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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私立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及建议
朱曼曼

朱

江（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

摘 要 全国私立图书馆的数量不断增加，开始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明确了私立图书馆的
定义，并按照组织形式分类总结了我国私立图书馆的发展现状，最后，试着提出了几点建议以促
进我国私立图书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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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ese Non-Governmental
Library and Development Proposals
Zhu Manman, Zhu Jiang (Chengdu Branch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Library, CAS)
Abstract Along with government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on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Infrastructure, the number of the Non-Governmental Library is growing and has attracted widespread
concern. This paper clears the definition of the Non-Governmental Library, groups them according to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summari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At last, makes a few suggestion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Libra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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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由中国图书馆学会、北京大学信

private library，根据翻译的习惯，一般翻译成私

息管理系和东莞图书馆联合创建的专门搜集、

立（与 national 公立、国立相对）图书馆。因

展示公益性私立图书馆事迹的“文化火种寻找

为政府以外主体创办的图书馆同政府创办的图

之旅”网站正式开通。2011 年 6 月 4-5 日，心

书馆的最大差异就在于其所有权的归属，而且

平公益基金会、青树基金会、北京大学信息

考虑到翻译惯例，所以笔者认为采用“私立图

管理系、北戴河区爱辉图书馆等联合筹办了

书馆”一词来指代政府以外主体创办的图书馆

“2011 民间图书馆论坛”
。2012 年 6 月 28 日文

似乎更为恰当和贴切。

化部发布的《文化部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

在界定或定义“私立图书馆”时，首先需

进入文化领域的实施意见》
，明确表示鼓励民

要综合考虑“私立”和“图书馆”两个概念的

间资本建设图书馆。但是大部分私立图书馆仍

特征，明确“私立图书馆”这一概念至少应该

在勉强维持生存，曾经名声很大的上海 2666 图

包括三个要素 [1]：

书馆也因为无证经营而无奈关门，我国私立图
书馆的发展仍步履维艰。

●

所有权归属——政府以外主体。也就是要

突出图书馆创办主体的非政府性，强调图书馆
的所有权归属为政府以外的创办主体。而且此

1

私立图书馆的概念界定

类图书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专门聘请专

当前我国对于政府以外主体创办的图书

业人士或者招募志愿者进行管理。

馆 称 谓 不 一， 有“民 营 图 书 馆 ”
、“私 立 图 书

●

开放性——图书馆与藏书楼、家庭书房

馆”、“私人图书馆”
、“民办图书馆”
、“私营图

的最大差异。从理论上讲，现代意义上的图书

书馆”、“民间图书馆”等多种称谓，而在国外

馆本身都应该是要开放给用户使用的。只是因

则 主 要 称 NGL（Non-Governmental Library） 或

为图书馆的定位以及用户使用的方便性而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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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程度和所针对的用户群体上有所差异。例如

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办法》第二条“本办法

各种针对儿童的儿童馆，或者针对某个学科的

所称文化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

专业图书馆，或者针对某些特定群体的组织内

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

的图书馆等。而且依据最省力原则，人们在使

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文化服

用图书馆的选择上会遵循就近原则，所以开放

务活动的社会组织。
”以及第九条中列出的文化

性本身就是相对于“封闭”、“自用书房”而

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所从事的业务范围，可以看

言的。

出私立图书馆与之完全相符，所以在现有制度

●

具备图书馆的一些功能。选用“图书馆”

框架下，私立图书馆应当以文化类民办非企业

这一称谓主要是因为这些政府以外主体创办的

单位形式进行登记，并接受主管民政部门和文

图书馆在行使的功能上和所追求的目标和图书

化部门的审核与管理。比较典型的例子有：

馆有很多相似之处，例如提供可借阅的资源，

●

皮卡少儿中英文图书馆 [3]，由胡碧榕、王

为用户提供学习的环境和空间，一定程度上保

弈、罗鸣和宁爱东四位海归妈妈于 2006 年 1

存了地方性或者特定领域的珍贵资源等。

月开始创办，现在在北京有万柳馆、劲松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私立图书馆指的是

三元桥馆和西山庭院馆 4 个分馆，并成立皮

由政府以外的主体创建，向社会开放，满足人

卡书屋蓝旗营培训中心，开设 phonics 课程和

们文化资源需求和其他相关服务要求的图书馆。

readinga-z 课程。书屋以美国社区图书馆为蓝
本，为 0-15 岁小读者们介绍和提供生动活泼

2

我国私立图书馆的发展现状

的英、中文图书并组织丰富多彩“寓学于乐”

