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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城市图书馆
信息联盟建设研究
王月堂
马鞍山市图书馆，安徽 马鞍山 243000
摘要：文章介绍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下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的可操作性及其发展趋势。从信息
联盟组织管理协同发展、信息联盟专业资源有效聚合及信息联盟公共服务效率提升 3 个角度，探索了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下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的模式，并提出建议：秉持公共文化服务理念、探索多样化
信息联盟渠道，依靠数据技术手段、整合复杂化专业信息资源，搭建智能服务平台、制定个性化信息服
务模式，完善技术监督管理、提升多维化信息联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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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d the operabilit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alliance of urban libraries under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It also explored the mode of
construction of information alliance of urban libraries under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from the three
perspectiv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alliance, effective
aggregation of professional resources of information alliance, and improvement of public service efficiency of
information alliance, and made suggestions: following the public service principles, exploring diversified
information alliance channels, relying on data technology means, integrating complex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building intelligent service platform, developing personalized information service mode, improving
technical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and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multi-dimensional information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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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在城市的发展过程
中，要充分利用各项资源，合理利用基础设备，进
[1]

对面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
设进行了研究与探讨。

一步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图书馆是大量信息

1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的可操作性

的重要集散地，提供公共服务是其发展的目标要

1.1

求，因此促进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有利于让

图书馆发展

信息联盟式建设符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城市

图书馆的信息、知识、资源得到高效的再生利用，

信息联盟主要是指以城市图书馆发展需求和服

让技术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完美地嵌入图书馆服

务大众利益为基础，以提升信息资源服务效率为目

务体系中，使图书馆知识服务的专业程度越来越突

标，通过多种多样的管理模式、技术手段，实现公

出，满足用户多样化需求的理念越来越明显。本文

共资源的优势互补，使数据资源更好地融入图书馆
服务之中的组织集合范式 [2] 。它建立在科技革命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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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的时代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公共文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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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升大众素质过程中的作用越发明显。
另外，信息联盟组织具有一定的特征，如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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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先进服务理念的指导，使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与
大众多样化需求相结合，进而改革和完善图书馆的

之间的差异性、知识内容的复杂性及共同发展的协

文化服务职能，为提升全民族文明素质搭建平台。

同性。联盟将可靠的、有效的信息资源进行准确地

2.2 服务内容多样化

汇总，通过城市图书馆平台传递给大众，体现了城

不管是高校图书馆、企业文化部，还是城市图

市图书馆公共服务体系与大众素质提升之间存在的

书馆都具有为用户提供服务的功能。在新时代的发

密切联系，并推动其协同发展。

展中，大众不再只关注物质层面的需求，越来越多

1.2

的人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更高境界。因此，在图书

图书文化发展的共性奠定了城市图书馆信息联

盟的基础

馆发展中建设信息联盟，为大众提供的服务更加完

图书馆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就是满足用户需

善，知识信息的来源更加广泛，图书的质量和内容

求，为用户提供文化服务。城市图书馆的建设规模

更加高层次。另外，由于时代不断变迁，大众心理

在一定层次上与用户的满意度是分不开的。而用户

诉求多样化发展，使得城市图书馆不再仅仅关注大

的满意度又得益于图书文化的丰富性。因此构建信

众对纸质图书的满意度，还增加了电子图书的使

息联盟组织，有效汇集多方渠道的信息，为图书文

用，让更多的人更加方便、快捷地享受公共资源服

化的充实发展提供前提条件，让城市图书馆的文化

务。例如，为工人的实践操作提供理论上的指导，

服务、文化理念有所改善和发展，令图书信息整合

为师生提高学术素养提供专业性知识帮助，为企业

和检索能力逐渐提高，只有这样才能让资源更加丰

转型发展提供经验教训，为农产业、畜牧业发展给

富，有利于城市居民开阔眼界，提升自我知识涵养

予有价值的参考建议等，城市图书馆的服务内容越

水平，从内心深处增强文化自信，为城市发展贡献

来越多样化发展。

自己的一份力量。

2.3 服务方式多元化

1.3

信息技术发展为图书馆文化服务和信息联盟协

同共进提供支撑

科技使得知识创新性发展不断突出，信息变革
速度越来越快，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正是在这样的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的建设建立在技术创新的

