革、李勇二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秘书长顾玉青主持。

顾玉青秘书长首先总结了学会2009年的工作，通报了2010年的工作要点。2009年是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成立30周年，也是
学会换届之年，对河北省图书馆学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2009年7月在秦皇岛市召开了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顺利完成
了换届工作；还承办了“川、吉、苏、桂、冀”五省区学术会议。12月份在石家庄市成功地举办了庆祝学会成立三十周年暨省会石
家庄图书馆界新年联欢会。 在理事会及广大会员的共同努力下，学会在组织建设、学术研究、科普宣传、推进全民阅读等方面
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会上，常务理事们对学会2009工作总结和2010年工作要点进行了认真审议，对学会2009
年工作总结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工作总结全面、真实地反映了学会2009年的工作。 大家还对学会2010年工作要点提出了许
多非常好的建议。

李振奇副理事长及邳克江、谭春英、李宏、郝富贵等常务理事认为，省图书馆学会应积极努力，呼吁我省尽快出台《图书馆
管理条例》。 这样，在选拔人才、保障经费等方面均有法规可依据，并指出《图书馆管理条例》的制定，首先应争得河北省文化厅
的支持，应有专项启动资金来保证。 有的常务理事提出学会要在全省古籍保护工作中发挥作用，呼吁把保护古籍的设备配套
起来；还有的常务理事提出，应加强图书馆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尤其是要加强图书馆员工工作技能和服务观念的培训，还要
加强对全省图书馆年轻员工的培训与交流，并建议省图书馆学会开展活动的参与面要广、宣传力度要大。

王德松、孙德强、裴志宏等常务理事在发言中提出，在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方面应多作交流，应加强全省图书馆界文献资源
共享的力度，并建议由省图书馆学会牵头，在文献资源共享和信息服务方面多做一些工作。 金胜勇、金浩、王立国、张晓峰等常
务理事认为，今后要拓宽和疏通科研立项的渠道，加强与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在帮助会员争取研究项目、科研立项等方面多
做些工作，还应加强课题研究，争取搞一批前瞻性的课题，通过前瞻性课题的发布来吸引广大会员，提高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
的积极性。 金浩常务理事还指出，在高校中图书馆是弱势，图书馆工作很辛苦，待遇低，因此，学会要发挥应有的作用，在职称
评定和关系到图书馆员工切身利益方面多做些工作。 金浩并表示，参与学会工作收获很大，今后要多参加学会组织的会议，为
学会工作多做贡献。

宋兆凯、刘铁总、祁向东等常务理事表示，作为市图书馆学会要积极配合省图书馆学会做好2010年工作，建议燕赵少年读
书活动扩大奖励范围，增加组织奖名额。 祁向东常务理事提出，在目前大多数图书馆经费不能完全保障的情况下，应规范和统
一公共图书馆的收费项目，经费如果能保障，则取消所有收费项目。 另外他还提出，目前很多市级公共图书馆都面临着拆迁和
改建、扩建，希望在这期间省图书馆学会多组织考察参观学习。 杜也力副理事长、王黔平常务理事认为，学会工（下转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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