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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对外开放是一个社会热点

也有二种不同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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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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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高等院校图书馆逐步实现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通过办理借阅证使读者共享图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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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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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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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对四川、安徽高校图书馆开放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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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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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d.qq.com/a/20141203/0163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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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业对待开放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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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1日，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副司长张东刚
在公开场合表示：

“将来大学的图书馆和博物馆，
也有望逐步向社会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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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作为优质教育科研资源的集中地，承担着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重大职能，在服务党委
和政府决策、支撑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引领社会进步和文
化繁荣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高校又是公共教育机构，目的
是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不同高
校虽各具特色，但为提升社区居民素质和加强对青少年文化
熏陶的宗旨是一样的。国家明确提出要优化整合各种教育培
训资源，综合运用社会的学习资源、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
教育部要求各地要根据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充分
利用社区内现有的各类教育、文化、科研、体育等资源，最
大限度地向社区居民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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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资源有序开放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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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理念更新

因此，高校教育科研资源向社会有序开放，
既是高等教育的职责，也是国家政策的要求。
各高校应高度重视，转变观念，破除自我封
闭思维、树立开放合作意识，破除单一纵向
思维、强化多元横向意识，破除碎片化思维、
强化整体意识，充分领会教育科研资源有序
开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盼，努力提高人民群众
对高等教育的满意度，真正为构建和谐社会
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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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落实措施

请各校根据本意见精神，结合具体实际，抓
紧制定教育科研资源有序开放方案，在校内
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于9月30日前将纸质版
和电子版报送省教育厅高教处（联系人：陈
先年、彭璐、梁祥君，联系电话：0551-

62831841〔传真〕、62818295，电子邮箱：
ahgjc@ahedu.gov.cn）。

安徽省教育厅

2014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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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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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图书馆的主要任务是：

（四）积极参与各种资源共建共享，发挥
信息资源优势和专业服务优势，为社会服务。

2002年,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修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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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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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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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服务

第三十七条 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
作秩序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
开展面向社会用户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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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大学图书馆开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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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图书馆开放情况

美国：美国图书馆协会2005年《关于大学图书馆服务指导原
则》提到对于其他用户，图书馆应该像对待本校师生一样为他
们服务

德国：许多高校图书馆同时承担州立图书馆或市图书馆的职责

加拿大：所有高校图书馆都对公众开放，如需借阅需付费办证

英国：开放历史悠久，大学图书馆的读者约5%是市民

日本：1953年《大学图书馆改善纲要》、1961年《公立大学
图书馆改善纲要》提到图书馆要对外开放。2005年文部省的
调查：国立、公立大学图书馆开放100%，私立97.1%，阅览
无需任何手续

韩国：80%高校图书馆对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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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模式及借鉴/洪跃. 图书
情报工作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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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高校图书馆开放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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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既然接受政府拨款和
私人、基金会的经费资助,就应该
为全体民众开放服务。高校图书
馆应尊重人权、人性,保障任何人
平等、自由地获取信息,为全民终
身教育提供服务,为建设学习型社
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国外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模式及借鉴/洪跃. 

图书情报工作 2013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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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私立大学图书馆的开放

 “有人说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都是向社会开放，而实际上不是
这样的，至少我去的很多大学图书馆，人家不接待社会人
员。像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就不对外开放，有一次我们在伊
利诺伊大学举办的馆员培训班学员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
参观，人家不接待。虽然事先联系过了，但中间出了一点
差错，人家以私立大学的理由拒绝参观。但美国的公立大
学一般会接待公众。”

——国内某大学图书馆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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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20公众每年可以登记免费领取7个限当日的通行证

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保留拒绝任
何人进入图书馆的权利

公众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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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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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斯坦福人超过7个当日
通行证或者借书，实行收
费的图书馆会员制。

校友
其他个人

校友

其他个人

限外借25册

阅览、不外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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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向下列机构成员提供服务；
如果不属于下列机构，可以付费使用图书馆。

每月75美元，
一年750美元，
办证费20美元
（一年期可免）

一次可借20册
使用馆内计算机
馆内访问电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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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有人说美国的大学图书馆都是向社会开放，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至
少我去的很多大学图书馆，人家不接待社会人员。像斯坦福大学图书
馆就不对外开放，有一次我们在伊利诺伊大学举办的馆员培训班学员
去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参观，人家不接待。虽然事先联系过了，但中
间出了一点差错，人家以私立大学的理由拒绝参观。但美国的公立大
学一般会接待公众。”

