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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图书馆职业研究述评与未来趋向
∗

□王晴　徐建华

　　摘要　通过对有关文献的系统梳理与归纳分析,将国内目前关于图书馆职业的研究内容分

为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及其拓展、图书馆员职业能力与胜任力、图书馆员职业素养与素质、图书馆

员职业生涯发展、图书馆员职业倦怠、图书馆员职业资格、图书馆员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图书馆

职业化与去职业化八个方面.在研究内容上,主题分布较为零散,现象描述较为普遍;在研究实

践上,缺乏生动的图书馆职业活动实践;在研究方法上,思辨性理论探讨较多,实证类调查研究偏

少.针对现有研究的不足,建立了一个整合分析框架,提出未来研究的五大趋向:图书馆人力资

源职业化管理体系、图书馆职业生态的综合评估、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支持体系、图书馆职业体系

与教育体系的有效对接、图书馆职业标准与规范体系.以期为我国图书馆职业发展提供思路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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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１８７６年宣布图书馆工

作为专门化职业为起点,图书馆职业距今已有１４０
余年的历史.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

的图书馆职业发展水平已走在世界前列,在图书馆

职业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和经验,主要体

现在职业资格认证、法律制度体系、面向职业需求的

专业教育、职业伦理、图书馆员职业生涯发展等方

面,同时也针对新形势下的图书馆职业发展趋势等

问题展开了研究和探索[１].在我国文化事业繁荣发

展的过程中,图书馆的角色不可或缺,自改革开放以

来,特别是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也迎

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实现了较大跨越,出台了专门法

律、职业道德规范等,学者们围绕中国图书馆职业展

开了广泛探讨,图书馆职业发展问题虽未像国外那

样形成整体性分析框架或建构模式,但也取得相当

数量的研究成果.
以CNKI(中国知网)收录的文献为来源,国内

图书馆职业研究最早可追溯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

期,历经３０余年的发展,产生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

果与经验.从主题演化的视角看,国内图书馆职业

早期研究的主题聚焦于职业道德,该研究主题一直

持续至２１世纪初且出现了图书馆职业精神的研究

转向,但近年来已鲜有新意.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

出现了图书馆员职业心理研究,并一直持续至今.

２１世纪初,图书馆员职业资格和图书馆员职业生涯

研究的兴起,成为新的学术增长点,而围绕图书馆职

业化与“去职业化”的学术探讨又催生了新的观点与

论断.近些年来,国内图书馆职业研究出现了新的

方向———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发展,进一步丰富和拓

展了图书馆职业研究体系.
随着环境的变化和改革的不断深入,当代中国

图书馆职业的发展面临着诸多新的机遇和挑战,全
面、系统地梳理和总结我国图书馆职业研究动态,并
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图书馆职业体系建设的路径与

对策等进行整体性构想,从职业体系建设的视角来

检视和探索新时代我国图书馆的职业化发展方向,
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１文献来源及相关说明

经文献调查可知,国内关于图书馆职业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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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文章已有多篇,这些文献可分为两类:其一是采用

文献计量方法揭示研究成果在时间、著者、期刊、机
构等维度上的分布特征或分析研究热点;其二是围

绕图书馆职业二级主题(如图书馆职业资格、图书馆

职业倦怠)综而述之.考虑到综述类文献存在主题

重复、内容老套等现象,仅选取其中的代表性文献,
见表１所示.
表１　国内关于图书馆职业的代表性综述类论文的特征

题名 作者 发表时间 载文期刊

国外图书馆职业能力

研究综述
盛小平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图书情报工作

二十一世纪我国图书

馆职业伦理研究综述
李清,张馨 ２０１５年７月

高 校 图 书 馆

工作

我国图书馆职业倦怠

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
孙玉红 ２０１１年８月

农业 图 书 情 报

学刊

我国图书馆员职业资

格认证制度问题研究

综述

徐长生 ２００９年２月 图书情报工作

现代西方图书馆女性

职业研究综述

吴 业 臻,唐

承秀
２０１０年１月 图书与情报

通过仔细研读和多维比较发现,国内图书馆职

业综述类文章主要存在以下不足:文献计量类综述

存在缺乏数据清洗、主题抽取不规范、内容分析不够

深入等研究局限,其他综述类文献缺乏对研究内容

的深度挖掘和整合.从研究方法和内容考察,尚无

研究从学理上对我国图书馆职业进行整体性解构与

系统论辩.有鉴于此,本研究基于我国图书馆职业

研究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多种类型文

献,系统梳理和整体建构我国图书馆职业的研究框

架和实践指南,旨在辨析并讨论图书馆职业的核心

概念、主要议题和内在关联逻辑,以期为我国图书馆

职业发展和职业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导航.
综合考虑文献资源的覆盖面、整合能力以及数

据可操作性等因素,本研究以 CNKI为文献来源的

检索平台.经过预调研和检索测试,以下检索条件

能够最大程度地获得目标文献,即主题＝“图书馆”
并含“职业”或者“馆员”并含“职业”,由于检索结果

单次呈现条目有限,以“发表时间”为分割条件,多次

检索后合并题录数据.从数据质量来看,初步检索

结果中包含大量的冗余信息,必须进行数据清洗和

预处理.数据清洗工作主要包括:剔除“某某职业

(技术)学院图书馆”、“档案馆员”等非关联性主题,
去掉专题序言(导语)、会议报道和增刊文献;数据预

处理工作主要是对题名相同的文献进行核对和去

重,主要流程包括:对存在题名重复的文献进行二次

检索,以作者和摘要作为条件进行匹配,对于同一作

者重复发表的,仅保留其最早出版的文献;对于题

名、摘要和全文均相同而作者不同的文献,保留发表

时间最早的文献.经过规范操作,共获得３３２６条有

效题录.文献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１１月２０日.
在研究方法和分析策略方面,本研究采用文献

