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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出版模式下的图书馆馆藏建设
陈莉
南方医科大学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515
摘要：在互联网浪潮下，出版模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字化图书、开放获取、按需出版以及个人出版
将显现出其特定优势。根据当下出版模式发生的变化，我国图书馆应根据自身情况建设馆藏资源，满足读者
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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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y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under the New Publishing Mode
Chen Li
(Library of Southern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515,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Internet, profound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publishing modes, and
digital books, open access, on-demand publishing, and self-publishing will show their particular advantages.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present publishing mode, libraries in China should construct collection resources
based on their own circumstances, with a purpose to meet information needs of readers.
Key words: collection construction; publishing mode; digital library; open access; on-demand publishing
近年来，由于教育部与高等学府以及科研院所的

基于此，笔者通过文献调查以及网络检索的方式

重视及对图书馆的投入增加，图书馆经费大幅增长，

调研传统出版社在信息时代的变化，对未来图书馆馆

直接促使图书馆大力推进数字化建设，这其中主要是

藏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以电子期刊为主要对象。但是随着传统出版社逐渐进

1

入数字出版领域，电子书会越来越多的在市面上出

1.1 全媒体出版的盛行

常见新型出版模式

现。据苹果最大的电子书供应商 Smashwords 公司创

全媒体出版指的是传统的图书不单单以纸质方

始人马克•科克称，到目前为止美国图书馆市场中约

式出版，并且以数字形式在互联网上出版，可以在

[1]

有 30%是电子书 ，近来十分火热的“自助出版”模

电脑、手机、阅读器、PAD 等设备上获取并浏览。即

式更是大受欢迎。而在我们的学术交流体系中，书刊

同一内容的图书在同一时间用多种媒体出版。这是

的价格已经变得昂贵，出版商取代了学术界支配了学

新媒体（利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通

术出版并掌握着正式交流系统，出版商为了获取高额

过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卫星等渠道以及电脑、手

的利润而抬高数据库、书刊的价格，作为社会信息流

机、数字电视机等终端，向用户提供信息和娱乐服

集散地的图书馆的资金就显得不那么充裕因而不得

务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态）时代的必然，信息时代

不削减书刊与数据库订购的数量和品种，这样下来读

的时效性决定了出版时间的同一性；现代人生活方

者的信息需求就变得相对难以满足，阻碍了大众信息

式的多元性决定了出版媒体的多维性。这种以“任

流和学术信息流的传播和运动。在美国一个名为“知

何人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内

识的代价”的网站上，截至 2012 年 7 月，有 12 196

容”的出版发行模式正是当前互联网环境下的必然

[2]

名科学家联名抵制大型出版商 ，这证明了传统出版

要求，这样立体的出版方式实现了图书的快速发行

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当下学术交流开放多变的环境，科

与获取，在移动阅读已成为新时尚的当下，更可以

学界也对此无法忍受，进而有了近年来开放获取、读

满足读者多维度的阅读需求。

者驱动采购等较为新型的出版模式对于图书馆馆藏

1.2 书籍、期刊的数字化

建设发展的相关话题的激烈探讨。

据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
报告》统计，2012 年间大陆数字出版产业总额已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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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普通网民的参与性大大提高，逐渐形成了全民参

新且优化。现在这样的个人出版模式有一起写网、互

与的文化娱乐大环境，并随着 2010 年以后手持设备

动百科、百度百科、维基百科以及一个、知乎日报等。

（包括手机、平板电脑、阅读器等）性能的大幅提高，

在 2005 年 7 月 7 日，伦敦地铁爆炸案中，维基百科

移动互联网环境的有效改善（中国正式于 2014 年进

首次显现了它的能量，最早的报道来自于维基百科中

入了 4G 时代元年）
，数字出版必然成为出版业的下一

名叫“莫文”的用户，而截至 7 月 8 日零点，已经有

个蓝海，并确信无疑地将会超过传统纸质出版方式所

超过 2 500 名编辑者参与了编辑，内容丰富详实，易

带来的经济影响，对全民阅读习惯的养成有着不可或

于大众理解。在现如今，维基百科这种出版模式已经

缺的意义。

为广大的受众所接受，例如美国的 WeBook 网站就在

1.3 按需出版与开放获取

2008 年获得了约 500 万美元的融资 ，令人瞩目。

[7]

