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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图书馆纸质图书低利用率问题探析
尹智慧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24
摘要：本文简要分析了高职院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利用率的现状，并从馆藏结构数量、电子图书增加、图
书管理创新、读者阅读兴趣、图书阅览条件等方面分析了纸质图书利用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有针对性地提出
了解决纸质图书利用率低的主要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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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nalysis on Under-utilization of Paper Books in Librar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Yin Zhihui
(Changsha Aeronautical Vocational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12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aper book utilization in librar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and the main reasons of the under-utilization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number and structure of paper
books in libraries, the increase of electronic books, the innovation of book management, readers’ interests and reading
conditions. Finally the author proposed the major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under-utilization of paper books in
librarie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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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信息时代，人们的阅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

图书文献资源的利用率较低，且还在持续下滑。

变化，电子阅读异军突起，纸质图书借阅受到前所未

笔者对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长沙航

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高职院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借

空职院）近三年的纸质图书借阅情况进行了统计，无

阅情况及利用率降低的原因，以及如何有效提高纸质

论是书库纸质图书借阅册数（不含续借册数）、续借

图书借阅量和利用率，已成为学校图书管理工作者共

册数，还是阅览部门的借阅人次，都偏低偏少，且呈

同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笔者结合本人工作实践和相关

逐年下滑趋势。见表 1。

文献资料进行探讨分析，以期给出明确答案和可行的

2013 年，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一、二年级大

解决方略。

学生共 6 000 人，其中在图书馆借过纸质图书的大学

1

生为 2 045 人，只占总人数的 34%；借阅 15 册次及

高职院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利用现状分析
纸质图书利用是指图书馆中纸质图书被读者借

以上的一、二年级大学生有 495 人，占总人数比为

阅（或使用）的情况，借阅数量与馆藏图书总量的百

8.25%。而借阅 5 册次的学生有 1 068 人，借阅＜5 册次

分比称为利用率，是衡量图书馆功能发挥的重要指标

的学生 197 人，共占到借阅人数 2 045 的 61.86%。

之一。我国高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利用率目前平均只有

6 000 学生年均借阅量仅为 2.95 册，纸质图书借阅

30%左右，且只集中在部分热门书籍中。随着数字资

率之低可见一斑。另据河南农业职院刘其群、梁素

源的发展、学生阅读习惯的变化、藏书数量的不断增

芳老师统计，河南农职院“全日制在校生 13 000 多

[1]

加等，高校纸质藏书的利用率下降幅度还在加大 。

人，近几年年均纸质图书借阅量为 18.38 万册，占

与普通高校图书馆相比，高职院校图书馆起步较晚、

整个馆藏纸质资源的比例不足 30%，生均年借阅量

起点较低，大多由中专、成人高校图书馆重组而产生，

14.13 册” 。这种情况在高职院校中还算比较好的。

其馆舍条件、馆藏基础、服务水平、创新意识、变革

去年笔者到湖南长株潭地区（包括长沙、株洲、湘

能力，特别是文献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与普通高校图

潭三市）7 所学风较好、在全国比较有影响的示范（骨

书馆之间存在不小差距，其图书文献资源特别是纸质

干）高职院校图书馆，实地调查纸质图书的年均借

[2]

阅量，也都在 10 万册左右，图书借阅率在 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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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依此类推，全国高职院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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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率偏低应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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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011－2013 年纸质图书借阅情况
书库纸质图书数量

书库借阅数量

书库借阅数量

书库续借数量

利用率

阅览部门借阅人次

（万册）

（册）

占书库纸质图书数量百分比（%）

（册）

（%）

（人）

2011 年

45.0

103 671

23.04

3 741

23.87

79 589

2012 年

46.5

78 351

16.85

2 318

17.35

53 917

2013 年

48.0

64 727

13.48

2 156

13.93

41 567

年份

注：利用率为书库借阅数量与书库续借数量之和与书库纸质图书数量的百分比

2 高职院校图书馆纸质图书低利用率的原因分析

沙航空职院为例，在受访的 100 名教师中，有 90%表

2.1 纸质图书馆藏不合理

示不会到图书馆查阅纸质图书文献，原因有“查不

占据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院

到”、
“内容过时”
、
“麻烦”
、
“懒得去”等。所以，该

校，经过近 20 年的发展，其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

校以存储借阅专业书、工具书、学术文献资料的教师

学条件不断改善，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但就整体

阅览室，因门可罗雀而被迫取消。再来看学生读者情

情况看，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教学资源条件建设，仍然

况，2013 年长江职业学院做过一项调查，在接受调

不能满足高职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就图书馆建设来

查的 200 名学生中，课下愿意看电子学习资料的为

说，藏书数量普遍不足，有的高职院校则是严重不足，

162 名，占到 81%，愿意看纸质学习材料的仅占 19%，

不能满足教育部规定的高职院校图书馆“生均图书

学生远离以纸质图书为主的高职院校图书馆就成为

[3]

