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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在介绍众筹理念的基础上，分析了众筹理念对公私藏书模式的影响；从互联网众筹平
台、读者众筹意识、社会组织支持角度，阐述了基于众筹理念的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形成的基础条
件；最后，从公私互助、资源共享，公私互补、互惠互利，公私融合、创建平台 3 个方面提出了基于众
筹理念的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的构建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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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crowdfunding,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crowdfunding on the public-private collection mode, and expounded the basic condi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mode of public-private collection of librar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rowdfunding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et crowdfunding platform, readers’ crowdfunding awareness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support. Finally, this article pointed out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on mode of public-private
collection of librar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rowdfunding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public” and “private”
mutual assistance for resource sharing, “public” and “private” complementarity for “public” and “private”
mutual benefits, “public” and “private” integration for platform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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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

渠道，并将众筹这一新理念普及到读者群体中，助

的快速进步，以互联网平台为媒介的众筹理念逐渐

力图书馆形成良好的公私藏书互动模式，对丰富公

在民间兴起。自 2011 年众筹理念从欧美国家引入到

私图书馆馆藏资源、推进图书馆事业发展有着重要

[1]

中国后 ，科技界、学术界、经济界有关“众筹”

帮助，并且伴随公众的众筹意识不断升级，众筹理

的理论探讨与实践探究逐步增多，继“企业众筹”

念会在图书馆建设发展过程中形成常态化机制，依

“科技众筹”“创新众筹”后，基于众筹理念的图

靠资金众筹、资源众筹、文献资源众筹等方式，图

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成为图书情报界重点讨论的

书馆馆藏资源数量会逐步提升 [2] 。由此，笔者就图

问题。学者们普遍认为，公私藏书互动模式是推动

书馆公私藏书模式进行研究，并对基于众筹理念的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源泉和动力。在互联网科技

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进行分析。

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基于众筹理念推进公共图

1 众筹理念的内涵

书馆、私人图书馆扩大资金、资源、图书文献来源

1.1 众筹理念
众筹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国外，被看作是群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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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募集活动。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引导下，众筹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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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平台对接发起人与赞助者，使用互联网平台

难以招架，且受到资金、场地、资源等条件的限

发布信息，让更多网民用户知道募集活动的目的、

制，私人图书馆、公共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也难以跟

周期及所带来的收益，吸引更多民众参加。在信息

上时代的步伐，向读者更高效地输出知识资源 [4] 。

时代，众筹活动可以被用来支持不同社会领域的活

众筹理念的兴起帮助图书馆公私藏书解决了资金、

动，如竞选活动、创业集资、科技发明、艺术创

资源、文献不足的问题，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图

作、科学研究、自由软件及公共专案等。在互联网

书馆可以扩大公私藏书资金来源渠道、增加文献来

时代，借助便捷高效的网络平台，公共图书馆与私

源途径、提高社会知名度。

人图书馆可基于众筹理念进行资金、资源的募集，

2.1 扩大图书馆公私藏书资金来源渠道

并广泛培育民众的众筹意识，使更多民众认识到众

众筹理念最显著的特点是群体性，即依靠社会

筹理念对公私藏书事业的重要推动作用，更积极参

公众的资金、资源支持达到目的。公共图书馆、私

与到图书馆公私藏书众筹活动中。

人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服务的中坚力量，在普及传

1.2 众筹理念的特点

统文化及科学知识、提供知识服务方面发挥着重要

在“互联网＋”经济的带动下，众筹理念具有低

作用，无论是图书借阅、文献查询、公益文化讲

门槛、多样性、群体性、注重创新的特点。⑴低门

座，还是科技查新、文献检索、资源下载，公共图

槛。无论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什么级别的社会

书馆与私人图书馆都是社会文化体系不可分割的部

个体，只要具备创新能力都可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发

分。但是面对各种新兴技术的涌现和越来越多元化

起募集活动，没有身份、职业、年龄、性别限制。

的知识，公共图书馆和私人图书馆有限的馆藏资源

⑵多样性。众筹的形式多种多样，无论是创意设

越来越难以满足读者多元化的知识需求，引入众筹

计、创意发明、专业发明、音乐作品、艺术创作，

理念，图书馆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可以快速得到公

还是影视作品、书籍创造、游戏制作都可以借助互

众支持，有效地募集资金，引进更先进的技术、管

[3]

