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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专业图书馆”视角下的馆员培养模式探讨

———以北美实践为参照

□刘丽君∗　温国强　李赫

　　摘要　探讨修订我国“专业图书馆”定义和概念的必要性以及建立和完善专业馆员培养制度

的对策.采取历史文献及网络调研方法,首先考察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专业图书馆相关图书馆

学情报学学院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运行模式及未来趋势,然后调研和梳理我国相应现状和问

题,最后通过中外比较,参考国际经验,提出对策.建议在保持现有专业图书馆体系发展的同时,
修正、扩大“专业图书馆”定义,将法律图书馆、医学健康图书馆、公司商务图书馆、音乐图书馆等

游离于现有构架之外的专业图书馆纳入体系,并依托图书馆学情报学学院,改革现有课程体系,
构建专业馆员教育机制,培养兼具图书馆学情报学和领域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专业人才,确保我国

图书馆事业的全球持久竞争力.
关键词　专业图书馆　专业馆员培养　图情学院教学大纲　美国专业图书馆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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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世纪初,美国专业图书馆协会(SpecialLiＧ
brariesAssociation,SLA)的成立将“专业图书馆”或
“专门图书馆”的发展得以制度化.范并思对SLA
的建立予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图书馆事业发展重

心从公共图书馆转向专门图书馆与学校图书馆的标

志,并直接导致图书馆学理论的变革”[１].专业图书

馆回应了社会高度文明带来的学科分类日趋繁复以

及人们对专业精准化知识服务的需要.２１世纪信

息技术引发了传统图书馆的转型,使知识的组织、获
取和传播变得更加聚焦于领域学科知识,领域知识

的组织、获取和传播驱动学科不断创新.智慧图书

馆 (SmartLibrary)的互联、便利以及高效[２]等特

点以图书馆智能化、网络化为技术核心,而基于特定

学科知识的专业服务则是其内容基础.在图书馆所

提供的知识服务中,专业性尤强的学科服务水平是

检验图书馆实力储备和长期竞争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专业图书馆员不仅需要具备图书馆学情报学

(以下简称图情)教育背景,而且还需要领域学科训

练,如科学、技术、工程、医学、法学、商学等,从而实

现传统图书馆向智慧图书馆的转型并确保其可持续

发展.
专业图书馆的发展需要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专业

馆员.本研究建议,参考最先创立专业图书馆学说

并开展实践的北美地区的经验,首先修正我国在实

践中的“专业图书馆”狭义化倾向,以回应多学科专

业图书馆服务的现实需求;同时,依托我国图情学院

(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LIS)①的教育机

制,从操作层面入手改革课程体系,将专业馆员培养

机构化、制度化.

２　何谓“专业图书馆”

１９０９年,美 国 图 书 馆 学 家、律 师 达 纳 (John
CottonDana)带领一群商业图书馆员创建了专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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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反思[J]．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７,４３(３):１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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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馆 协 会 (SLA). “专 业 图 书 馆 ”(Special
Libraries)①被定义为“一切小型图书馆,包括金融、
商业、科学、工业,以及州、大学以及一般图书馆的特

别部门,所有致力于特殊目标以及服务于特殊读者

的图书馆”[３],可见其范围之广.图情学者威廉姆斯

(RobertV．Williams)和萨恰特 (MarthaJaneK．
Zachert)曾总结道,早期以达纳为主的SLA 成员关

心的核心问题是“馆藏”,即专业图书馆藏必须具有

主题特征,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拉帕(JohnA．
Lapp)和强生(RichardH．Johnson)开始强调专业

图书馆性质与工作核心,即专业图书馆必须满足读

者的预期需求以及为决策者提供所需相关信息,“从
致力于馆藏到致力于服务是图书馆界里的一个至关

重大、革命性的发展”[４].专业图书馆要素经历了从

特定读者群(Clienteles)、到特定馆藏(Collections),
最后实现特定服务(Services)的发展过程,即对馆

藏、服务以及特定读者群的确定.

２０１８年第４版«图书情报学大百科全书»的定

义体现了对以上观点的发展和融合:专业图书馆面

对“特定学科主题的专业信息资源,服务于特殊、小
众读者群并为其提供专业知识服务.专业图书馆包

括公司图书馆、政府图书馆、法律图书馆、医学图书

馆、博物馆图书馆、新闻图书馆等.高校机构内也设

有专业图书馆,通常具有与其他部门不同的特定资

助来源、且服务于特定读者群体”[５].
在我国,专业图书馆概念于上世纪２０年代通过

留美图书馆学专家得以传播,如李燕亭先生与杨昭

悊先生②于１９２３年在其合译的«图书馆员之训练»中
详细介绍了专业图书馆,如农业图书馆、法律图书

馆、医学和慈善团体图书馆、商业财政图书馆等[６].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图书馆建设上仿效苏联

