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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地区图书馆带来了机遇。图书馆应当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完善资源建设
体系，在科学思想指导下进行图书馆资源开发与利用，同时遵循政府主导、多元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建设资
源交流共同体、建设资源应用平台为服务目标。并从数字资源开发、完善资源服务方式、拓展资源利用范围
等层面提出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馆藏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有效策略，以促进图书馆馆藏资源开发利
用的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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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of the Area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YU Ming-xin
(Yilan County Library, Harbin 154899,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the libraries in the area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Libraries should enhanc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improve the system of resourc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and utilize library resources under the guidance of scientific thoughts. At the same
time, by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government-led and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libraries should be with the
goal of building a resource exchange community and building resource application platform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collection resources in the area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be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developing digital resources, improving resources and service
methods, and extending the scope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library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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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

库、网络资源、丝绸之路专题数据库、多媒体视听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一带一路”倡议将在

资源、网络课程等，既深化了“一带一路”的服务

21 世纪发挥重要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作用。我

内容，也把我国的文化带出去，同时将国外先进科

国公共图书馆是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学带进来。然而，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

阵地，完善公共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

馆馆藏资源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资源结构失

普及科学文化知识、提高社区用户素养与国家软实

衡、缺乏相应的共享机制等。因此，加强对“一带

力具有深远的意义。“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

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馆藏资源开发与利用的研

要大力丰富自身的数据资源，包含各类外语资源

究，促进沿线图书馆的改革深化，激励图书馆资源
及服务与国际接轨，是非常必要也是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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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地区图书馆带来机遇

馆在进行资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要秉承丝路精

1.1 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提高文化传播能力

神，以促进文化传播为指导思想，将重点放在资源

“一带一路”倡议既包括经济上互通有无、政

的共享和交流方面，实现文化资源建设带来的亲诚

治上友好往来，也包括文化上互相学习，图书馆正

惠容、民心相通效应 [3] 。“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

是沟通国家间文化的关键桥梁。图书馆必须贯彻国

地区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开发与利用应该把本国或本

家的重要倡议，具有公共性质，服务于当地公民。

地的优良文化推动出去，把他国的文化引进来，扩

因此，沿线地区图书馆要主动承担起传播文化的功

大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丰富馆藏资源结构，夯实沿

能和责任，深化国家间的文化往来，同时拓展图书

线地区图书馆服务基础。

馆的服务范围，提高了图书馆的地位。“一带一

2.2 基本原则

路”倡议为沿线地区图书馆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

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新媒体手段，与周边

遇，拓宽了图书馆文化传播的范围。

地区国家营造文化交流、文化传播的良性环境。首

1.2 顺应新环境，完善资源建设体系

先，沿线地区图书馆馆藏开发要遵循政府主导的原

“一带一路”倡议使沿线地区距离被拉近，随

则，在资源的选取与构建方面，坚持统筹布局，发

着网络的普及和发展，“一带一路”体现出现代

挥地区或国家的资源优势，凸显地区或国家图书馆

化、多媒体化的特点，先进的网络技术带给沿线地

的资源文化特色，着力建立长效、可持续机制。图

区图书馆交流共享的平台。一方面，建设文化共享

书馆要加强与政府之间的交流，吸引广泛的社会力

需要“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丰富馆藏资源、开发利

量。其次，馆藏开发还要遵循多元发展的原则，即

用馆藏资源，另一方面，读者对于“一路一带”倡

馆藏资源载体的不同，一方面传统的纸质资源不能

议的关注和了解需求，也要求沿线图书馆开发相应

舍弃，纸质文献是时间与文化底蕴的积累，也是非

的馆藏资源。因此，“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

常宝贵的资料。另一方面，数字化资源也必不可

需要顺应时代发展、顺应新媒体环境，在完善传统

少，数字资源适应当代读者的知识获取形式，也适

实地馆内咨询和借阅服务的同时，进一步向网络平

应多媒体时代的要求[4]。

台延伸，深度挖掘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化图书馆，

2.3 发展目标

为读者用户打造无边界、无时差、无限量的资源供
[1]

