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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求发展

进入信息时代，图书馆一直感受着服务创新的巨大
压力，但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今天这样让图书馆
人感受到服务创新的紧迫性。



以创新求生存

图书馆创新的动力源于信息环境的变化。
 社会教育水平提高（图书馆社会教育功能下降）；

 社会文化娱乐方式增多（图书馆娱乐功能下降）；

 信息获取途径的多样化（公众对图书馆的需求不再迫切、
刚性）。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

 2017年年初，卡内基发布一份英国公共图书馆的调
查报告。报告指出公共图书馆在英国仍然受到公众
的普遍欢迎。

 2017年5月，《卫报》发表Coates对该报告的投诉。
投诉称该报告回避了“英国公共图书馆利用的基本
的、连续的和破坏性下降”的关键证据，“忽视了
我们图书馆正在发生的真正严峻的现实”。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

 2016年3月，BBC发表了一组关于英国公共图书馆的
文章。据调查，自2010年到2016年的六年间，英国
公共图书馆的图书馆员减少了近8000人，占图书馆
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图书馆关闭343所。

 2016年6月《卫报》署名文章：除非采取得力措施，
未来五年还将有超340所图书馆将关闭。

 2016年12月，CIPFA调查显示，公共英国图书馆到访
人数下降了1500万人次。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
 近年英国的
图书馆新闻，
充满着图书
馆关闭、托
管、志愿者
管理、私有
化、裁员、
经费削减、
服务停止、
员工罢工、
抗议关闭的
新闻。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

英国政府统计手册的公共图书馆数据（2016）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

英国是现代公共图书馆的发源地，建立了世界上法
理基础最完备的国家公共图书馆制度。
 英国有真正的国家公共图书馆法，公图危机不是领导人个
人意志的结果。

公共图书馆的危机并非经济原因。
 2012-16年间，GDP没有减少，政府支出没有减少，减少
的只是用于公共图书馆的资金。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

英国近年GDP增长



英国公共图书馆的危机

专家们几乎一致地认为：公共图书馆服务面临“历
史上最大的危机”。

 而社会管理者的重要应对措施是主动调整公共政策，
适应公众对图书馆需求的减少。
 管理者认为即使没有图书馆也能政府也能“提供全面有

效的图书馆服务”（英《公共图书馆和博物馆法》）。

 例如，在其他更合适的地方设立公共接入点（Public 
Access Point）。



美国公共图书馆界的应对

同样面临信息环境的变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没有
出现倒闭潮。原因在于美国图书馆人积极探索以推
广活动为主的创新服务。

美国图书馆界的认识：
 图书馆已经从藏书保管者和外借管理者扩展到终身体验式
学习中心，公民和文化聚会中心，以及社区创意的合作伙
伴。

——Julie Todaro（2016-17 ALA总裁）



美国公共图书馆界的应对

同样面临信息环境的变化，美国的公共图书馆没有
出现倒闭潮。原因在于美国图书馆人积极探索创新
服务。
 弘扬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如反对假新闻，开展包容性服
务

 运用信息技术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如数据服务、智慧服
务、VR服务（加州90多图书馆新装VR）

 开展推广活动。



美国公共图书馆界的应对

美国图书馆人积极探索以推广活动为主的创新服务。
 阅读类活动：故事会、读书沙龙、作者见面会、知识竞赛、
亲子阅读、阅读技能培训，等

 半阅读活动：绘本剧表演、种养/烹饪/手工制作，创客/
孵化，展览，等

 非阅读活动：儿童游戏，棋琴书画培训，社区交流（会客
室活动），休闲活动（咖啡吧活动）



推广活动

纽约公共图书馆92个服

务点，每年举办超过
93000场活动，平均每
个服务点超过1000场



推广活动 ALA美国图书
馆的可信事
实（2017）

4组主要数据中
有参加活动人
数(9650万)，
没有借阅数

公共图书馆活动次
数430万，95%提供
家庭作业辅导和暑
期阅读活动



推广活动

四个问题与趋
势之一就是图
书馆推广活动



推广活动

推广活动成为图书
馆资源和服务7个统
计项目唯一显著增
长的项目，并带动
到馆人数的触底反
弹。

来源：美国IMLS《2017
年公共图书馆服务数据报
告：特点和趋势》



例：美国图书馆服务创新

图书馆曾经是公认的神圣、高雅、宁静的阅读场所，
但现在，图书馆服务变得越来越热闹、甚至喧嚣。

讲座、讲故事或绘本阅读、交流读书体会、手工制
作、表演，等等活动，都出现在图书馆服务中。

美国奈特基金会组织了图书馆文化艺术的系列项目，
将艺术和文化带到了公共图书馆。于是图书馆出现
了有声行为艺术。



例：美国图书馆服务创新

 West Boulevard图书馆内有
吹奏乐表演

费城Kensington区免费图书
馆内有爵士乐表演



例：美国图书馆服务创新

 Paul’s Highland Park图书
馆内有舞蹈表演

最轰动的是费城公共图书馆
的Kùlú Mèlé非洲舞蹈



例：美国图书馆服务创新

读者在书架后面围观 舞蹈结束后没有人抗议，却
有人鼓掌



我国公共图书馆需要居安思危

我国近年公共图书馆建设成效卓然
 公共财政投入加大，保证公共图书馆免费开放；
 国家高调开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促使地方政府真正关注
公共图书馆的发展；

