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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
面临的困境及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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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出版环境下，纸质图书在提高阅读效果、帮助读者养成良好阅读习惯、促进图书馆发展
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但数字出版环境为图书馆传统的纸质图书采访带来严峻的挑战，具体体现
在外部空间的限制、图书馆自身经费不足以及读者需求发生转变 3 个方面。鉴于此，笔者提出推出网上
荐购图书平台、整合文献多种采访渠道及做好图书资料的精准推送等发展路径，为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
工作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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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Path Choice of the Paper Book Acquisition in the Library under Digital Publishing
Environment
LI Xin
(Guangxi College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Nanning 530022,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digital publishing, paper books play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improving
reading effect, helping readers develop good reading habits and promoting library development. But the digital
publishing environment also brings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paper book acquisition in libraries,
which is embodied in 3 aspects: the restriction of outer space, the shortage of library own funds and the change
of readers needs. In view of this, the author put forwar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online recommendation and
purchase platform, integrating various literature acquisition channels, and accurately pushing books and
material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aper book acquisition work in libraries.
Key words: digital publishing; libraries; paper books; dilemma; path
在全媒体时代，数字资源成为人们阅读与学习

1 图书馆纸质图书重要性

的主要内容，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设备的普及，

数字出版环境下，数字资源的数量与日俱增，

进一步推动了资源的数字化进程。数字出版环境

但不可否认的是，数字资源无法全面取代纸质图

下，图书馆也积极构建数字图书馆，为广大读者用

书，原因在于纸质图书在提高阅读效果、帮助读者

[1]

户提供了多种阅读渠道和平台 。与此同时，传统

养成良好阅读习惯、促进图书馆发展三方面具有不

的纸质图书文献面临着艰巨的考验，提高图书馆纸

可替代的重要性。

质图书的采访质量与使纸质图书在数字出版环境下

1.1 提高阅读效果

化挑战为机遇等问题成为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工作
的当务之急。

图书馆的纸质图书是以纸张为文字载体，作者
将其经历、故事、思想或学识传达给读者，希望能
够对读者起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或是人生感悟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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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提升。读者在阅读图书时，对环境条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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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无论在什么环境下，有无电子设备和网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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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还能够彰显图书馆的历史厚

只要打开书籍就能进行阅读 。同时，由于纸张具

度与底蕴，增加图书馆的知名度[4]。

有直接的触摸感，可以集中读者的精力、吸引读者

2 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面临的困境

不断地阅读下去，在读者对文中内容产生共鸣时，

全媒体时代，数字出版环境为图书馆传统的纸

读者可及时将自己喜爱的好词佳句记录下来，并进

质图书采访带来严峻的挑战，具体体现在外部空间

行评注和感言的书写，是知识构建过程的外显，也

的限制、图书馆自身经费不足以及读者需求发生转

是阅读智慧生成性的体现。总之，相较于电子书而

变 3 个方面。

言，读者在阅读纸质书籍时，更易感受到读书的乐

2.1 外部空间限制

趣和意义，有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效果。
1.2 帮助读者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首先，数字出版环境下，大量的出版物如影视
音资料、电子书等冲击着纸质图书的市场，部分纸