[5]

80 册”的合格指标要求 。高职院校大多由中专改制

必然 。

升格而来，其馆藏图书质量不高，老旧书籍较多，甚

2.3 图书馆管理存在缺陷

至还有为数不少的中专教材、教辅资料以及适合中专

高职院校图书馆大多数是作为中层机构单列，也

学生年龄段的政治文化生活书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

有一小部分是作为一般教辅单位挂靠在或从属于教

的经济、管理、人文、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偏

务处、科研处、资讯服务中心等部门，但就目前情况

少。并受到专业改造升级或者专业结构调整的影响，

看，无论单列与否，图书馆地位作用的发挥并不乐观、

大量专业类书籍出现结构性过剩，其结果仍然是可阅

其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也非常有限。从管理理念来

读书籍减少。以笔者所供职的长沙航空职院图书馆为

看，仍然以“管、卡、罚”为主，主动服务意识不强，

例，有将近 20%的书籍是 1993 年以前的中专、技校

忽视读者的时间成本，文献开发能力弱，学术功能发

教材和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的政治、文化、生活书

挥不充分；从管理手段来看，电子检索虽然普及，但

籍，现在的高职学生根本没有兴趣也不屑去阅读它

纸质图书文献的电子录入、射频识别（即电子标签

们。近年来，该校因特色办学的需要，多次进行专业

FRID）技术的应用几乎还在起步阶段，图书借阅仍以

结构调整，停办、改造的专业达 15 个以上，图书馆

开架式人工服务为主，电子自助借阅更是遥遥无期。

专业书籍随之也出现更为严重的结构性过剩问题。另

另外，高职院校图书馆在设置服务项目、确定开放时

外，该校去年统计调查发现，学生喜欢的文艺、科普、

间、加强宣传策划等方面，也还存在诸多薄弱环节。

文化休闲、人生哲理书籍偏少，青春、时尚、娱乐、

比如很少有开通手机信息还书提醒服务，很少有保证

新锐等类型的书籍也不多，影响学生阅读兴趣，进而

每周 7 天、每天 14 小时以上开馆服务，很少有宣传

影响馆藏纸质图书的利用。

纸质图书资源在网络环境下的阅读利用优势等等。高

2.2 电子图书的有力冲击

职院校图书馆还有一些致命弱点，如内设部门不合

目前，图书馆的馆藏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电子

理、员工数量不够、馆员素质不高、服务能力有限、

图书文献资源快速增长，出现纸质图书文献资源与电

服务态度不好等，这都严重影响了纸质图书借阅率的

子图书文献资源并存发展的新局面。而电子图书以其

提高。

检索迅速、方便、不受时空限制等优势，备受读者尤

2.4 读者的阅读动力不足

其是年轻读者的青睐，这自然会影响到纸质图书的借
[4]

高职院校的师生读者普遍存在阅读兴趣不浓、阅

阅与利用 。有调查表明，受方便、快捷、实用等因

读动力不足的问题，这既有社会大环境大背景的影

素的影响，大多数教师特别是年轻教师备课查资料、

响，更有其内在的原因。就教职工读者来说，中专时

做学问，都是以查阅、“摘录”电子图书为主。以长

期专业要求不高、学术成长受限，因此，广泛涉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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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的习惯大多没有养成。即便进入“高职时

科学合理的购书计划，包括数量、品种、金额、增长

代”
，大多数人发展空间仍然不大，
“应付”
、“将就”