调查、内容分析、主题分析等方法,以理论分析和实

证研究相对照的行文逻辑,归纳、抽取并整合有关研

究主题.本文的综述思路(内容整合逻辑)主要包括

以下流程:首先,对文献摘要进行精读并做备忘录和

注释,为下一步的关键词提取和融合提供知识支撑;
其次,按照频次高低顺序依次抽取关键词,形成主题

范畴,直到无新的主题出现即停止抽取工作,根据关

键词的语义关系和关联逻辑,将主题进行归类,其
中,同一文献涉及不同主题的,多次标注;然后,根据

分类主题形成分析框架,逐步拓展并体系化;最后,
归纳总结并提出未来研究趋向.

２　国内图书馆职业研究述评

２．１　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及其拓展

图书馆员职业道德是图书馆职业研究议题中出

现时间最早、探讨次数最多的热点问题,可以说,从
图书馆职业立题伊始,职业道德问题研究就相伴而

生.从主题内容来看,研究已从职业道德延伸至职

业精神、图书馆精神、职业伦理等更加多元化的视

阈.２０１４年,吴建中和范并思先生发起“图书馆员

职业精神与核心能力”讨论,程焕文和李国新教授组

织“图书馆伦理道德与知识产权保护”专题论文,这
些成果均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

自«中国图书馆员职业道德准则(试行)»(以下

简称«准则»)颁布以来,国内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出

现了一些新特点:许多学者围绕«准则»内容进行了

多角度思考,视野更加多元化;对“职业”语境的阐释

角度拓展到图书馆精神、职业伦理等层面,反映出图

书馆职业道德在研究与实践层面对理念和精神的迫

切需要[２].而图书馆职业道德与职业精神关系的讨

论没有形成“共识”,程焕文先生将职业道德称为“２１
世纪中国的基本图书馆精神”[３];李超平女士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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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道德规范是图书馆精神的实践方式”[４],呼吁

图书馆人在实践中从职业化的角度去理解其内涵;
肖希明先生认为职业精神处于更高的层次,是一种

对职业的信念和追求,是图书馆行业本身所秉承的

价值观,而职业道德往往体现为一种外力的约束[５].
关于图书馆职业道德与职业伦理的关系问题也有必

要说明.从现代性、制度规范约束作用以及从国际

惯例来看,职业伦理更适于描述图书馆行业自律规

范[６],因为从语用差异上讲,道德更多地适用于个体

活动,而伦理则适于描述群体特质,显然,在图书馆

职业语境下,后者表述更具规范性.谭祥金先生在

２０年前就指出,“图书馆伦理学是研究图书馆职业

活动中道德现象及规律的科学”,主要研究图书馆职

业道德的产生、发展与影响以及图书馆职业活动中

的伦理关系等重大课题[７].
从研究进展来看,国内学者对图书馆职业道德

及拓展主题进行了理论层面的阐释,表现出主题内

容重复较多、对策建言鲜有新意等局限.从出版物

的分布特点来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１世纪初出版

的文献占总量的３/４以上,特别是在«准则»出台以

后的五年内,有关论辩十分活跃,曾经掀起多次研究

热潮,而近十年来的有关研究与论辩则明显减少.
反思现状,图书馆职业道德研究尚未形成系统化格

局,深度和力度仍显薄弱,有必要探究其层次结构

性,以获得系统性的思路和方法[８].特别是要突出

图书馆职业道德建设主体性,增强从精神到实践转

化的整体性效果.在新时代背景下,重视从实证调

查中发现问题,通过多种方法的融合,查证影响图书

馆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关键性因素和深层次关联逻

辑,注重从传统道德文化中汲取营养,提高行业自律

规范顶层设计的适应性和可操作性.

２．２　图书馆员的职业能力与胜任力

职业能力对图书馆员的服务与管理水平产生直

接影响,新环境下图书馆员的角色也在发生变化,培
养和提升图书馆员职业能力既是图书馆事业可持续

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馆员职业成长与实现自我价

值的重要途径.在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建设中,核心

能力的开发与建设水平已经成为体现图书馆学专业

性和职业精神以及决定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关键因

素[９].从研究现状来看,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建设主

要包括以下途径:转变传统观念,更新服务理念;开
展业务培训与继续教育,不断提高专业技能和水平;

健全考核与评价机制;开展学术交流,鼓励科研创

新.同时,图书馆员职业能力建设应当体现三点价

值导向:重视新生代馆员的职业能力建设、新型岗位

馆员的专业技能开发与拓展、核心竞争力与职业

自信.
现有研究表明,胜任岗位要求的图书馆员既需

要技术、服务、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作为基本保

障,又需要自我认知、情感态度、动机等内在驱动性

因素,这类内在因素对图书馆员的外在行为具有持

续性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职业胜任力是图书馆

员职业能力的内源性保障,职业能力则是图书馆员

职业胜任力的外显性表现,胜任力是职业能力建设

的结果.有关研究内容主要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

国外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的标准与规范的引介以及

中外比较[１０][１１];二是我国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的理

论与实证研究,其中,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代表性实

证研究项目见表２所示.
表２　国内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实证研究的特点

文献
类型

项目
主持人

调查
对象

数据
来源

研究
方法

要素结构
(模型)

