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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首先从服务对象、服务方式、服务范围等角度，阐述了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的变化；重
点从公民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图书馆发展模式创新、学习型社会构建等层面，分析了在公共文化服务均
等化视域下提升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的必要性。并对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面临的困境进行详细介绍；最
后着重从阅读行为、服务质量、投资力度、公共环境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创新发展路径，以供参
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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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Innovation Path of Free Open Library Servic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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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firstly expounded the changes of free open library servi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service objects, service modes and service scopes, and analyzed the necessity of improving the free open library
service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qualiza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by focusing on the protection of
citizens’ basic cultural rights and interests, innovation of library development model,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earning society. It also introduced dilemma faced by free open library services in detail, and finally proposed
innovation path well-directed by emphasizing reading behaviors, service quality, investment intensity, and public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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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免费开放服务质量变得日益迫切 [1] 。提高图书馆

如存包、办证、检索、借阅等基础性服务的水平。

免费开放服务工作，不仅能够提升广大读者朋友的

2 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的必要性

阅读体验，而且对于当前形势下图书馆的变革创新

2.1 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

发展也是一项举足轻重的工程。
1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视域下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

的变化

图书馆免费开放的服务对象是广大不同知识层
次的人民，人民作为社会的主人，享有公平的阅读
权利。对于公共文化，公民有权利享受文化成果，

与传统封闭式图书馆相比，图书馆免费开放服

参与文化活动，自主选择文化。不同文化的冲击和

务是更加便民惠民的改变，体现在服务对象、服务

影响，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公众

方式、服务范围 3 个方面。

所接受，他们开始认识到走进图书馆是享受文化权

1.1 服务对象

利而不是接受教育。免费开放服务能实现文化信息

伴随社会不断发展，图书馆的服务对象由过去

公平地为每一位公民服务，整个社会共同享用文化

的在校大学生以上的阅读人群，发展为 18 岁以上的

成果，确保社会公共文化的公开公正；能保障老少

成年人，后又更改为 16 岁以上，再到建立少年儿童

边穷地区、生活困难群体、残疾人及弱势群体获取

图书馆。如今，随着取消普遍安装在图书馆入口的

知识的权利；能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实现。

门禁系统和刷卡装置，免费开放服务使图书馆向无

2.2 创新图书馆发展模式

障碍和零门槛方向发展；降低了入馆繁琐程度，为

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打破了封闭式图书馆的

部分社会人士提供了契机，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包括

垄断，刺激了读者追求更公平、更优质的阅读需

了老年人、残疾人，农民工、拾荒者等特殊职业的

求，追求更好的服务和更高层次的阅读体验。传统

不同知识层次、不同民族以及不同国籍的全部社会

图书馆的僵化的运营模式已经不能满足新形势下读

[2]

人士 。

者激增的需求，面对严峻的形势压力和日益增长的

1.2 服务方式

读者需求，必须变革旧的经营模式，寻求发展新的

传统图书馆常采用以服务台为主的面对面的交

立足点，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流方式，但图书馆免费开放后，通过利用微信公众

基础公共服务包括免费办卡、存包、咨询、检

号、微博、手机应用程序（APP）等新媒体为主的

索、借阅等满足读者基本阅读需求的服务。而优质

线上沟通方式，实现了读者不到服务台就能解决问

的“新”服务主要包括用户信息采集，针对性图书

题的目标。线上沟通能缩短读者问题的解决时间，

推荐，微信、微博、APP 等新媒体电子图书的线上

提高读者的阅读体验。同时，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

管理服务，专业图书知识讲座，阅读区域划分和设

也为读者提供了流动服务、个性化服务等更具特

施建设，及后期服务评估、考核服务等为满足读者

色、更方便快捷的服务方式，如在城市中心人群密

更高层次阅读体验的服务[3]。

集地区开设流动借阅车队。以云南省保山市为例，

2.3 构建学习型社会的关键

我馆还加强与学校、医院、老年大学、老干中心、

学习型社会倡导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免费开

边防支队等有特殊需求人群的单位或部门协作，有

放服务满足了人们自主选择学习内容，自我知识层

针对性地将相关图书分批次、按时间流通给他们，

面的升值。零门槛的设置模式，使特殊职业的人们

以满足特殊人群对阅读的需求；将电子书借阅机安

有机会进入图书馆学习，保证了每位公民享受平等

装在市委市政府大楼、机场等人群高流动区域，为

的学习机会，保证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

读者提供便利，同时还增加了阅读量，提升了当前

图书馆免费开放是传播文化与大众知识的桥

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的质量。

梁，不仅为公众提供阅读的书籍和知识，更重要的

1.3 服务范围

是利用资源优势，宣传、引导公众形成学习价值

在免费开放的基础上，图书馆也更新了自身的

观。学历高低不能成为阻碍继续学习的绊脚石，自

服务范围，如开放更多优质图书、利用 APP 等新媒

觉主动地获取知识，更新自身知识，享受学习带来

体上传电子图书、进行场馆区域的合理划分、根据

的乐趣，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图书馆是公众最

读者的年龄和知识层次进行专业指导、开展公益性

理想、最平等的终身学习场所。图书馆为读者提供

图书知识专题讲座等。另外，图书馆也注重提高对

免费开放服务的过程，也就是体现其社会价值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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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是任何学校都不能替代的。通过图书馆的终

题没有及时解决，专款不能专用，导致监管工作停

身不断学习，有利于公众提高文学素养，实现文化自

留在面子上，服务质量大打折扣。

觉，提高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豪感，进而

4

推动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的创新发展路径

3 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面临的困境

4.1 提高自身修养，规范阅读行为

3.1 读者知识层次不统一，阅读行为不规范

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视域下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