王子舟、吴汉华的《民间私人图书馆的现

的活动，在上海有皮卡少儿中英文图书馆上

状与前景》和高洁婷的《我国现代民营图书馆

海馆。

发展研究》硕士论文都依据“文化火种寻找之

●

立人乡村图书馆 [4]，是一个民间教育公

旅”网站资料和其他的调查数据对我国私立图

益组织，成立于 2007 年 9 月，总部位于北京。

书馆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虽然私立

立人图书馆的工作方式是：在中国选择一些县

图书馆直接面临的馆舍条件、文献资源、服

级地区，在当地各界朋友的主动努力和配合

务、经费和人员等微观方面的难题很多，但是

下，逐步建立覆盖全县的公益图书馆网络，并

这些不仅仅是私立图书馆的问题，更是所有图

以此为基础开展系列教育、文化活动。每一

书馆，乃至文化服务实体都要面临的难题，而

个新馆都由当地人发起并派驻一名长期志愿

且伴随着私立图书馆的发展需要一直努力去解

者，主持图书馆日常事务，并成立本地理事

决。“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为私立图书

和立人之友团队，共同参与，为图书馆长期发

馆找准社会定位，响应国家的号召，为私立图

展整合各种资源。现有 11 个分馆和 3 个合作

书馆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使私立图书

馆。并同一公斤捐书网、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

馆可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主发展更为

发展基金会、心平公益基金会、海外中国教育

重要。为此，本文将在广泛搜集“文化火种寻

基金会和逸远慈善与教育基金会建立战略合作

找之旅”网站、研究论文、网络资源的基础

关系。

上，依据私立图书馆的组织形式分类分析了我

2.2

国私立图书馆的发展现状。当前我国的私立图
[2]

基层文化设施形式的私立图书馆

包括纳入基层文化设施系统，作为社区图

书馆依据组织形式进行划分，包括以下几类 ：

书馆、基层图书馆分馆或者基层图书馆流动图

2.1

书馆据点以及纳入国家文化项目的私立图书

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的图书馆

现实中相当一部分私立图书馆是以民间组

馆。近年来，国家为加速推进文化设施的建设

织形式存在的。民间组织从管理和法规上被分

做出了巨大努力。例如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

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部分。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五大文化重大项目（广

依据《文化部、民政部关于文化类民办非企业

播电视村村通工程、社区和乡镇综合文化站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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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