20 世纪 90 年代按需印刷（Print on Demand，
即 POD ） 技 术 出 现 ， 1997 年 美 国 闪 电 印 刷 公 司

2

新型出版模式下图书馆馆藏建设的对策

2.1 按需出版与图书馆的深度结合

（Lighting Print）使用 IBM 公司开发的印刷设备为

在 2001 年至 2009 年近十年的高校综合评估活动

一所学校印刷了 50 万本已经脱销了的著名教材之

中，为完成一些硬性指标，例如平均每学生应当拥有

后，这种技术就开始为出版行业所认可，并迅速风靡

80 册图书、平均每学生每年新购图书应当达到 3 册

全球，占据了很大的市场份额。该技术的特点是实现

等，高校图书馆突击买书，很多书籍自购入以来便无

了出版的全程数字化，数字印刷具有即时印刷、按地

人问津，并且由于目前很多高校同时拥有两个甚至多

印刷、按量印刷、可变印刷、随选印刷、直接印刷、

个图书馆，导致几个图书馆重复购入图书，一些图书

[4]

快速印刷、永续印刷、绿色印刷等特点 。图书馆近

馆的复本图书甚至达到了 10 本，更有甚者达到 15 本

年来引入按需出版技术，旨在补充图书馆所需绝版

之多，使用率却极低。令人担忧的是，在突击购书完

书、减少图书馆藏书复本量以及满足“长尾理论”下

成购书目标这一理念下，图书馆的购书计划并不合

图书馆读者的个性化需求。

理，并没有体现出图书馆建设特色馆藏、为全校师生

开放获取（Open Access）对于图书馆学界已经

提供信息服务这一理念。另据统计，高校图书馆的藏

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了，开始于 2002 年的《布达佩

书流通率一般均低于 40%，有些图书馆藏书利用率低

斯 开 放 获 取 计 划 》（ Budapest Open Access

于 20%，藏书的 60%～80%处于闲置状态，甚至有些图

Initiative）及 2003 年发布的《关于自然科学和人

书馆的藏书零借阅率达 56% 。目前高校图书馆过多

文 科 学 资 源 的 开 放 获 取 的 柏 林 宣 言 》（ Berlin

购入纸质资源，其经费往往占据了总购书经费的

Declaration on Open Access to Knowledge in the

80%～90% ，这样的现象在公共图书馆也并不少见。

Science and Humanities）
。在 2003 年以及 2004 年

使用按需出版，只需与版权提供商签订一定的协

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分别签署

议，同时，与区域图书馆联盟之间已有的文献传递服

了《柏林宣言》
，这些表明了开放获取已经获得了中

务相结合，当文献传递次数过于频繁或者文献传递无

国科学界以及科研资助机构的支持。开放获取有着传

法满足本馆读者这样“小众”的信息需求的情况下，

统出版无法达到的价格优势，而随着出版系统与网络

使用按需出版，扩充本馆馆藏。这样也避免了图书馆

环境的进一步发展和优化，开放获取的出版价格必将

在采购绝版书、断版书和短版书时面临的采购困难的

进一步降低。据调查，开放获取出版模式比传统出版

问题。在传统模式下，读者推荐购书发生时，往往需

模式低 30%的成本，更为经济，获取效率也将进一步

要等待图书馆下次购书时才能一并购买，一般周期往

[5]

[8]

[9]

提高 ，可以预见的是，开放获取对于科技信息传播

往需要两到三个月，等到图书完成编目、上架等流程

与交流的重要性将会愈加凸显。

之后，读者的信息需求很难保证依然存在。而按需出

1.4 维基出版是典型的个人出版模式

版，由于其打破了最低印数的限制，正好迎合了小众
[6]

维基出版，指利用维基平台进行出版活动 。这

图书读者需求量低，类型多，满足了“长尾”用户的

种出版模式首先需要有网络信息服务提供商提供的

信息需求。

维基技术平台，其功能特点主要有：多人协同、开放

2.2 开展电子书借阅服务

式创作，通过众多参与编辑的工作者共同修改和完

在图书馆学领域，数字图书馆自出现以来一直是

善，保存、修改、对比各个版本，最终使内容不断更

一个前沿话题，图书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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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库的引进中，购买的主要是全文期刊，由于期

