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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案例分析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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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案例进行了研究，阐述了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内涵，从服
务思想、法律制度、服务程度、服务方式 4 个方面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进行了剖析，总结经验，并
从更新服务观念、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拓展社会化服务范围 3 个角度提出了促进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
务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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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Analysis and Enlightenment of Socialized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PENG Wei
(Institut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f GUET,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studied the cases of socialized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pounded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ized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d socialized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four aspects: service thought, legal system, service level,
and service mode, summarized experience, and proposed the enlightenment for promoting the socialized
services of librarie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pdating service concepts, constructing
a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and expanding the scope of socialize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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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成为信息弱势群

员，该实现过程称为社会化。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

体、知识资源贫乏者获取知识资源的主要方式。伴

服务内涵可以界定为：高校图书馆积极参与社会工

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化服务理

作，以教育读者、普及知识、推广文化为核心推进

念”在我国各个高校落地生根，成为高校向外拓

社会发展的过程。传统高校图书馆主要承担服务师

展、满足信息弱势群体知识学习需求的主要方式。

生读者的责任义务，辅助师生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案例进行梳理，分析其所

但服务范围只局限于校园内部，不向校外读者提供

取得的成就，对构建科学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具有重

服务。这种封闭化的服务模式和单一的服务方式使

要参考价值。

高校图书馆服务内容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在信

1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内涵

息技术的引领下，众多高校图书馆接入到互联网

关于社会化的解释，学术界较为主流的观点

中，各种信息资源也借助信息网络广泛传播。这也

是：社会化是指自由个体经过社会团体活动，了解

就说明，网络环境下高校图书馆突破了时间、地点

社会准则，符合社会规范，逐渐成长为有担当能

限制，依靠互联网系统使自身服务职能与社会各学

力，积极承担社会职责，履行社会义务的社会成

科领域结合起来，在面向本校师生开展知识服务的
基础上，将知识服务系统与社会科学网络对接，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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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会成员开展社会化知识服务，增加社会读者的

项目（2019KY1040）

知识来源渠道。由此不难看出，高校图书馆通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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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组织方式、技术手段开展社会化服务，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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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更多社会读者信息资源共享的需求，还可以提高

样可以在图书馆内阅读书籍，可以使用图书馆内的

自身的服务能力，帮助更多读者便捷高效地获取信

硬件设施、软件资源，甚至可以免费享受图书咨询

息资源。

服务，未成年人也可以在监护人陪同下到汕头大学

2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案例

图书馆查阅文献[8]；广州大学在 2000 年初也开展了

进入 21 世纪以来，推进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

社会化服务，图书馆内的文献资源全部采用开架管

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内容，教育部于 2002 年颁布

理方式，面向社会各领域读者全面开放，任何读者

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修订）》第 34 条指

凭借个人身份证件均可在图书馆免费阅读书籍；

出，“高校图书馆应尽快完善服务体系建设，优化

2005 年浙江省教育厅携手浙江省图书馆联合会共同

馆藏资源配置，为全社会读者提供高效的知识服

推进浙江本省的高校图书馆向社会民众开放，众多

[1]

务” 。普通高校已经把“面向社会读者的知识服

高校图书馆纷纷做出响应，向公众开放图书馆，并

务”作为自身资源开放体系建设的重点内容，并把

提供图书借阅、阅读指导、知识咨询等服务，由此

社会化服务能力作为图书馆知识服务能力评价体系

受益的读者高达 70 万人次[9]。如重庆工商大学，在

的重要参考指标。2007 年，在武汉举办的中国图书

学校成立之初其图书馆就围绕自身的办学思想，以

馆会议就高校图书馆社会化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研

全民阅读理念为指导，找到了社会化服务路径：

[2]

[3]

究 ；高仕建等 2010 年发表的《论高校图书馆科

⑴本校师生及校区周围居民可凭有效身份证件到学

技信息服务社会化——武汉大学图书馆的实践》一

校图书馆借阅图书文献；⑵对所有读者一视同仁，

文，对武汉大学图书馆职能强化、社会化服务、知

任何居民在校图书馆享受同等权利与义务；⑶无论

识挖掘等方面进行了梳理，及为各行业学科专家提

是本校师生还是校外读者都可以借助有效的电子证

供知识服务情况进行了介绍；上海复旦大学在服务

件通过互联网终端进入本校的数字图书馆；⑷任何

本校师生的过程中也逐步为本市读者提供专业的信

读者都可借助本校的阅读借阅平台免费获取资源。

[4]