模式[７],专业图书馆向情报化发展.同时,遵循国家

“向科学进军”目标,国务院于１９５７年批准发布«全
国图书协调方案»,这是建国后至２０世纪末政府颁

布的最重要的图书馆运行及文献资源建设文件,其
核心是确保全国图书馆和文献资源为科学研究服

务.这一国家政策在强化科学专业图书馆的地位的

同时,客观上弱化了其他专业图书馆,如法律、经济、
医学、商业以及音乐艺术等图书馆的发展.中国图

书馆学会专业委员会的系列发展报告中对我国专业

图书馆的定位仍然是与公共图书馆系统、高校图书

馆系统相并列的一个重要的图书馆类型,“专业图书

馆泛指科学研究系统图书馆,主要来自国家部委所

属科研机构的文献情报中心”[８];据文献数据库

统计,我国就“专业图书馆”的讨论约从上世纪５０年

代开始,至今一直未中断,呈持续性特点③;中国图

书馆学会设有专业图书馆分会[９],“现有团体会员单

位１８０个,主要来自于国务院部、委(局、办)、中央直

属单位所属科研系统的图书信息机构”.上文中的

理论研讨、年度报告、官网信息等所涵指的“专业图

书馆”基本都是在科学研究系统及中央国家机关系

统图书馆框架之内.
这一范式客观上将起源于美国、普遍通行于世

界的传统“专业图书馆”概念狭义化了,在信息技术

的巨大变革冲击下,这样的狭隘化、静态封闭范式有

可能导致图书馆自身体系发展的萎缩.此外,在图

书馆体系分类上,如果局限于现有框架定式,则难以

回应边界开放、定义泛化、内容动态的国际知识参照

体系.由此,考察并解析作为专业图书馆创建者的

北美的实践,不啻为一种明智的尝试.

３　北美专业图书馆的历史演变和构架

３．１　专业图书馆协会推动专业图书馆体系完善

图书馆行业组织的形成基于图书馆实务的繁荣

发展及图书馆学的学术成熟.１８７６年全美图书馆

协会成立之后,专业图书馆兴起并发展,相应行业协

会相继成立,推动了专业图书馆体系的形成及专业

人才培养制度的建立.
医学馆员协会(AssociationofMedicalLibrariＧ

ans,AML[１０])成立于１８９８年,１９０７年易名为医学

图 书 馆 协 会 (Medical Library Association,

MLA[１１]);美国法律图书馆协会 (AmericanAssociＧ
ationofLawLibraries,AALL[１２])成立于１９０６年;
专业 图 书 馆 协 会 (SpecialLibraries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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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librarianship有多种中文翻译,如“图书馆学”“图书馆员职位”“图书馆事业”等,本文对各词有通用.
李燕亭先生曾担任民国时期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多年;杨昭悊先生为我国图书馆学家和藏书家.他们所翻译的«图书馆员之训练»英

文题名为TrainingforLibrarianship:LibraryWorkasaCareer,由美国学者J．H．Friedel撰写,１９２１年出版.
本研究对知网(CNKI)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的检索结果显示,有关“专业图书馆”的专论文章始于１９５８年,１９８０年改革开放之后论文数量开

始上升,２００９年至２０１０年达到高峰,之后逐年下降,２０１４年后稍高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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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１３])成立于１９０９年;音乐图书馆协会 (Music
LibraryAssociation,MLA[１４])成立于１９３１年;戏
剧图书馆协会(TheatreLibraryAssociation,TLA
[１５])成立于１９３７年.至此,图书馆学院、图书馆事

业以及图书馆行业协会这三者通过图书馆员、学者

及教育者各方努力,互生互长,相得益彰,其共同目

标就是更有效地传播知识、促进社会文明、提升图书

馆员的胜任力,在职业上立于不败之地.

３．２　专业图书馆员培养机制

作为专业图书馆组织的翘楚,美国法律图书馆

协会(AALL)早在１９０６年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商讨

在图书馆学院设置培养法律馆员的课程[１６].最早

的法律馆员正式培训课程于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至１９１６
年由纽约州图书馆法律馆馆长、前康奈尔大学法学

