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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服务理念及模式构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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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和谐型图书馆建设已 成为现代图书馆建设的目标, 文章本着 以人为 本, 为 读者服 务的思 想, 对 图书馆 新型

服务理念及模式进行了分析, 并力求构建一个全新的和谐型图书馆服务模式, 最后, 提出若干图书 馆新型服 务理念
与模式建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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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 A

和谐与和谐型图书馆

人学习与研究提供借阅服务, 发展到现在通过计算
机与通讯的手段, 实现网上阅读, 资源共享的知识组

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十分重视/ 和谐0: 孟子

织与管理, 实现跨越时间和空间, 最大限度地满足读

的/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0阐明人际关系和

者需要的服务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 是在不断创

谐的重要性。儒家关注人和人的关系, 道家关注人

新的服务理念的指导下, 使图书馆成为广大读者向

和自然的关系, 都是在不同的领域内探讨如何和谐

往的理想场所, 成为影响人们工作与生活的神圣殿

共处的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理想是/ 万物并

堂。

育而不相害, 道并行而不相悖0。庄子的最高理想是

国外图书馆在服务理念的设计上更是走在了前

/ 太和万物0, 使世界达到最完满的和谐。可见, 追求

面。日本图书馆法中明确规定, 图书馆的服务理念

平衡、
对称、
和谐, 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特色。

就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为任何人提供所需要的

构建和谐型图书馆, 就是要本着以人为本的理

[ 3]

资料。 。

念, 从服务理念、
服务创新等方面, 建立读者第一的
全新服务模式。
2

图书馆服务理念及其发展
所谓理念, 字面上的含义就是一种理想和信念,

实际上就是一种追求目标, 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而奋斗。图书馆服务理念是图书馆为建立理想的读
者关系、
赢得读者信任所确定的基本信念和价值标
准, 同时也是馆员在从事服务工作中应遵循的基本
信念和准则。
图书馆服务从中国最早的藏书楼收藏珍贵文献
为少数人服务, 到近代传统的大型图书馆, 为更多的

3 国内外图书馆服务理念及模式特点分析
3. 1 国外图书馆服务理念与模式的特点
国外图书馆在服务理念与服务模式上有许多值
得国内高校图书馆学习与借鉴的地方。例如, 日本
筑波大学附属图书馆, 他们的办馆宗旨是: / 读者至
上0

[ 6]

, 提供免 费服务、实 现资源共享、强调用 重于

藏, 为读者提供优质、
高效的服务。
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服务特点是: 服务的专业化
和个性化; 服务的便捷性; 服务的主动灵活性; 服务
的丰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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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的各类图书馆在为读者服务中的共性是:
收稿日期: 2007- 10-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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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具有良好的阅览环境。其次, 馆藏全部开架,
实行藏、
借、
阅、咨一体化服务, 有些馆实行自助式借
还。第三, 预约、
续借、馆际互借最大限度地满足读
者的需求。第四, 良好的网络环境, 开放化的管理。
第五, 文献复制方便快捷。第六, 资源有效整合, 统
一界面下跨库检索。第七, 馆员的良好综合素质和
[ 8]

敬业精神。第八, 便利的生活服务设施 。
国内高校图书馆服务理念与模式中存在的问

3. 2
题

大潜力。
5 新型服务理念与模式构建策略
5. 1 领导者倡导与广泛宣传
一种新的服务理念的形成与发展, 需要领导者
的倡导并采取有效措 施在全体馆员中 宣传、落 实。
正如沙因所说的那样: / 真正的文化则是隐含在组织
成员中的潜意识, 而且文化和领导者是同一硬币的
两面。当一个领导者创造了一个组织和群体的同时

国内高校图书馆读者服务模式中存在的问题主
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有部分馆还没有实现全

就创造了文化0。可见, 领导是创新服务理念并保证
其最终落实的关键。

开架、
开放式服务模式; ( 2) 预约、
续借服务还需要进

目前, 高校图书馆普遍重视和谐型图书馆的建

一步完善, 馆际互借受各种因素制约, 还远远不能满

设。从环境设施、资源建设、读者服务、
人际关系等

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 3) 网上服务项目还有待进一步

各个方面采取许多有效措施。如对于环境设施进行

挖掘, 如为读者提供更方 便的答疑、解惑的网络平

改进, 更加人性化; 降低购书成本, 增加购书数量和

台; ( 4) 图书馆馆员的队伍素质及馆员的敬业精神还

种类; 增加借书数量, 延长借书时间, 延长开馆时间;

有很大差距。

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 为读者提供热诚的服务。

新型服务理念与模式构建的可能性分析

4

5. 2 认真贯彻执行行为规范和服务标准
高校图书馆对馆内每一名员工, 特别是新入馆

图书馆作为文献信息与读者的中介, 要提倡充

人员, 以及参与图书管理的临时聘用人员和勤工助

分服务, 即最大化服务; 构建/ 需求 ) ) ) 资源 ) ) ) 服

学的学生, 开展基本服务规范培训, 用规范和标准统

务0的新型服务模式; 以读者需求为依据, 以读者的

一员工的言行。同时经常检查执行情况, 如服务环

满意度作为衡量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唯一标准。

境、员工衣着、服务用语等是否按照标准执行, 并通

图书馆服务理念的设计

4. 1

过经常性的检查督促, 必要时与绩效考核等进行挂

图书馆服务理念的设计, 是在分析、
总结和评价

钩, 使员工把执行规范和标准变为自觉的行动。只

图书馆现有服务状况的基础上, 充分考虑图书馆内

有把规范和标准实实在在地长期地在各个工作环节

外环境因素的影响, 用确切的文字语言, 把占主导地

认真实施, 才能把/ 读者第一0的理念落实到整个图

位的图书馆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准则表述出来, 形

书馆工作中。

[ 4]

成固定的服务理念的过程。 。
图书馆服务理念的文化基础

4. 2

5. 3 努力提高读者满意度
落实服务理念, 不论采取什么措施和方法, 检验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 文化知识具有两种不同的

工作做得好坏的最终落脚点和归宿点应该是体现在

用途。一、
它包含一个组织团体的宗旨 ) ) ) 理念与

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提高上, 而服务质量和水平

价值观。二、
它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与工具即领导可

的提高最终反映在读者满意度的提高。高校图书馆

[ 5]

用其扩展组织的宗旨。 无论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

在读者服务窗口建立读者意见簿, 及时记录和解决

面的图书馆文化, 其核心始终是人, 如何使图书馆的

读者提出的问题, 另外在网上设立/ 常见问题 解答

员工建立统一的价值观, 是确立新型服务理念的基

( FAQ) 0及时了解和解答读者的问题。

础。

5. 4 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
图书馆对读者服务工作的优劣受众多因素的影

新的服务理念的确立和有效执行, 需要科学的

响, 但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 文化的优劣起着决定

激励机制的保证。高校图书馆根据不同岗位制定考

性的作用。在和谐的文化基础上产生的新的服务理

核制度, 采取年度考核、聘期考核的办法。考核的内

念能带来和谐的读者与馆员的关系, 发挥馆员的最

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
业务工作能力、工作态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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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绩、科 研成果、考 勤情况等。根据馆员所在部
门, 在考核中增加与读者服务相关业绩的考核, 例如

[ 1] 秦

为读者解决实际问题的数量与质量。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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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libraries is a goal for constructing modern library. The paper analyses a new service
idea and new service mode and tries to build a new harmonious service mode of library. Finally, it puts forward several
countermeasures of building new library service idea and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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