美国私立大学也对社会开放。

将国外同业参观者的遭遇等同于当地社会
读者的待遇。

美国私立大学图书馆开放会有较高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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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别的读者实行不同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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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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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和化学生物学图书馆支持化学方面的科研、教学
和学习。

图书馆只对哈佛大学学生、
教职工开放。欢迎其他学者
或研究者在下午1点到5点之
间来馆，必须预先获得图书
馆员的允许，出示有效身份
证件。

仅对研究者有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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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立大学图书馆：

Anyone can come in the library and use

the resources here. If you join of the

Friends of the Library, you can check out

books.

任何人都可以进入图书馆并使用图书馆资源。
如果加入“图书馆之友”，可以外借图书。

26

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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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书者：家庭成员三人借书权限

会员费50美元，退休人员10美元

图书馆之友权限：
15册/4周；馆内使用电子
期刊、电子书、数据库；
缩微胶片阅读器、扫描仪、
复印机、单独的参考咨询、

珍本和古籍阅览室；
大学书店九折优惠；

活动通知和邀请

馆长圈：参与特别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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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

28
——美国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发展现状及启示/谢丽
娟，郑春厚.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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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

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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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目标

30

“建立有利于全体劳动者接受职业教育和
培训的灵活学习制度，服务全民学习、终

身学习，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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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定位

31

“现代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
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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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现有服务范围

高职院校
图书馆

高职院校
当地社会
经济文化

服务教学 职业教育

高职院校图书馆和当地社会无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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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服务范围的变化

高职院校
图书馆

高职院校
当地社会经

济文化

服务教育 职业教育

服务社会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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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情况：《社区学院图书馆员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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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居民——所有公共财政资助的学院都对
本州、郡或市内的纳税人开放。
和当地图书馆合作——社区学院图书馆有时
要和公共图书馆共享设施或提供公共图书馆
没有的参考咨询或文献。（联合图书馆）

读者类型：



Page  35

Ivy Tech Community College
常春藤技术社区学院

35

图书馆任务：常春藤技术社区学院图书馆全力
支持学院的教育和劳动力发展的任务。图书馆
通过提供空间、信息资源、指导和学业成功的
有关服务，传授研究策略、支持课程、鼓励自
学和终身学习。在促进多元文化与学生、教师
和社区的知识兴趣的舒适氛围中，图书馆推进
信息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合作学习。



Page  36

沃特康社区学院图书馆

36

• 支持学院课程和研究需要
• 提供信息资源
• 提供信息素养指导
• 鼓励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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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Look @ WCC Library  FY 2015-2016

Collections馆藏:

 Books图书: 30,080  

eBooks电子图书: 300,451

Serials期刊: 69

DVDs, CDs, other media: 3,209

Video and audio streams视频、音频流: 148,226

Maps地图: 438

Number of items checked out from circulating collections:                             

外借流通量29,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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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服务:

Hours open in a typical week 周开放小时

 oFall/Winter/Spring秋/冬/春: 65  oSummer夏: 32

 Number of visitors到馆人次:  220,330

 Number of reference questions answered参考咨询问题: 2,732

 Instruction sessions and presentations指导课: 39

 Number of people attending instruction sessions and presentations: 576

 Number of items borrowed from other libraries for WCC users

馆际互借借入数量: 192

 oEmployees教职工: 76  oStudents学生: 116

 Number of items loaned by WCC Library to other institutions:

馆际互借借出数量： 207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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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学院图书馆的社会服务政策举例

39

借书：使用借书证，不
能借保留图书

发电子邮件专用计算机，限30

分钟，不能使用其它计算机

复印：10美分一面

参考书、报刊馆内阅读
阅览桌椅可用
预约使用会议室
参考咨询

学院学生教职工
优先使用，也对
社区开放：
一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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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康郡一卡通借书证