期刊
论文

徐建华[１２] 图书馆员 ３６５４
份问卷

访谈、问卷
调查

３ 个 一 级 维
度、９ 个 二 级
维度

耿骞[１３] 图书馆员 ３７７
份问卷

访谈、问卷
调查

６个维度胜任
因素、３６ 项胜
任特征

刘泳洁[１４] 图书馆员、
用户

１９６
份问卷

问卷调查
１３ 个 一 级 要
素、１１４ 个 二
级要素

唐美灵[１５] 图书馆员 ２０余万
字文本

访谈 ６ 个 维 度、２７
项胜任特征

学位
论文

徐静[１６] 图书馆员 １３７
份问卷

访谈、问卷
调查

２种类型、８个
维度

对研究我国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要素结构(模
型)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提取其中的胜任特征主题

词,以词频高低排序,按照自下而上的编码和知识建

构逻辑,结合现代胜任力理论的基本观点和图书馆

职业胜任力研究现状,构建我国图书馆员职业胜任

力一般性模型,如图１所示.
从整体性进展来看,更多的研究者开始关注实

践调查,用数据说话,访谈、调查等方法的应用使得

论证的广度、深度和系统性得到进一步增强,但应用

研究相对薄弱,胜任力模型(要素结构)的应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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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我国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一般性模型

仍停留在培训、考核等传统项目上.从评价标准上

讲,国外图书馆行业协会、图书情报教育机构在研制

图书馆员胜任力标准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１７],对
图书馆的职业化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相较

而言,国内尚未出台行业层面的图书馆员胜任力标

准或指南,尽管部分学者构建了基于不同视角的图

书馆员职业胜任力模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

绝大多数调查是针对特定区域的或某一类型的图书

馆开展的,其灵活性、可拓展性和实践效果仍有待提

高.此外,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的实践应用应与教

育有机衔接,图书馆员职业胜任力的教育应把握好

三个重点:一是对未来职业者的学历教育,二是对在

职馆员的继续教育,三是对特殊岗位馆员的专项技

能培训.

２．３　图书馆员的职业素养与素质

早在１９３２年,刘国钧先生就曾发表“图书馆馆

员之素养,关系至关重要”的观点[１８].随着社会环

境变化和技术进步,新形势下馆员的素养内涵也随

之调整.但是,到目前为止,图书馆员职业素养的定

义尚未达成一致,甚至存在学理上的矛盾和冲突.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素养与素质的使用

混乱,有的学者将素养和素质均作为“quality”的译

名[１９],有的学者将馆员素质译为“competenciesof
librarians”[２０],还有学者将“competencies”译为能力

和素质 [２１],素质和素养常被混用.二是要素归属关

系不明.图书馆员的职业素养可以理解为图书馆员

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综合品质,被引用较多的

观点是王彦萍等提出的,即图书馆员职业素养是职

业精神(内化素养)和专业能力(外化素养)的结

合[２２],金丽萍认为图书馆员职业素养是统领职业道

德和职业技能的世界观,其要素最终内化为职业精

神与职业信念,外化为职业核心能力与技能[２３].与

此观点不同的是,盛小平等认为职业素质是图书馆

员职业能力的构成要素,并将价值认同、道德标准、
职业承诺、信息素养等纳入其中[２４].

关于图书馆员职业素养构成要素的研究,国内

学者一般从两个角度切入,其一是对国外(以美国为

主)图书馆协会发布的有关报告及文本进行内容解

读,在此基础上提出我国图书馆员职业素养构想;其
二是结合岗位要求和服务需求进行理论考察.从刘

国钧先生的图书馆员素养观出发,图书馆员首先要

理解图书馆发展史、了解行业特点、把握职业使命与

核心价值[２３],这样才能形成素养内化和外化的动力

之源.此外,图书馆员还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以
适应行业变化和满足新形势要求,并在实践中获得

新的职业认知和认同感.我们还应当认识到,职业

素质在不同岗位上存在差异,编目人员与学科馆员

在职责以及所需的专业技能与知识方面是不同的,
面对不同类型的服务对象,图书馆员职业素质的结

构也存在差异,比如,少儿图书馆馆员的职业素养应

以儿童发展观为指导,在通识基础上具备学科专长,
具备服务于儿童终身发展的综合素质[２０].

从研究特点及进展来看,我国图书馆员职业素

养研究已在数量上取得较多成果,而在学术规范上

还应理清职业素养与职业能力(胜任力)、职业精神、
职业道德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系统性地研究馆员

职业素养概念体系、培育机制以及评价方法等核心

要点.考虑到图书馆职业的服务性、实践性等特点,
馆员职业素养的形成与提升还应增强个人素养与岗

位适应力的匹配度,形成精准化的施策方案.另外,
职业素养的评价研究在我国图书馆领域是一个学术

延伸点,有必要深化探索图书馆员职业素养的结构

与内容,基于岗位属性、工作内容、馆型及规模、服务

对象等具体情境,建立层次明晰、结构合理的评价模

型.立足于图书馆职业特点,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开
发适用于本土情境的图书馆员职业素养量表,为馆

员素养评估与提升提供量化工具.