 《公共文化保障法》和《公共图书馆法》出台，为公共图书馆
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国家将促进全民阅读作为国家战略或国家行为，图书馆在阅读
资源保障和阅读推广方面的价值显现；

 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能力；
 图书馆员待遇的改善激励图书馆员的服务创新。



我国公共图书馆需要居安思危

公共图书馆发展面临危机
 公众到馆率、借书率总体上停滞或下降。

 数字阅读和移动阅读分流图书馆阅读。

 文化馆、博物馆等其他机构提供免费公共服务，分流图书
馆读者。

 书店和其他社会阅读服务机构分流图书馆服务。

 政府财政无法继续支持图书馆高速发展。



服务创新与公共图书馆

我国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主要领域：
1. 基于现代图书馆理念的服务

2. 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创新图书馆服务

3. 开展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

4. 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图书馆服务

5. 图书馆空间服务

6. 理念和技术相结合的图书馆延伸服务



基于现代图书馆理念的服务

现代图书馆理念包括：
 对社会普遍开放

 对所有人平等服务

 对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特殊服务

 人性化服务

案例：波士顿图书馆的包容性服务



运用信息技术创新图书馆服务

信息技术一直在驱动图书馆服务：
 计算机技术

 网络技术和数字图书馆

 图书馆2.0技术、云计算、物联网

 移动服务和智慧服务

 数据服务

案例：杭州图书馆的信用图书馆



开展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

阅读推广的主要类型：
 荐书类（新书推荐、好书推荐）
 诵读类（故事会）
 交互类（读书会）
 竞赛类（作文竞赛、猜谜）
 手工制作类（手工、种养、创客空间）
 表演类（绘本剧、舞台剧、诗朗诵）
 讲座与展览
 其他（真人图书馆、志愿者服务）



阅读推广为什么

我在2013年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服务目的归纳
为4点（8个字），得到行业内的普遍认同：
引导

训练

帮助

服务



引导
对于缺乏阅读意愿的人，图书馆可以通过生动有趣、形式多
样的阅读推广活动，引导他们感受阅读的魅力，享受阅读的
乐趣，接受阅读，热爱阅读，甚至迷上阅读，逐步形成阅读
的意愿。

图书馆可以选择的方式有很多，如电影、益智游戏等。对没
有阅读需要的人进行阅读推广，帮助他们喜欢阅读，非常重
要，但难度极大。
案例：2018中图学会最美故事嘉定“百姓书社”

阅读推广为什么



训练
图书馆可以通过阅读推广这种的服务形式，训练那些有阅读意
愿但不善于阅读的人，使他们通过参加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活动
学会阅读。

通过训练有素的图书馆员、配套的读物和有吸引力的活动项目，
图书馆开展读书会、故事会、知识竞赛等日常化、常规化的活
动，长年训练，使读者在参加图书馆阅读推广活动过程中逐渐
学会阅读。
案例：佛山图书馆的“领读者”活动。

阅读推广为什么



帮助
对于愿意阅读但阅读确有困难的人，图书馆要帮助他们跨越阅
读障碍。图书馆的服务人群中的特殊人群，如残障人、居家不
出老人、各类阅读疾患症者等，图书馆需要为他们提供特殊服
务。

此类特殊服务一般都属于阅读推广服务。例如图书馆可以通过
送书上门、诵读、读书会、绘本阅读等阅读推广活动，帮助他
们走近阅读。
案例：浦东图书馆盲人数字阅读

阅读推广为什么



服务
传统图书馆服务的目标人群是具有较好阅读能力的人。图书
馆阅读推广进一步提升这类服务，通过服务（一般是非活动
化的服务）为公众提供阅读的便利，改善公众的阅读品质。