40

在沃特康郡
内居住和就
学的任何人
可以从郡内
任一公共或
大学图书馆
借书，并在
郡内任何一
个图书馆归
还。

参与图书馆：贝灵厄姆公共图书馆、贝灵厄姆技术学院图
书馆、西北印第安学院图书馆、西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沃
特康郡图书馆系统、沃特康社区学院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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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图书流通量逐年下降

注：数据来自北大图书馆2014-2018行动计划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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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服务社会的可能性

由于近年来投入持续、生源下降、没有剔旧，我国高职院
校图书馆藏书量继续稳步上升，生均藏书量水平远超美国
同类学校；

我国高职院校图书馆收藏有大量的小说、复本量大；

我国本科及硕博类高校图书馆生均藏书量不如美国同类学
校图书馆，馆藏高端，凸显高职院校图书馆的优势；

美国公共图书馆相对发达，数量相对较多、离社区更近；

国内公共图书馆集中，一般来说，市图书馆超过高职院校
图书馆，但区一级普遍不如高职院校，缺乏社区图书馆；

近年来高职院校图书馆来馆人次、流通量下降，生源下降，
阅览座位较多；

结论：我国高职院校图书馆服务社会有很大优势。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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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社会服务已有范例

44

图书馆 服务内容

南京科技职业学院 与南化集团信息中心共享双方资源，社会
人员办卡可借书，在食堂就餐

北京农业职业技术
学院

与学院三农服务工作及挂职教师紧密联系，
建设“爱农图书室”

温州科技职业学院 科技下乡，农业技术讲座、资料

广州城市职业技术
学院

突出社区学院的作用，对社区机关、居民、
企业开放，办证可借3册/45天。累计办证
482个，外借17490册次（馆藏82.3万册）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成为金融行业的信息中心，行业特色鲜明

南通开放大学 社区书屋、社区阅读推广活动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
院

周围没有居民社区。服务哈尔滨市商业学
校、五常职教中心、福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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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馆特色

高职院校图书馆/ 公共图书馆

联合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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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是二种不同类型的图书馆，有着
不同的服务对象和不同的图书馆任务。然而，在信息自由
和终身学习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
的服务对象和任务的重叠愈加明显。

国内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之间的合作：一方面，已经
意识到社会开放的呼声，但目前突出的现实问题仍是对社
会公众开放不积极，开放极有限。另一方面，国内却已存
在同时肩负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双重职能的图书馆，
往往得到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已在理念和实践上已达到
一个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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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济慈图书馆

1994年金华理工学院没有图书馆，金华市图书馆2600平方，
年度经费22万。在市政府的肯定和支持下，金华市文化局
和金华大学发展基金会（民办金华理工学院的投资方）通
过的“联合投资、股份合作、拥有产权、共享资源、民办
公助”的方针联合投资建设图书馆，其中金华大学发展基
金会投资2480万元，占77%；金华市文化局投入715万元，
占22.4%。新馆在1995年动工，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
1997年4月交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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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济慈图书馆

1998年起6所国家和省部级重点中专学校先后并入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在2003年，学院又改为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在
校生目前已达2万余人，学校实力大增。

《严济慈图书馆管理体制和实施意见》（1997年）约束，
年度经费240万，其中市财政80万，大学80万，创收和捐
赠80万，呈各自三分之一的比例。市财政文化局的经费在
10年间也从每年80万增加到131.5万，但金华大学投资发展
基金会基本没有投入，捐赠和创收效果不如预期，而金华
职业技术学院随着办学规模扩大而投入相对较大，导致学
校“一股独大” 。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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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济慈图书馆

严济慈图书馆既是高校馆，又是公共馆，两者实现优势互
补，资源共享，既为学校教学科研和师生成才成长服务，
又为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服务。

公共图书馆评估要求以及建设标志性建筑的冲动下，准备
另起炉灶，而大学由于规模扩大也准备另外择址建新校区
，新的大学图书馆也在预料之中。2009年10月，严济慈图
书馆走到了通过行政手段分家。