比例等，尤其要注意对专业图书、短期实用类图书复

思想仍然严重存在。再受到社会浮躁、价值取向多元、

本数量的控制、低利用率图书数量的控制，适当加大

管理缺位以及电子阅读冲击等因素影响，进图书馆借

特色专业图书、文史类图书、人生哲理类图书、生活

书的教职工人数也就越来越少。再说学生读者。高职

休闲类图书、经典名著等的采购量。科学购置还体现

学生来校学习指向明确，那就是学到一技之长，将来

在采访方式的合理选择，如专家意见的听取、书商的

能够顺利就业，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基础相对较差、学

选定、新书目录的审查、读者参与采购等。特别值得

风相对不好，又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期望他们

一提的是，要适应高职院校办学和高职学生培养发展

主动进图书馆阅读，特别是借阅专业书籍，不太可能。

需要，适当增加考证考级类图书、专业技能训练图书、

即便一些同学能到图书馆来借书，也是为了考试和考

实用案例图书，适当减少理论性强、比较深奥的专业

证的需要，或是借阅一些大众文艺、休闲娱乐类的书

性图书等，变“重藏轻用”为“重藏重用”，藏用结

籍作为消遣。

合。所谓合理分布，就是将馆藏图书合理分类、科学

2.5 图书馆阅读条件亟待改善

布局。总的原则是“以读者为中心，实行人性化管理”
。

笔者看到过南开大学图书馆杨军花老师一篇文

目前，大多数高职院校图书馆实行的大一统的分类分

章，谈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条件建设，
“大厅

布方式显然不利于读者查询借阅。笔者建议可以探索

专门辟有阅读角，明窗净几的环境、干净整洁而又宽

实行学科文献中心体制，或畅销与长线、集中与分散

大的阅读桌全部配上标准电源插座和台灯，还有茶座

相结合的分布体制。前者便于某一专业类图书的检

式的沙发椅供师生使用，可以临时组合成学术讨论的

索、查找、借阅一体化；后者便于不同类型的读者快

‘会所’
，旁边摆满了数之不尽的杂志、报纸，还有免
费使用的各类电脑和打印机、复印机，供师生随时免
[6]

速便捷地借阅自己所需要的图书。
3.2 创新图书管理工作

费使用” 。我们的高职院校图书馆条件如何呢？一

如果说馆藏数量的增加、馆藏结构的改善是提高

些条件较好的高职院校，特别是沿海的一些实力雄厚

图书利用率的基础条件，那么改进和创新图书管理方

的高职院校，图书馆还算“高端大气上档次”，但内

式便是提升图书利用率的重要手段和措施。

部管理、服务项目、设备使用的便捷性等远不如国外。

首先，更新理念、主动服务是关键中的关键，各

至于大多数内地高职院校，哪怕是国家示范（骨干）

高职院校图书馆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服务至上”

高职院校，其馆舍条件也差强人意，生均面积不足，

的理念，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减少“管、

内部陈设简陋，文化布置缺乏，甚至连空调暖气都没

卡、罚”，增加“引、导、帮”，想读者所想，急读者

有。还有的院校借图书馆之名，行综合楼之实，办公、

所急，为读者提供多样化、高品质的服务。其次，要

上课、实习、科研，不一而足，严重挤压图书馆空间，

有创意，要不断增加服务项目，如开展好书推荐、送

损害图书借阅环境，影响图书借阅率。

书上门、VIP 订制、手机（或网上）预约、课题跟踪

3

保障、积分奖励借书、短信提醒还书等服务，努力吸

高职院校图书馆提升纸质图书利用率的主要对策

3.1 改善纸质图书馆藏结构

引读者借阅。再次，要适当增加开馆时间，尤其要注

有专家认为，图书馆藏数量与馆藏结构是影响图

意增加借还书时间，如每周工作日可以确定 1～2 个

书利用率的基础而又关键的因素。那么怎样的馆藏数

中午、周末确定 1 个半天，每天下午课后延长时间到

量和馆藏结构才是理想的或合理的呢？根据布拉德

晚上 9 点，用于借书还书等。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

福定律，
如果读者对馆藏文献资料的利用率达到 80%，

点，就是要加大宣传力度、拓展服务功能。图书馆网

[7]

这个馆藏系统可以说是比较理想的 。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馆藏系统理想呢？笔者认

页的制作要新颖活泼，内容的更新要及时有效；馆藏
图书上网信息要真实、准确、丰富，便于读者查询；

为，一要及时增减，二要科学购置，三要合理分布。

要做好新书介绍、好书推荐、课题参考书目列举等工

所谓及时增减，就是要及时补充新书，增加书的数量，

作；主动做好读者借阅率的统计与反馈工作，及时向

满足读者借阅需要；要及时剔除“死书”
，减少老旧

读者介绍图书馆业务流程、文献检索方法和馆藏资源

破损书籍，消除胀架现象，改善图书品质。所谓科学

分布情况，根据不同读者群的需求以及在学科上的分

购置，就是要根据读者需要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制定

布规律，推荐精品图书，为读者借阅提供优质服务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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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不定期举办主题读书活动或读书讲座、读书演