图书馆最为常见的荐书、导读服务就属于服务型阅读推广。
案例：深圳少儿图书馆“喜阅365”项目。

阅读推广为什么



为保障公民的阅读权利，图书馆阅读推广应确立如下
目标：
1. 让不喜欢阅读的人喜欢阅读

2. 让不会阅读的人学会阅读

3. 让阅读有困难的人跨越阅读的障碍

 说明：服务于有阅读意愿与阅读能力的人深受阅读推广人
的喜欢，但只有上述目标才是符合图书馆核心价值的目标。

阅读推广为什么



依靠社会力量发展图书馆服务

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服务的类型：
 利用图书馆场地的合作

 利用企事业或私人场地的合作

 利用社会力量资金的合作

 志愿者参与图书馆服务

案例：吴江图书馆的乡村儿童阅读活动。



图书馆空间服务

图书馆空间服务：
 信息共享空间

 休闲、娱乐空间

 社区交流空间

 创新创业空间

案例：上海图书馆创客空间



理念和技术相结合的图书馆延伸服务

图书馆延伸服务的发展
 自助图书馆（自助借还机）

 自助图书馆（无人值守借阅空间）

 分馆预约外借

 书刊送达服务

案例：苏州图书馆文献投递服务



图书馆服务创新的基本理念

公共图书馆应该如何创新：
 持续地创新

 专业地创新

 坚持图书馆服务理念地创新



创新贵在坚持、贵在超越

我国图书馆服务一直在学习西方，包括：
 计算机和网络应用

 数字图书馆、智慧图书馆（RFID）、移动服务、数据服务

 免费服务、总分馆服务、活动化服务和阅读推广



创新贵在坚持、贵在超越

近年出现自主创新，实现了超越：
 自助借阅

 投递服务

 信用服务



创新中坚持专业性以提升服务效率

图书馆服务专业化的服务，自有图书馆学以来，图书馆
学专业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效率
虽然图书馆可以在探索服务创新之初忽视效率，但离开了效率
的创新是没有生命力的。

受到吴建中称赞的工具服务，西方图书馆学认为有效率因而成
立

杭图的创新借助我国移动互联网的高水平普及，采用扫码借书、
赔付风控等，提升了图书馆服务的效率



坚持现代图书馆理念的创新

社会用公共资金提供图书馆服务，有其经得起社会科
学学审视的理由，不仅符合图书馆学的理论审视，也
符合社会科学的学理审视，这就是保障公众公平享有
知识和信息的权利。

杭州图书馆信用服务，苏州图书馆投寄服务，各公共图书
馆的儿童和特殊人群服务，保障公众特别是特殊人群的阅
读权利，是图书馆最需要坚持的创新。



创新服务的三种类型

履行图书馆服务使命的创新

超越图书馆原有服务范畴的创新

背离图书馆服务宗旨的“创新”



履行使命的创新

图书馆原有文献服务的延伸，或利用新的技术手段推广
原有图书馆文献服务
 如利用图书馆网站、微博、QQ、微信等技术手段进行读者阅读
服务

有利于吸引缺乏意愿的人走进图书馆阅读，或能帮助残
障人、居家不出老人、低幼儿童、各类阅读疾患症者更
好的阅读的创新服务
 如数字阅读活动、儿童故事会、亲子阅读、社区读书会、知识
讲座、素养培训、读书竞赛等



履行使命的创新

属于图书馆使命的创新是图书馆服务的发展目标，各
类图书馆不但应该积极探索这类服务，在某些情况下，
甚至可以不考虑服务的成本、难度或社会受益面，创
造条件开展这类服务。例如：

 高成本服务：0-2岁低幼儿童的阅读服务

 高难度服务：自闭症儿童阅读服务

 受益面很小的服务：居家老人阅读服务



超越图书馆原有服务范畴的创新

在当前图书馆服务创新中，存在大量突破图书馆原有
服务边界的创新服务。如：

 文化服务：图书馆组织的读者特色技能表演、家庭厨艺展
览、种养/手工/烹饪活动、棋牌竞赛等等

 娱乐、休闲服务：唱歌、舞蹈、才艺表演、咖啡吧服务

 空间服务：会客厅、创客空间



超越图书馆原有服务范畴的创新

此类创新服务与图书馆使命缺乏直接联系，但能得到
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在图书馆服务实践中发展迅速，
因而图书馆管理者可以探索，并促进这类服务与阅读
和学习密切联系。例如：

 休闲场地增加文献摆放

 娱乐活动选择与阅读相关的活动

 种养/手工/烹饪活动中推荐相关读物



违背图书馆服务原理的“创新”

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创新，在探索阶段需要鼓励与包容，
但一旦将创新规模化、制度化，需要用现代图书馆理
念重新审视。警惕非公平服务、非人性服务或教化理
念借创新之名重回图书馆服务领域。



违背图书馆服务原理的“创新”

在当前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创新中，需要特别警惕的借
“创新”之名违背图书馆服务理念，如：

 违背社会核心价值的创新

 收费服务

 变相收费

 面向优势人群的免费服务

 非人性化的创新



小结

全球公共图书馆的发展正处在大变革时代，危机、挑
战与机遇并存。

图书馆人唯有坚持服务创新，利用新的信息技术和服
务理念，才能在变革时代生存与发展。

图书馆专业的理念、理论与方法，是图书馆人服务创
新的指路明灯。



谢 谢 ！

华东师范大学信息管理系
范并思 教授

bsfan@infor.ec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