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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终生学习背景下高校图书馆
社会化服务职能的延伸与拓展
白瑞明
忻州师范学院，山西 忻州 034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终身学习理念深入人心。高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信息资源，其社会化职能
的延伸和拓展将成为必然趋势。全民终生学习背景下，高校图书馆具有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必要性，其服
务内容包括服务对象社会化、服务内容社会化、服务功能社会化。而思想观念、管理体制、知识产权及
经费等问题制约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开展。应当从构建馆际联盟、建设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对
社会读者进行信息素养培训、提供深层次信息服务等方面，构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职能的延伸与拓
展，更好地满足社会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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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Social Service Functions of Libra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felong
Learning for the Whole People
BAI Rui-ming
(Xinzhou Teachers University, Shanxi, Xinzhou 0340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the concept of lifelong learning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hearts of
the people.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rich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ir socialization functions will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lifelong
learning for the whole people,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the necessity to carry out social
services. The services include socialization of service objects, socialization of service content, and socialization
of service functions. Problems such as ideological concepts, management systems,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funding have constrain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services in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social service function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be
constructed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an inter-library alliance, building a local document characteristic
database, conduct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training for social readers, and providing in-depth information
services, in order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readers.
Key words: lifelong learning for the whole people;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cial services;
functions
全球经济化及终身学习理念不断发展，我国在

学习的不断普及及终身教育、成人教育的兴起，高

发展中不断与国际接轨，高校图书馆在构建和谐、

校图书馆能够在知识资源、人才资源等方面做好相

学习化社会中有必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随着全民

应的支持。高校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中心、知识
的传播中心，除了向科研人员提供相应的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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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向社会读者提供相应的信息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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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以此更好地发挥高校图书馆的作用 [1] 。高校图

社会化。不同层次、类型的用户对信息的需求也会

书馆开展社会性服务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有一定的差异，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在发展中能够

面向社会进行服务是高校图书馆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服务对象进行研究，掌握其信息需求特点。此

1

外，根据高校图书馆的覆盖范围、用户群体的分布

全民终生学习背景下高校图书馆拓展社会化服务

职能的必要性

等来确定自身的发展规模。从服务对象的范围来

1.1

说，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要做到服务对象的平

建立学习型社会的客观需要
随着时代的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促进人们

等化对待，使得每个人都能够享受到高校图书馆的

全面发展是时代赋予的最新理念。终身学习理念的

服务。对于服务对象的范围，要尽可能涉及到多个

实施不仅在于学习者能够主动积极的进行学习，还

方面和多个行业，以此更好地促进高校图书馆社会

在于教育机构或者是非教育机构的积极参与。高校

服务的延伸和拓展。

图书馆作为人们终身学习的重要场所，可以为人们

2.2 服务内容社会化

提供相应的文献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学习型社

随着社会化服务的延伸，要求高校图书馆在发

会的发展。高校图书馆本身馆藏资源丰富，要不断

展中不仅做到服务对象社会化，还要做到服务内容

拓展其社会化职能，向读者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

的社会化。高校图书馆是为科研、教学服务的，科

以便更好地促进学习化社会的发展。通过高校图书

研工作开展中的选题、信息资料的收集整理等都是

馆社会化服务的延伸和拓展，使得更多的用户了解

重要的步骤。但是，社会读者对信息资源的需求比

到高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相关信息，极大地提升高

较广泛，不同用户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也不尽相同，

校图书馆信息资源的利用率。

这就需要高校图书馆能够了解用户的信息需求，用

1.2 高校图书馆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

户对信息的接受能力等，为用户提供更为准确的信

社会化职能的延伸和拓展也是高校图书馆自身

息服务。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会涉及到社会生活

发展的需要。当前很多高校图书馆都不断向社会开

的方方面面，如政府部门需要了解掌握人们所需求

放，不断进行社会化服务的尝试，拓宽自身的社会

的信息，将这些信息作为参考以作出科学决策；企

化服务职能。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不断发

业在发展中对于产品的开发、研究等，需要相应的

展，高校图书馆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发展，要将社会

信息资源；农业部门调查农业知识的普及、居民生

化服务作为其自身的客观需求，发展中不断完善自

活水平的提高等都需要用到高校图书馆的信息资源

身社会化管理机构，以便更好满足用户的需求。

等等。这就为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提供了较好

1.3

的发展机遇。

完善自身职能的客观需求
高校图书馆在发展中除了作为信息公路的浏览

2.3 服务功能社会化

车之外，还要做好重要的科研基地，不仅做好科研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延伸和拓展，能够摆

服务，还要做好相应的学术交流工作。当前高校图

脱其在发展中的功能限制，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向

书馆的社会化职能一般是对人类文化遗产进行保

更多的社会读者开放，更好地满足他们对信息的多

存，开展相应的社会教育，对科学情报进行传播交

元化需求，发挥高校图书馆在人们进步、终身化学

流，开发相应的智力资源等。高校图书馆通过开展

习中的作用。高校图书馆可以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

社会化服务，不断完善其职能，做到资源全民共

提升竞争力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撑，同时也可以为社

享。在社会化服务的延伸和拓展中促进自身体系的

会和谐进步提供相应的知识、人才，使得高校图书

完善构建。

馆成为终身化学习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高校

2

图书馆在传承文明、提高全民素质、建设学习型社

全民终生学习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基

本内容

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1 服务对象社会化

3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延伸和拓展是不断拓
宽自身视野，将自身的服务对象不断社会化，更多

