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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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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区域图书馆联盟与信息援助模式的概念出发，分析了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
援助的优势，包括具有完善的联盟资源体系、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创新的协同服务及跨区域的合作；
也提出了信息安全存在隐患、联盟协同发展分散及资源管理有待提升等当前存在的问题；阐述了应从联
盟内服务发展、联盟外多方合作和联盟线上平台发展 3 个方面入手，不断完善图书馆联盟体系，以促进
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模式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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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formation Assistance Mode in the Collaborative Vision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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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oming Library, Maoming 525000, China)
Abstract: Starting from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and information assistance mode,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advantages of information assistance in the collaborative vision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including comprehensive alliance resource system, advanced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ve
collaborative services, and cross-regional cooperation; It also put forward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hidden
dangers in information security, decentralized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alliance and resource management to
be improved; It elaborated that the library alliance system should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ervice development within the alliance, multi-party cooperation outside the alli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nline platform of the allianc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assistance mode in
the collaborative vision of regional library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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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发展需要全面提高信息化程度，让信
[1]

群体或个人得到更好的信息援助，图书馆联盟也通

息涵盖整个社会领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在新

过信息援助扩大了其优质工作的开展。

的社会发展形势下，区域图书馆联盟形式产生并得

1 区域图书馆联盟与信息援助概述

以发展，打破了地域的限制，提高了信息资源的利

1.1 区域图书馆联盟定义

用效率，使资源能够更加优化配置。同时区域图书

区域图书馆联盟主要指：在一个地域范围内的

馆联盟协同也促进了信息援助的发展，让信息弱势

图书馆之间联系在一起，通过各家之间信息资源分
享交换及交流互补的方式，实现高效利用各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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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以提高图书馆服务水平的一种同盟关系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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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来说，就是在一个地域内各个图书馆之间形成

所趋，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对于信息援助模式的开

资源共享，从而促进信息资源的高效利用。这样既

展意义重大。不断完善的联盟资源体系、先进的现

有利于图书馆功能的扩大和实现，又有利于为广大

代信息技术、跨区域的合作优势、协同服务模式，

用户提供更好的阅读平台和信息资源。区域图书馆

都可以更好地为信息弱势群体进行信息援助。

联盟是新时代发展的产物，它更好地整合了地区图

2.1 完善的联盟资源体系

书馆的信息资源，使图书馆发挥更大的功能。
1.2 信息援助模式的概念

区域图书馆联盟资源体系是指区域内的多家图
书馆资源共享，信息互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

信息援助模式的建立也具有重要意义，不管是

高了图书馆服务的深度和广度。通过互联网平台，

明确的组织分工、广而丰富的信息资源库，还是先

读者可以跨馆查阅各种信息资源，在线远程获取区

进的科学技术和跨馆跨地区的合作，都是图书馆发

域内多家图书馆的馆藏，节省了查询获取信息的时

展的创新与进步，也是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突

间和成本。完善的区域图书馆联盟资源体系对信息

出象征。首先，信息弱势群体顾名思义就是在信息

弱势群体来说是有利的。

获得、利用等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或个人。准确地

2.2 先进的现代信息技术

讲即：由于生理、经济及信息素养等方面的原因，

随着时代的发展，互联网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在获得信息时存有阻碍的群体或个人。其次，信息

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内容，而互联网

援助模式就是帮助信息弱势群体去缓解影响获取有

也成为获取信息资源的主要途径之一。与传统纸媒

效信息的因素，为他们提供平台、技术、服务等，

为主的图书馆不同，区域图书馆联盟更趋向于信息

促使信息弱势群体或个人能够有渠道、有方法、有

资源的现代化、数字化，达到联盟内信息资源的交

能力去获得有效的信息资源。

流与分享，从而促进信息资源的优化分配。区域图

1.3 图书馆信息援助模式的发展趋势

书馆联盟的现代信息技术有利于在地域里创建信息

一直以来，国家和社会都很关心信息弱势群体

化和智能化的互联网平台，促进地域内图书馆信息

的发展，重视各方面对于信息援助模式的研究。关

资源的快速完整互补，信息援助模式的发展也需要

于区域图书馆联盟下信息援助方式的发展也越发成

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3]。

熟。影响信息弱势群体的主要因素有经济、技术、

2.3 跨区域的合作优势

教育和自身身体障碍 4 个方面。经济方面，例如没

在此之前，一方面，图书馆之间信息资源互借

有能力购买计算机、智能手机等查询信息的设备，

需要经过申请、审批等复杂的流程和形式，浪费读

不能网上支付信息费用、资料使用费等；技术方

者时间和精力；另一方面，受环境的影响，同一地

面，不会使用查询、检索功能，缺乏使用网络获取

域内的图书馆会有很多共性，信息资源储存上也会

信息的经验；教育方面，没能享受到良好的教育，

缺乏一些先进性。区域图书馆联盟的开展整合了地

没有得到过获取信息的专业训练等；自身身体障碍

域内的信息资源，先进的现代化网络平台也促进了

方面，例如在视觉或者听觉方面存在障碍等。对

不同地域间合作，使得图书馆的资源更加完善、更

此，图书馆努力做出相应的信息援助。例如：经济

有个性，信息资源储存技术的先进性，也为信息援

上，作为社会和信息弱势群体之间的纽带，积极倡

助模式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信息资源库。

导社会各界在信息获取上提供援助；技术上，图书

2.4 创新的协同服务模式

馆积极组织有关计算机操作和信息检索与查询的培

在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的发

训；教育上，联合教育机构提供有关互联网等方面

展建立在联盟协同服务基础之上。区域图书馆联盟

的学习；对于有身体障碍的信息弱势群体建立一些

吸收各家图书馆员工的特点，为图书馆创造互相借

特殊的信息获取渠道和场所，如音频查询信息平

鉴、合作的环境，每个参与者之间、不同地域之间

台、盲人阅读室等。由此可见，帮助信息弱势群体

都可以相互交流经验、信息互通。一方面，可以借

的最好方式，也是图书馆联盟协同下信息援助模式

鉴其他馆的信息资源和工作模式，不断地改进自身

的发展方向。

图书馆的缺陷；另一方面，联盟内人员之间可以相互

2 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的优势

学习技术，交流知识和信息，促进联盟内人员有效

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发展是图书馆发展的大势

信息资源获取的能力，推动信息援助模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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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面临的问题

