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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它是丝路沿途各国共有的文化传承中枢、
大众传播媒介及无围墙学习中心。图书馆将不同文化聚集起来再进行交流和输出，需要不断进行创新，
需要拓宽资金来源，丰富馆藏资源；明确发展方向，拓展合作渠道；加强统筹协调，创新机制体制。
“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路径为，加强统一规划，实现“一带一路”文化传播；促进丝
路文化重构，创新图书馆服务理念；依托“一带一路”契机，加强供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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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ourse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Belt and Road”
ZHAO Fang
(Library of Guangdong Aib Polytechnic College, Guangzhou 511365, China)
Abstract: The important role of libraries in “The Belt and Road” is reflected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center,
mass media and wallless learning centers shared by countries along the Silk Road. Libraries gather different
cultures for exchange and output, which needs constant innovation, broadening the sources of funds, enriching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clarify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expanding cooperation channels, and
strengthening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innovation mechanism.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the path of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y course is to strengthen unified planning, realize the “The Belt and Road”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Silk Road culture, and innovate the library service
concept; rely on “The Belt and Road” opportunity to strengthen the supply and demand docking.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libraries;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path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

发展、共同合作的共赢发展道路 [2] 。图书馆作为知

间，先后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

识文化传播的枢纽机构，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文化沟

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根据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

通的责任，在经济融合、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的大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构建起新常态下全方位对外

背景下，迎来了自身转型的机遇。面对对外开放的

开放的全新格局。“中国愿意同各国一道推进‘一

挑战，图书馆必须主动向国际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大

带一路’建设”“更加深入参与区域合作进程，为

踏步前进，打破时间与空间的束缚，不断创新，开

[1]

亚太互联互通、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 。“一带

发国家交流和人文交流的新思路。图书馆将成为

一路”倡议对我国各行各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

“一带一路”倡议下东西方交流互鉴的新桥梁，是

行业在依附于中国与沿线国家已有并持续有效的跨

实现亚欧大陆上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人类共同发展

区域合作平台基础上，逐渐走向共同繁荣、共同

和进步的文化保障。
1 图书馆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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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图书馆是丝路沿途各国共有文化传承中枢
“一带一路”沟通东南亚和中亚各国，由于各
国发展历史不同，民族间的宗教信仰、风土人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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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存在着差异，图书馆承担着国家和民族文

收藏与保管到数字化创新的过程，图书馆的资源内

化传承的重要使命。图书馆将不同文化聚合起来再

容也逐步得到完善，结合“一带一路”倡议契机，

进行交流和输出，成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文化传递

我国图书馆应进一步深化传承人类文化的责任与职

的中坚力量，是传承文化、播种知识的中枢机构，

能，在资源建设方面广泛引进新技术、新方法，增

其出发点和归宿在于服务读者。随着“一带一路”

加馆藏资源的数量，提升质量 [5] 。在建设人力资

倡议的普及和深化，图书馆的服务方式也从传统的

源、数字技术信息等方面，以先进的网络平台构建

被动式借阅查询转变为主动的服务方式，即根据读

基础，辅以先进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手段，为丝路沿

者的需求提供主动的书目推荐和信息推送等服务。

途国家读者提供阅读保障，同时提升地区范围内整

图书馆资源丰富、系统完善、服务先进，不仅对

体的经济与文化效益。同时，人才创新是“一带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提供了文化交流上的便利

路”倡议下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的核心，“以人为

条件，同时通过深厚的文化内涵不断提升和引导着

本”是图书馆不变的服务宗旨和自身要求。图书馆

[3]

民众的知识水平与文化塑造 。

作为知识文化的集散地，拥有海量的资源信息和先

1.2 图书馆是丝路沿途各国共有大众传播媒介

进的服务技术，采用智慧型人才进行图书馆的智慧

“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书馆将丝路沿途国家

性信息服务，从而使图书馆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

不同语言的人们串联起来，成为共有大众传播媒

域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各国读者提供丰富的服务保

介。在互联网普及的当今，图书馆数字化文献资源

障，也是满足各个国家与地区经济、文化、教育、

不断完善，同时，网络平台为图书馆创新发展提供

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平台[6]。

了更多可能，图书馆不断打造全天候、多层次的服

2.2 拓宽资金来源，丰富馆藏资源

务，因而图书馆创新发展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与
[4]