1997-2009年，合作12年。不能以最终结果来评判，而应
该以合作过程多方获益的情况来分析。

49



Page  50

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宁波高教（大学）园区图书馆是宁波市教育局的直属单位，
同时又是宁波市第二图书馆和宁波市鄞州区图书馆，宁波
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宁波市红领巾图书馆、宁波市数字图
书馆和鄞州区图书馆，六馆集于一身，将高校图书馆和公
共图书馆两种属性集于一身。全馆总投资近1.2亿元人民币，
总建筑面积为28287多平方米。设计藏书容量为120万册，
是为宁波市民和高教园区内各校师生提供教育、信息和文
化休闲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服务服务机构。2004年6月1日，
鄞州区图书馆与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合并，实行“两块牌
子，一套班子，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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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

由于各校有独立的图书馆，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作为大学
馆的服务功能实际上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主要发挥了拾
遗补缺的作用，协调功能得到了强化，使得整个图书馆在
某种程度上向公共馆的性质倾斜。

该馆处于鄞州区中心，由于是新开发的地区，目前社区居
民尚不多。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的公共馆服务体现在各类
文化活动，同时在馆外设立分馆，采用总分馆的模式。根
据其图书馆读者手册，宁波大学园区图书馆在机关、企事
业单位、社区、中小学、乡镇等设立的分馆52家，还有汽
车图书馆服务点31个等。目前该馆大学读者和市民读者约
各占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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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兰郡社区学院图书馆和伊利里亚公共图书馆

Lorain County Community College图书馆2007年重建，面
积7989.66平方米，考虑到附近社区居民终身学习的需要，
社区学院院长倡导了社区学院图书馆和当地公共图书馆之
间的合作，社区学院将图书馆建在校园靠近当地社区的地
方，同时将当地公共图书馆引入到学院图书馆楼的一楼。

社区学院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二者之间也有不同点，公共
图书馆还兼有社区文化生活等服务，服务对象上至老人下
至孩童；社区学院图书馆主要是为教育服务，但社区学院
的教育计划除了学术课程外同样包括学前教育、职业教育、
继续教育和成人教育等。

二个馆的经费均来源于州政府和当地政府，特别是公共图
书馆需要赢得足够的投票才能获得用于公共图书馆的税收
方案的通过，出色的读者服务对二个图书馆都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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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兰郡社区学院图书馆和伊利里亚公共图书馆

伊利里亚市图书馆通过租赁社区学院图书馆的房屋，负担
自己的各种行政设备费用，分担流通台费用。为了满足读
者的需要，部分图书采用了混架排放；为方便儿童，在一
楼设立儿童阅览室，将年青人和成人的阅览室设在二、三
层楼。社区读者可以使用整个联合图书馆，包括社区学院
图书馆内的计算机。社区学院图书馆对学生读者借书册数
没有任何限制，对社区居民限制借书册数为10册，而且不
提供馆际互借服务，由公共图书馆负责社区居民的馆际互
借业务。总体情况是二个图书馆有合作但基本上独立运行。

公共馆专心于其公共服务，一些细节被充分考虑，如公共
图书馆要求社区学院建馆时要提供10个残障人专用停车位
和30个社区居民专用停车位。大象和老鼠通过合作又分工
得到了和谐的共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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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学院图书馆和蒙特弗农市公共图书馆

康奈尔学院(Cornell College)是一所位于爱荷华州蒙特弗农
市（Mount Vernon）的私立大学，学生数1115人。据该学
院图书馆馆长Laurel Whisler称尽管由公立的社区学院和公
共图书馆组成的联合图书馆不少，他们是美国唯一的一所
由私立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形成的联合图书馆。蒙特
弗农市人口仅4171人（2004年）， 只有一个公共图书馆，
规模较小。蒙特弗农市是一个典型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
阶层居住的城镇，该市居民主要在20-30分钟路程外的爱荷
华市和Cedar Rapids市工作，市民的阅读口味和大学读者
的口味较为接近。蒙特弗农市公共图书馆位于康奈尔学院
图书馆大楼内。联合图书馆共有藏书18万册，几千张DVD, 

还有数百本青少年读物，成千上万本通俗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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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学院图书馆和蒙特弗农市公共图书馆

图书馆楼建在山坡上，三楼为正门，面向学院读者，一楼
靠近停车场，是市民读者的入口，各有一个流通台，但这
二个图书馆不是相对独立地运作，有些类似国内的联合图
书馆。二个图书馆共用一个书目系统，但有不同的图书馆
网页适合不同的读者；二个图书馆共用一个参考咨询台，
面向所有读者。除居民不能使用康奈尔学院图书馆的教学
中心、教师的教学科研用书的借期可达一年等少数情况外，
二个图书馆的绝大多数服务对城市居民和大学读者也没有
什么特别的区别，连康奈尔学院图书馆馆长也没有记住藏
书中有多少是学院的图书，多少是公共图书馆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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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学院图书馆和蒙特弗农市公共图书馆