助特许经营模式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加盟体系，

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2003-2005 年，

现在山东、辽宁、河北、河南、陕西、江苏、

中央财政每年拨 2000 万专项资金实施的送书

安徽、福建、甘肃等省拥有 20 多家加盟连锁

下乡工程；中宣部、中央文明办于纪念红军长

馆。本馆现有借阅部、零售部、培训部、加盟

征胜利 70 周年之际，资助长征沿线和中西部

事业发展部、科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科教图

部分农村贫困地区，建设 1550 个“万村书库

书馆隶属于北京科哈文化产业集团，该集团下

工程”图书室等。正因为政府的大力投入，很

属有 5 个公司，分别是北京科教图书馆，济宁

多基层私立图书馆在难以维持生存的情况下，

潘家书院，哈佛摇篮幼儿园（北京国际园、牡

以此为契机，开始向公共图书馆、地方政府和

丹园、山东济宁益民园），北京科图文化传播

相关部门等寻求帮助，实现自身的发展，并纳

有限公司和北京瑷稚童话教育管理咨询有限公

入基层文化设施系统。典型的例子 [5] 有：

司。经营范围从图书馆服务，到销售和培训，

●

汉阳图书馆，民法学家梁慧星卖掉北京的

一处房产筹资百万，以县图书馆汉阳分馆的形
式在四川省眉山地区青神县汉阳镇成立。借鉴

甚至向前向后拓展至出版业务和创造需求，实
现了“产 - 供 - 销”一体化。
●

青番茄图书馆 [7]，青番茄图书馆号称“全

县图书馆的管理经营，并招聘图书馆管理人员

球最大中文网上实体书图书馆”，由深圳市青

（作为县图书馆的外聘人员）
，而且县政府决定，

番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建，于 2010 年 8 月

从县财政中每年拨款 10 万元作为功能经费。
●

邓应明“农家书屋”，由退休教师邓应明

上线运营，其宗旨是“为用户提供（图书的）
终身免费借、阅、送、还上门服务”。青番茄

于 2004 年创建。自己免费充当图书馆管理员，

图书馆的核心服务与图书馆类似，只是借助

并动员大哥出资建起了为群众读书服务的小花

快递的形式来实现。坚持“实践阅读的一切可

园、 阅 览 室。2006 年 10 月， 由 中 央 文 明 办、

能”，探索各种途径和方式渗入读者生活，为

中央宣传部捐赠的“万村书库”和省新闻出版

其提供优质的阅读服务。现有 439 个咖啡图书

局捐赠的“农家书屋”先后落户邓应明的书

馆；190 所企业图书馆；1 所汽车图书馆；27 个

屋，分别捐书 2000 多册。

城市，2757 座微图书馆；29 所社会企业图书馆

2.3

等多种创意形式的阅读平台。

文化企业形式的私立图书馆

文化企业形式的私立图书馆指的是以文化

2.4

准民间组织形式的私立图书馆

类企业形式在工商局注册成立的图书馆。包括

除了正式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

实体型会员制连锁型私立图书馆和网上实体图

位和文化企业之外，还有大量没有正式登记注

书馆两类。虽然在管理体制上不允许个人或组

册的准民间组织形式的私立图书馆。准民间组

织以营利为目的建设图书馆，但现实中机构或

织形式的私立图书馆一般达不到《文化类民间

个人建立了一些依附性或者相对独立的图书馆

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具

组织，开展类似图书馆活动的收费性服务。由

体要求，是公益性或者互益性的准民间组织。

于《文化类民间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管理暂行

虽然民政部 2000 年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

办法》规定的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形式成立的标

织暂行办法》规定：“凡未经登记，擅自以民

准太高，而且对于收费和开展的活动等提出了

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或者被撤销登

严格要求，所以创办者从经营视角出发选择了

记后继续以民办非企业单位名义进行活动的，

自主度较大的企业型经营模式。由于凭借单纯

由当地的登记机关依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

的借阅服务很难维持生存，所以现实中往往开

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予以取缔，没收非法财

展很多相关服务，并充分利用网络和特许连锁

产。”但准民间组织形式的私立图书馆不能完

等模式，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典型例子有：

全等同于非法民间组织，其本身是为社会民众

科教图书馆 [6]，由潘跃勇于 1999 年在山

服务的，而且数量庞大，所以有些地方政府并

东济宁创建，2003 年将总部迁至北京，通过借

未直接强制性取缔，而是依据“分类控制”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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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较为灵活的备案制对这些准民间组织加以管
理。准民间组织形式的私立图书馆

[5]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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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2012 年 6 月在福州市台江区洋中路 338 号福
州金银首饰厂旧厂房四楼创建，完全由夫妻自

