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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院校图书馆加入区域信息资源共享的
服务模式探讨
曹美琴
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图书馆，湖南 株洲 412012
摘要：在信息化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对中小城市而言，建立区域信息资源共享是十分有必要的。本文
在分析当地市情的基础上，探讨了高等院校图书馆加入区域信息资源共享的服务模式，构建“总分馆制、政
府主导、社区协调、经费分担、资源共享、服务居民”的区域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对完善中小城市的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有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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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Service Mod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Joining 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Cao Meiqin
(Library of Hu’na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al College, Zhuzhou, Hu’nan 412012, China)
Abstract: In today’s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for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o establish reg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Based on analysis of local situation, this article discussed the
service mode of libraries of college and university joining the reg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with a purpose
to build a reg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ystem with the features of "center-branch system, government
leading, community coordination, fund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serving residents", which can perfect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cities to some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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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小城市区域信息资源共享的必要性
随着计算机技术及网络的发展，近 10 年来，我

基于云计算技术和理念构建的“云图书馆”，既能避
免资源浪费，又能资源互补；既能资源共享，又能辐
[1-2]

国许多图书馆的数字化软硬件建设都得到了很好的

射服务

发展，为图书馆的数字化资源服务打下了良好的基

2

。

株洲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现状

础。同时，在对高校评估“重在建设”的作用下，高

湖南省株洲市地处非发达的内陆地区，经济水平

校图书馆资源迅速扩充。高校图书馆之间重复建设越

不高，既非沿海城市、省会城市，也非政府重点扶持

来越严重。在党中央的“书香中国，促进阅读”一系

建设的西部地区，在政策上难以获得较优惠政策，因

列宣传措施下，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也得到了

而，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还很不足。以公共文化体系

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但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基

之一的图书馆体系为例，株洲市区内只有株洲市图书

础薄弱，尤其中小城市更加明显，文献保障能力有

馆一家，社区内还没有公共图书馆。株洲市图书馆共

限，难以在短时间内配备齐全所有文献资源，满足

有市图书馆本馆、房产分馆、规划馆图书分馆及 3 个

所有用户需求。因而，对中小城市而言，将高校图书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共 6 个场馆。本市居民可持统

馆尤其是医学院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集合起来，

一证件借书，所借图书也可在 6 家场馆任意一家归

构建中小城市区域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还。这几年，株洲市图书馆开办“240 万的电子图书
随便看”、“24 小时自助街区图书馆”、“你读书我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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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等一系列方便市民读书的活动，让市民感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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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的不断改善，感受到了株洲城市公共文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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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何花最少的钱，尽最大努力满足社区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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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阅览需求、文化自信需求等，

道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株

是近年来政府和社区比较关心和重视的事情。在目前

洲职业技术学院，他们分布在株洲市不同的方位，

社区图书馆服务能力远远满足不了需求的现实面前，

周边分别有多个不同的社区。如果能够结合这几所

如果高校图书馆能够主动参与到社区公共文化服务

高校图书馆，利用其丰富的文献资源、数字网络服

[3]

中来，这将是一个多方共赢的局面 。

务、教育职能等，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社区公共文

3

化服务能力不足的局面。因而，如果将 6 所本地院

中小城市区域信息资源共享体系的服务模式
笔者从株洲市教育局政府网站获悉，目前株洲

校图书馆与株洲市图书馆联合起来，建立区域信息

市的高等院校共有 6 所：湖南工业大学、湖南中医

资源共享服务体系，可以为城市社区居民提供更完

药高等专科学校、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铁

善的公共文化服务。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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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中小城市区域信息资源共享服务模式

3.1 总分馆制

字化资源服务或开展培训。这样，对社区而言，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图书馆一直处于主导