院教授卡尔森(FrederickD．Colson)依托纽约州图

书馆学院(即最初的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院,由杜

威主持迁址至纽约州阿尔伯尼)开设[１７].法律文献

学家海克斯(FrederickC．Hicks)主张将普通图书馆

服务与法律图情学专业课程相结合,在１９２６年发表

的一文中为重归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学院筹划了

一套系统化法律图书馆课程[１８].１９３７年,哥伦比亚

大学法律图书馆馆长普莱西(MilesO．Price)开始

在图书馆学院举行培训法学馆员暑期班[１９].１９３９
年,由担任华盛顿州立大学第一任法律图书馆馆长

的伯德雷教授(ArthurBeardsley)开创了著名的法

律图书馆学本科项目,之后改为法律馆员专向硕士

项目[２０].
在此基础上,美国从５０年代初开始讨论专业图

书馆员培养的制度化.当时的“国家图书馆协会委员

会”(CounciloftheNationalLibraryAssociations)组织

了“特别委员会”,由专业图书馆专家起草教学大

纲和课程建议,将专业馆员培养与图书馆学院挂

钩,并使其制度化.“特别委员会”首次发布的全

面、详尽而具体的LIS课程框架中所罗列的专业学

科包括:金融、新闻、法律、医学、音乐、科学技术、
戏剧.这项计划不仅基于当时图书馆发展的实际

需求,也基于对图书馆学院培养“专业馆员”所提

供的训练对其职业发展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坚信不

疑,与其他图书馆学领域相似[２１].换言之,在图书

馆学院学习过程中就“专业领域”(SubjectField)知识

的储备对即将成为“专业图书馆员”的毕业生职场发

展和成功意义重大[２２].专业图书馆及馆员的工作职

责和知识结构不仅涉及图书馆学的一般知识和技能,
而且需要所服务的特定学科的核心专业知识.

这份珍贵文本在我国 LIS研究中鲜有提及,值
得回顾研读.表１归纳了各类专业图书馆专家们根

据发展需求及其经验所撰写的教学大纲建议,主要

包括:图书馆学院的一般课程、专业相关课程及各专

业的特定课程.课程慎密详尽,从易到难,从浅至

深,环环相扣.
表１　１９５４年“专业图书馆员教育计划”所建议的图书馆学院课程

一般课程

金融 编目与主题词;分类;文献学;行政管理

法律 社科、人文、科学等文献;法律类文献采编、分类等问题

科技
图书馆学;编目、分类学;文献学及参考咨询资源;馆藏建设;图书馆(包括高校图书馆)管理;政府信息;高级参考咨询文献(社

科);高级编目和分类

医学
书籍和图书馆历史;图书馆组织与管理;馆藏建设;编目与分类原则;书目学与参考咨询技巧;非纸质材料的保护和使用;珍本书

管理;专业图书馆学导论

音乐
图书馆资料的诠释、评估、利用;图书馆与社会;知识与思想的公共传播历史;传媒与图书馆;对音乐材料的高级编目和分类;针对

音乐的高级参考咨询和书目学

戏剧
参考咨询课程;政府文献;馆藏建设;编目和分类;索引;高级艺术研究方法学;高级艺术文献学;戏剧、音乐、艺术等图书馆管理;

撰写文献报告

新闻
图书馆资源组织和管理(尤其剪报主题词标示及运用)

传媒:新闻、电台、电视及印刷;参考咨询及其资料;图书馆人事管理;专业图书馆服务;书目学;地方政府信息

专业课程

金融
专业图书馆学导论;金融或商业图书馆学

信息源:政府、商业相关机构、数据、索引、出版物、公司信息

法律 法律参考咨询;政府信息;法律文献学;法律图书馆学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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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科技参考咨询资源及其利用;科技文献的组织与管理;科技馆藏建设与管理;科技期刊和其他媒质的书目管理;科技领域文本记

录、组织、管理的方法;当下现实问题探讨

医学
医学术语;医学期刊出版;医学馆管理;医学文献分类制度;医学编目中的主题词;医学书目与参考咨询

医学分馆:牙医、普通医学、制药业、医学院、医学会、医院、制药企业

音乐
音乐史;音乐书目学
音乐学(选修课)
人文课程;德语

戏剧 由行业专家讲授的行业实例课程

　　需要指出的是,该计划并不期待所有图书馆学

院都能设置不同类型的专业图书馆所需课程,而是

建议学科和项目的建设应考虑图书馆学院的具体情

况,如金融、商业等专业教育可设置在坐落于纽约和

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学院.该课程大纲获得了学界和

业界的支持及持续性关注,并对LIS教育、研究和图

书馆管理产生了深远影响,可以说,这是美国图书馆

学学术化和专业化的最主要的推动力量,是从学徒

制转变到严格科学思维的 LIS教育、从培养泛化知

识服务或大百科全书式的图书馆员转变到培养具有

特定学科专业知识的服务馆员的重要标志,是图书

馆学教育制度的一个重要提升和进步.

３．２．１　美国图书馆协会LIS认证中的专业图书馆员

培养项目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

ALA)为北美LIS学院认证机构,建立于１９２５年.除了

认证美国、加拿大、波多黎各等国家和地区,同时也认可

批准其他国家的一些LIS学院的研究生在美求职资格,
这些国家包括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新西兰、德国、新
加坡.申请认证学校在 ALA所提供的２３种“特定专

业领域/职业方向认证项目”中勾选,除了“论文”选项和

最后的“其他”项以外,各列项分类呈现ALA所规定的

不同标准.以学科分类的选项凸显学科专业领域,即
专业图书馆员培养项目:(１)法律图书馆学/法律信息

服务(LawLibrarianship/LegalInformationServices);
(２)健康学图书馆学/健康信息学(HealthSciencesLiＧ
brarianship/HealthInformatics);(３)专业/公司商务图

书馆学(Special/CorporateLibrarianship);(４)科学图

书馆 学(ScienceLibrarianship);(５)音 乐 图 书 馆 学

(MusicLibrarianship)等五类①.
上述五类基于学科分类的专业图书馆员项目在

现有获得认证的６３所院校中的占比见图１.