我们图书馆，由“令狐小涛”于 2010 年

己出资补贴。进入图书馆的多是一群志同道合

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的一座二层复

的读者，相同的品位、相同的爱好，郎沙和他

式小楼创建。所有书籍均由书友提供，所有会

们一起分享读书过程中获得的乐趣。藏书以艺

员集体参与图书馆的管理和工作，每个会员可

术、电影、文学、设计的书居多，选择上有个

以拥有一个书架。所有资费全都由会员均摊或

人偏好，私立图书馆的性质相对来说更私人。

●

者捐赠。用户大部分是普通打工一族，也有一

由于此类私立图书馆并未注册登记，属于

些白领，偶尔还有学生。图书馆一楼提供书籍

准民间组织，既不能享有国家的优惠政策，也

借阅，二楼提供画画放松心情的空间，也会举

无法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再加上，现在我国也

办一些粤语或法语等小讲堂。

没有针对私立图书馆特殊性的法规条例来规定

安海公益图书馆“安平书坊”，由许著华

文化企业形式和非企业民间组织形式的私立图

于 2012 年创建，寄存在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

书馆的注册和发展。更有甚者，曾经轰动一

安海镇小巷复制咖啡馆内。书籍主要来自于网

时，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上海 2666 图书馆竟

友微博捐赠，包括方便学生使用的工具书，国

因为没有正式注册而关门。正因为私立图书馆

内外的文学书籍和期刊杂志等。随着图书馆书

的活动能力有限，也就没能形成自身的可持续

籍的增多，除了作为馆藏，提供书友借阅和交

发展机制。

●

流外，另一部分将用于支援偏远地区学校，为
他们建立图书阅览角。
2.5

小范围或者特藏资源共享型私立图书馆

3 促进我国私立图书馆发展的几点
建议

此种类型的私立图书馆主要是创办人根据

莱斯特塞拉蒙曾说推动第三部门发展的动

自身的需求开始置办资源，同时对外部人员免

力至少有三个：来自基层的主动积极的热衷

费开放，但因为资源类型偏个人化、资源数量

者，最基本的力量是决心自己动手来解决问

有限，而且一般由于时间、精力和资金、场所

题，自己组织起来改善境况或争取基本权益的

等限制只提供给部分人员使用，所以相对来说

普通群众；来自第三部门之外的各种公共和私

辐射范围较小，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私立图

人机构；建立非营利组织的压力还来自上面的

书馆，更像是对外开放的家庭图书馆。虽然此

政府决策圈。笔者认为，我国私立图书馆的发

类私立图书馆影响相对较小，服务用户较少，

展也基本适用这一观点：首先，确立私立图书

但是这却是用户自发创建，而且无形中也在感

馆的合法性身份是私立图书馆开展各种活动的

染周围人员及亲朋等，真正实现了阅读的生活

前提；其次，广泛的群众基础是私立图书馆得

化，所以非常值得提倡，让家庭图书馆融入每

以创立的内生力量，也直接为其提供了开展活

个家庭，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动所需要的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再次，私立

樊氏图书馆，由周加侠于 1998 年在江苏

图书馆同公共图书馆、国家相关文化发展项

省东海县牛山镇创办，属于特藏馆。特色馆藏

目、其他社会组织的项目等展开合作，加入基

包括邓演达研究相关文献、福建事变相关文

层文化设施网络，充分利用各方的支持，实现

献、佛教戒律相关文献、樊姓相关文献、东海

私立图书馆满足民众文化信息需求的目标。

地方文献及其个人的著作。一个人查阅为主，

3.1

●

确立私立图书馆的合法性身份

免费对外开放；向大陆和台湾学术机构、专

依 据 高 丙 中 [8] 的 观 点， 社 会 团 体 的 合 法

家学者提供复印、文献传递服务；并向部分机

性包括政治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

构、读者个人赠送书籍（近 3 年赠送数量约为

和法律合法性四种。政治合法性是指社会团体

书籍 1.5 万册，光盘 1 万张）。

由于符合国家的思想价值体系而被承认享有的

●

80 后夫妻图书馆（森林图书馆）
，由郎沙

合法性。社会合法性是指组织的存在和发展得

30

图书馆杂志（2014年第2期 总第274期）
Library Journal(Vol.33.No.2)