联网平台发起众筹，对众筹内容没有限制 。⑶群

理模式，更新软硬件设施，优化服务体系[5]。

体性。众筹活动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发起，其资金

2.2 增加图书馆公私藏书文献来源途径

来源不是由创投机构、风投机构或政府财政提供支

互联网众筹平台除了可以募集资金之外，还可

持，而是依靠社会民众的力量实现资金、资源的整

以募集各类资源。公共图书馆与私人图书馆作为重

合，使创意得以展现。⑷注重创新。众筹活动发起

要的文化服务平台，为了提升自身的文化服务能

人必须在互联网平台将自己的创意展现出来，无论

力，为读者提供种类更为丰富的文献资源，可以使

是设计图、创意成果、策划方案，或是模型、创新方

用互联网众筹平台进行文献募集，丰富馆藏资源。

法要达到可展示的程度，要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

“互联网＋”时代，发达的网络技术使互联网众筹

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作为社会文化服务的

形式更加多样，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私人图书

主力军，基于众筹理念使用互联网平台针对自身资

馆，甚至每一位私人藏书者都可以借助互联网众筹

金、资源不足的情况发起众筹活动，可以是图书馆

平台募集文献，丰富藏书。

专项建设资金的募集，也可以是建设特色文献资源

2.3 提高社会知名度

的募集，还可以是新馆建设过程中所需硬件设施的

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引入众筹理念，使用

募集，使公私图书馆成为民众支持的众筹载体，更

互联网众筹平台进行资金、资源的募集，势必吸引

高效地开展社会文化服务。

大量民众的关注与参与，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2 众筹理念对公私藏书模式的影响

一方面，公共图书馆与私人图书馆借助互联网众筹

随着居民人均收入不断提升和社会文化的繁

平台从公众手中募集到资金、资源用以支持自身建

荣，越来越多的阅读爱好者成为私人藏书者，但受

设，丰富馆藏，提高服务能力；另一方面，公共图

到资金、场地、时间等因素的影响，每位读者即使

书馆与私人图书馆开展众筹活动吸引大量用户参

再喜欢藏书也不可能收藏尽天下所有的图书，而伴

与，一些用户会在参与众筹活动的过程中认可图书

随着学科精细化、知识多元化，私人图书馆、公共

馆的创新理念、规划方案、服务宗旨，会潜移默化

图书馆越来越难以满足读者日益复杂的知识需求，

地转化为图书馆的忠实粉丝，间接地扩大了图书馆

尤其是有特殊阅读服务需求的专业领域读者越来越

的社会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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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于众筹理念的公私藏书互动模式的形成条件
基于众筹理念的公私藏书互动模式的构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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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4 基于众筹理念的图书馆公私互动模式构建

