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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先介绍数字文化治理的概念与特征，以及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实施数字文化治理的作
用；进而分析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存在的现实困境；最后探究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
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大数据；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G25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07(2016)03-0027-04

Study on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Digital Culture Governance of Public Libraries during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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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of Ma’anshan City, Anhui Province, Ma’anshan Anhui 24300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d the concep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gital cultural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s of digital cultural governance on public libraries during the big data era, analyzed the dilemma of
digital cultural governance for public libraries, and finally explored the path to achieve digital cultural
governance in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big dat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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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数据挖掘、信息聚合等技术的广泛应

术环境存在密切联系，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用，让数字资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也

数字文化存在“数字”与“文化”2 个基本概念，

为数字文化治理提供了技术支持。在大力推行文化

属于人类文化在信息环境下呈现的数字化状态，也

信息共享的背景下，公共文化事业呈现出“多元化、

可以理解为“文化的数字化”。数字文化的内涵是

协同化”发展趋势。公共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事业

指传递数字化资源过程中创造精神财富的文化总

的重要部分，也是我国为满足公众均等化、普遍化

和，是以泛在化、数字化、网络化为主要传播形式

文化权益推行的公共服务形式，更应该通过数字文

的文化范式 [2] 。数字文化治理有别于数字文化管

化治理实现数字资源共享，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协同

理，在以政府为主导的同时强调社会监督与公众参

化发展。公共图书馆依托文化治理理论实施数字文

与，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治理模式，属于数字环境下

化治理，有助于消除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现象，提

全新的文化服务形式。

[1]

升数字文化服务水平 。同时公共图书馆借助大数

1.2 特征

据技术开展数据处理工作，可以全方位掌握用户的

数字文化实质上是文化与新兴技术有机结合的

网络浏览、信息检索等信息，深入挖掘其中蕴含的

产物，也是由于互联网、数字技术发展而逐步形成

有价值内容，有效拓展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范围。

的独特文化现象。大数据时代数字文化日益复杂

1 数字文化治理概述

化，数字文化治理的参与主体更为多样，并由最初

1.1 概念

的单方治理变为多方相互作用 [3] 。数字文化治理具

数字文化是大数据时代的全新文化形态，与技

有精准的目标，灵活多样的先进技术的应用为解决
实际问题提供了便利。数字文化治理决策的制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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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进而明确数字文化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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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定位，优化营销与服务流程。此外，数字文化

态，解决数字文化治理碎片化问题。公共图书馆加

治理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深入分析，归纳用户行为随

强与政府、社会机构之间的协同合作，构建完善的

时间的变化规律，为用户提供具有差异化的服务方

数字文化治理网络，形成立体化公共文化服务格

案，体现数字文化服务与数字文化治理的协同性。

局，有助于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益，实现不同区域

2 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实施数字文化治理的意义

数字文化的协同发展。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与

2.1 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平等性

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有助于转变社会机构的

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的实施，

文化服务职能，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分工协作的

其主要目标在于消除区域公共文化服务差异，切实

全新治理机制。

保障公众的文化权益。数字文化治理作为公共文化

3 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的困境

服务的全新形态，为公共图书馆文化服务创新提供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范围逐步扩大，公共

了动力。数字文化治理坚持“服务下移、资源下

文化服务功能日趋完备，已建有公共图书馆、文化

沉”的原则，依托基础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致力于

服务站 5000 多个，促进了数字文化资源的传播与推

满足不同用户群体的文化需求，以维持文化服务全

广 [2] 。但是由于受到社会、文化、经济等多方面因

程的公平性。同时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有助于

素的影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存在区域发展失衡等

优化公共文化服务流程，形成开放的、无差异的公

现象，极大增加了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治理的难

共文化服务框架，丰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内容。此

度，主要体现在以下 3 个方面。

外，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的开展，有助于建设

3.1 缺乏完善的财政制度支撑

功能完备的数字文化资源供给体系，满足不同区域

我国大部分公共文化建设项目均由政府组织实

用户的文化交互需求，保障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施，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来源为中央与地方财政拨

