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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的坚守与担当

□陈建龙∗

　　摘要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于１９８１年应运而生,４０年来坚守初心,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形成了规律性的认识.展望未来,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勇担使命,就要更自信地做

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咨询、指导、协调等工作,更坚定地推进创新型、信息化、引领式的一流

图书馆建设,更全面地完善现代化思想理论、整体化发展理念、智慧化服务理法、价值型思维理

性,更精准地指导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更有效地促进人与信息的和谐共生关系,共创

理论建设新境界、实践发展新高度、价值理性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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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

会,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改革开放是党的

一次伟大觉醒,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

一次伟大革命,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

一招.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与全国

各条战线一样,高等教育和高校图书馆事业迎来了

春天.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７９年,教育部先后发布了«教育

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图书资料工作的意见»([７８]教
高字７５４号)、«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图书和资料情

报人员职务名称确定与提升的暂行规定»([７９]教政

字００３号)两个文件.可是,遭受“文化大革命”十年

内乱的灾祸,当时的高校图书馆,可谓是百废待兴,
满目疮痍,文件难以得到有力落实.尽管如此,广大

图书馆员盼来了重生的希望,图书馆界的有识之士

开始播种理想.
“天时”“地利”“人和”,“得道者多助”.在众多

有识之士中,谢道渊、庄守经、肖自力、王岳等人,机
缘巧合,志同道合,出谋划策,建言献策,致力于筹划

高校图书馆现代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全国性工作会

议、行政法规和落实机构,并很快得到教育部领导的

同意和重视,得到各省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领导的

响应和支持,得到全国同行的赞许和帮助.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于１９８１年应运而生! 初

名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是我国改革开

放初期的产物,也是当时教育部主管全国高等学校

图书馆工作的机构.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１９９９年

改为现名.

２　４０年的奋进历程

４０年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高校图工委在教育

部的领导和有关部门的联系指导下,实事求是,与时

俱进,求真务实,开拓创新,众多基础性、战略性和开

拓性举措创造了历史性成就.

２．１　发展历程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自１９８１年成立,历经三个阶

段不断发展壮大,推动高校图书馆事业不断前进,下
文仅以部分关键时间节点的标志性事件简单勾勒出

其发展的历史脉络.
(１)第一阶段:１９８１—１９８６
１９８１年,教育部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图书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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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领导,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
作为教育部主管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机构.
并决定由副部长周林同志兼任主任委员,批准成立

实体机构的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庄守经任秘

书长.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６日至２５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１].各省、市、自治区

高教(教育)厅(局)、国务院有关部委的教育司(局)
及１３０多所高校图书馆(系)的代表,共２００多人参

加了会议.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同志主持会议,并作

报告和总结.教育部部长蒋南翔出席会议.会议修

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
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教育部

高校图工委秘书处编印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

作会议文集»(１９８１).

１９８１年７月,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召开的第一

次学科评议组会议上,季羡林、任继愈等一批文科著

名学者向中央建议划拨专项经费,尽快改变国外文

科图书资料匮乏的状况,以适应培养高水平人才的

需要.国务院领导高度重视,很快就批准了教育部

提出的具体方案,从１９８２年起设立“高校文科图书

引进专款项目”,专门引进外国及我国港、澳、台地区

出版的文科图书文献.

１９８４年２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在高等学校开

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１９８４年４月７日

至１２日,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在西安市召开全

国高校图书馆工作经验交流会[２].各省、市、自治区

高教(教育)厅(局)或高校图书馆工作(协作)委员会

的负责同志,以及１３０多所高校图书馆的代表,共

１６０多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三年来高校图书馆在

管理与改革、藏书建设与目录工作、参考咨询与情报

服务、文献检索教育、流通阅览工作、图书馆现代化、
专业队伍建设、系资料室工作等方面的进展和经验,
进行了广泛的大会发言和书面交流,以期高校图书

馆更好地为教学、科研服务,发挥图书馆在两个文明

建设中的作用.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处编印了

«全国 高 等 学 校 图 书 馆 工 作 经 验 交 流 会 文 集»
(１９８４).

(２)第二阶段:１９８７—１９９８
１９８７年,国家教委新建立司局级机构———教材

与图书情报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教图办),归口管

理高等学校的图书情报工作.原全国高等学校图书

馆工作委员会改组成立“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

作委员会”,作为国家教委对全国高校图书情报事业

进行协调、咨询、研究和业务指导的机构,国家教委

副主任彭珮云同志兼任图工委主任,秘书处仍设在

北京大学.