有一定的基础条件，即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支持、网

图书馆作为重要的社会文化服务机关，是社会

民众筹意识的提升、社会组织的支持，结合互联

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随着众筹理念的普及和

网、民众、社会组织的力量推进图书馆公私藏书形

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成熟，图书馆可以充分发挥民间

成良好的互动模式。

藏书者、私人图书馆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力量，借助

3.1 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支持

众筹这一新型模式，募集资金、资源，通过公私互

图书馆是知识交流的重要渠道、文化交流的重

助、资源共享，公私互补、互惠互利，公私融合、

要“窗口”，是带动社会文化向前发展的重要动

创建平台的方式，构建基于众筹理念的图书馆公私

力。但仅仅依靠图书馆自身的力量实现公私藏书是

互动模式，丰富馆藏资源，提升图书馆服务能力。

远远不够的，必须依靠互联网众筹平台的支持，实

4.1 公私互助，资源共享

现资金、资源的有效众筹。互联网众筹平台是依靠

随着民间私人藏书活动的日渐普及，私人藏书

互联网技术发展起来的新型募集平台，众筹理念借

者对书籍的质量与要求越来越高。但是藏书爱好者

助互联网众筹平台得到了全面彰显，任何组织、机

和私人图书馆极容易受到环境、经费、资源、技术

构、个人都可以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募集资金、资

的限制，无法有效开展藏书活动。这些问题可以通

源。图书馆需要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发起众筹项

过图书馆众筹渠道得到解决，藏书者和私人图书馆

目，快速募集资金、资源，使公众、读者、私人藏

可以借助众筹理念与公共图书馆或是其他私人图书

书者参与到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中。值得关注

馆、藏书爱好者建立良好的互动交流机制，使优质

的是，图书馆使用互联网平台发起众筹项目可以与

的藏书资源得到优化共享。此过程中，公共图书馆

私人藏书者建立有效的合作交流方式，通过众筹的

应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的功能优势，通过众筹渠道

方式将私人藏书者拥有的珍贵文献资源募集起来，

从藏书爱好者、私人图书馆募集资源，构建互动交

[6]

丰富馆藏，提升服务能力 。

流模式，有效地整合图书资源。公共图书馆基于众

3.2 网民众筹意识的提升

筹理念可以与私人藏书者达成合作，通过“馆中

基于众筹理念的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的形

馆”的方式使公私藏书资源共享。2016 年年初，浙

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网民众筹意识的提升，网民具

江省温岭市图书馆在众筹理念的引导下，在其微

备了良好的众筹意识，图书馆借助互联网众筹平台

信、微博平台上发布了《温岭图书馆“家庭图书分

开展的众筹活动就能有效开展。文化部门调查显

馆”计划》 [9] ，使用互联网公开招募私人藏书爱好

示，截至 2018 年年底，我国网民用户达到了 8.3 亿

者建立家庭图书馆，计划在全市境内建立 30 个左右

[7]

人 。这也就决定了公共图书馆、私人图书馆要充

的家庭分馆，以满足全市读者学习分享知识的需

分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借助互联网文化平台、知识

要，使用众筹的方式获得网民群体的支持，实现了

服务平台向网民普及众筹理念，培育网民的众筹意

图书馆公私藏书之间的良好互动。

识，使网民用户能在长期保持良好阅读习惯的基础

4.2 公私互补，互惠互利

上，具备高度的众筹意识。如此，图书馆借助互联

基于众筹理念的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的构

网平台开展的众筹活动才能得到网民群体的支持，

建还需要公共图书馆、私人藏书者、私人图书馆建

[8]

达成众筹目标 。

立良好的互补机制，实现互惠互利。公共图书馆在

3.3 社会组织的支持

图书资源采购过程中能兼顾到不同专业读者的阅读

基于众筹理念的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的构

需求，馆藏资源大多学科齐全，种类丰富，而私人

建除了培育网民用户的众筹意识之外，还要争取社

藏书是根据个人喜好和学科需求进行收藏，具有较

会组织的支持，使用网络众筹平台与优质资源对

强的专业性和个性化特征，甚至还收藏了一些珍贵

接。图书馆募集资金、资源、文献建立公私藏书互

的文献，能满足特殊读者的阅读需求。尤其是一些

动模式可选择由社会组织，如图书馆联盟、图书馆

专家学者，他们在长期的研究活动中收藏了大量的

协会、读者协会、文化协会及文化艺术界联合会参

珍贵文献，对其所在行业而言弥足珍贵，这方面是

与到众筹活动中，为图书馆公私藏书互动模式的构

任何一家公共图书馆无法相比的。由此，图书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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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众筹理念应将这些行业专家、知名学者及其他行

筹方式，与民间私人藏书者、私人图书馆建立良好

业的藏书者组织起来，募集文献、搜集资源、汇聚

的合作关系，建立长期的资源共享机制，搭建公私

资金，制定详细的合作章程，按照一定的规则将具

藏书互动交流平台，为用户提供高效的知识服务。

有相同专业兴趣的人聚集在统一的平台上，使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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