这二个图书馆工作有相当的重叠，因此最大的挑战是要分
清彼此的界限在哪里，有时这非常困难。另外二个图书馆
彼此间还有一些冲突，如有些图书对社区儿童是不适宜的，
而基于学术自由对大学读者应该是全面开放的。在这样的
情况下，他们规定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定政策时不能和大
学图书馆的政策相冲突，保障大学读者能够利用所有图书，
凸显信息自由的原则。在实际工作中，二个图书馆在工作
中相互合作，例如采购中既有偏重，又能共同购买某些图
书，有些公共图书馆购买的图书也会排架在大学图书馆的
学术类图书馆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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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奈尔学院图书馆和蒙特弗农市公共图书馆

蒙特弗农市公共图书馆由独立的理事会监管，理事共五人，
康奈尔学院图书馆指定一人，其余四位理事经市议会讨论
同意后由市长任命，市内年满18周岁的任何对担任理事职
务感兴趣的人均可直接向市厅递交申请。理事任期均为三
年，他们的联系方式均公布在市公共图书馆的网页上，接
受读者的意见。理事会每个月开一次会议，讨论公共图书
馆的决策。公共图书馆的日常管理由一专人负责监督，但
向学院图书馆馆长汇报工作。学院图书馆馆长每个月向市
公共图书馆的理事会汇报工作，包括公共图书馆的财务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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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图书馆启示

国内联合图书馆往往采用二块牌子一班人马的做法，优点
是容易加强内部的协调和合作，但在缺少制衡机制的情况
下，大学馆和公共馆的服务定位和作用容易被模糊或失去
平衡。最明显的表现是在外借规则上对大学读者和社区读
者基本上不加区分，馆藏类型也没有充分体现读者类型的
不同。美国联合图书馆的组合形式比较丰富，既有二块牌
子一班人马的情况，也有的是二个馆相对独立地运作。即
使是一班人马，也通过协议或理事会等机制进行制衡，由
于权力分散，使得大学和公共图书馆读者得到相应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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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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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阅览座位不够

老问题。扩招和藏书量指标引起的，大部分读者来图书馆
只是阅览，而图书馆却以馆藏为重。书排斥人。

不是社会服务引起，但却成了拒绝社会读者的借口。

江南大学图书馆建立密集书库，将空间腾出来做阅览室；

哈尔滨工业大学所有空的教室、学生宿舍的每一层楼都设
立自修室，方便学生，减少了对图书馆阅览座位的需求；

学习国外高校，建立分馆，扩大阅览面积，分流读者；

高职院校图书馆阅览座位通常足够，可以替代重点大学图
书馆的阅览功能。

考试复习期间，阅览座位紧张，可以适当限制社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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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躲避潜在的负面问题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图书馆也拒绝校外读者。该校图书馆
主馆暑期每周一、三、五开放所有阅览室，平均上座率不
到五成。对于为何不向校外读者开放的问题，二外图书馆
工作人员解释，从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角度考虑，只能
凭校园一卡通进入。

安全问题始终存在，即使没有社会读者，总不能因为有一
些可控的安全问题而图书馆关门。不能因噎废食，应加强
管理，要求社会读者出示身份证件，适当收取办卡费，限
制闲杂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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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学校大门难进

北京大学、国防大学等对于校外人员进校有严格规定，校
外读者想要进入这些高校的图书馆并不容易。

尽管这样，北大图书馆对读者还是开放的。不能因为学校
门难进图书馆就不开放。

图书馆对社会开放要争取学校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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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高额收费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可为社会公众办理图书馆临时出入证
和图书阅览证，但需要收取管理费。该校图书馆临时出入
证只能看书不能借书，工本费5元，管理费每证每月30元或
每年200元；阅览证最多可同时借3册书，但要收取300元
管理费和500元押金。