了社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对市图书馆而言，减轻了

地位。因此，株洲市可以成立以市图书馆为中心，其

其服务范围有限的难题；对高校而言，提高了高校图

他高等院校图书馆为分馆的总分馆信息资源共建共

书馆的资源利用率；于整个图书馆事业而言，避免了

享服务模式。近年来，由株洲市图书馆学会牵头的株

资源重复建设和浪费。当然，总分馆制可以先以高等

洲市高校图书馆协作网，每年都组织读书月、论文征

院校作为市图书馆的分馆试点，积累一定的经验和基

集等活动，进行业务交流。但是，就笔者了解，协作

础以后，再逐步扩大推进总分馆制度的范围。

网间的业务交流不深，较多的只是基本情感交流和业

3.2 政府主导

务了解，没有实现真正的资源共建共享。因此，应该

高校隶属于教育厅、文化厅、卫生厅等不同的政

建立以市图书馆为中心馆，以高校图书馆为市图书馆

府职能部门，与分管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部门可

的延伸服务体系，即作为市图书馆的分馆，以 24 小

能不同，因此，要调动高校图书馆参与到城市社区公

时自助街区图书馆为补充，形成以技术为依托的图书

共文化服务中来，首先需要政府出面，统筹部署。例

馆集群。虽然市图书馆已经有两个分馆，也许以后应

如在总分馆的建设上，可以由市政府或市文化局发文

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还会增加一些分馆，但是

或出面牵头，推动实行总分馆建设，组织株洲市“云

从资源的角度考虑，如果有些社区周围有学校，市图

图书馆服务社区指导委员会”。其次，市财政预算应

书馆则可以直接与学校图书馆合作，资源共享，将学

给予一定的经费支持。例如扩建分馆馆舍、扩充资源

校图书馆作为市图书馆的一个分馆，可以与社区合

建设、集成管理系统软硬件设施投入等，希望能有政

作，向有需求的社区居民免费开放借阅功能，提供数

府的支持。最后，政府可以对社区服务工作提供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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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还可以进行技术指导或者对服务提供者进行专
[4]

业培训等，从而保证社区服务的有效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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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服务 。
3.6 服务居民

3.3 社区协调

社区居民是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的着力点，也

在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社区是所有活动的

是直接受益者，所以，首先要了解社区居民的真正需

落脚点，社区居民是基本参与者与受益者，社区居委

求，再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服务。例如，医学院校

会是组织者与协调者。社区居委会在协调政府、各公

可以给附近社区居民发放一些健康书籍，并提供基本

共文化服务单位、社区居民之间的关系方面，应该是

健康体检、健康咨询；有的社区里有很多留守老人和

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社区首先要能够了解居民有什

儿童，学校图书馆可以组织志愿者去给他们讲故事或

么特点，有什么样的文化需求；其次，社区要决定与

表演节目；有的社区有很多来城市务工的农民，图书

哪些最近的相关的公共文化服务单位合作，开展最有

馆服务人员可以给他们开展一些提升精神面貌的讲

益于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最后，社区应该尽最大努

座，或者开展相关行业的专题培训讲座等等。总之，

力协调好各层关系，为社区、为居民、为合作单位争

通过调动高校图书馆的文化参与，建立云图书馆服务

取政府政策或财政上的更多支持，为创建和谐社区、

社区体系，开展具有或知识性、或趣味性、或娱乐性

和谐社会而努力。

等多元化、个性化的社区公共文化服务，丰富社区居

3.4 经费分担

民精神生活，推动社区文化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文化

经费常常是很多高校图书馆资源建设的一个困
扰。为了达到资源建设与利用的最大化，云图书馆内

服务水平，共建和谐社会。
4

小结

各成员馆可以联采数据库资源，经费分担，高校图书

高校图书馆参与区域信息资源共享体系是一项

馆扩大服务辐射，服务社区居民，社区也应该分担部

艰巨的任务，一个宏大的工程。目前我国高校参与的

分经费。同时，需要尽可能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支持。

数量非常少，已经参与的高校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总之，经费是资源共建共享的“米”
，是服务社区必

顾虑太多，参与程度也是远远不够。在社区服务中也

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保障云图

遇到了很多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学者、高校本身

书馆服务社区体系稳定、长期有效地运行。否则，就

以及全体社区民众的共同努力。我相信，在不久的将

成了“无米之炊”
。因而，要建立一个合理的经费使

来，高校图书馆参与社区服务将会成为常态，并且会

[5]

用与分担细则，形成一个完善的长效机制 。

越来越成熟，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将会越来越好，覆

3.5 资源共享

盖范围越来越广，参与的部门、人群会越来越多。真

总分馆制下的各馆之间要加强馆际互借服务，实

[7]

正实现公共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

现联合目录互查，通借通还。能让市民实现“一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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