２．４　图书馆员职业生涯发展

国内学者关于此课题的研究最早兴起于２１世

纪初,以徐建华教授为早期代表人物,较早地阐述了

馆员职业开发与管理的必要性和实施方法[２５].从

分类主题的归属范围考察,核心内容主要包括图书

馆员职业生涯开发与管理的动因、必要性、作用及功

能、实施方法与途径以及系统构建等.研究普遍认

为,职业生涯开发是保证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效果

的有效手段[２６],有利于提高图书馆职业吸引力,促
进馆员对图书馆职业的认同,增强其职业归属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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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更好地服务图书馆人才.在观点上,学者比较认

同的是引入心理契约、职业锚理论以及人本管理思

想等,促进馆员个体职业生涯和图书馆目标的共同

发展.与１９８８年的调查相比,２００５年的一项调研

(以天津地区为例)结果显示,高校图书馆员从业人

员呈现出年轻化、易变性等特征[２７],对此,学界认

为,应针对馆员不同的职业生涯阶段实施差异化管

理措施,建议为馆员提供多元化、灵活性的职业生涯

发展通道.
除了提出面向全体馆员的职业生涯发展策略

外,职业生涯研究还关注四类主要群体,即非图书情

报专业馆员、新入职馆员、女性馆员和青年馆员,其
中,以女性和青年两大群体更受关注.当然,也有学

者提出对男性馆员的职业生涯也应予关怀,并以某

高校图书馆为例开展初步探索[２８].以上研究一般

是从个体和组织双重视角切入,基于经典的理论、方
法、模式探讨馆员职业生涯设计、规划及管理问题,
其中,以 SWOT 分析法和德尔菲法最为常见.此

外,部 分 学 者 还 探 讨 了 员 工 援 助 计 划 (EAP)和

CGLC(认识、目标、阶梯、结合)模式在馆员职业生

涯开发与管理中的应用问题.还应当注意到,职业

生涯与馆员的职业高原、职业倦怠等问题也存在一

定的关联性,从实证调查的结果来看,领导不重视、
职业发展空间狭窄、低工作满意度和缺乏成就感等

不利因素仍然存在[２９],成为阻碍馆员职业生涯发展

的绊脚石,也是造成其他职业问题的缘由.因此,如
何塑造利于馆员职业生涯发展的成长环境是当前图

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的前沿议题,其中,自我认知能力

培育、职业定位、激励机制和管理方式创新是几项突

破口,有关探索值得深耕.
从研究态势来看,国内研究图书馆员职业生涯

的期刊论文远多于学位论文,部分文献的主题重复

现象严重,近５年来的拓展性研究和新视角研究之

作较少.因此,该研究领域的创新发展还需要找准

定位,突破方法运用的瓶颈,研究对象也有待进一步

深化和丰富,以南开大学信息资源管理系分别在

１９８８年和２００５年开展的关于馆员队伍状况调查

(职业生涯管理)为例,可以参照和创新调查内容,对
地区、馆型、年龄结构、工作岗位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进行差异性比较,形成纵向跟踪研究,以反映新时代

图书馆员职业生涯发展的结构特征与变迁趋势,为
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提供新的量化依据和对策

建议.

２．５　图书馆员的职业倦怠

职业倦怠因职业而起,又影响职业发展.从已

有研究来看,图书馆员存在不同程度的职业倦怠,这
将对图书馆员的工作热情、敬业精神、服务效能等产

生负面影响,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图书馆事业的可持

续发展.从已有的理论分析结论来看,图书馆员职

业倦怠的归因主要有四点:社会层面的认知偏见、职
业特性、图书馆层面的影响、环境变迁和体制改革的

影响.从性别差异考察,相比男性馆员,女性馆员存

在明显的生理和心理特性,抑郁情绪、身体不适等生

理症状会产生工作上的厌倦感,心理敏感脆弱性也

会产生情绪不良反应或不稳定现象[３０].工作—家

庭冲突也是导致女性馆员职业倦怠的重要成因,这
种多重角色带来的职业压力以及传统观念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女性馆员的工作投入.

在理论探讨之外,还有研究者采用实证方法调

查图书馆员的职业倦怠状况,为预防和纾解图书馆

员职业倦怠提供依据.此部分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

两个方面:一是调查馆员在职业倦怠不同维度上的

自我评价水平,分析人口统计学变量对职业倦怠的

差异性影响;二是引入新变量与职业倦怠进行关系

验证.综合馆型、地区等因素,代表性实证研究项目

见表３所示.
关于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的对策研究,我国学者

从多个角度提出了具体的干预策略与抑制措施.其

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基于“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从文化氛围、管理模式、激励机制及其他方面抑制和

消解馆员的职业倦怠.组织层面的干预策略主要包

括领导重视、有效沟通、培训与教育、情绪管理、员工

援助计划(EAP)等.个人干预办法主要包括认知调

节和行为训练两种方式[３５],目的是从心理上维护身

心健康,增加工作满意度,通过宣泄、压力转移等方

式调整心态以消解不良情绪.为改善馆员情绪管理

状况,有研究认为,各馆应因地制宜地建立积极的图

书馆员２．０情绪管理体系,以科学手段和方法有效

调节馆员的工作倦怠情绪[３４].图书馆员职业倦怠

的有效干预和抑制应“多管齐下”,内外兼治,增强馆

员应对职业环境新变化和新形势的内生动力.
从该主题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图书馆员职业

倦怠的成因、表现、对策的研究范式基本成型,思辨

内容趋于饱和[３６],创新点较少,重复性描述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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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国内图书馆员职业倦怠实证研究的特点