息情报服务 ；近年来北京地区的高校图书馆在提

同时，重庆工商大学还根据自身的学科优势，面向

高自身服务能力的基础上逐步向社会读者开放，并

读者推出了阅读借阅平台，为有困难的读者提供阅

为一些社区读者提供专业的馆藏资源服务；广州中

读服务支持[10]。

山大学图书情报中心与美国专业出版机构合作，利

3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分析

用互联网建立多种信息资源库，针对本校师生及各领
[5]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形式主要是面向社会

域专家学者提供专业的文献查询及科技查新服务 ；

读者进行馆藏资源开放，提供知识咨询、阅读指导

烟台职业学院向本地的社区、企业、农村逐步开

等服务，并形成相对完整的服务体系。因此，需要

[6]

放，建立互联网知识共享平台 ，将知识资源向社

从服务思想、法律体系、服务程度、服务方式等方

会读者全面输出。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过程也是

面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知识资源面向大众输出的过程，尤其是对当前建设

3.1 服务思想

“双一流”高校而言，其社会化服务过程也是服务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社会读者的过程。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作为国

反映其服务理念，坚持“阅读服务全民化”理念，

内顶级的高校图书馆，在 20 世纪初就与国家图书

使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面向公众开放，并依靠健全

馆、首都图书馆、首都博物馆开展合作，围绕北京

的服务体系、丰富的信息资源支持公众的学习研

市民的文化需求进行文化资源输出，其较为典型的

究，使高校图书馆具有与公共图书馆相似的特征，

是与首都图书馆合作，围绕首都市民打造精品图书

成为社会读者获取知识资源的重要渠道。上海复旦

项目，无论是北京本地的原住民或是来京务工人员

大学图书馆一直秉持“知识服务全民化”理念，重

[7]

都可以凭借身份证从线上图书馆下载文献资源 。

视图书馆教育功能的发挥，在为社会读者提供信息

同时，我国一些高校图书馆为了全面推进社会

情报支持之外，每年的寒暑假也会举办多种儿童读

化服务进程，提高自身的社会化服务程度，使用多

书活动，以此丰富儿童的生活；为了促进社会读者

种方式为社会读者提供社会化服务。如汕头大学向

高效获取知识资源，引导更多社会读者走进图书馆

民众免费开放图书馆，凡是汕头本地居民均可到图

学习知识，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还使用互联网技术

书馆借阅图书文献，社会读者不必提供任何证件同

建立了“公共资源中心”，借助手机 APP 和微信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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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平台为用户提供知识资源，使社会读者能随时借

题的知识服务活动，通过“文化进社区”“文化进

助智能手机便捷地阅读，高效地获取知识资源。从

家庭”等交流分享活动，使当地居民获得良好的文

上述这些内容来看，上海复旦大学图书馆服务思想

化熏陶[13]。

面向社会、面向社会读者，从社会读者的现实需求

3.4 服务方式

角度出发，开放馆藏资源、提供知识服务，具有了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方式不区分读者类型及

与公共图书馆相似的特征，即充分发挥图书馆的社

群体，其服务方式、服务内容是基于所有读者的，

会教育功能，依靠多种方法、多种手段满足社会读

不会因人而异。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都会在建立完善

[11]