沿线地区图书馆要把握好“一带一路”倡议带

应，使读者的阅读行为从单一向多元化拓展 。

来的发展机遇，准确领悟“一带一路”精神，全方

1.3

位提升图书馆文化领域服务水平。第一，建设资源

打造“一带一路”专题数据库，形成国际化特

色服务新格局

交流共同体，沿线地区图书馆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

“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地区图书馆带来的发

中，要立足于服务周边、辐射全球，推动资源交流

展机遇不仅体现在文化传播的方式，还体现在资源

合作机制逐步完善。第二，建设资源应用平台，资

挖掘与开发上。“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可以

源的横向开发利用主要是指沿线地区国家图书馆馆

打造特色的专题数据库，收纳有关“一带一路”经

内资源的挖掘和知识联系，图书馆在此基础上，加

济带的数字资源与文化历史，充实原有的地方化和

快资源应用平台建设的步伐，让更多地区国家图书

普适化资源。还要打造丝路数据库，加强特色数据

馆享受到资源开发利用的成果，实现资源分享的规

建设，形成国际化服务的新格局，深化数据资源特

范化和常态化[5]。

色化建设改革[2]。

3

2

用的有效策略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开发原

则与目标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图书馆资源开发与利用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馆藏资源开发与利
图书馆馆藏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要与读者的阅读

需求、国内外社会服务现状相联系，提高资源利用

需要在科学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同时遵循政府主

率和图书馆的核心竞争力。

导、多元发展的基本原则，以建设资源交流共同

3.1 开发数字资源，提升数字资源品质

体、建设资源应用平台为服务目标。
2.1 指导思想
为助推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和合作的步伐，图书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地区图书馆可以
借助“互联网＋”的平台，实现馆际合作交流与多
元化服务的融合。在资源开发环节，要重视对数据

• 32 •

Chinese Journa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un. 2018

Vol. 42

No. 3

资源的把关。大数据时代来临，数据呈爆炸式增

度，例如引进先进机器，优化硬件配置，合理整合

长，资源良莠不齐，图书馆资源开发利用首先要做

馆员力量，发动馆员的工作积极性，集合馆内纸质

到规范化、标准化与协同化，为资源的进一步利用

资源和数字资源，面向社会打造优质服务，提供专

奠定良好的基础。此外，提升数字资源品质还在于

业教育、特色讲座、民俗风情活动等服务，充分发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要保持自身的资源特

挥图书馆的文化主导功能，满足“一带一路”沿线

色，努力整合好资源，避免馆藏资源的浪费。表 1

国家的社会化需求，构建当代管理与服务新模式，

[6]

是我国部分图书馆的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保留图

打造“一带一路”沿线丰富多彩的文化干线[8]。

书馆资源特色是提升图书馆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

4 小结

是提升馆际区分度的重要标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国情复杂，各地

表 1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部分图书馆资源开发利用情况
图书馆名称

主要内容

进沿线国家政治和经济上的友好往来，就必须加强

清末时期广东的政治、生活

文化交流建设，这项使命由沿线国家地区的图书馆

状态

承担。图书馆作为文化传播机构，需要重视资源文

资源建设成果

天水市图书馆 麦积山石窟雕塑艺术

区、国家间的风俗、语言、习惯差异很大，要想促

广东省立中山 “五世同堂”——多媒 感受广东省的历史、广东传

献的开发与利用，提高文化传播能力；顺应新环境

图书馆

带来的便利条件，完善资源建设体系；形成国际化

体数据库

统的营造技艺

成都市图书馆 成都非物质遗产文化数 木拱桥的物理原理、成都的
字图书馆

求，成为沟通沿线地区国家友好往来的桥梁。“一

人文历史

舟山市图书馆 新叶村乡土建筑与民俗 富有特色的熏画、剪纸画等

带一路”沿线地区图书馆资源开发利用要遵循政府
主导、多元发展原则，以建设资源交流共同体、建

文化数据库
陕西省图书馆 陕西美术资源库

特色服务新格局，使其符合“一带一路”时代的需

刺绣花样“复印”在纸上

设资源应用平台为发展目标，采取有效策略，不断
推进沿线地区国家图书馆完善资源开发与利用。

3.2 加强资源服务，应用多样化资源
依托“一路一带”倡议，图书馆既有专业馆藏
资源，也有大众化的资源。目前要求数据资源库要
专业化和多样化。因此，从内容上看，沿线地区图
书馆的馆藏建设要重视资源结构的均衡，广泛地包
含适合各类读者阅读的文献，既要有本土资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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