·理论探索·

到了社会公众的认可和支持。行政合法性是一

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

种形式合法性，其基础是官僚体制的程序和惯

定“民办非企业单位不得设立分支机构”
。这

例，其获得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大致有机构文

些限制都是潜在的隐患，所以，只要私立图书

书，领导人的同意，机构的符号（如名称、标

馆是为公众服务的，就应该在一定程度上给予

志）和仪式（如授予的锦旗）等。法律合法

明确的政策支持，应该放低进入门槛，放宽

性在我国是指社会团体必须在登记注册，得到

约束条件，同时规范其发展模式及其业务活

法律的认可，成为合法组织 [9]。虽然理论上有

动。制定详细的私立图书馆的创办流程和灵活

四种获得合法性的场域，但是在我国一般要求

的管理办法，规定各类私立图书馆的登记制

要同时满足这四种合法性要求，而且《社会团

度、主管单位，明晰私立图书馆创办所享有

体管理条例》的第九条和第十条可知，法律

的各种优惠政策和可利用的资源，使更多的

合法性一般内在地整合了其他三种合法性，所

人加入到私立图书馆中来。通过媒体和网络

以我国应该尽快建立私立图书馆的登记管理条

的宣传报道等方式加强对私立图书馆事业理

例，区分各种组织形式的私立图书馆，分别为

念和精神的宣传和教育，提高公众的参与积

其制定明确的登记流程和管理办法，规范其创

极性。

建和发展。而在此之前，私立图书馆可以先寻

3.3

形成广泛的合作网络

求其他三种合法性，作为其创建和发展的基础

资源依赖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组织无法实

和依据，可以先在相关部门进行备案，进而在

现完全的自给自足，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从环

私立图书馆登记和管理方面的条例正式施行之

境中取得关键和稀缺的资源，但组织同时也在

后，再根据各自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正式获

主动管理和控制环境，即可以采取各种战略行

取法律合法性，逐步完善私立图书馆的合法性

为以减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和来自外部环境的

身份。

制约。该理论所应用的组织类型涵盖了企业和

鼓励私立图书馆的创建和发展

非营利组织 [11]。资源依赖理论从资源的角度

[10]

通过考察国家对多种社

分析组织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组织要想生存就

会组织的实际控制，提出了“分类控制”，即

需要认清组织与所处环境中相关实体之间的关

政府管理社会组织的手段不是“单一的”
，而

系，并尽量在借助外部资源获得生存的同时减

是“多元的”
，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

少对外部环境的依赖，而保持一定的独立自

管理方式。这也是当前中国大陆的国家与社会

主性。笔者认为，该理论正好适用于私立图书

关系的基本特征。
“分类控制”最基本的分类

馆。现在我国私立图书馆凭借自身的力量普

原则就是：① 社会组织发动集体行动的能力

遍发展得并不好，需要以其服务公众所产生的

是否会对政府的政治权利产生影响，对社会的

社会效益和承担政府满足民众文化信息需求

稳定带来挑战；② 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物品

的职能换来国家政策的支持。与地方政府合

的性质是否是服务社会和公众，辅助国家履行

作，在协助基层文化设施建设的同时，寻求地

职责，维持社会稳定。也就是说，政府采取什

方性、行业性政策法规的保障。与公共图书馆

么样的控制策略和控制强度，取决于政府的

合作寻求业务、资源等方面的支持。例如定期

使命和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社会功能。因为

从公共图书馆借阅批量资源，获得公共图书

私立图书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民众的文化

馆的捐赠，并邀请图书馆学方面的专家、学者

需求，具有正外部性，所以应该给予更多的支

对私立图书馆的志愿者和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

持。虽然国家现在默许了私立图书馆的发展模

训，完善私立图书馆的服务体系，规范其管理

式，例如科教图书馆的“特许连锁”和北京皮

体系。加入国家大型文化项目，如农家书屋工

卡书屋设立分馆等行为，但是按照国家规定

程、“三下乡”活动、全国文化信息共享工程

私立图书馆是以民办非企业的形式存在的，实

等的网络，一方面可以借此获取合法性身份；

行的事业单位管理的方法，而且依据《民办

另一方面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源、资金支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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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锁式私立图书馆可以获得一些收入，但是还

共享。同企业、基金会、公益组织、志愿者团

难以仅靠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实现收支平衡。所

体等合作寻求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支持 [12]。总

以，应该建立健全各类型私立图书馆的登记管

之，私立图书馆要处理好同外部实体之间的各

理政策，使私立图书馆获得合法性身份和为其

种关系，充分利用各种外界条件实现自身的发

展开活动提供政策保障，并进一步为私立图书

展，最大化社会效益。

馆的发展创造各种优惠条件和便利措施，使更
多的人加入到支持私立图书馆的行列中来。鼓

4

小结

励并支持私立图书馆积极加入各种基层文化设

我国近代的私立图书馆起步较晚，而且普

施网络，展开广泛多样的合作关系，充分利用

遍分布在乡村和社区，虽然一些会员制和特许

各种外在条件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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