图１　基于学科分类的专业图书馆员项目占比

本研究调研了现有获得ALA认证资格的６３所

LIS学院中所设置的相关课程板块,其主要专业馆

员培养课程见表２,从中可见表１所列的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专业图书馆员教育计划的影响力.

表２　ALA认证的LIS学院专业馆员培养相关课程样本

专业图书馆学 公司商务图书馆 健康医学图书馆 法律图书馆 科学图书馆 音乐图书馆

专业图书馆与知识

管 理;专 业 图 书 馆

概论

商务信息;图书馆和信息

中心的商业分析和财务

管理;财务预测分析;经

济信息学;市场营销信息

服务

基础生物信息学;全球健

康信息学;科学信息;个

体健康养生设计;循证医

学;健康档存数字化;人

口健康信息学;生物医学

信息学

法律图 书 馆 学;法 律 文 献 检

索;图书馆及信息机构中的法

律问题;隐私权;知识产权法;

网络法;信息管理中的法律问

题;数 字 时 代 的 版 权 及 合 理

使用

实用工程

科学素养

音乐 图 书 馆

学;文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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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A的“特定专业领域/职业方向认证项目”除了以学科专业为特征的图书馆员培养项目之外,还以其他标准分类.如以图书馆服务的读

者对象分类,有儿童服务、青少年服务、中小学图书馆学,前两者为公共图书馆的经典服务对象;以图书馆服务的特定职责或岗位分类,有档案研究、
数据信息记录管理、信息组织、参考咨询与读者服务、知识管理、图书艺术(BookArts);以图书馆服务的类型区分和一般管理类,有公共图书馆学、
高校图书馆学、数字化图书馆及图书馆管理与行政事务;以图书馆服务的馆藏特征来分类,有图书馆特藏、文化遗产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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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和表２中的主要课程样本大致为两类:一
是“专业图书馆”总论课程,如“专业图书馆导论”“专
业图书馆与知识管理”;二是各专业图书馆特定专论

课程,如“法律文献检索”“图书馆和信息中心的商业

分析和财务管理”“生物医学信息学”“音乐图书馆学

和文献学”“博物馆信息学”等.
此外,比较表１与表２所呈现的相隔半个多世

纪的课程设置可见,关涉专业图书馆员培养核心和

基础的课程得以延续保留,包括:(１)基础课程,如
“专业图书馆学导论”“法律图书馆学”等;(２)图书情

报学当下问题讨论课程;(３)各类型专业图书馆的文

献资源的知识和获取;(４)专业图书馆管理,如馆藏

建设等.同时,随着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一些

关于书籍、图书馆等历史和知识类的课程被当今新

技术课程如专业信息数据获取、分析、管护等课程所

取代.此外,涵盖交叉学科内容的课程迅速增加,这
在法学图书馆员和健康医学图书馆员培养的课程体

系中尤为明显,如图情学与法学的学科交叉、健康医

学等学科交叉,这些都逐渐成为 ALA所认证的LIS
学院的创新课程.

３．２．２　专业馆员培养制度化

除了依托LIS学院培养专业馆员制度,美国图

书馆协会(ALA)、专业图书馆协会(SLA)、国际图

联(The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sociＧ
ations,IFLA)等行业机构还对专业馆员认证机制、
培养目标及评估体系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１)如上文所述,ALA硕士学位认定资格对“专
业馆员”的具体培养专向化,为LIS学院相应课程大

纲的设计提供了依据,加之权威媒体在 LIS学院研

究生排名指标中重视专业馆员培养评定,使专业馆

员培养制度得到保障.
(２)IFLA的教育和培训委员对«图书情报教育

指南»(IFLAGuidelinesforProfessionalLibrary/

InformationEducationalPrograms)的适时修订

起到督促指导作用.IFLA 于２０１２年对１９７６年由

LIS学院委员会起草的«图书情报教育指南»[２３]和

２００２年由教育和培训委员会经过修改补充发布的

第二版[２４]进行了进一步修改,发布了第三版[２５],

IFLA通过该指南为全球 LIS教育,包括本科和硕

士项目,确定了基本原则、课程设置的依据、目标等.
比如,在指南总体框架部分的“总体目标及具体目

的”中指出,LIS教育项目应当阐明其总目标并从中

确定具体目的,以强调教育项目的理念、原则及方法

以及“专向领域”和项目水平等.在指南的“课程大

纲”部分提出,大纲设置要既包括统一系列课程,也
包括“其他教育背景经验”;另外在“通识教育的广

度”中提到“其他学科主题”是 LIS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２０２１年２月,IFLA 发布了由国际图联增强

图情教育工作组之图情教育框架开发小组提交的新

版IFLA«图书情报教育指南»修订稿,已向全球LIS
学院征求意见.该修订稿提出了“基础知识领域”
(FoundationalKnowledgeAreas,FKAs)的培养目