图书馆的纸质图书是记载在纸张上的，实实在

质出版商纷纷转型加入数字出版行列，出版和发行

在的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读者想要认真阅读图书中

的纸质图书量日益减少，这就使图书馆的纸质图书

的内容，就需要心无旁骛端坐在桌前，这有利于读

采访陷入了被动状态。其次，传统的馆际交流也发

者排除外界干扰，集中阅读注意力，专心致志地感

生了变化，在资源共享理念指导下，图书馆之间互

受书中呈现的内容，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使阅读

通有无、馆际互借成为促进图书馆发展的重要方

成为一项认真去做的事情，而非一种“消遣”。由

式，拥有特色纸质图书资源的图书馆占据优势，但

于数字资源的普及和读者阅读方式的转变，读者的

是在数字出版环境影响下，图书馆的数字化进程加

阅读行为变得愈加随意，碎片式、快餐式的阅读成

快，特色纸质图书的重要地位有所降低，其他文化

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方式，如在休息间隙看一看

机构或图书馆可以从不同渠道获取大量的资源，导

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的推送新闻，实际上严格来

致馆际之间的合作关系有所减弱[5]。

说，这种快速浏览并不能称之为“阅读”。此外，

2.2 图书馆内部经费不足

即便是阅读电子文献或电子书籍，也具有一定的弊

众所周知，纸质图书的出版成本较数字出版物

端，多数移动终端阅读设备采用的是亮度较高的电

高，且近年来纸质图书的价格呈逐年上升趋势，而

子屏，对读者眼睛会产生一定刺激，长时间的电子

图书馆的主要经费来源在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拨款，

屏幕阅读容易造成视力下降等问题。因此，图书馆

在经费有限的条件下，降低纸质图书的采访量无疑

的纸质图书可以纠正读者的不良阅读习惯，同时保

是“最佳选择”。此外，由于正常购书经费无法满

[3]

障读者用眼卫生 。

足图书馆对纸质图书的采访需求，就需要社会上的

1.3 促进图书馆发展

图书捐赠。图书馆由于纸质图书采访经费不足的情

对于图书馆而言，纸质图书的存在是十分必要

况比较严重，随着数字资源购买的增加，越来越呈

的，尤其是一些古老的、珍贵的文献，往往是流传

现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不平衡的发展态势 [6] 。如何

至今的孤本，更是图书馆特色馆藏的重要组成部

在有限的经费内购买高质量、高利用率的纸质图

分，具有高度的收藏价值和研究价值。可以说，纸

书、如何提高纸质图书的采访经费，成为图书馆纸

质图书不仅是知识内容的载体，更是前人智慧的延

质图书采访的难点问题。

续与流传，是历经岁月洗礼、承载着沧桑变迁的瑰

2.3 读者需求发生转变

宝。此外，由于数字化信息资源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出版物占据半壁江山，引

和局限性，如果数字图书馆系统出现故障或网络环

导着读者需求的转变，在灵活性与多元性方面，数

境遭到破坏，会直接影响到读者用户对于资源的获

字资源无疑更胜一筹，更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将

取。相对来说，纸质图书具有稳定性，不受现代化

内容呈现于手机、平板等移动终端上，便于读者的

技术的影响，可以为读者用户提供比较全面的服

碎片式阅读。尤其是在图书推广方面，越来越多的

务。目前，我国图书馆在文献建设上存在一个弊

图书馆借助社交媒体平台，创新了推广的内容和方

端，即一味追求信息化和现代化，将文献采访重心

式，影音视频全方面刺激读者的阅读兴趣，让越来

偏向于数字资源的建设，忽视了相应的纸质图书发

越多的读者对数字资源产生了依赖，从而减少对纸

展，实际上，丰富的纸质图书馆藏不仅有利于提高

质图书的需求。在读者需求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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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在采访方面产生了侧重于数字出版物的情况，

的整合还包括向社会募捐书籍，一些机构和读者的

导致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重视度下降。总而言之，读

图书资源往往是“一次性”的，即阅读之后就尘封

者用户——尤其是青年读者用户的阅读倾向与需求的

起来，图书馆可以积极购买或征集这类资源，以充

[7]

转变，对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

实本馆的纸质文献[11]。总而言之，整合多种纸质图

3 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的发展路径

书采访渠道是突破目前图书馆图书采访面临困境的

根据上述图书馆纸质采访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一个有效对策，扩大纸质图书采访来源，一方面可

笔者立足图书馆的自身实际情况，提出推出网上荐

以节约图书馆本就紧张的购书经费，减少了由供书

购图书平台、文献多种采访渠道的整合以及做好图

商等环节产生的大量额外费用，另一方面有利于优

书资料的精准推送三点发展路径。

化图书资源配置，提高冷门图书的利用率，促进了

3.1 推出网上荐购图书平台

纸质资源的交流和共享。

信息化与网络化是社会发展必不可挡的趋势，

3.3 做好图书资料的精准推送

一方面给纸质图书的采购带来了困境，但同时也为

在全媒体出版环境下，图书出版信息也随之剧

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目前，纸质图书市场的

增，图书馆采访人员可以预先根据图书出版信息预

缩小有部分原因在于与读者用户需求的脱节，图书

估图书价值，进而制定科学合理的采访计划，结合

馆的采访计划往往是自上而下制定的，忽视了与读

读者的实际阅读需求，实现精准的推送。实际上，

者用户的互动。笔者认为，图书馆可以在制定采访

纸质图书并非不具备市场，而是图书馆对读者人群

计划前，充分了解读者的反馈和不同层次用户的个

的划分不够精确。首先，要确立起图书馆与读者的

性化需求，采取“对症下药”的方式，将经过分析

双向交流机制，即促使读者到图书馆进行书目的检

处理的图书订单发送给供书商或出版社，这样不仅

索和借阅，同时集中读者的反馈意见，有的放矢地

有利于提高纸质图书的采访效率，同时有助于纸质

改善纸质图书采访工作。其次，图书馆要创新服务

[8]