读者作为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的最大受益者，

图书馆免费开放降低了门槛，向全社会打开大

应切实规范自身阅读行为，提高自身素质。在日常

门，自主选择阅读书目，享受知识和文化的熏陶，

生活中，注意学习公共场合的行为规范，自觉学习

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知识阶层的群众均进入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从点滴

图书馆进行自我学习升值。但随着读者的不断增

小事中学习优秀的传统，做到个人素质的提升。同

加，部分素质较低的的读者在图书馆食用食品，大

时，应仔细阅读和学习进馆须知，了解基本注意事

声喧哗打电话，长期占位或从事无关读书学习的事

项，遵守图书馆规章制度，注意自身形象。馆场

情，也有部分读者恶意损坏图书，损坏公共物品如

中，尊重他人获取文化的权益，自觉为他人着想，

检索机器或借阅机器，甚至借阅图书后逾期不还，

不歧视弱势群体，自觉维护图书馆的安静氛围，正

不仅影响了他人的阅读体验，甚至严重影响了整个

确使用公共基础设施，借阅图书时保证不恶意损坏

[4]

图书馆的服务质量 。

并按时归还[6]。

3.2 管理人员素质不达标，服务机制不健全

4.2 转变服务理念，提高服务质量

免费开放服务带来读者激增，读书、借书的需

服务人员首先要完善服务的细节，整合图书资

求量增加，激增的服务压力对于图书馆服务人员的

源，加大免费图书的市场投入，对不同层次的读者

素质也是一项巨大的考验。面对良莠不齐的服务对

进行信息采集，分析其阅读习惯，进行图书的推荐

象，图书馆服务人员除了需要具备基本的服务知识

和讲解。利用已有的资源对专业的图书知识进行讲

和服务理念外，还需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专业的

解和宣传，满足低层次知识群体的阅读需求。其

图书知识。但在实地调研时发现，一些图书馆服务

次，充分利用微信、微博、手机 APP 等新媒体开展

人员存在对文献资料的分类编目和采购、图书的基

线上服务工作，推动图书馆服务范围和服务方式的

本借阅流程、图书的清理防潮工作、借书卡的办理

不断扩大和优化。另外，合理的配置内部资源，制

和挂失等程序了解不专业，态度不友好，问题解决

定新的工作管理计划和实施方案，保障其他基础服

[5]

不到位等问题 。面对大量的读者用户，图书馆内

务的有序开展。最后，可以建立相关服务人员的奖

部服务机制不健全，服务人员数量不达标，更不能

惩机制，让读者对服务人员的服务进行评估考核。

唯才是用，缺乏专业的管理和职责分工，出现一人

4.3 认真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加大投资力度

多用、权责不分的情况，造成图书馆内部运营管理

政府的支持和管理是图书馆提升免费开放服务

不善，服务质量较低。

的坚强后盾力量，面对免费开放过程中出现的问

3.3 政府监管力度不落实，资金支持不到位

题，国家不仅要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同时要加大

政府是图书馆免费开放政策的倡导者。近年

政府财政拨款，加大投资力度。2017 年以前仅是各

来，政府出台了大量与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场所等

个省市规定的一些相关管理条例 [7] 。目前虽然已经

硬件建设相关的政策文件，对其建设要求、组织机

出台了能够保证图书馆免费开放权益的法律法规，

构、人员构成和经费安排等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图

如 2017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

书馆免费开放作为一项保证全体公民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保障法》和 2018 年 1 月 1 日施行的《中华

的惠民政策，在实际的开放过程中，图书的更新及

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但由于施行时间还不

修复、场馆基础设施的维护管理、管理人员的工资

长，贯彻执行力度还不够，效果还不明显。相信图

等都需要国家财政的支持。但就目前情况看，政府

书馆免费开放在明确的法律法规制度保证下，将朝

资金到位不及时，图书馆后续工作开展缓慢，影响

着更加规范化、法制化方向发展。

了服务质量。其次，在部分图书馆免费开放的实际

同时，在图书馆免费开放过程中，图书的更新

运行中，政府监管力度不落实，对于实际出现的问

和修补、基础设施的维护、公共服务区域的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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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服务的开发管理均需要大量资金做支撑。政府

液，创造新动力；广泛发动全体社会力量，提高各

财政拨款虽然在相关法律法规中也有提及，但地方

社会力量的主动性、创造性，形成一股社会合力，

财政紧张，投资力度有限，在保障了基本的免费开

不仅能够帮助解决图书馆开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

放经费后，购书经费捉襟见肘。以保山市为例，全

题，而且对于创造一个公平的文化环境，帮助实现

市共 有 公 共 图 书 馆 7 个 ， 2018 年购书经费总额

公共文化均等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43.5 万元，平均 6.21 万元，除市级图书馆外的其他

5 小结

5 个县级馆及 1 个乡村图书馆中，仅有 2 个县级馆

虽然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面对着巨大的挑战，

分别有 6 万元和 2.5 万元经费。政府应加大对公共

开放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但未来发展的前景一

文化服务的财政拨款，参考不同省市图书馆免费开

片光明。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是惠及全体人民的举

放的具体资金需求，实地考察，合理分配，并加大

措，它保障了公民基本的文化权益、创新了图书馆

对资金流向的监管，做到合理利用每一笔款项。

发展的新模式、推动了学习型社会的构建。要协调

4.4 凝聚社会力量，营造公共环境

读者、图书馆、政府和社会力量，推动图书馆免费

图书馆免费开放服务惠及全体人民，需要企业

开放服务的开展与创新。

单位、高校及公益组织等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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