标,即“使 LIS专业人员可以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以发展特定的专业知识”;在修

订稿的广义框架中确定“LIS教育的范围应开放以

适应普遍和特定的专业化”;此外,修订稿将“基础知

识领域”第二板块“LIS职业基础”归结为:“LIS利用

相关领域来支持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其他软技能的

发展,这些可能会应用于更专业的子领域以及更广

泛的文化遗产和知识生态系统的环境之中”[２６].
(３)从IFLA各专业委员会的组织构成来看,现

有划分具有明显的专业图书馆及馆员的特定要素.
除了IFLA为全球LIS学院教育确定基本原则

和目标之外,专业图书馆协会、美国法律图书馆协

会[２７]及美国医学图书馆协会[２８]等都分别通过提出

相应专业胜任力标准,为 LIS教育提出具体的专业

能力培养目标.如专业图书馆协会制定了馆员资格

和胜任力要求,并随时代发展多次修改该协会的指

导大纲,以确保专业馆员在２１世纪的图书馆和信息

机构的转型中保持竞争力[２９].

３．２．３　LIS学院的专业馆员培养评估

就LIS学院的专业图书馆员培养评估,美国有

较为权威的高校教育评比机制,如«美国新闻与世界

报道»(USNewsandWorldReport)[３０],其通常将

美国LIS学院的硕士项目评比归为７类,其中针对

专业馆员培养制度的有２项:法律图书馆学和健康

图书馆学①.在参与评估的５１所 LIS学院中,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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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评估体系其他体现职责特征的评比项分别有:档案和文献保存、信息系统、数字图书馆学;此外,体现 图书馆服务对象的培养专项,
如中小学图书馆媒体和少儿服务馆员[EB/OL]．[２０２１－０４－２８]．https://www．usnews．com/bestＧgraduateＧschools/topＧlibraryＧinformationＧsciＧ
enceＧ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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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获得最佳法律图书馆学方向排名,７个学院获

得最佳健康图书馆学方向排名.其中,北卡罗莱纳

大学教堂山分校在两个方向皆名列前茅.值得注意

的是,表３中所列获此殊荣的９所 LIS学院均为全

球高校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成员,且均为其中最高

层级 和 承 担 LIS 学 院 信 息 化 运 动 主 导 责 任 的

iCaucus机构用户.iSchool学术联盟形成的起因是

图情知识界为应对信息和技术对社会、文化以及群

体的巨大影响,通过对传统课程体系的大幅度跨领

域交叉融合,培养具有强劲竞争力和社会责任感的

专业人员[３１],法律图书学和健康图书馆学为iSchool
未来发展目标中的重要领域.

表３　２０１７年USNews① 法律图书馆学和健康图书馆学排名

序号
学院

排名
学校 iSchool

法律图书馆

学排名

健康图书馆

学排名

１ １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niversityofIllinoisＧUrbanaＧChampaign

信息学学院

iSchool/iCaucus
６

２ ２
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ofWashington

信息学院

iSchool/iCaucus
１

３ ３
北卡罗莱纳大学教堂山分校

UniversityofNorthCarolinaＧChapelHill

信息与图书馆学学院

iSchool/iCaucus
３ １

４ ５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UniversityofMichiganＧAnnArbor

信息学院

iSchool/iCaucus
４

５ ５
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UniversityofTexasＧAustin

信息学院

iSchool/iCaucus
２

６ １０
匹兹堡大学

UniversityofPittsburgh

信息学学院

iSchool/iCaucus
１

７ １１
德雷塞尔大学

DrexelUniversity

信息学与技术学院

iSchool/iCaucus
３

８ ２０
肯塔基大学

UniversityofKentucky

图书馆与信息学学院

iSchool/iCaucus
４

９ ２０
北德克萨斯大学

UniversityofNorthTexas

图书馆与信息学部

iSchool/iCaucus
７

４　我国专业图书馆事业和专业馆员培养面临的

问题

比照北美的实践,我国专业图书馆事业发展及

其LIS学院的人才培养制度在狭义化“专业图书馆”
定义框架之下,呈现出理论研究上对科技图书馆以

外的其他专业图书馆重视不足,实践中将科技图书

馆等同于专业图书馆的倾向.
(１)现有专业图书馆定义带有较为强烈的时代

色彩,新中国建立后以科技图书馆为核心的策略完

全符合国家战略部署,但同时难免弱化其他经典专

业图书馆(如高校图书馆系统中的法律、医学、经济、
商业等专业馆)以及实务界专业馆(如医院图书馆、

律师事务所图书馆等)的同步发展.在我国政治、经
济、法制及文化都已经获得根本性提升之后,如不适

时修正现有定义并扩大其内涵,最终可能影响我国

图书馆事业的全面竞争力,并削弱未来智慧图书馆

知识服务的多学科包容力量.
(２)我国现有专业图书馆定义的狭义化在客观

上也缩小了其体系范围,在从事中外专业图书馆比

较研究中难以在彼此可参照的知识框架中进行.例

如,有学者在中外比较中套用我国专业图书馆的狭

义概念[３２],忽视国外专业图书馆的分类共识,无意

中将科技图书馆等同于专业图书馆,不免产生误导.
(３)将狭义化的专业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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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SNews& WorldReport的最新排名为２０２１年,鉴于时间局限,本研究汇集数据至２０１７年.USNews对 ALA认证的美国 LIS学院