文献类型 序号 调查对象 数据来源 研究方法 主要结论

期刊论文

文献[３１] 高校图书馆员 ２５５份问卷 文献调查、问卷调查
整体上未达到职业倦怠严重程度,情感衰竭维度上

较严重

文献[３２] 高校图书馆员 ２１０份问卷 问卷调查
高校图书馆员的工作满意度与职业倦怠呈显著负

相关

文献[３３] 中小学图书馆员 ８１份问卷 问卷调查
角色认同、职业价值观、组织公平是影响中小学图

书馆员职业倦怠的直接因素

文献[３４]
陕西省高校图书馆一线

工作馆员
５０９份问卷 问卷调查

组织支持感、领导成员交换关系与馆员工作倦怠负

相关

学位论文

文献[３５] 乌鲁木齐地区图书馆员 ４４０份问卷 问卷调查
工作满意度、应对方式、社会支持是影响图书馆员

职业倦怠的主要因素

文献[３０]
齐齐哈尔地区的高校女

性馆员
１３５份问卷 文献调查、问卷调查

非人性化和成就感维度上不严重,情感衰竭问题较

为严重

职业倦怠问题是心理学、管理学、生理学等多学科交

融而生的研究领域,图书馆员职业倦怠研究应摆脱

方法运用上的路径依赖,注重跨学科分析的理论应

用,充分挖掘图书馆员产生职业倦怠的内在动因和

外部因素.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不同主体的差异比

较,从专业背景、职称、工龄、岗位属性、学历、地区、
图书馆类型等因素考察变量间关系,寻找共性和特

性,为职业发展提供量化决策支持.在研究工具方

面,促进本土化量表开发,增强问题的针对性和实践

的可操作性.此外,还应深化研究内容,构建具有图

书馆职业特性和中国情境的分析模型和理论框架.

２．６　图书馆员职业资格

从主题内容考察,国内关于图书馆职业资格的

研究主要涉及基本概念的界定、背景与依据、现实意

义、必要性与可行性以及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等核心

内容.从研究视角来看,国际比较和本土化建构最

受欢迎,其中,国外先进经验的引介对象主要是英

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另外,我国台湾地

区的成功做法也有推荐.回顾我国大陆地区,中国

图书馆学会在推动该项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做了不少

实质性的工作,起到了龙头作用.例如,自２００１年

起就职业资格认证问题开展了研究、论证工作,多次

向文化部提交调研报告,国家图书馆于２００４年申请

到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资助项目[３７].此外,在地方

图书馆中,上海图书馆较早地开展了图书馆员职业

资格证书制度的调研与探索.
图书馆职业资格制度最早起源于１９世纪８０年

代的英国,美国、日本、韩国等国也于２０世纪３０~

５０年代相继建立并实施图书馆职业资格认证制

度[３８],经过修订和优化,以上四国的图书馆职业资

格已形成比较成熟的规范机制,见表４所示.从共

同点考察,以上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都对馆员的职

业素养、专业知识等提出明确要求,并以职业标准为

依据对从业人员进行划分,明确专业馆员和辅助人

员的工作性质及职责,图书馆协会在此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都有健全的专门性法律作为保障;不同

点主要体现在学历教育课程认定标准和制度设计两

个方面[３９].从趋同性来看,我国图书馆职业资格制

度的构建面临的挑战有:一是图书馆员职业资格与

教育体系(学历教育、在职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协调

关系,二是现行职称评审、岗位评聘制度与职业资格

制度的关系,三是认证主体、适用对象和推行方式等

可操作性问题,缺乏权威性的认证标准也是现实问

题,四是法治环境与法律政策保障机制.
表４　英、美、日、韩四国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认证规范比较

国家
图书

馆法
认证依据

主导性

认证机构
职业资格类别

英国 有
协会制度、学

历教育
英国图书馆协会

准会 员、会 员、高 级

会员

美国 有
协会制度、学

历教育
美国图书馆协会

图书馆员是职业资格的

特定称谓,无固定等级

日本 有
法 律 明 文 规

定资格标准
日本图书馆协会

司书、司 书 补、技 术
士,司书教谕(学校图
书馆),其他

韩国 有
法 律 明 文 规

定资格标准
韩国图书馆协会

一级正馆员、二级正

馆员、准馆员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内容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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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制度环境和政策导向可知,自２０１４年以来

我国已先后取消３００余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

项,这是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也
是优化服务的重要内容.在此背景之下,图书馆员

职业资格认证还有必要吗? 换言之,图书馆职业准

入和职业技能水平评价亦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和机

遇? 关于这一点的探讨有必要回归国家政策,国发

〔２０１６〕３５号文件明确指出,只要不涉及安全的职

业,原则上要放宽市场准入,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

制度将成为必然趋势.图书馆员职业资格能否或者

是否应该进入“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这是当前

及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图书馆学界应予探讨的基础

性理论问题.我国已施行的«公共图书馆法»并没有

做出相应的职业资格规定,图书馆员职业资格很难

应然地进入准入类和水平评价类职业资格体系.放

宽职业准入并不代表放松职业要求,迈向规范化、制
度化和标准化仍是我国图书馆职业发展的客观走向

和路径选择.