2.2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款，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本参与较少。公共图书馆作

近年来我国提高了对公共文化事业的重视，相

为公共数字文化的承担者与建设者，其特定项目与

继推出文化信息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等

发展经费均由政府支持，中央财政主要用于普适

重点建设项目，但是文化事业发展依然跟不上经济

性、基础性服务设施建设，而地方财政主要用于区

发展步伐，也没有形成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

域特色项目建设（详见图 1）。这种资金获取途径

系。公共图书馆引入市场监督机制实施数字文化治

极不稳定，若项目运营情况或属性发生变化，将影

理，发挥基层地区数字文化服务主体的积极性，形

响到相应的财政行为。以广东省为例，该省大型公

成多主体参与的数字文化运行机制，有助于化解区

共图书馆每年的固定财政拨款在 550 万左右，而地

域文化资源差距大等问题，改善公共文化服务条件

市级公共图书馆在政府拨款方面缺乏明确规定，也

与内容，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公共图书馆在公

缺乏配套的社会基金等资助政策，导致长期存在资

共文化发展方面，应注重相关配套制度与设施建

金保障不足等问题[5]。

设，将单一主体管理模式转变为由多个服务主体协

中央财政拨款

同治理，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治理工作，让每个
公民都能在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作用。
2.3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省级公共图书馆

式，促进数字文化资源传播，提升自身的综合竞争

市县级公共图书馆

力。政府部门作为公共文化事业的引导者，以及公
共文化资源的供应者与管理者，在公共文化管理方

社区乡镇文化中心

公共文化服务项目

变化，公共图书馆应制定合理的数字文化治理模

地方财政拨款

大数据环境下文化资源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

国家图书馆

[4]

面存在职能不清、定位模糊等问题 。公共图书馆
数字文化治理一方面可以打破传统的公共文化建
设、管理与服务格局，借助自身文化资源优势引入
多元化治理主体，摆脱政府单方管理的数字文化形

图 1 我国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管理模式

3.2 区域公共文化发展失衡现象明显
在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过程中，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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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技术与设备，在对数字电视、互联网、卫星网

展不均衡等问题 。由于不同服务机构在文化资源

等优化整合的基础上，实现数字文化资源传播渠道

储备、服务模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区域公共文

的有效融合，提升全数字网络、宽带网络传输速

化发展割裂现象凸显，也增加了数字文化资源整合

率，拓展数字文化资源的传播与利用范围。

与治理的难度。例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公共

4.2 构建完善的社会监督与评估机制

图书馆的公共文化建设情况，明显优于粤西地区，

公共图书馆应该构建科学的公共文化服务评价

而不同市县、乡镇的公共图书馆，在公共文化事业

体系，以及完善的社会监督评估体系 [8] 。由于不同

方面存在明显差别。这一方面与区域经济发展状况

地区在公共文化建设方面存在差异，公共图书馆在

有关，另一方面与政府管理及公共图书馆自身有

遵循国家指标制定公共文化服务方案时，也需要结

关。要求公共图书馆结合发展实际，充分利用先进

合区域背景、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确立科学系统的

技术挖掘数字资源，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益。

绩效评估考核指标，为政府与社会监督提供依据，

3.3 缺乏科学的管理模式与考核机制

保障数字文化治理工作有序开展。作为公共图书馆

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传统的总分馆管理模

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服务对象，社会民众对公共图

式逐渐体现出滞后性，这种管理模式不仅无法体现

书馆事务最有发言权。公共图书馆社会监督评估人

民主性，也弱化了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的作

员的选择，应该独立于公共图书馆与政府之外，由

用。而根据公共管理学理论，政府部门不应该作为

社会不同阶层与组织推荐代表，以保障监管的公正

公共图书馆唯一的监管机构，而应该由社会机构参

公平性。此外，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的参与

与治理，以保障公共图书馆的良性发展。部分公共

者，须通过官方途径向公众公布决策结果，增强社

图书馆在绩效评估考核制度方面存在漏洞，文化治

会各界对公共图书馆服务的认知，进而获得更多社

理职能定位模糊，各部门、各系统之间相互分离，

会人士的支持。

[7]