的排名结果基于同行评估,即在排名发布前的秋季对 LIS学院院长、主任或资深教授发放问卷调研[EB/OL]．[２０２２－０３－２５]．https://www．
usnews．com/education/bestＧgraduateＧschools/articles/libraryＧandＧinformationＧstudiesＧmethod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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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体系并列为我国三大图书馆体系[３３],如此划

分在图书馆事业高度发达繁荣的背景下,已不足以

覆盖所有图书馆类型(如中小学图书馆、私人图书

馆),也难以应对图书馆的多重属性叙述(如高校图

书馆体系中含有专业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体系中含

有如上海图书馆这样的既是公共图书馆又是研究型

情报研究中心的机构).由此,试图通过切划图书馆

类型来勾勒一个界限明晰的图书馆类型分类“体
系”,在分类学上已不再具有逻辑合理性,在实践中

也难以操作.
(４)上世纪８０年代改革开放的国家政策启动之

后,高等教育蓬勃发展,已有研究开始关注高校系统

中的专业图书馆建设,但总体进步缓慢.以法律图

书馆为例,美国、英国、加拿大等法律图书馆协会及

IFLA的法律图书馆委员会等,在推进法律馆员利

用大数据技术促进法律开放和数字治理等项目中创

立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成果,但我国法律图书馆尚

未参与;目前我国一些研究,如法律文献信息教育中

的图书馆与院系合作[３４]、法律图书馆馆藏发展[３５]等

具有实际意义,但尚未得到应有的关注.追根溯源,
这似与我国专业图书馆定义狭窄、图书馆体系分类

缺乏开放融通、法律图书馆建设和馆员培养缺乏机

构支撑等因素有关.由此,现有狭隘专业图书馆定

义与实际发展的脱节有可能阻扰我国各类专业图书

馆赶上国际同行的步伐.
(５)现有专业图书馆定义的狭义化在某种程度

上限制了LIS教育制度实现多元化改革.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于２０１０年批准设立图书情报专业 MLIS
专业硕士学位,作为学术型硕士培养的补充举措.

MLIS的目标非常明确,即“培养掌握图书情报专业

知识和技能,能够综合运用管理、经济、法律、计算机

知识解决图书情报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具有较高职

业素养,胜任图书情报行业的实际工作,适应国民经

济与社会信息化、文化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
复合型专门人才”[３６].多年来,图情学界虽就图情

专硕培养的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具体课程设置多有研

讨,如培养目标的“专业化”问题[３７]、“面向更广泛的

信息职业培养”和“积极改革课程体系”[３８]等,甚至

有学者建议参考美国实践模式,在我国图书馆中设

置具有“复合性人才”特质的版权馆员岗位以应对日

趋增多的法律挑战[３９].但是,这些讨论尚未涉及特

定专业图书馆所需要的人才,如法律馆员、金融经济

馆员、健康医学馆员[４０]等培养的理念和规划.
(６)由于LIS学院尚未建立专业馆员培养机制

和制定明确规划,因此在课程设置上缺乏针对专业

馆员培养的聚焦课程.本研究调研发现,虽然我国

LIS学院硕士项目的课程设置业已体现学科交叉的

趋势,如越来越多的高校在共通课程中嵌入了法律、
健康医学、商业经济等内容;一些顶尖高校,如武汉

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山大学的 LIS学

院也开设了与图书情报和档案学相互交叉的法学、
经济学、商学、健康医学和科学等课程,或在传统图

情档课程中植入上述相关内容,然而这些课程或内

容并非基于专业图书馆员培养的原旨和特定目标,
而只是图书情报学通用课程的延伸.

文章对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收录的２０２１年硕士

专业招生目录以及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参评单位进

行了调研,数据采自各院校官方网站,从所列LIS硕

士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大纲等页面中提取图情档

与法学、健康医学、商学和经济学、科学等相互交叉

的课程信息,以及嵌入以上相关内容的课程信息.
数据涵盖必修课、选修课等各项课程类型,包括学术

型硕士(图书馆学、档案学、情报学学术硕士)与专业

型硕士(图书情报专业硕士)两类.从表４可知,目
前我国LIS学院虽然设置了部分针对复合型图情人

才培养的课程,但比较零星和随意,更没有形成专业

图书馆维度的课程体系.