全民终生学习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制

约因素
3.1 封闭的思想观念束缚社会化服务的开展

地向社会读者延伸，使得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能够延

随着社会的发展，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发展理念

伸到各个角落，充分体现出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的

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但是思想观念相对滞后，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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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高校图书馆经营观念相对落后，市场竞争

业发展的经营目标，通过信息技术或者其他方式进

力比较弱。高校图书馆管理者受到传统观念的影

行信息沟通，对数据进行采集、调研等，以此为企

响，将自身发展定位为仅仅是提供信息服务，并不

业提供信息平台，可以为企业建立专门的数据库，

愿意参与到社会服务中。管理者对高校图书馆社会

以此为企业发展提供相关的信息资料，可以对研究

化服务延伸和拓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政策的引

课题进行跟踪，对情报进行咨询，以此满足企业对

导和认识方面都比较欠缺，社会化服务的管理机

信息的需求。通过学校、政府、公共场合、企业等

构、组织机构等都不够完善，没有专门的社会管理

的通力合作，更好地推进信息资源的共享。

人员，从而导致社会服务不能得以延伸和开展。

4.2

3.2 管理体制阻碍社会化服务的进行

济的发展

构建地方文献特色数据库，促进本地文化和经

当前高校图书馆管理制度的设置还存在很多不

每个高校图书馆都有自己的建设历史和特色，

适宜社会化发展的情况，社会化服务的开展面临新

高校图书馆在发展中可以根据自身的馆藏文献、网

的形势，服务对象复杂化、多样化，服务流程也比

络或是私人的信息进行收集并纳入到自身的文献资

较繁琐，而没有比较完善的管理制度，就不能很好

源中，以此构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献资源数据库，

地开展社会化服务，也就不利于高校图书馆的持续

为用户提供更加及时、便利的信息服务。地方政府

健康发展。

要支持高校图书馆建立符合自身地方特色的馆藏资

3.3 知识产权问题影响社会化服务的速度

源，为学者提供研究文献资料，也可以给本地的发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进程中，对读者提供文

展带来更多的机遇。通过建设好特色地方资源数据

献资源或是信息咨询，会涉及知识产权方面的问

库的方式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题。特别是处于当前网络信息环境下，高校图书馆

4.3 加强用户信息素养培训，树立良好社会服务形象

在信息资源的提供、传播等方面都会涉及知识产权

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化服务，高校图书馆可以

的问题，需要完善相关制度，辅助高校图书馆社会

定期开展相关的专题讲座，提升用户的信息意识和

化服务的延伸和拓展。

使用信息的能力。开展相关的社会化教育培训，不

3.4 经费短缺使社会化服务底气不足

仅能够提升用户对信息的使用效率，还能够极大地

社会读者对高校图书馆参与社会化服务抱有很

扩展高校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力，为自身发

大的期待，但是由于政府对高校图书馆的财政投入

展树立良好的形象。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要在了

较少，加之高校图书馆能够自筹的资金也较少，这

解用户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使

就导致高校图书馆能够配备的软硬件资源较差，不

得用户能够在培训时真正解决自己在信息检索中遇

能及时满足社会读者对信息资源的需求，也就极大

到的问题，以促进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延伸和拓

地阻碍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开展。

展。

4

4.4

全民终生学习背景下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职能

延伸与拓展的途径
4.1 构建馆际联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

提供深层次信息服务，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
高校图书馆对资源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可以建

高校图书馆在发展中要做好与其他高校图书

立专门数据库，为社会读者提供具有层次性、专业

馆、社区图书馆等馆际联盟，提供发展方案咨询、

化、个性化的服务；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的延伸和

图书转借、信息资源共享等服务。高校图书馆在发

拓展还要能够提供科技信息咨询、馆际合作，实现

展中要建立服务网站，通过各种辅导班、培训班、

资源共享，以此更好地促进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

学术报告等活动形式，使得更多的人们认识到高校

提升，推动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进程。

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不断拓宽自身信息服务范围。

5 小结

此外，高校图书馆在发展中还可以委派志愿者到社

随着社会化服务的拓展和延伸，高校图书馆要

区开展信息文化相关的公益活动，通过对人们开展

不断提升自身提供信息资源的能力，为社会读者提

有针对性的教育讲座，以此提升其利用高校图书馆

供高质量的服务。终身化学习背景下，高校图书馆

信息的能力，促进公民文化素质的提升。高校图书

还要不断探索社会化服务延伸和拓展的途径，以更

馆还可以向企业提供相关的竞争情报信息，根据企

好地满足社会读者对信息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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