是一个重要的建设部分，并希望集成开放获取等服

刊有时效性并且受篇幅限制，多数情况下仅是满足在

务，一来解决图书馆各种异质资源并使之整体化，二

校师生撰写论文、获取科学研究的最新动态等一时的

来吸引读者共同参与，实现用户与图书馆馆员以及用

信息需求。对于希望了解和学习某种新领域知识的公

户与用户之间的全面的交流和互动。而通过开放获

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的用户而言，他们只能使用高

取，则可以减少图书馆采购图书和期刊时的经费开

校图书馆的纸质馆藏，这无疑加重了图书馆纸质馆藏

支，将有限的经费真正用在“刀刃”上。当然，目前

建设的压力。目前很多学校开设了独立学院，电子馆

国内 OA 图书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应用还较少

藏由于其特殊的性质，方便实现独立学院与母体高校

我国图书馆可以直接引进国外较为成熟的 OA 出版项

共享资源，并方便读者不必到馆借阅。当图书馆拥有

目，例如 Springer 的 OA 图书计划，这样不但可以降

一定数量的数字化图书可供借阅时，正如图书馆开展

低我国图书馆购置外文图书时面临的经费不足的问

虚拟参考咨询一样，不但免除了读者必须到馆借阅的

题，更可以为我国未来开展的 OA 图书计划打下坚实

麻烦，并且可以减少图书馆所需要购置的复本数量，

的基础。

因为一些拥有 iPad、平板电脑以及其他阅读设备的

3

[11]

，但是

小结

读者可以利用电子借阅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信息需

图书馆馆藏建设一直是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头等

求，更进一步的是，很多读者对于某一本书的需求可

大事，在已经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数字化图书以及移

能仅仅是该书的某一章节，图书馆亦可以此标准开展

动浪潮中，针对当下出版模式发生的变化，制定有益

图书的部分借阅服务，真正实现图书馆的信息服务而

于图书馆自身发展的计划是十分有必要的。图书馆大

非以往的文献服务。

力引入数字化馆藏，是对当下用户阅读行为、参与模

对于电子书借阅，目前在法律和技术上并不难实

式以及图书馆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发展的一种积极回

现。电子书的借阅意味着在法律上出让产品的使用

应。事实上，在目前移动互联网浪潮以及其核心思想

权，但这在数字出版领域并不多见，因为电子图书其

“分享”的理念下，谁先理解了用户的真实需求，谁

本身成本相对于纸质版的图书而言价格已经较低了。

先从用户角度考虑问题，谁先为用户做出最根本的改

但是根据微观经济学中的三级价格歧视，通过区分读

变，谁就将会是未来行业的主宰者。

者对该图书资源的需求程度以及不同读者的经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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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馆藏中医古籍的现状、保护与利用
朱毓梅
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 250355
摘要：中医古籍存世数量巨大，其中不乏珍稀版本，目前主要收藏于中医专业图书馆。由于技术力量不
足、馆藏条件有限、管理措施不到位等原因，中医古籍馆藏状况堪忧，对其抢救保护和开发利用迫在眉睫。
整理著录工作需要进一步修订补充，保护修复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有待于进一步扩展。加强中医古籍专业人才
培养，加强馆藏条件建设，建立国内中医藏书机构古籍保护体系十分必要。对古籍进行再生性保护，构建中
医古籍数据管理与共享体系，可在更好保护中医古籍的基础之上实现其有效利用。
关键词：图书馆；中医古籍；保护；利用
doi: 10.3969/j.issn.2095-5707.2014.05.011
Discussion on Current Situation,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served Ancient Book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u Yumei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Shandong 250355, China)
Abstract: There are a huge amou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cient books, which are mainly
collected in TCM libraries, including some rare versions. However, because of weak technical strength, terrible
collection situation and poor management measures, the reserved TCM ancient books are under undesirable situation
and the protection and exploitation are vitally important. Restoration of bibliographic description needs further
revision and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TCM ancient books should be expanded.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collection organization protection system through reinforcement of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on TCM ancient
books and enhancement of library construction. Regeneration of ancient books could be realized by digitization data
management and sharing system, which could make full use of these ancient books and protect them.
Key words: library; TCM ancient books; protection; utilization
中医古籍是中医学术最为重要的载体，承载着历

得到应有的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利用，部分馆藏中医古

代医家丰富的学术思想与宝贵的临床经验，是中医学

籍受自然及人为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破坏严重，保护

广博思想体系与深厚文化积淀的集中体现。中医古籍

形势严峻。部分藏书机构将中医古籍束之高阁，秘不

不仅仅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还具有非常重要的实用

示人，影响了中医古籍的研究与利用。本文拟对上述

价值，深入研究中医古籍中所蕴含的学术思想是有效

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并提出保护与利用中医古籍的一

传承和持续发展中医药学的基础和重要途径，对当代

些对策，盼行家指正。

中医教育、临床和科研等各个领域都具有极其重要的

1

现实意义。但长期以来，一些有价值的中医古籍并未

馆藏中医古籍数量及分布现状
现存中医古籍数量非常庞大，《中国中医古籍总

目》共收录全国 150 个图书馆（博物馆）馆藏的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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