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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职能与大学生使用偏差的分析与建议
杜友桃，张永宁，陈菁菁，高华
南京中医药大学，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高校图书馆作为大学生的第二课堂，理应在学习生涯中发挥良好的教育职能，但是现实情况并非
如此，目前大学生对图书馆的利用与图书馆职能定位之间存在着巨大偏差。文章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为例，通
过问卷调查学生对图书馆的利用情况，分析图书馆功能定位与学生使用情况之间存在偏差的原因，并对如何
缩小这种偏差提出三点建议，以便进一步帮助大学生挖掘图书馆的深层次功能，提高和完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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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for Devi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Library Function and University Student Using
Du Youtao, Zhang Yongning, Chen Jingjing, Gao Hua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University library, as the second classroom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role in students’ learning life. However, the reality is not optimistic. There is a huge deviation
between university student using and library function orientation. This article set Nanji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an example to find the particular reasons for the deviation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ree
suggestions to narrow the deviation have been proposed, with a purpose to help university students use libraries more
effectively and assist them in improving and enhancing themsel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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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第一任校长戴维•乔丹曾经说

Sulliva 发表的报告提出“可以预见，学术图书馆将

“一个伟大的图书馆是建立一所伟大的学府的必然要

会独自死亡，且其作为高校心脏的作用也将会被世界

[1]

[4]

素” 。自从高校图书馆制度建立以来，一直承担着文

所遗忘”
，引发了有关图书馆“生死存亡”的大讨论 。

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储存、传播的职能，成为大学教

在此情况下，如何利用新技术带来的机遇，提升图书

学科研重要组成部分。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使

馆内涵建设，完善并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功能，帮助大

用情况不容乐观，据有关报道，我国高校图书馆借阅率

学生更好地利用图书馆，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重要问题。

[2]

不及日本的 1/10，不及美国的 1/20 。也有调查显示，
当前去图书馆“自习”的学生占大多数，竟达 90%以
[3]

上，这与图书馆基本功能的定位多少有些偏差 。
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传播媒介的丰富，图书馆
的传统功能正在经受巨大的冲击。2011 年 Brian T.

1

图书馆的职能
高校图书馆作为学校办学的三大支柱之一，其基
[5]

本职能是教育和情报 。一方面，图书馆拥有极其丰
富的馆藏资源，可为学生宣传、展示、传递科学文化
知识，提高大学生文化、思想、道德等方面的水平，
为他们塑造人生观和世界观、熔炼品德、熏陶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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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学问等提供丰富的源泉；另一方面，图书馆宽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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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适、人文化的学习环境让学生无时无刻不在感受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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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刺激，从而不断深化学生的信息意识，激励学生

的学生占 53.0%，占半数以上，但是也有 32.0%的学

的求知欲望，增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更有利于学生

生在利用网络获取知识。说明目前图书馆还是学生获

个性化的发展，真正为培养新时代大学生终生学习的

取知识的主要渠道，特别是中医药专业大学，图书馆

良好行为打下扎实的基础。因此，在信息化飞速发展

的专业性资源是极其重要的；约 1/3 的大学生会通过

的今天，更好地发挥图书馆的作用，改变目前不尽合

网络获取新知识，这种新技术带来的信息获取方式需

理的利用现象，是图书馆工作者的重要任务。

要引起高校图书馆的重视。

2 大学生对图书馆的使用现状

表 3 大学生获取信息方式

本文以南京中医药大学为对象，于 2013 年 6 月

获取信息方式

学生数量（人）

百分比(%)

3 日至 28 日为期 4 周，针对大学生群体发放了“图

图书馆

219

53.0

书馆使用情况”的调查问卷。针对大学生到馆频率、

网络

132

32.0

到馆目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学生与图书馆互动等方

老师及同学

32

7.7

面的问题进行调研。共发放问卷 650 份，回收有效问

购书

21

5.1

卷 413 份。随机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男生占 36%，

其他

9

2.2

女生占 64%；大一学生 21%，大二学生 49%，大三学

2.4 学生与图书馆互动情况

生 28%，大四学生 1%，其他（指成人教育及各类进修

此项调查的目的是了解目前本校图书馆与读者

生）1%。

的互动情况，结果显示从不提建议的学生占到 72.9%，

2.1 到馆频率

提出建议超过 2 次的仅仅占 1.2%，说明读者与图书

从表 1 可以看出，到馆频率每周≥4 次的同学占

馆的沟通状况不容乐观，此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强。

11.1%，大部分同学每周到馆 2~4 次，每个月 1 次和

表 4 学生与图书馆互动情况

考试周才来的同学分别占 25.2%、18.9%，这说明大
部分同学是经常利用图书馆。
表 1 图书馆到馆人数及频率

建议频率（次）

学生数量（人）

百分比(%)

0

301

72.9

1

86

20.8

到馆学生（人）

百分比(%)