者的知识学习需求

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后，根据读者需求办理借阅证，

。

读者不仅可以到图书馆免费阅读书籍，还可以外借

3.2 法律体系
高校图书馆向社会读者开放并提供多种社会化

书籍。同时，大部分高校图书馆都建立了馆际资源

服务项目，需要健全的法律政策提供支持，在科学

共享体系，通过资源共享能随时满足不同读者的阅

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的支持下有效开展社会化服

读需求，使读者便捷地获取知识资源。武汉大学图

务，能使社会化服务项目更加科学化、标准化、规

书馆在“阅读学习全民化”理念的指导下，不仅向

范化，实现更有效的社会化服务支持。我国教育部

公众免费开放馆藏资源，而且还根据读者需求建立

2002 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是我国

了“阅读共享平台”，并定期举办阅读交流会，为

第一部具有法律意义的促进高校图书馆实现全面开

没有时间或是工作繁忙的社会读者提供平台，使他

放的规程，对高校图书馆开放范围、开放模式、社

们随时在碎片化时间使用“阅读共享平台”阅读书

会化服务项目及为社会读者提供知识服务的方式都

籍，并定期与其他读者在线上分享阅读经验[14]。长

做出了明确界定。广州大学图书馆依照教育部颁布

江大学图书馆也是国内较早开展社会化服务的图书

的上述规程，面向广州本市市民及其他社会读者开

馆，该校不仅借助博客、微博、QQ 等社交媒体工

放了馆藏资源，并通过修订《广州大学读者管理办

具建立主题博客和知识共享平台，还为当地社区居

法》对使用图书馆的社会读者享受到权利及承担的

民建立了微信服务群，当地居民通过微信订阅平台

义务做出了明确界定；读者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要

和微信群就可以及时获取知识信息，图书馆方面还

自觉遵守图书馆管理条例，不得损坏书籍及公共设

提供专门的知识答疑服务，方便社区居民有问题及

施，阅读过后的书籍要统一放置，获取专业知识资

时交流，通过知识咨询解决问题[15]。

源可通过图书馆客户端自助下载，需要专业的知识

4 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案例的启示

[12]

咨询服务可选择由图书馆员协助办理等

。

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经过多年的实践发展，
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基本构建了完善的服务体系，并

3.3 服务程度
目前，高校图书馆面向公众开展社会化服务非

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为了跟上时代的发展，满足社

常注重满足社会读者深层次的知识需求，读者只需

会读者越来越多元化的阅读需求，有必要通过更新

凭个人身份证件就可进入高校图书馆借阅书籍。很

服务理念、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使用先进技术拓

多高校图书馆不仅向本校师生、社会公众、学科专

展服务范围等措施，提高社会化服务能力[16]。

家开放，也向来旅游的外国游客开放，具有较高的

4.1 更新服务观念，开展多元化社会服务

社会化服务程度。汕头大学图书馆向社会读者免费

受传统服务思想影响，我国高校图书馆资金来

开放，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甚至国外游客都可以进

源大多依靠高校的行政拨款，首要任务是满足本校

入图书馆免费借阅书籍，获取文献资源；未成年

师生的知识服务需求，服务对象有较大差异。这是

人、老年人在监护人的陪同下也可以进入图书馆借

阻碍我国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进程的主要因素。

阅书籍。在汕头大学图书馆社会化服务中，社会读

虽然政府财政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资金来源，但高

者与本校师生享受同等的权利待遇，都可以免费使

校图书馆作为公益文化机构，不应该把不进行社会

[8]

用馆内的设施资源和阅读指导服务 。广西大学图

化服务、不服务社会读者作为借口。长期以来，一

书馆在“全民阅读”理念的指导下积极开展社会化

些实施社会化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并没有因面向公众

服务，在满足本校师生书籍文献借阅需求的基础

开放影响自身职能建设，反而通过积极开展社会化

上，也与本地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开展不同主

服务与读者建立了良好关系，拓展了资金来源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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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汇丰投资集团开展服