２．７　图书馆员的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

有关图书馆员的职业培训与继续教育的研究主

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引介国

外成功经验与先进典型,二是文献数量上出现频次

较多的思辨研究.有调查结果显示,国内高校图书

馆对馆员培训的重视程度不够,缺乏主动意识、系统

的培训计划和有效内容,培训需求调查不足,培训方

法单一[４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外图书馆十分重

视拓展馆员的专业知识、技能和素质,形成制度化、
规范化、有章可循的培训方案体系[４１],主要特点是

强化组织与管理、培训内容丰富且形式多样、重视培

训考核与效果评估等[４２],重视心理契约建设也是国

外图书馆职业培训的一大特色.通过经验总结,国
内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引入人本管理思想和职业

生涯管理理念,将图书馆发展与馆员成长协调统筹

起来,进行战略组合,关注共同的职业发展方向.
从有关论述来看,馆员的“继续教育”与“培训”

这两个概念存在交换使用现象.从属性范畴来看,
两者的价值取向基本相通,实现方式主要包括研讨

会、进修班、工作坊、沙龙活动、网络课程、专题报告

等形式.从研究方法和主题内容上讲,有关馆员继

续教育问题的研究文献主要以理论探讨的方式出

现.但是存在重复描述、内容陈旧等突出问题,核心

期刊文献稀少,主要议题聚焦于馆员继续教育的目

标、形式、内容等方面[４３],普遍认为职业道德是馆员

继续教育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部分学者提出了馆

员继续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建议,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建立与图书馆职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继续教育实施

方案,根据馆员不同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开发培训

计划,还有学者呼吁制定认证制度,以有效实施继续

教育和职业培训[４４].从研究对象考察,国内学者更

多的是关注大学及高职院校图书馆员的培训与在职

教育问题,鲜有研究论及公共图书馆员的职业培训

与继续教育问题,这种研究格局与图书馆事业的整

体性发展趋向是不相适应的,应当加以补足.
综合分析与研判,未来的研究应加强多案例评

介研究、经验总结以及本土化实践探索.可拓展和

深化的议题至少涵盖以下方面:一是加强典型案例

的分析与评价,特别是国内外一流大学图书馆、优秀

公共图书馆的成功经验总结与借鉴,提出的对策建

议应具有可操作性和供需契合性;二是构建有助于

馆员个体成长和职业发展的课程学习资助体系,支
持馆员接受针对性的继续教育和业务培训;三是根

据新型岗位需求或服务项目的新要求,制定和修订

培训的主题与内容;四是构建正式和非正式相结合、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全方位培训与学习体系;五是建

立馆员培训与继续教育跟踪调查机制与效果评估

体系.

２．８　图书馆的职业化与去职业化

我国图书馆的职业化研究兴起于２１世纪初,但
在起初的七八年间并未获得学界广泛关注.图书馆

的职业化问题成为学界论争的焦点话题是在２０１０
年,主要表现为学术观点上的交锋与碰撞:部分学者

认为图书馆员的职业化建设是必由之路,而另一部

分学者认为“去职业化”已成为我国图书馆发展的一

种现实,甚至于围绕图书馆“去职业化”的表现、原因

及对策等问题展开了辨析.图书馆职业化与“去职

业化”理论思潮的出现,实质上反映了学界对当代中

国图书馆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向的认知差异.而

实际上,还有许多本源性问题需要解答,比如我国图

书馆的职业化程度如何? 与西方国家发达的图书馆

事业相比,差距、优势在哪里? 我国图书馆事业历史

悠久,单就职业化发展水平而言,目前学界所探讨的

关于我国图书馆的“去职业化”现象,在本质上讲,只
是从另一个侧面客观揭示了我国图书馆职业化不足

的现实问题,原因在于我国图书馆工作还没有全面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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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实现职业化.关于我国图书馆职业化的发展路

径,学界普遍支持完善教育制度、变革教育模式是关

键突破口,另外,职业准入以及提升图书馆员职业竞

争力也是重要的路径选择.
从研究方法与内容来看,图书馆职业化与“去职

业化”研究仍存在主题重复、内容陈旧等不足,分析

框架和逻辑相近,鲜有新意.一方面表明,我国图书

馆职业化发展仍然面临着诸多桎梏,既有的路径依

赖问题在短期内未获得突破性进展.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创新研究匮乏的现实窘状,仅有少数研究成果

评价了我国图书馆“去职业化”的表现和成因.从价

值导向来看,即使是研究图书馆“去职业化”的学者,
也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图书馆工作走向职业化之路,
只不过在用词和概念表述方面,产生了形式上的差

异.总的来看,为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和不确定性,抓
住发展机遇,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促进图书馆事业

的高质量发展,图书馆员的职业化建设与管理是一

条有效且必要的路径,有关的保障机制、促进措施、
制度规范、顶层设计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

与实践探索,特别是专业教育与实践工作的有效衔

接问题,应当引起更多的切实关注和重视.