图书采访突破困境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关于读

模式，将纸质图书的推送贯穿到服务始终，从图书

者用户反馈的方式还存在着较大不足，多数图书馆

采访计划的建立到图书采访过程，以及图书采访的

在馆内设置意见箱，在形式上体现了读者反馈功

使用情况进行嵌入式全程追踪，强调和用户的动态

能，但真正起到作用的并不多。此外，图书馆也在

的、无缝的连接，从用户的角度进行图书资源的加

网站上开设了“读者意见”专栏，希望读者将意见

工和采买[12]。最后，根据阅读群体的不同，图书馆

和建议反馈到平台上，但专注于纸质图书采访的建

可以定期组织图书推广活动，召集具有共同阅读爱

议却少之又少，读者注意更多的是服务层面的改

好的读者参加新书推荐会、读者分享会等活动，在

善。因此，笔者重点提出要构建网上荐购图书平

这种阅读活动中，倡导读者阅读纸质图书，一改网

台，以读者的阅读需求带动图书采访工作，促使更

络阅读的方式，使读者能够面对面地分享读后感，

多读者将关注度转移到图书采访工作上来，为完善

感受到人与人之间实实在在的情感交流，去除网络

馆藏纸质图书资源和扩大纸质图书影响力提供更多

上的虚拟空间，以纸质图书为桥梁，使人们回归到

[9]

的机会 。

现实的阅读生活中，凸显纸质阅读的优势。总之，

3.2 文献多种采访渠道的整合

数字出版环境下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的发展路径可

面对读者多介质、多内容、多格式的文献阅读

以从上述三方面考虑，采取创新的、多种方式相结

需求，图书馆纸质图书采访要遵循减少资源浪费和

合的方法，以突破当前面临的困境。

满足读者个性化要求兼顾的原则，图书馆可以通过

4 小结

整合采访渠道，实现纸质图书的互换。例如，不同

纸质图书是图书馆的灵魂，在数字出版环境蔓

图书馆之间可以形成合作关系，馆际间互通有无，

延的今天，电子书籍和资源不断冲击着和转变着读

[10]

。此

者用户的阅读习惯与阅读方式，这些都对图书馆纸

外，图书馆也可根据本馆读者反馈的情况，有针对

质图书的采访带来现实的困境，因此，图书馆要认

性地向其他图书馆“下订单”，主动借阅相关书

清纸质图书的重要性和其采访的必要性，对于读者

籍，从而实现区域内纸质图书的高效合理配置，避

用户而言，纸质图书可以有效提高阅读效果，帮助

免资源的浪费和资源利用率的降低。多种采访渠道

读者养成良好阅读习惯。

形成以图书馆为主导的大规模的馆际互借

（下转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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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功能。因此，在后续的发展之路中应当不断完善

而推进图书馆创客空间运行模式的全面优化，将创

空间服务，进而保证面向用户设置服务内容，如信

客空间的运行实现专业化、标准化、内容化和清晰

息服务、项目指导、共享服务、落地服务等，这样才

化，从而为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强力

能够保证创客空间能够关联并嵌入到用户情境之中。

支撑。

另一方面，图书馆创客空间应当整合内、外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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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179.
[8] 马 骏 . 图 书 馆 创 客 空 间 环 境 设 计 研 究 [J]. 图 书 馆 工 作 与 研 究 ,
2016(10):116-121.

会发展的普遍需求。因此，有必要打造集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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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科学规划，制定发展方向，完善空间服务，进

（修回日期：2017-09-29；编辑：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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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图书馆自身而言，纸质图书

是一个图书馆文化沉淀的表现，能够进一步促进图
书馆发展

[13]

。图书馆作为文化服务机构的重要组成

部分，应勇于承担继承纸质图书发展下去的重任，
通过分析图书采访面临的困境和改良图书采访方
式，保护纸质图书的继承和发展，传承人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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