成员资源互通，这就需要一个比较严谨和完善的网

3.1 信息安全隐患存在

络平台进行管理，与以往图书馆独立的管理有很大

帮助信息弱势群体获取有效信息是区域图书馆

不同。图书馆联盟的信息管理面对诸多考验，需要

联盟视域下信息援助的主要目标。虽然区域图书馆

提升资源管理能力。另外，区域图书馆联盟之间进

联盟有全面的信息资源库可以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种

行交流会产生很多零散的信息碎片，也会产生思想

信息资源，但是，对于不擅长查询信息资源的弱势

碰撞，要求具有更高资源管理能力的人去处理，区

群体来说，在查询资源时也伴随着信息安全隐患。

域图书馆联盟的资源管理还有待提升。

区域图书馆联盟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利用网络平台整

4

合一个地域各个图书馆的资源，相互分享借鉴，形

策略

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模式的构建

成庞大的信息资源库。一方面，信息弱势群体从中

区域图书馆联盟应从联盟内服务发展、联盟外

查询信息势必会利用计算机和网络，而不恰当的操

多方合作和联盟线上平台发展 3 个方面入手，不断

作很容易导致信息查询人的信息泄露，存在安全隐

完善图书馆联盟体系，促进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

患等问题。另一方面，多个图书馆之间信息资源库

域下信息援助模式的构建。

的发展合作需要网络和计算机的运行，由网络和计

4.1 馆内：整合有效信息，制定个性服务方案

算机构成的平台很容易出现运行安全问题，如黑客

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模式的构

冲击、病毒侵袭、加密威胁等。因此，在区域图书

建要从改变影响信息弱势群体的获取途径出发。首

馆联盟协同视域下的信息援助在信息安全方面存在

先，作为区域图书馆联盟要不断地完善馆内的服

隐患。

务，整合联盟内的有效信息，为每一位同盟成员提

3.2 联盟协同发展分散

供最优质的服务，为他们提供有深度、有广度的信

区域图书馆联盟是新形势环境下衍生出的一种

息资源库，为广大读者节省时间、金钱成本。其

发展模式，从目前的发展现状看，区域图书馆联盟

次，联盟馆内设置专门的信息检索咨询处，为每一

划分复杂多样，类型也各种各样。总体来说，区域

位信息弱势群体提供关于信息检索、计算机查询有

图书馆联盟还不够系统和完善，联盟协同发展还比

效资料的培训和帮助 [5] 。最后，制定个性服务方

较分散。从地域角度看，区域图书馆联盟分为地

案，这一方面主要针对有自身障碍的信息弱势群

区、国家和国际之间的图书馆联盟，区域的不同，

体，例如：设置专门的盲人阅读室，为有视觉障碍

所包含的图书馆及信息资源自然也存在巨大差异，

的联盟成员提供阅读便利；设置语音查询功能，直

不同的地方化分也会导致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的分

接语音输入要查询的资料，然后通过电脑程序将查

散。从组织形式看，有集中型、松散型和紧密结合

询到的资料阅读给读者；为有不同问题的联盟成员

型，不同的组织形式还对应着集中控制、松散控制

设立档案，针对不同问题的成员，提供不同的服

[4]

和等级控制的不同管理方式 。可见，区域图书馆

务，并整理信息援助对象对个性服务的反馈，研究

联盟的划分纷繁复杂，需要具体形式具体分析，而

反馈意见，以更好地完善个性化服务，推动信息援

这导致了联盟协同发展也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

助模式的开展。

使得联盟协同开展的体系不够严谨。另外，图书馆

4.2 馆外：依靠多方区域力量，提高服务水平

之间的合作也是多方面的，一个地域内的图书馆发

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模式的构

展各有自己的优势特色，图书馆之间的合作部分也

建不仅要注重馆内的个性服务建设，还要重视馆外

各不相同，从而导致联盟协同发展存在分散问题，

工作水平。区域图书馆联盟将一个地域内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库不够完善和系统化，进而对信

联系在一起，扩大了信息资源库，但是要避免资源

息弱势群体获取有效信息的援助就会存在问题。

趋于一致的现象。因此，要依靠多方地区的力量，

3.3 资源管理有待提升

加大地域间的联系与交流，相互补充，相互学习，

区域图书馆联盟是促进信息资源高效利用的形

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另外，针对信息弱势群体缺乏

式。因此，区域图书馆联盟最重要的就是资源的整

教育的问题，区域图书馆联盟要依靠多方地域力

合与共享，多家平台合在一起，每个信息资源库之

量，联系社会教育力量，共同合作为信息弱势群体

间既有联系又有冲突，通过互联网平台实现联盟内

开设计算机培训、信息查询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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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线上：搭建智能联合平台，优化资源配置
在区域图书馆联盟协同视域下信息援助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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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信息弱势群体提供更多、更有效的信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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