３　现有研究的特点与未来趋向

３．１　现有研究的特点

(１)在研究内容方面,图书馆职业研究为我国图

书馆事业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智力支持,
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同时我们也应当清

醒地认识到,与国外图书馆职业研究水平以及国内

图书馆其他领域的成果质量相比,国内图书馆职业

研究的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国内图书馆职业

相关研究的主题散乱丛生,缺乏一个可以提纲挈领

的研究框架,导致了众多研究成果有效创新能力欠

缺,现象描述较为普遍,而对图书馆职业发展的深层

机理探索不足.存在着类似观点反复论述、思考角

度单一等研究不足,鲜有从学理上开展理论推演,严
重阻碍着图书馆职业理论的发展,束缚了图书馆职

业研究空间的拓展.
(２)在研究实践方面,图书馆职业研究本身的发

展困境,造成了图书馆职业理论研究缺乏生动的图

书馆实践,特别是部分学者沉浸在低水平思辨之中,
产生了许多闭门造车式的图书馆职业理论研究成

果.主要表现为倾向于在理论上“画饼”,而与图书

馆职业活动的现实脱节,形成了理论上的“被繁荣”
和实践上的“空期待”.从本质上讲,图书馆职业活

动的实践属性决定着图书馆职业研究应当来源于实

践活动,更多地从实践的角度启迪新的思维模式,探
索适合于国情和中国图书馆职业发展前景的创新路

径.面对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当前亟需开展深入实

践的务实研究,才能在图书馆职业活动实践中发现

契合实际的研究问题,从而拓展图书馆职业理论研

究的实践深度并产生高质量成果.
(３)在研究方法方面,当前国内图书馆职业研究

多属理论探讨,实证研究偏少.从现有的实证研究

来看,除个别调查外,样本量普遍偏小或在一定程度

上缺乏代表性.只有极少数研究实施全国性的问卷

调查或不同省份(城市)的抽样调查.而从近年来的

方法应用趋势来看,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范式

正在兴起,从早中期的概念探讨与描述,逐渐走向多

种方法的融合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案例研究等方

法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但部分研究中还存在着

简单套用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现象,也未能充分体

现与职业有关的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图书馆行业的

深度应用,导致图书馆职业研究在分析手段和研究

范式上简单移植现象多见,并在无形中固化了图书

馆职业研究的理论生态.

３．２　未来研究趋向

３．２．１　总体框架

我国关于图书馆职业的研究虽然已有３０余年,
但总体水平和成果质量不高,尚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有关图书馆职业研究的问题和重点主题还比较分

散,尚未形成基本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框架.从图书

馆职业实践的发展水平上讲,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

在相当差距,突出体现在图书馆职业化程度上.推

进我国图书馆职业化发展的最佳切入点是建立健全

立足国情的图书馆职业体系,这是提升新时代我国

图书馆职业化发展水平的理论支点和实践逻辑.同

时,加强图书馆职业体系建设也是目前助力我国图

书馆事业可持续发展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要

举措.
与已有研究特点不同的是,本文从体系设计与

战略布局出发,探讨新时代图书馆职业体系建设的

基本内涵、发展路径、实施对策等关键议题,以理论

联系实际等为研究的价值取向,基于“职业－教育－
人员”三个维度,引入管理学、心理学、生态学等领域

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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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理论与方法,系统构建和阐释图书馆职业体系

建设的核心要义,并充分吸收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实

践成果,构建图书馆职业体系建设与发展的总体框

架:在“图书馆职业化”的大目标下,对图书馆职业体

系建设与运行进行整体性构想,研究如何通过职业

体系建设来有效整合图书馆职业化进程中的关联性

要素,提高立足国情、面向服务的图书馆职业化发展

水平.
有鉴于此,本文提出一个整合分析框架,如图２

所示.

图２　图书馆职业整合性分析框架

３．２．２　研究内容

综上所述并结合整合性分析框架可知,未来的

图书馆职业研究趋向主要包括５个方面.
(１)图书馆人力资源的职业化管理体系

图书馆职业化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与体制改

革的重要方向,也是提升图书馆服务水平和实现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途径.鉴于此,厘清图书馆职

业化的基本内涵,探索推进图书馆职业化的基本路

径,就成为摆在图书馆人面前的重要课题.图书馆

职业体系建设与管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首先要在

顶层设计与制度建设上下足功夫,其次是构建职业

化视角下的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框架,将图书馆从

业人员的职业行为、职业素养、职业胜任力等职业化

要素体系与图书馆的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体系相融

合,可以从强化职业认同、塑造图书馆职业形象、注
重图书馆职业规范的时代性和可操作性、建立职业

准入和退出机制、实行双通道职业化管理模式着手,
探索健全综合性职业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发展战略.