５　启示和建议

反思我国“专业图书馆”狭义化范式,探讨向国

际普遍适用的广义概念靠拢的合理性,将有利于我

国图书馆事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及竞争力.
(１)我们需要认识到专业图书馆事业发展所期

待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紧迫性,通过顶层政策确立,
将专业馆员培养制度纳入 LIS学院硕士培养大纲.
值得指出的是,顶层政策既需要优化我国具有半世

纪传统的科学专业图书馆员培养制度,又需要构建

培养法律馆员(含知识产权馆员、版权馆员、或数据

库许可和管理馆员等)、健康医学馆员、商业馆员、音
乐图书馆员[４１]等机制,即打破学科藩篱,顺应并领

跑全球人文、社科、科学的发展而设置灵活、开放而

又具有前瞻性的LIS学院专业馆员培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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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我国LIS学院二级学科相关课程

序号 学校 二级学院 项目 交叉课程或相关内容嵌入

以下１－１９所院校按照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排序

１ 南京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学硕 图书馆法;信息法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论著选读;互联网商务模式研究

专硕 图书情报职业伦理与法律

２ 武汉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学硕/专硕
版权研究;出版法制研究;电子商务经济学研究;网络金融;信息管理与信息

法学

３ 中国人民大学 信息资源管理学院 学硕 信息政策与法规;信息法学;信息经济学

４ 北京大学 信息管理系 学硕 图书馆法治研究

５ 南开大学 商学院 专硕 信息伦理

６ 华中师范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学硕
信息法学;专利法与专利情报;知识产权与电子商务;知识产权战略研究;信

息政策与管理

７ 中山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学硕

数字时代的信息管理(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政府信息公开与现行文件开放

利用研究;政府信息与档案管理

专硕 政府信息公开与现行文件开放利用;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中的信息管理

８ 吉林大学 管理学院
学硕 知识产权研究;信息经济理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经济统计学

专硕 图书情报职业伦理与法律;信息经济分析

９ 黑龙江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学硕 信息政策与法律;网络知识产权;信息经济学

专硕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研究;信息经济学应用

１０ 郑州大学 信息管理学院
学硕

国家档案事业管理与档案法规;知识产权法;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政府信息公

开与档案开放;信息经济学

专硕 政府信息资源管理

１１ 北京师范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学硕 信息政策及相关法律问题;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

１２ 南京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学硕 科学计量学

１３ 湘潭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学硕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研究;党内法规学;信息法学与信息传播;政府信息化建设

专硕 电子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党内法规学

１４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学硕 信息法理论与实务专题研究

１５ 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 学硕 信息法规研究;信息安全研究专题;信息经济专题

１６ 中国农业大学 图书馆 学硕 知识产权保护与利用

１７ 天津师范大学 管理学院 学硕

数字档案馆建设理论与实践(相关法规);档案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专题(政策

与法规);数字图书馆技术与应用(知识产权);资源建设组织与评价研究专题

(知识产权);政府信息管理与服务专题;企业信息咨询与服务专题

１８ 山西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专硕 知识产权;信息政策与法律

１９ 辽宁大学 历史学院 学硕 档案法学研究

以下１－１５所院校按照校名首字母顺序排序

１ 安徽大学 管理学院 学硕/专硕 信息法与信息政策

２ 北京联合大学 应用文理学院 专硕 图书情报职业伦理与法规;信息法规

３ 东北师范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
学硕 科学计量与科技评价研究;政策与法规;信息经济学高级专题

专硕 图书情报职业伦理与法律;企业信息管理

４ 复旦大学 文献信息中心 专硕
法律研究与法律文献检索(法学院课程,向文献信息中心开放);科学计量与

学术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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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学校 二级学院 项目 交叉课程或相关内容嵌入

５ 广西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 学硕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知识产权与信息法;国家档案事业管理与档

案法规研究

６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专硕 图书情报职业伦理与法律;信息资源知识产权;信息政策与法律

７ 河海大学 商学院 学硕 商业情报法规与伦理;高级经济学

８ 华中科技大学 医药卫生管理学院 学硕
健康信息学导论;卫生信息资源管理;HIT与健康管理;软科学研究方法;卫

生信息系统;用户健康信息行为;卫生管理统计学

９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省陶瓷知识

产权信息中心
专硕 知识产权相关法律;企业知识产权管理

１０ 江苏大学 科技信息研究所
学硕 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涉及档案管理法规)

专硕 安全情报研究

１１ 南昌大学 管理学院 学硕
公司法;民法;科学计量学与科技评价;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现

代经济学;现代金融理论与实务

１２ 曲阜师范大学 传媒学院 学硕 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研究

１３ 山西财经大学 信息学院
学硕 信息安全与管理;经济信息管理;信息政策与智库专题研究

专硕 信息安全与管理;经济信息分析专题

１４ 扬州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 专硕 档案政策与行政法规

１５ 中国科学院大学 文献情报中心 学硕 科技政策与战略情报

　　在操作方面,具体可由国务院和教育部相关机

构,如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为
主导力量,通过中国图书馆学会等行业组织,与学界