难以发挥监督激励作用 。同时在绩效评估与管理

4.3 确定科学的数字文化治理运作管理模式

方面，公共图书馆多依据国家制定的图书馆绩效评

公共图书馆应制定合理的数字文化治理模式，

价指标，由政府部门主导效益评估工作。但这种考

加强与不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联系，构建基于互

核评估模式并没有形成规范的机制，缺少来自社会

联网的信息交流网络。由政府部门对数字文化治理

的评价与干预，很难得到社会机构与民众的认同。

运作情况进行宏观管理，安排专人进行总体规划与

4 大数据时代公共图书馆数字文化治理的实现路径

设计，协调不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数字文化治理

数字文化治理是大数据时代全新的文化发展形

工作，加强不同机构与部门的跨系统监督。由图书

态，也是数字环境下公共图书馆优化服务的有效途

馆领导负责数字文化资源整合工作，确定总体规划

径。公共图书馆应明确数字文化治理的作用，通过

方案与治理标准，做好各部门协调工作；由不同学

多网融合实现文化资源共享，并构建科学的社会监

科专业人士组成专家小组，参与数字文化治理绩效

督评估机制，最大限度地满足公众的文化诉求。

评估，并对各项工作进行审议；由财务人员、信息

4.1 确立广泛的数字文化信息资源共享机制

技术人员等组成常务小组，负责对数字文化治理工

公共图书馆引入大数据技术对数字资源进行深

作进行执行与反馈。这样不仅能够保障公共图书馆

入挖掘，充分体现自身的数字文化建设优势，不仅

不同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也可以将公共文化服务

有助于提升数字文化治理效率，也是促进公共文化

人员紧密联系，适应数字文化治理工作的动态变化。

服务协同发展的核心内容。根据当前我国数字文化

5 小结

资源建设情况，公共图书馆可以成立数字文化治理

数字文化是大数据环境下全新的文化范式，也

小组，专门负责数字文化资源整合与拓展工作，并

是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

为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提供指导。实现馆藏数字

我国存在的区域公共文化发展失衡等问题，迫切要

资源与传统文化资源有效对接，将大众需求的社会

求公共图书馆推行数字文化治理，以创新公共文化

文化资源作为重点治理对象，注重选择大众感兴趣

服务机制，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平等性。现阶段公

的数字资源，形成区域数字文化资源发展联动机

共图书馆将数字文化治理与公共文化服务相结合，

制，消除不同区域之间的“文化鸿沟”。积极引入

通过多网融合与大数据技术整合数字文化资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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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形成完善的数
字文化资源供给体系，以更好地满足大众对公共文
化服务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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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2015(3):66-70.
[5] 王锰,郑建明.整体性治理视角下的数字文化治理体系[J].图书馆论
坛,2015(10):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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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讯·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信息学分会成立会议
暨第一次学术年会顺利召开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信息学分会成立会议暨第一次学术年会于 2016 年 4 月 22－24 日在广州顺利召
开。此次会议以“健康中国•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发展研讨”为主题，有来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中医药
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广州中医药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湖南中医药大
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30 余家单位的 150 余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部主任刘平主持了 4 月 23 日举行的选举会议，选举产生常务委员 29 名，副主任委
员 10 名，主任委员 1 名，秘书长 1 名、副秘书长 3 名。我刊主编、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崔蒙
研究员当选为主任委员。
本次会议由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信息学分会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广州中医药大
学医学信息工程学院与思创医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办。分会领导班底在会议上胜利创建，学术论坛交流热
烈、内容精彩、收获良多。本次大会的圆满举行为推动中医药信息学学科建设和分会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坚实
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