公立院校图书馆的经费来自于国家财政，对公众应该不收
费或少收费，管理可以通过有效证件等。

由于国内信用体系缺乏，押金可能是无奈的选择之一。

校内读者担保。

押金上交？支付银行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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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外开放会侵占学生资源

对于高职院校图书馆，和本科院校图书馆相比独特资源少，
大众资源多，但是和公共图书馆相比还是专业资源多。“有
些市民进来后，只是参观一下就走了，因为大部分资源不
是他们所需的。” 

社会读者利用高校图书馆的的情况取决于多种因素：除图
书品种外，还有地理位置、周边社会读者的知识层次等。
从已有的实践来看，对社会开放后，流通量和来馆人次不
一定会多。

优先保障本校读者，社会读者入馆时明确告知。如果复本
量有限，社会读者外借出，本校读者需要该书，可以催还
或另行购买、馆际互借等。对于不及时归还者，可以列入
黑名单，限制利用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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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怕麻烦

65

第十六条
高等学校应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依法积极向图

书馆进行捐赠和资助。

没有付出，哪有收获？
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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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费用增加

设施维护的经费谁来落实？值班教师、警卫的假日、工资
怎么处理？

 “在高校开放校园资源的过程中，如果能在“利益”问
题上多着力，排除学校的后顾之忧，那些“必须为”的事
才可能在实践中落地。”        ——《人民日报》

目前高职院校图书馆经费还是比较宽裕的，相比于美国同
类图书馆可以说是丰厚；同时，由于图书馆服务局限在基
础服务，人员相对宽裕。如果由于社会开放带来经费和人
员的问题，正是促进图书馆发展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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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找根源：观念

 高校态度消极，背后是顾虑重重。有的担忧成本开支，害
怕加剧管理开销；不难发现，在“最后一公里”需要克服
的难题还真不少。若深究下去，便会发现根子还在观念上。

说到底，是没把开放图书馆当作服务公众的好事、必要事，
而是视为增加管理成本的外在任务，自然觉得麻烦、不值
当。

----《北京日报》 公道栏目 胡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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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不过说到底，校园资源的开放，只是社会公共需求的补充。对政府来
说，必须加大投入，扩大社会公共资源规模，从根本上缓解社会资源
的供需矛盾。

人民日报（ 2014年12月01日 05 版）

 然而，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室的缺乏，造成了公众对图书等文化
产品的需求与图书馆资源不足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应该是增加公共
资源，而不是简单地将高校资源变为公共资源。

何威 《 中国青年报 》（ 2012年03月23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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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建议

69

一位研究教育财政的在京高校教师分析，
从公共服务角度讲，大学应该开放一些
资源，但这难免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
开放图书馆后，挤占师生学习空间，带
来管理不便；开放之后工作量会增多，
需要给工作人员增加补贴等。他建议，
大学开放图书馆应该量力而行，根据学
生使用频率、工作人员数量等，推出合
适的开放方案，找到管理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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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际联盟合作

一再强调，要利用现在的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实现网
上资源的共享。如果借书，可以通过馆际互借。如果你是
首都图书馆的读者，你发现首图没有你要的资源，可以通
过馆际互借，将请求发过来，我们将资源传递到首图去，
你看完后再还回来。这样我们也规避了风险。如果你直接
来借，不还怎么办？学术资源的收集不易。

北京大学图书馆 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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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思考

1. 转变观念。充分认识高职院校的任务和图书馆职业的使
命，更新理念。

2. 积极主动。了解社会需求，主动宣传图书馆的功能，尽
最大可能满足社会需求。

3. 探索服务模式。根据需求的具体情况，分析各种服务模
式之优劣，选择各馆自己最合适的平衡点。

4. 加强合作。加强同类和不同类图书馆的馆际协作、促进
校企合作、密切和当地社区之间的联系。

5. 行动大于口号。践行，并在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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蝴蝶效应 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Lorenz）

“蝴蝶效应”在社会学界用来说明：一

个坏的微小的机制，如果不加以及
时地引导、调节，会给社会带来非
常大的危害，戏称为“龙卷风”或“风
暴”；一个好的微小的机制，只要正

确指引，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将
会产生轰动效应，或称为“革命”。

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
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引起

一场龙卷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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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提问，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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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方式：
wuxigujia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