和业界一线专家、教师及馆员相互沟通,充分利用学

界、业界专家的一手材料和经验,面向宽广的职业需

要[４２],拟定切合于国家现实需要的培养目标和教学

大纲.上文所述的美国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制定的专

业馆员培养计划,基本都是由专业图书馆一线专家

所提出①.
(２)LIS学院需要优化现有课程体系,建立具体

可行的专业馆员培养课程模板.目前我国LIS硕士

课程设置虽然体现了国际图情教育信息化、学科交

叉等特质,但总体上仍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课程较为

单一化.有学者通过分析全球iSchool的学科设置,
发现学科整合对象较多集中于“计算机学科、生物

学、商学、医学、法学”[４３].这些学科与图书情报学

的交融,将是培养专业图书馆员的基础.在课程模

板设计中,可参考美国 ALA 认证方向中的专业图

书馆培养计划,即法律图书馆学/法律信息服务、健
康科学图书馆学/健康信息学、专业/公司商务图书

馆学、科学图书馆学、音乐图书馆学等,根据各方向

的专业学科设立相应课程,超越目前以“科学图书

馆”覆盖“专业图书馆”的现状.
(３)充分发挥图书馆行业学会的作用,推进专业

图书馆员培养以及专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比如,
依靠中国图书馆学会专业图书馆分会以及各地区图

书馆学会组织的力量,参与制定专业馆员的培养规

划和标准.在大数据背景下,信息技术和全球化对

我国图书馆事业及教育冲击巨大,如有志于领先行

业的全球未来竞争,就必须汲取并利用世界各国图

情行业的先进经验,突破藩篱,把缺失、松散的基础

给予补缮和加强.改革开放之后,我国 LIS教育已

经培养了数代经过严格科学和实践训练的图书馆

员,行业组织影响力日益增强,为推动包括法律、健
康医药、科学技术及金融经济类等专业馆员培养和

专业图书馆事业发展打下了扎实基础.
随着信息技术的创新和进步,２１世纪全面进入

了大数据时代.据２０１３年牛津大学教授的报告«未
来职业预测»的预测列表,受过LIS正规教育的职业

馆员(Librarians)被自动化取代的概率是６５％,未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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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LIS正规教育的图书馆助理(LibraryAssistants,

Clerical)被 取 代 概 率 是 ９５％,图 书 馆 技 术 员

(LibraryTechnicians)被取代概率是９９％[４４],这无

疑给图书馆事业发展前景罩上一层阴霾.然而,如
果将报告置于一个仅仅关涉职业名称、而非职业实

际职能的角度,那该报告的结论也许对图书馆员们

的命运只具有书面统计意义.以数据→信息→知识

→智慧经典金字塔构图为据[４５],就图书馆领域而

言,被机器和技术取代的将是一些低知识含量的、非
教育性质的工作.机器可以替代数据甚至信息的输

入和获取,但难以取代的是与管理、策划、知识和智

慧分析相连的职业,如图书馆/博物馆/特别馆藏的

负责人,如培训和计划主管或专家以及计算机和信

息研究员或主管等职位,其被自动化取代的概率在

１％上下.由此,那些兼具图情学知识和技能、学科

专业知识及管理和指导能力的馆员,因其职责包含

更多的计划、策划、管理以及智慧服务和专业文献指

导,将难以被数字化和自动化取代.
因此,专业图书馆事业及其馆员培养将是重要

而又大有作为的领域.在培养年轻一代专业馆员过

程中反思并完善中国LIS教育制度亦是一项意义远

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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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efining“SpecialLibraries”andReformingSpecialLibrarianshipEducationMode
—TakingNorthAmericanPracticeasanExample

LiuLijun　WenGuoqiang　LiHe

Abstract:Thearticlequestionsthenarrowdefinitionof“speciallibraries”inthetheoryandpracticein
Chineselibrarycommunity．ThisconceptwasformedintheearlydaysofthefoundingofthePeoplesReＧ
publicofChinain１９５０s,reflectingtheintentionanddriveofcentralizinglibraryresourcesandservicesto
promot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dvancementatthattime．Intheofficialnarrative,“speciallibraries”

onlyrefertothelibrariesofthe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researchinstitutesaffiliatedtothestateminisＧ
triesandcommissions,whileothertypesoflibraries,suchaslaw,financeandbusiness,andmusic,etc．,

areoutsideofthisscope,thataffectsthelattersaccesstoresourcesandrecognition．Thearticleproposes
torevisethecurrentorthodoxbutdateddefinitionbyincludingalltypesoflibrariesaslongaswithspecialＧ
tiesincollections,clienteles,andservices,forentirelibrarycommunitytoachieveamorebalancedgrowth．
Thearticlereviewsthehistoricalevolvementofspeciallibrarianship,mainlyin USandCanada,and
regardsthemodelthatcontainstheoreticalconception,institutionaleducation,assessment,andprofession
organizationaleffortsasavaluableexampleforChinatofollow．ThearticlealsoadvocatesforamorecomＧ
prehensiveandversatileChineseLIScurriculumtorespondthedemandsfromrealworld．

Keywords:SpecialLibrarianship;LibraryandInformationScience(LIS)Curriculum;Educationfor
SpecialLibrarianship;SpecialLibraryAssociation(S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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