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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图书馆服务转型新思路
马丽萍
山西省图书馆，山西 太原 030021
摘要：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国家对公共文化的高度重视，图书馆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社会和民众对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图书馆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变思路，调整
方式，建设“开放图书馆”；创新思维，升级转型，建设“智慧图书馆”；借助新媒体，开辟新平台，
开创“移动图书馆”；改变方式，主动服务，建设“社交图书馆”。以此来满足人们日益发展的文化新
需求，发挥其在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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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hinking of the Library Service Transformation under the Context of Supply-side Reform
MA Li-ping
(Shanxi Province Library, Taiyuan Shanxi 030021,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highly national attention on public culture, the
environment of libraries has changed a lot. The society and people have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and
expectations to libraries. Libraries need to actively promote supply-side reform, and change the way of thinking,
transform the service pattern and construct “open libraries”; libraries should inovate thinking, upgrad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 “wisdom libraries”; with the aid of new media, libraries should open up a new
platform, and create “mobile libraries”; libraries should change patterns, provide active services, and construct
“social librar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cultural needs of people and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social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Key words: supply-side reform; public libraries; service transformation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 2015 年 11 月 10 日

命题链中的一个环节[1]。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

图书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行业，承担着建设书

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

香社会、推动全民阅读进而提升整体国民文化素养

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

的重大使命。但目前的情况是，图书馆数量偏少，

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

服务方式单一，管理落后，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

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

文化建设方面的需求，这就需要图书馆行业深入开

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

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探寻服务转型新方向，以便

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更好地发挥其在社会文化服务方面的积极作用，满

是一个宏观的经济命题，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这个

足民众日益发展的公共文化供给新需求[2]。
1 图书馆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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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是时代赋予的新要求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公共文化事业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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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国家财政对图书馆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囿

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图书馆的发展应该紧跟时

于图书馆的数量、地理位置、馆藏资源等诸多现实

代的步伐，结合新技术的更新换代，及时将一些落

条件，一方面是图书馆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精

后的过时的理念、制度、方式、软硬件等修正完善

力却收效甚微，另一方面是广大民众的文化需求得

或更新或退出，通过加大对技术提升、资源补充、

不到满足，馆舍和馆藏资源的利用率较低，图书馆

人员培训等方面的投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发展的

的功能配置和读者的期望之间存在着差距，图书馆

文化需求[4]。

提供的文化“供给”与读者“需求”之间存在错位
与失衡。

近年来，为了解决读者借阅需求和图书馆图书
采购之间的脱节，缩短图书采购加工流程时间，上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海、湖南、安徽、浙江、山西等省的图书馆与书店

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

合作，开展“你读书、我买单”活动，尝试将选书

体布局，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

的权利交付读者，各地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不

方针和目标任务，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内涵，将

仅带动了当地阅读的热潮，而且为公共图书馆走出

文化建设置于前所未有的历史新高度。图书馆作为

去，建设开放的新型图书馆，进行了积极的尝试和

公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和谐社会、提高

探索[5]。

全民文化素养的重要阵地和知识源泉。在构建社会

2.2 创新思维，升级转型，建设“智慧图书馆”

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背景下，保障公民的文化

大数据的发展促进了图书馆资源的数字化，它

权利，满足公民的文化需求是图书馆的重要责任。

减轻了图书馆信息传递和资源储存的成本，提高了

图书馆只有施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优势发

读者获取信息的效率和质量。图书馆应该加强资

挥出来，把潜能释放出来，才能担当起国家和社会

源、技术、管理、服务等方面的改革创新，深入分

[3]

赋予的重要职责 。

析读者，解读读者，密切联系读者，积极拓展用户

1.2 是科技发展的新出路

群，加强资源利用，变“知识图书馆”为“智慧图

图书馆的每一项改革、每一步发展都伴随着人

书馆”[6]。

类文明的进步。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电子版资料

建设互联、高效、便利的“智慧图书馆”，是

的普及、信息共享范围的扩大以及新媒体的广泛应

图书馆改革和发展的方向，也是社会对传统图书馆

用，图书馆的生存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图

的新期待、新需求。建设智慧图书馆，必然需要有

书馆的功能、馆藏、管理、服务、设备、技术等各

智慧馆员、智慧管理、智慧设备、智慧技术以及建

个方面都被赋予了新的要求。图书馆单一的服务模

设智慧平台、开展智慧服务，这对图书馆的改革提

式早已不能满足读者的多元阅读需求，图书馆服务

出了全新的课题，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实践[7]。

转型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图书馆拥有庞大的读者资料信息，既有个体的姓

图书馆只有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当代科技

名、性别、年龄等基本信息，也有群体的阅读习惯、

发展水平同步，紧密结合新的媒介，运用好新的平

个人喜好、借阅频率等数据信息。如果将这些数据

台，服务社会，方便读者，为用户提供有针对性的

加以分析、总结、归类，将其利用在改进服务、优

专业化服务，满足不同类型读者多样化、个性化的

化馆藏结构等工作实践中，便可以针对不同类型的

需求，与时俱进，才能跟上发展的步伐。

读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取得事半功倍的成效。

2 图书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和措施

2.3 借助新媒体，开辟新平台，开创“移动图书馆”

2.1 转变思路，调整方式，建设“开放图书馆”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大众获得信息

图书馆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从读者的需

的方式更加智能化、数字化、网络化，图书馆必须

求出发，转变服务理念和服务职能，创新服务模

在方便快捷上满足读者的需求，突破时间和空间的

式，提升馆员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从过去单一的

限制，为读者提供全天候的“移动图书馆”，读者

图书借阅功能向多元化功能转变。将传统的服务内

可以足不出户就享受到图书馆的便捷。

容单一、服务方式单调的图书借阅场所变为开放

随着手机等移动媒体的普及，掌上阅读以其随

的、共享的、交流的、没有围墙的公共文化学习教

时随地都能操作的便利性成为年轻一代推崇的阅读

育场所，在这样一个文化氛围浓厚的空间里可以开

方式。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以及新型媒体的应用，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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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图

样一个历史悠久、多元文化长期并存的发展中的大

书馆应该从读者的需求和便利出发，尽可能地满足

国而言，图书馆的发展既要考虑现阶段读者的文化

读者的诉求，遵从读者的习惯，变固定场所为“移

诉求，又要考虑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繁荣和延续传

动图书馆”，一切方便读者，一切为了读者。

承；既要将现阶段最新的科技、理念融入到管理系

在网络发达的时代，图书馆应该建设并维护好

统、服务体系中，又要注意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永久

自己的门户网站。根据用户的使用习惯和上网媒

保存；既要胜任时代所赋予我们的责任，也要完成

介，图书馆网站应实现电脑版和手机版多途径检

这一代人所承担的历史使命[10]。

索、查询服务。现在大多数图书馆的网络版网站建

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是关系着社会整体文化素养

设得较早，维护也较好，但手机版则有些滞后，在

提升的国计民生。作为传承文化的重要阵地，图书

[8]

功能、界面、栏目开设等诸方面有所欠缺 ，需要

馆的发展一定要按照十八大“五位一体”的总体布

及时改进。

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树立和贯彻“五大

2.4 改变方式，主动服务，建设“社交图书馆”

发展理念”，坚持以读者为中心，全力服务社会主

图书馆应该走群众路线，深入社区，深入民

义公共文化建设。

众，以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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