2

21

5.1

4 次/周

46

11.1

＞2

5

1.2

2～4 次/周

173

41.9

1 次/月

104

25.2

从关于图书馆使用的 4 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目

考试周

78

18.9

前大学生到图书馆的频率还是比较高的，而且他们获

其他

12

2.9

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还是图书馆，图书馆在他们的学习

到馆频率

2.2 到馆目的

3

存在问题分析

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但是，如果从深入使用图书馆“教

针对到图书馆目的的调查发现（见表 2）
，59.1%

育与情报”功能而言，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

的同学以自习为目的，仅有 29.8%的同学以阅读为目

大多数同学去图书馆是以自习为目的，没有利用图书

的，来参加各种讲座的同学更是一份都没有，这与图

馆的情报功能，而且缺乏与图书馆的互动。结合作者

书馆的定位偏差很大。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互动交流、

自身在图书馆工作经验，从学生方面及图书馆方面分

促进服务的窗口，大学生对各种讲座基本不了解，这

析出现大学生使用与图书馆职能偏差的原因。

说明图书馆工作者在这方面的宣传太过欠缺。

3.1 学生方面

表 2 到图书馆目的
到馆目的

当前网络技术、无线通讯和智能手机广泛普及，
到馆学生（人）

百分比(%)

使得大学生们越来越倾向于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缺

自习

244

59.1

乏利用图书馆的主动意识，造成对图书馆资源的使用

阅读

123

29.8

不充分。大学生更倾向于追逐那些感性、快捷的信息，

上网

46

1.1

喜欢从便捷的渠道不加选择地去获取信息，造成图书

0

资源利用不充分。

参加讲座

0

2.3 获取信息方式
调查结果表明（见表 3），通过图书馆获取信息

3.2 图书馆方面
读者的需求和建议对于图书馆改进服务非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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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但是调查结果显示从不提建议的学生竟然占到

等；开设图书馆留言板或论坛，开通图书馆官方博客

73%，值得高度重视，说明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缺乏互

或微博。及时发布图书馆的各项最新通知和消息，积

动意识，没有建立一套良好的互动机制，这不利于提

极宣传图书馆的各项规章制度与服务，及时解答学生

高图书馆的形象，不利于图书馆的自身发展。网络信

在使用图书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息时代媒介众多，大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丰富，很多

4.3.3

同学觉得不去图书馆完全可以获取自己需要的东西。

书集成管理系统应设置专门模块来提供接口，让学生

作为图书馆应注意到这些变化并积极加以应对。

参与到图书馆资源收集中来。一方面增加购置资源的

4

针对性，提高信息资源利用率；另一方面也激发学生

对策建议
高校图书馆要想增进读者对图书馆的了解，引导

引导大学生参与图书馆的信息资源建设

图

的积极性，以主人翁精神建设学校图书资源，增进对

学生正确、充分、高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减小图书

图书馆的感情，拉近与图书馆的距离。

馆职能与学生使用现状之间的偏差，笔者认为可以从

4.3.4

三个方面进行改进。

通过设置勤工俭学岗招收学生助理、设置志愿者协

4.1 加强图书馆内涵建设

会等方法引导学生参与图书馆日常管理工作和其

引导大学生参与图书馆管理工作

图书馆

图书馆要加强软硬件设施建设，为读者提供良好

他活动。通过参与图书馆管理工作更能熟悉和了解

的知识信息共享环境。除传统的文献资源以外，要加

图书馆，同时利用学生之间广泛的联系让志愿者成

强电子资源配置，提高信息资源流通效率和使用效

为图书馆的很好的宣传者，搭建图书馆与读者之间

益；重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馆员的自身素质，提升

的沟通桥梁，促进图书馆与大学生的联系与互动。

服务能力；注重服务模式创新，利用网络技术搭建多

5

小结

种互动服务平台，延伸图书馆的服务功能，增加服务

图书馆作为人们寻求知识的重要渠道，为个人和

时间与效率。就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而言，作为一

社会群体进行终身教育、自主决策和文化发展提供了

个拥有丰富中医药信息资源、特色鲜明的专业学术型

基本条件 。高校图书馆更是如此，大学生是国家未

图书馆，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做到与时俱进。

来建设的重要力量，让他们在图书馆这个灵魂的殿堂

4.2 分阶段对大学生进行图书馆教育

里获取足够的营养、健全完善个人素质是图书馆教育

[6]

大学四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每个阶段对图书馆

的核心。本文通对目前大学生利用图书馆不容乐观的

的需求不同，应该分阶段、有针对性地对大学生进行

现状给出了一些意见建议，希望能减小图书馆职能定

教育，而不能仅仅止步于对新生的入馆教育。新生阶

位与学生使用现状之间的偏差，更大效率地发挥图书

段的入馆教育可侧重于介绍图书馆功能布局、馆藏资

馆深层次的潜能。

源、开放时间、借阅规则等。对大二、大三的学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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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利用网络技术搭建多种互动服务平台

除了

传统的电话、信箱，还可以利用 E-mail、MSN、QQ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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