(２)图书馆职业生态的综合评估

职业生态研究是现代图书馆职业体系研究的重

要构成,有利于分析和解决图书馆的职业问题.当

下图书馆职业的社会认同和现实之间存在鲜明差

异,将职业生态与图书馆职业体系建设进行关联考

量,可以诠释其中具体缘由.透过相关实证数据的

分析去发现职业生态与图书馆事业运行机制的系统

关联性.从职业认知、职业期望、职业成长环境、职
业需求等主客观维度进行要素判断,为改善当代图

书馆职业生态提供战略导航,据此可以探寻图书馆

职业体系路径的政策与制度保障体系.改善图书馆

职业生态应当注重解决三个基础性问题:职业市场

需求的综合调查与评估,图书馆员职业生态的实证

评价与优化机制,我国图书馆职业认同机制的构建

与职业吸引力提升.
(３)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支持体系

世界各国的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支持体系不尽相

同、各有特色,美英等国家非常重视图书馆职业战略

规划,特别是注重不同岗位、不同年龄结构馆员职业

发展的引导和指导,为馆员提供全面、友好的职业支

持体系.鉴于新时代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需要,有必

要通过比较分析发达国家图书馆从业者职业支持体

系建设的主要经验及特点,使我国在战略移植与国

情融合的基础上有所借鉴,应当包括:构建开放创新

的图书馆人才引入与管理机制,建立健全图书馆法

人治理结构和推动馆长职业化,建立高绩效的图书

馆人才创新管理与科学评价体系,营造富有职业吸

引力的馆员成长环境,培养图书馆创新型和复合型

专门人才.
(４)图书馆职业体系与教育体系的有效对接

图书馆职业体系对未来职业者,即图书馆学教

育体系的培养对象,提出了胜任素质或职业素养要

求,教育体系的人才培养应以适应需求为核心目标,
通过专业课程设计和教学内容的改革创新以及综合

职业能力建设,探索职业体系与教育体系相互融通

和有效对接的发展路径.两大体系之间的要素衔接

与战略关联应当涵盖:以分层结构为基础的图书馆

员职业能力框架与评价标准体系,以职业评价标准

为参照的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优化设计和内容建设,
以职业实践为导向的图书馆学专业教学模式创新,
构建职业能力标准与学历教育相互融通的教学评价

体系,积极探索建立现代图书馆学职业教育体系,进
而实现图书馆学教育与职业实践衔接贯通.

(５)图书馆职业标准与规范体系

图书馆职业化的最根本路径在于建立以职业标

准为核心的图书馆职业体系.加快我国图书馆职业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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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有必要通过图书馆职业标准的

国际比较,分析其结构特点与内容体系,为实现我国

图书馆职业化提供参照和依据.图书馆职业标准体

系必须依据我国职业标准的有关规定、图书馆法规

以及岗位技能要求来构建,其内容应当包括:充分发

挥行业组织在图书馆职业标准制定与实施中的领航

作用,制定图书馆职业标准的依据、等级结构、职责

范围等基础性框架,根据岗位分类的职业特性研制

职业能力标准体系,面向在职馆员制定通用且可拓

展的职称(资格)评定指标、职业培训认证标准以及

行业规范,面向未来职业者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质

量标准,图书馆职业荣誉认定标准等,进而构建面向

新时代的图书馆职业标准与规范体系.

３．２．３　基本思路与目标

主要采用比较分析、内容分析、社会调查、深度

访谈等研究方法,从“行业－图书馆－从业人员”三
个层面上展开系统化研究.以实证思维为指导,遵
循问题导向的研究逻辑以及理论与实践相对照的研

究进路,从图书馆人力资源职业化管理体系、图书馆

职业生态的综合评估、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支持体系、
图书馆职业体系与教育体系的有效对接以及图书馆

职业标准与规范体系等５个方面着手,探索我国图

书馆职业体系建设纲要及其实现策略.
本文提出的整合分析框架旨在通过深入推进我

国图书馆职业体系研究,探索新时代图书馆职业体

系建设的基本路径,为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图书

馆职业化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依据.主要目标

包括:一是深入研究图书馆职业化进程中的人力资

源管理体系建设与创新问题,探索面向职业化目标

的图书馆从业人员专业技能与知识、素养等职业能

力建设路径,形成职业胜任力分类配置表;二是重点

研究图书馆学专业课程与职业岗位实际需求的有效

对接、课程认证、体系建设等核心问题,彰显专业课

程的职业属性;三是通过调查、访谈等方法了解图书

馆员职业发展需求,深度考察并总结图书馆员职业

成长规律,为建立健全图书馆员职业发展支持体系

提供依据;四是通过对职业需求等大数据的挖掘与

分析,客观评估图书馆职业生态环境,重点研究图书

馆职业生态体系中的职业吸引力、职业认同、职业焦

虑等维度;五是开展图书馆职业领域有关标准及职

业规范研究工作,构建适应新时代图书馆发展变化

的图书馆职业标准规范,研发图书馆职业标准指南

并探索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本文所提出的未来研究方向以及建构的整体性

分析框架,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期待更多

的有识之士投入到新时代面向职业化的中国图书馆

职业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中去.同时还应看到,图
书馆职业的研究,需要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

融合,如心理学、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信息科

学等,共同促进开展跨学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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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ystematicallyreviewingtheexistingachievementsandexperiencescouldeffectivelypromote
theprocessofChineselibraryprofession．Thisreviewfirstlyexplainsmethodologyoftheresearchandthen
analyzesandinterpretstheresearchasfollowingeightparts:theprofessionalethicsoflibrariansandbeＧ
yond;theprofessionalabilityandcompetenciesoflibrarians;professionalqualityoflibrarians;librarians
careerdevelopment;librariansjobburnout;vocationalqualificationoflibrarians;professionaltrainingand
continuingeducationoflibrarians;andprofessionalizationanddeprofessionalizationoflibrary work．In
termsofthetopicsoftheresearch,thedistributionofthethemesisdisorderedwhilethephenomenaldeＧ
scriptioniscommon．Intermsofthepracticesoftheresearch,thereisalackofvividpracticeoflibraryproＧ
fessionalactivities．Intermsofthemethodsoftheresearch,thereistoomuchspeculativediscussionwhile
lessempiricalresearch．Inviewofthelimitationsandshortcomingsofexistingresearchliteratures,thispaＧ
perestablishesanintegratedanalysisframework．Inaddition,itdwellsonthefiveresearchdirections,
namelyprofessionalmanagementsystemoflibraryhumanresources,comprehensiveevaluationoflibrary
professionalecology,thesupportsystemforlibrarianscareerdevelopment,effectiveconnectionoflibrary
professionsystemandeducationsystem,andprofessionalstandardsystemoflibrarywork．Theoutputof
thispapercouldbeavaluablereferenceforresearchersandpractitionersinterestinginlibraryprof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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