注、语义关联实现深层次知识共享，及时借助信息

务合作项目，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留学与获取专业技

终端为读者推送专题知识信息，使读者高效获取知

术材料，新项目包括共建馆藏资源数据库、国际期

识资源。

刊、国际期刊数据库等内容，不仅获得了资金来

5 小结

源，而且也为社会读者群体提供了多种社会化服务

通过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案例进行分析，

项目，值得国内其他高校图书馆借鉴。

发现面向民众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开放、提供更加

4.2

多元化的服务势在必行。在学习高校图书馆社会化

构建完整的社会化服务体系，面向读者提供个

性化服务模式

服务经验的前提下，应立足具体国情及各个高校实

高校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知识库，应以健全

际情况，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地推进社会化

法律制度体系为保障，为全面开展社会化服务奠定

服务。同时，图书情报界学者与政府有关部门可针

政策基础。高校图书馆在社会化服务方面应针对不

对高校图书馆社会化服务模式做进一步理论研究，

同读者群体建立个性化服务模式，除为社会公众提

通过相关立法、技术支持、政策保障等工作，促进

供必要的社会阅读、图书借阅服务外，还应增加有

高校图书馆实现更深层次的开放与更全面的社会化服

关科技查新、科研成果检索、数字知识文献获取等

务，满足社会读者越来越多元化的知识服务需求。

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加快有关信息更新及知识资源

参考文献

共享等内容建设，可以与企业深度合作，共同开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有偿社会化服务项目，在提高自身信息整合能力的

（ 修 订 ）》 的 通 知 [EB/OL].[2019-12-02].http://www.moe.gov.cn/

基础上，不断丰富馆藏资源，打造专业的知识服务
品牌。此外，高校图书馆有必要针对读者类型清晰
划分，确定不同读者的知识资源需求，针对读者的
个性化需求，有计划、有目的的开展社会化服务，
使用不同的渠道促进知识资源共享，逐步加强馆藏
资源传递，强化社会化服务能力。
4.3

使用信息共享技术拓展社会化服务范围，支持

读者在线学习
在互联网及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高校图书馆的社会化服务方式更为多元，不再
受时间、地点的限制，多维度开展社会化服务项
目。除传统的馆藏资源及图书馆借阅服务外，高校
图书馆还可以借助信息网络，将馆藏电子资源、数
字文献及开放存取资源进行整合、加工、发布、利
用，通过网络平台实现有效共享，并将高校内部的
数字教学系统及远程教育系统纳入到社会化服务体
系中，在做好重要文献资源版权保护的前提下，赋
予读者文献资源获取权，使读者通过互联网开放获
取高校图书馆重要文献资源。同时高校图书馆借助
信息网络还可以针对不同的读者群体提供个性化阅
读指导服务，满足读者在线阅读学习需求。
高校图书馆还应借助在线学习平台积极拓展社
会化服务范围，建立专业的知识题库及专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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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在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服务中的应用
王磊
长治医学院，山西 长治 046000
摘要：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为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带来新机遇，丰富了读者的阅读感知体验，强
化了用户的信息反馈，可以实现精准化信息推送。图书馆可以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智能语音合成，实
现大规模数据的智能化分析，研发智能阅读辅助设备，建构陪伴式阅读、自适应阅读、娱乐型阅读等多
样化的推广场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看，图书馆有必要建立科学的阅读推广机制，开发智能阅读推广平
台，培养专业的阅读推广人才。
关键词：人工智能；图书馆；数字阅读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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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of Libraries
WANG Lei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Changzhi 046000, China)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bring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in librari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nriches readers’ reading perception experience,
strengthens users’ information feedback, and can achieve precise information push. Libraries can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to achieve intelligent speech synthesis, intelligent analysis of large-scale data,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reading aids, and construct diversified promotional scenarios, such as companion
reading, adaptive reading, and entertainment rea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necessary for libraries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reading promotion mechanism, develop an intelligent reading
promotion platform, and train professional reading promotion talen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ibraries; digital reading promotion
人工智能是依托大数据的支撑，借助计算机对

读，如电子书、智能手机等。如今数字阅读成为人

人的思维和行为进行模拟的技术。作为计算机科学

们获取知识的重要方式，在地铁、商场等公共场

的分支，人工智能让机器变得更聪明，能够充满智

所，随处可见人们借助新媒体工具在线阅读 [1] 。凭

慧地开展工作，也成为各国实现科技创新的重要研

借信息搜索便利、存储容量大等优势，数字阅读给

究方向。目前图书馆中人工智能的应用较多，如图

传统纸质阅读带来巨大冲击，也迫使图书馆改变原

书上架、文献检索、信息咨询等，都可以借助人工

有的阅读推广方式，将关注点更多地放在数字阅读

智能提高效率。数字阅读即利用数字化设备进行阅

推广上。2019 年 3 月国家出台政府工作报告，要求
推进全民阅读，建设学习型社会 [2] 。在倡导全民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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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的背景下，图书馆不仅要吸引读者到馆借阅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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