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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图书馆作为社会大众生活、学习的重要场所，能够为社会大众提供丰富的文化教育服务，是
开展公共文化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文章在简要分析全民参与式的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遵循
适用性、开放性及特色性原则的基础上，提出应重视结构问题、平台问题和安全问题，认为应从强化用
户参与、重视联结用户和创新服务模式 3 个方面落实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工作，并从意识、经费和人
才等方面予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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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rategy of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 of Libraries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GUO Ting, CHEN Hong-lei
(Library of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03,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the public to live and study, libraries can provide rich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services for the public, and is one of the main positions to carry out public cultural education. Based
on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principles of applicability, openness and characteristics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 in libraries with public participation,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hat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 of structure, platform and security, and that we should
implement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digital cultural resource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strengthening
the participation of user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nection of users and innovating the service mode, and
guarantee from the aspects of consciousness, funds an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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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作为社会大众学习的重要场所，能够为

馆数字文化建设已取得显著成效，但在数字文化资

社会大众提供丰富的文化教育服务，是开展公共文

源开发利用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如何让社会力量

化教育的主要阵地之一。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

更全面、有效地参与其中，保障数字文化资源的有

进步，社会大众对精神文化服务在内容、质量等方

效优化整合，是当下图书馆正在面临的一大问题。

面的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对图书馆的服务提出了与

1 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遵循的三大原则

时俱进的要求，希望图书馆以数字技术作为有效手

图书馆要坚持以用户需求为导向，以共享共建

段，进一步优化整合不同数字文化资源，真正为社

为手段，以区域特色为重点，合理建设和有效利用

会大众提供高质、高效的泛在化服务。目前，图书

本区域的数字资源共享平台，在适用性、开放性和
特色性原则的指导下，强化全民参与建设力度，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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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合力开发利用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在满足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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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重视的三大问题
数字文化资源是“互联网＋”时代的重要资源

会价值。

之一，其开发利用是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系

1.1 适用性原则：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互联网＋”时代，数字文化资源服务具有服

统化建设过程，图书馆在“建设→总结→再建设→

务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征，图书馆数字文化资

再总结”的良性循环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结构、平

源开发利用应以社会大众的需求为导向，集思想

台及安全问题。

性、知识性、实用性为一体，满足不同区域范围、

2.1 结构问题：整合资源，优化结构

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年龄阶段社会大众的数字文化

目前图书馆在数字文化资源建设方面缺少科学

资源需求。首先，要在资源选择上精准掌握社会大

规划与合理统筹，高等院校、科研部门、文化机构

众的不同群体需求，并结合本馆发展需要，明确数

等合作单位各行其是，大多依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进

字文化资源的建设发展方向，进而实现资源实际价

行建设，合作模式单一，合作力度不强，导致数字

值和社会大众需求的完美匹配。其次，要在提供服

文化资源整体结构不合理、资源重复建设、资源闲

务时注意服务模式与社会大众的信息行为习惯相匹

置浪费及资源利用率低的现象出现 [2] 。鉴于此，图

配，尽量让社会大众能用、会用、善用图书馆数字

书馆在开发利用数字文化资源时，应站在全局角度

文化资源。

上，科学筹划，周密部署，重视数字文化资源的发

1.2 开放性原则：以共建共享为手段

展性和系统性特征，加强与其他图书馆、高等院

图书馆在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上不能局限于

校、科研部门、文化机构等单位的合作力度，了解

自建自管，应遵循开放性原则，以区域文化资源共

合作单位的文化底蕴、特色资源及技术力量，以数

享工程和本区域内图书馆的数字文化资源为基础，

字文化资源优化整合为基础，创新特色数字文化资

为社会大众精心打造一个“一站式”资源开发利用

源的发展模式，建设优质的特色文化资源，真正打

共享平台。在纵向上，应科学制订区域图书馆数字

造出一批具有区域特色、社会影响力大的数字文化

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沟通各个图书馆资源建设

资源品牌。

条件，优化整合各个图书馆在人力、物力、信息等

2.2 平台问题：建设平台，合作共享

方面的资源，统筹规划建设经费支出，避免重复购

建设数字文化资源共享平台，是图书馆在“互

买、重复建设或资金闲置，齐心合力建设资源共建

联网＋”时代转型发展的一大举措，是帮助社会大

共享纵向平台。在横向上，加大与高等院校、科研

众打破知识藩篱、促进知识发现、创新知识应用的

部门、文化系统等单位的合作力度，采取资源定

重要手段，但是目前很多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共享

制、提取特色资源构建专题资源库等方式，在“各

平台存在对接不畅、共享不足等问题。鉴于此，图

方共赢”的基础上实现资源互通和建设互助，主动

书馆可以采取联盟的形式建设共享平台，实现资源

[1]

探索资源共建共享横向平台建设的新模式 。

的统一优化整合，在建设、管理上采取一体化形

1.3 特色性原则：以区域特色为重点

式。图书馆应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优

“特色性”主要体现在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专

化整合各个图书馆的数字资源，采用聚合技术，集

题库的建设方面。图书馆在数据库建设过程中，在

合高等院校、科研部门、文化机构等合作单位的资

资源选择方面应体现出特色内容，对某一领域的资

源库，并且收集整理免费的网站资源、社交网络资

源进行开发利用，要尽量选择该领域有价值、有特

源等，将整理好的数字文化资源存储在共享平台。

色的数字文化资源，并且对这些资源进行适当扩

利用针对服务的内容，以资源推介、个性化定制等

展，切忌面面俱到、泛泛而谈。或者采取细致调研

服务方式，为社会大众提供更为精准、优质的信息

的方式，在对多家具备专业特色的数据库进行分析

服务，进一步提升数字文化资源的共享率。

研究和认真比较的基础上，选择与本区域特色相匹

2.3 数据安全：完善制度，强化管理

配，并且满足社会大众基本需求、获得社会大众好

数字文化资源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等特征，因

评的专题数据库进行建设，这样在体现资源的广泛

此在开发利用中容易出现数据泄露、系统漏洞、知

性和有效性的基础上，对资源的特色性特征也有了

识侵权等问题。鉴于此，图书馆应及时修改滞后的

进一步认识。

管理体系，借鉴国外成熟案例或优秀经验，结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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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情、本区域特色制定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标