料、水果、热咖啡，这种设置为师生提供了很大方便，

讲、读书之星评选活动；开辟读书宣传栏，定期推出

当他们愿意整天呆在图书馆进行学习、研究时，可以

借阅排行榜、及时介绍最新图书信息、理论观点、前

非常方便地解决用餐问题，而且中心周边摆了许多简

沿知识，借以引发读者阅读兴趣，导引读者阅读行为，

易桌子和座椅，便于读者临时集结讨论各类学术问

达到提高纸质图书借阅率的目的。

题” 。如此优雅、舒适、方便的借阅环境，怎么会

3.3 培养读者阅读习惯

不吸引高职院校的师生们去图书馆呢？

培养读者的阅读习惯是提高图书资源利用率的

[9]

3.5 提高馆员综合素质

有效手段。首先需要改变的就是高职院校教职工“应

前文已经提到，我国新型高职院校产生时间不

付”
、
“将就”和照本宣科的坏习惯，着力培养用心教

长，还不到 20 年的时间，包括图书馆在内的各方面

书、潜心做学问、多方收集材料、深入研究教材、广

的建设发展任务还十分繁重艰巨。就图书馆而言，最

泛涉猎文史哲和科普知识、不断丰富提升自己的工作

大的发展瓶颈是什么？是人，是人的观念、结构、能

责任意识和人生自觉意识，让读书成为工作生活的一

力、素质，甚至包括数量。高职院校图书馆一定要在

部分，成为人生的一种状态和追求，成为学生阅读、

明晰功能作用的基础上，科学设置服务部门，合理配

学习的榜样。

置工作人员，着力培养具有专业水准的图书馆员，包

要培养高职院校学生读者的阅读兴趣、促进良好

括一定数量的学科馆员。图书馆既是知识的殿堂、文

阅读行为的养成，关键在于加强校风学风建设，加强

化的阵地，也是学术研究与学术活动的重要平台和窗

入学教育和专业教育，加强职业生涯规划和“阅读人

口，应该下大力气引进专业对口的科班毕业生或成熟

生”教育，让学生读者明白读书的重要，懂得人生各

性专业人才，充实馆员队伍，改善馆员结构，提升学

阶段特别是在校学习阶段为什么要读书、要读什么

术研究和服务管理水平。要加强对馆员的考核管理和

书、如何读书、怎样充分利用图书馆为我所用等。要

在职培训，打通专业技术职务晋升通道，拓宽个人发

推动教学部门和各教学单位开设文献检索课程，设立

展空间，促进馆员积极工作，推动图书馆向专业化方

学科馆员，联络协调各院系部的图书采访与借阅工

向发展，有效开发纸质图书资源，快速提高纸质图书

作；要安排图书馆馆员对口联系教学院系部，当好各

资源的利用率。

院系部学生读者的指导老师，促进各院系部的学风建

4

小结

设和读书活动的开展；要指导帮助学生成立读书俱乐

高职院校图书馆纸质图书利用率偏低已是不争

部或读书研究会，引领、带动全体学生热爱阅读、自

的事实，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很明确，主要是馆藏

觉阅读、积极阅读。

纸质图书结构不合理、图书管理不到位、读者阅读动

3.4 改善图书借阅环境

力不足、阅读环境和条件不够好以及电子阅读的冲击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讲究生活品味和品质，越

等。因此，我们主要应该在改善纸质图书馆藏结构、

来越看重工作环境和学习环境，学校读者的阅读也是

创新图书管理工作、培养读者阅读兴趣、改善图书借

如此。事实上，良好的图书馆环境不仅能提高读者利

阅环境、提升馆员综合素质上多下功夫，以便从容应

用图书馆的兴趣和效率，还能提升读者的审美能力。

对信息网络时代电子图书阅读快速发展给高职院校

高职院校图书馆一定要树立起现代文化管理理念，下

图书馆纸质图书阅读所带来的严峻挑战。

大力气改善环境条件，努力为读者提供一个优雅、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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