目前，我国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图书馆事

重视 。“一带一路”倡议为图书馆创新带来了转

业创新建设进行得如火如荼，但碍于资金的缺乏，

型的契机，图书馆文化传播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前

很多创新项目仍然无法满足或得到完善，自 2013 年

景，例如，利用流媒体等技术手段将我国优秀的非

起，我国政府机构已从财政专款中划拨部分经费用

物质文化遗产和古籍文献传播出去，再通过试听平

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资源的建设，采购了大量原

台将国外的特色资源引进来，拓展图书馆服务范围，

始档案、数据库等。“一带一路”倡议要求图书馆

深化图书馆服务功能，同时缩短了丝路沿途各国人民

加大资金方面的投入，鼓励完善图书馆相关的配套

的距离，促进国内外读者携手共筑丝路梦想。

服务建设，逐步形成覆盖周边的、特色突出的、结

1.3 图书馆是丝路沿途各国共有无围墙学习中心

构完整的全面文献保障体系。“一带一路”倡议为

对于读者来说，图书馆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学习

图书馆资金建设方面带来的最大启示在于改变已有

中心，图书馆的公益性也决定了它服务于广大人民

的机制体制，要勇于打破“自上而下”的经费获取

群众的属性。图书馆的无围墙概念不仅是指服务于

模式，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经费有所保障才能

本国的读者，还包括服务于全世界的读者，无论读

不断丰富馆藏资源，无论是纸质图书的采访还是数

者国籍、肤色、语言、宗教如何，都有享受图书馆

字资源的完善，都需要充足的物质基础。

服务的权利。“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书馆服务从

2.3 明确发展方向，拓展合作渠道

面向国内读者转变为面向丝路沿途各国读者，图书

由于“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区域范围比较广，

馆本身蕴含着深厚的文化积淀，能够推动不同文明

涉及的研究内容和文献资源建设学科也较为丰富，

之间的对话，是各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后盾。

对于图书馆而言，图书馆要想做到面面俱到是不切

图书馆作为无围墙学习中心，满足了各国读者了解

实际的，因此，图书馆要明确合作共赢的发展方

其他国家文化的强烈愿望，作为跨越国家与民族的

向，保障资金的利用效率，在拓展“一带一路”沿

学习型社会平台，必将推动各国读者享受丝绸之路

线和周边国家文献资源采访渠道方面，建立起广泛

带来的资源优势和广泛学习空间。

的合作交流机制，拓展文献传递和馆际互借渠道。

2 “一带一路”倡议给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的启示

2.4 加强统筹协调，创新机制体制

2.1 “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内容

我国图书馆存在外文资源文献结构性缺失和小

回顾历史，我国图书馆资源建设经历了从文献

语种资源利用率低、资源浪费的情况。由于读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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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采编困难和管理不当等原因，图书馆建设外文

同，却都具有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文化载体。

文献库，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文献资源可以说是空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要充分应用图书馆的无

白领域。“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与东南

围墙、开放性和公益性的属性，增强世界范围的创

亚、中亚国家政治、经济合作增加，文化上的合作

作和传播能力，缓解目前存在的文化知识资源失衡

与交流也随之完善，我国图书馆也可以借鉴欧洲图

的现状，加强发展中国家的通力合作，资源互通，

书馆的机制构建模式，建立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与

提高国家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总之，要想实现

合作共建的多馆联合保障机制，设立涵盖东北亚、

“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书馆事业的创新发展，必须

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的“一带一路”文献

结合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各国之间互相借鉴，加强

资源中心，并且分区域、分层次、分阶段的逐步推

供给与需求的对接，互利共赢。

进，利用机制创新的吸引力调动图书馆积极参与、

4 小结

分工协作，形成合力的积极性，共同推动“一带一
[7]

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沿途国家和地区的图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献资源建设发展 。

书馆应该利用现有资源，高效快捷地打造丝路文化

3 “一带一路”倡议下图书馆事业创新发展路径

传播的国际环境，在现有图书馆规模的基础上，不

3.1 加强统一规划，实现“一带一路”文化传播

断在资源、平台、人才与服务 4 个方面推陈出新，

“一带一路”倡议下，我国图书馆要主动与其

集约高效地走科学发展道路。我国图书馆要全面参

他国家合作，共创致力于传播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

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加强统一规划，创新图

的项目，例如，2012 年我国与大英图书馆签约，为

书馆服务理念，加强供需对接，广泛传承传统文化

敦煌文献数据库建设和敦煌学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

与现代文化，加快图书馆的现代化、国际化步伐，

有的契机，在此之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

提升图书馆的国际影响力，与“一带一路”周边国

与地区广泛开展收集和整理丝路文献资源的工作，

家互惠共赢，为人类文明交流作出重大贡献。

建立起具有国际水平的敦煌文化数据信息中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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