间的关联，特别是要着重关注“重点用户”或“特

准、实施措施及评价方式，对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

色用户”，采取多元化方式提高用户资源建设参与

用过程中的资源版权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技术风

度，更高效地实现数字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

[3]

险问题等加以规范 。图书馆还应重视技术手段的

3.3 创新服务模式

有效利用，如采取虚拟化海量存储技术进行存储管

图书馆应创新服务模式，全力打造泛在化资源

理和备份管理，保障资源的安全存储与管理；通过

传播体系，主动进行数字文化资源推广和品牌宣

身份验证和权限限制严格把控用户资源访问，在一

传，构建以各种移动终端为载体的资源传播平台，

定程度上确保数据与服务的安全；建设立体化的安

并且结合社会力量拓展服务范围，利用自身独特优

全防范体系，运用日志记录、杀毒软件及防火墙等

势与网络资源聚合，整合配置数字文化资源，实现

进行网络逻辑隔离，实现 24 h 不间断安全监控。

图书馆资源服务的全覆盖 [5] 。如实施“图书馆＋购

3 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掌握的三大策略

物娱乐场所”模式，可以通过张贴图书馆二维码的

在“互联网＋”时代，社会大众不再满足于传

形式进行，充分利用流动性强、设施齐全的购物娱

统的资源获取途径，而选择更为先进的传播媒介、

乐场所（如咖啡厅、服装店、游乐场、餐厅等），

信息渠道获取资源，也不再是单纯的资源接收者，

让社会大众在购物娱乐之余享受到图书馆的资源服

同时也成为资源的提供者。图书馆要主动转变滞后

务；实施“图书馆＋社区”模式。除了张贴图书馆

观念，强化全民参与，利用社会力量开发利用数字

二维码之外，还可以 24 h 自助图书馆的形式开展，

文化资源，进一步优化图书馆服务。

社会大众可以通过自助图书馆服务机体验图书馆优

3.1 强化用户参与

质的泛在化服务。总之，图书馆应融入社会之中，

图书馆应组织社会力量搭建平台，鼓励合作单

让社会大众随时享受到图书馆平等、顺畅、高效、

位、社会大众参与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强化图书馆

优质的服务，进一步拓展图书馆服务范围。

与合作单位、社会大众的互动力度，通过新媒体开

4 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应落实的三大保障

展需求调研，向社会大众征求自建专题数据库的主

全民参与式的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是

题，对原有资源与社会大众的适配度进行有效评

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强图书馆与高

估，依据评估结果完善数字文化资源内容，采取

校、科研部门、文化机构等单位的协调合作，加强

“用户点单”的方式定制资源需求，明确资源建设

社会大众的参与，从意识、经费和人才 3 个方面保

的发展方向，实现资源配置的最大价值。同时，图

障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顺利进行。

书馆还可以面向社会大众公布部分数字文化资源建

4.1 意识保障

设主题，号召社会大众主动为图书馆提供优质的数

图书馆要及时转变滞后观念，明确全民参与式

字文化资源，鼓励社会大众利用微博、微信等传播

的图书馆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意义，依据

媒介参与资源建设，图书馆对社会大众所提交的数

时代要求和图书馆发展目标，更新完善相关制度措

字文化资源进行整理优化、挖掘创新，有效补充数

施，把该项工作作为一项日常工作持续开展，使其

据库资源，让数字文化资源更具有效性和针对性。

形成制度化、常规化。图书馆还要通过媒体宣传、

3.2 重视联结用户

教育培训等方式，改变原本狭隘的资源建设观，让

在“互联网＋”时代，图书馆不能停留在以往

社会大众主动参与数字文化资源建设，树立科学合

的被动服务状态，要想不落后于时代，就必须树立

理的全民参与的资源共享观，提高社会参与度，获

数字文化资源品牌，重视联结用户，培养自己的忠

取社会大众的支持。

实用户，形成用户粉丝群，加强图书馆的用户黏

4.2 经费保障

性。图书馆要在加强数字化建设和移动终端服务的

在经费方面，目前图书馆建设经费大多以财政

基础上，利用各种数字技术，通过各种移动终端平

拨款为主，但图书馆不能依赖于这单一的经费来源

台联结用户，加强与用户的交互行为，为用户提供

渠道，可构建财政经费为主，社会经费、项目经费

[4]

更贴心的服务，以形成较强的用户黏性 。图书馆

为辅的多渠道经费体系，如通过申请专项项目、接

要依据社会大众不同群体的专业背景、知识结构等

受组织或个人捐助、与合作单位实现资源共享、提

特征，加强同一专业背景、相似知识结构的用户之

供产品或服务等形式，吸引社会给予图书馆数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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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经费支持，实现建设经费从财政

色性原则，有效开展全民参与式的数字文化资源开

拨款到社会力量多元化参与的巨大转变，有效解决

发利用。在此过程中，图书馆除了要重视结构、平

[6]

数字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经费问题 。

台和安全问题，还应强化意识、经费及人才保障，

4.3 人才保障

做到全民参与，利用社会力量开发利用数字文化资

图书馆应重视专业人才队伍的建设问题。在人

源，进一步优化图书馆服务。

才引进方面，加大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型人才的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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