背景下兴起的。随着时代的变革，信息联盟建设更

方式方法上。利用创新的信息技术扩展图书馆知识

需要实现升级。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的作用主要表

服务的范围，提升图书馆知识服务的效率，易于用

现在：资源汇集，内容丰富而全面；服务管理模式

户掌握多样化、多层次的知识、资源和信息，通过

先进，便于用户共享资源、充分学习和利用文化知

信息联盟方式，让图书馆信息更加全面，有益于用

识。因此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城市图书馆的

户查找到适合自己的信息知识。为了进一步将信息

服务方式也日趋多元化，如虚拟平台、智能设备、

联盟建设应用于城市图书馆之中，进而推动文化资

微信微博等网络传播媒介，不仅使图书馆现有资源

源与信息交流的平衡、协调发展，就必须更加有效

得到丰富发展，而且也提高了馆员的服务能力和技

地推动信息技术在图书馆中的运用，让创新技术、

巧，使得服务更加人性化、大众化。不仅提供线下

网络平台、微博媒介等融合多方资源，进而使城市

图书的咨询服务，也开展了线上的知识、资源的交

图书馆更好更快地发挥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

流服务，不仅有纸质图书的订阅浏览，也增添了电

2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的发展趋势

子图书的资源共享，服务方式的多元化发展使得大

2.1 服务理念先进化

众更加享受图书带来的乐趣。

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发展。而信息联

3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的模式
3.1 信息联盟组织管理协同发展

盟是基于图书馆服务理念的先进性特点创立的。为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的建设和对大众服务的完

了使全体大众能够在工作、学习中得到愉悦和放

善发展具有密切的关联性。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的

松，让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相互均衡发展，城市图

组织来源广泛，如汇集高等院校图书知识、企业内

书馆要顺应时代的潮流，改革或者消除原有传统服

部有效资源、社会组织成员信息等，同时与城市公

务理念的弊端，为城市图书馆添加新元素和新内

共图书馆开展信息合作交流活动，让社会各组织能

涵。在时代不断变迁、信息不断更替的趋势下，依

够共享资源和信息，实现协同发展。不同组织的内

2020 年 12 月第 44 卷第 6 期

中国中医药图书情报杂志

• 31 •

部可定期开展相关活动，例如对管理人员进行培

城市图书馆发展的原有基础上探索多样化的信息联

训、各组织分享服务管理的经验、共同探索实现城

盟渠道，以此来提高公共服务效能。利用企业、社

市图书馆转型的方式方法等活动，有助于为图书馆

会团体、高校等不同的信息、资源、知识，通过一

的合理发展提供有效的参考意见，让信息联盟的益

定的智能手段，创建信息知识库，在信息知识库中

处更加凸显，即管理流程、服务操作、大众获取等

汇集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类型的知识资源，

举措协同发展，信息资源系统化完善。这不仅是组

使内容丰富而又具体，这样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图

织与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也使组织内部之间形

书馆提供了新的信息联盟和资源汇总的渠道。用户

成友好的协作交流模式。

利用网络平台，通过线上查找自己所需要的专业知

3.2 信息联盟专业资源有效聚合

识，在资源信息库中进行整合，满足文化需求。

城市图书馆服务的范围较广，比高校、企业、

4.2 依靠技术手段，整合复杂专业信息资源

社会组织等图书馆的服务基础设施全，一方面城市

技术创新手段在各行各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

图书馆汇集来自四面八方的有效信息资源，其中包

突出，为推动城市图书馆信息内涵的继续丰富和完

括社会组织、企业等机构，因此，针对广大用户各

善，必须依靠数据技术手段确保信息的精细化和深

种各样的知识诉求，在内容、方法、模式方面尽可

加工处理，从而更好地满足新时代大众多样化的需

能地要优化完善；另一方面，城市图书馆作为基础

求。依托互联网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依靠智能技

设施，在新时代潮流中，在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术，汇总丰富的线上线下资源，对复杂的知识信息

智能筛选、动态发布等方面加大技术手段，如智能

进行筛选，将符合时代潮流、大众需求的资源进行

机器、网络平台等的应用，更加推动了图书馆信息

深入挖掘，形成精细化的学科知识，进行动态数据

联盟过程中专业资源的有效聚合，实现了让资源、

的资源整合，凸显城市图书馆服务的全面性特点，

信息、知识更加专业化、精细化的分工，从而提升

赢得大众信赖，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广大用户对图书馆的利用效率，让城市图书馆进一

4.3 搭建智能服务平台，制定个性化信息服务模式

步发挥自身的价值。
3.3 信息联盟公共服务效率提升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应该以“凝聚、分享、赋能”
为服务目标，让智能化、信息化方式贯穿其中 [3] 。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最重要的目的是满

作为图书信息专业化、精准化的优良平台，通过线

足用户各式各样的人文诉求。传统图书馆的文化服

下阅读资讯服务、线上交流、信息对接、馆员培训

务模式在时代的发展中越来越凸显出服务理念落

等多种形式的活动，搭建智能交流平台，共同促进

后、服务方式单一、服务人员素质有待提升等问

城市图书馆服务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与升级。利

题，所以当前在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要着

用信息化的智能平台，为用户制定一系列个性化信

力改变以往的落后观点、发展理念及人员分配不合

息服务模式，方便读者阅读书籍、查阅文献等，从

理等问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提升资源知识汇

而进一步促进城市图书馆服务流程的再造与转型，

总的效率，满足大众的专业诉求，进一步推动城市

为信息联盟建设打好群众基础，让大众在图书馆智

图书馆公共服务效率的提升。创造一个有用的空

能化的发展中享有专业性、可靠性的服务，切实从

间，让用户需求的满足与内部人员能力的提升都能

内心深处对城市图书馆具有依赖感、信任感，在发

有效实现。使城市图书馆的服务功能更加凸显，效

挥图书馆基本服务职能的前提下，为实现其可持续

能得到充分发挥，为自身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为

发展做充足的准备。

大众素质的提升提供平台。

4.4 完善技术监督管理，提升多维化信息联盟效率

4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的建议

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需要运用技术方式继

4.1 秉持公共服务理念，探索多样化信息联盟渠道

续完善，确保数据安全。为防止出现信息泄露问

城市图书馆在发展过程中，一定要秉持为公共

题，图书馆在应用大数据过程中，要建立一定的动

服务的理念，让这种先进的观念推动其进一步建设

态监管体系。使得用户线上查询过程中信息安全得

与完善，为实现社会和谐、大众全面发展奠定基

以保护，同时图书馆的数据也能得到有效监管。将

础。因此城市图书馆信息联盟建设具有可操作性和

图书信息的操作流程运用智能手段、技术方式给予

现实价值。然而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应该在

监督和把控，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信息网络依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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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屏蔽，避免用户在阅读电子图书时造成信息泄

而完善城市图书馆的服务模式，改进图书管理方

露。在利用多组织、多渠道整合信息资源时，制定

式，通过多方面、多组织、多渠道增加图书信息的

科学的数据管理策略，提升多维化的信息联盟效

广泛性、专业性和丰富性，变革技术手段，搭建智

率，对用户信息进行保密，这样既有利于大众分享

能平台，打破图书馆原有服务模式的弊端，为城市

和交流信息，实现资源共享，让城市居民能够方便

图书馆成熟化发展奠定基础。

快捷地利用图书资源、信息、知识，同时也创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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