１９８７年６月１２日至１６日,国家教委在京召开

全国高校图书馆工作会议[３].各省、市、自治区、国
务院部分部委教育部门的同志和１００多所高校图书

馆的馆长,以及有关方面代表,共１８０多人参加了会

议.国家教委副主任彭珮云作报告,国务院副总理、
国家教委主任李鹏看望了全体代表,与大家合影留

念,并会见了部分代表.会议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并改名为«普通高等学

校图书馆规程»,组成新的一届“全国高等学校图书

情报工作委员会”并制定委员会章程.教育部高校

图工委秘书处编辑了«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

议文集»(１９８７)并由大连工学院出版社出版.

１９８７年７月,“全国文献资源调查和布局研究”
正式立项成为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项目由肖

自力牵头,通过部际图书情报协调委员会,公共图书

馆、高校图书馆、社科院和科技系统图书馆等多个系

统的４８６个单位的近万名图书情报工作人员参与了

调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文献资源的理论建设和

协作发展等产生了重大影响.

１９８９年,国家教委组建条件装备司,并入原教

图办图书情报处的职能,１９９０年７月图书情报工作

委员会秘书处由北京大学迁回部机关,与图书情报

处合署办公.１９９８年,原条件装备司图书情报处的

职能划归高教司的教学条件处.

１９９８年 １１ 月,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

(ChinaAcademicLibrary &InformationSystem,

CALIS)正式启动建设.CALIS管理中心设在北京

大学,挂靠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经过先后三期建设,
至２０１２年,１８００多家高校图书馆共享的 CALIS联

机编目体系、资源发现与获取体系、馆际互借与文献

传递平台、应用软件云服务平台等,为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文献保障作用,通过了国家

有关部门的验收评估.２０１３年起,CALIS从项目建

设为主的发展阶段转向以持续运维服务和新一代图

书馆服务平台研发为主的发展阶段.
(３)第三阶段:１９９９至今

１９９９年,原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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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组成立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

会,作为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之一,在教育部领导

下,通过高教司联系,充分发挥专家组织的研究、咨
询和指导等作用,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委
员等由教育部聘任,秘书处设在北京大学,延续

至今.

２００４年３月,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

(ChinaAcademicSocialSciencesand Humanities
Library,CASHL)在时任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的亲

自启动下正式开始服务.CASHL项目由北京大学

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共同管理,本着“共建、共
知、共享”的原则,以纸质外文学术图书期刊为主要

对象,为全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提供了至

关重要的外文文献保障作用.

２０１０年,高校图书馆数字资源采购联盟(Digital
ResourceAcquisitionAllianceofChineseAcademic
Libraries,DRAA)在自愿基础上正式成立.DRAA
旨在加强团结协作,为图书馆的外文数字资源采购

工作谋求最优价格和最佳服务.

２０１４年,国家数字科技文献长期保存体系(NaＧ
tionalDigitalPreservationProgram,NDPP)正式

启动.NDPP由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组织实施,
其总体目标是长期保存我国科技创新用户所需的主

要数字科技文献资源,同时积极参与国家教育文化

社会各领域所需的其他数字文献资源的长期保存.
北京大学图书馆代表高校图书馆于２０１５年加入,成
为继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

所之后的第三个保存节点,重点保存基础科学、跨学

科领域和高科技领域的数字资源,也涉及社会科学

相关资源的长期保存.

２．２　历史性成就

(１)成立了全国高校图书馆领域的组织机构并

接续发挥重要作用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的名称几经变化,从１９８１年

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到１９８７年的

“全国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再到１９９９年

的“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秘
书处长期设立在北京大学,从当初的“主管”机构到

后来的“专家组织”.总体上来讲,教育部高校图工

委是行政性、学术性、专业性、协作性“四结合”的组

织,虚实对接,政校协同,只是在不同时期因政府职

能转变与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目标任务调整和自

我发展能力提升等,组织机构的职能范围、工作方式

和作用渠道等进行了相应调整.
图书馆一直是高校建设和发展中重要的内部机

构.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同步,高校图书馆数量从

１９８１年的６７０家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３０１２家,图书馆

员从１９８１年的１７０００多人增长到７５０００多人,人员

结构、馆藏结构渐趋合理,文献保障能力、信息服务

能力不断增强.期间,教育部高校图工委秘书处和

各工作组,牢记初心使命,与中国图书馆学会高校分

会、CALIS管理中心、CASHL管理中心等业内机构

精诚团结,与国家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

心、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等关联机构强化协作,与
国际同行、社会机构交流合作,不断深化我国高校图

书馆事业的整体化发展和现代化建设.
(２)确立了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地位和功能并得

到贯彻落实

１９８１年召开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会议

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此前于１９５６年全国高校图书馆

工作会议上拟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图书

馆试行条例(草案)»,此后分别于１９８７年、２００２年、

２０１５年发布了修订的新版«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

程»(以下简称«规程»).这些«条例»或«规程»成了

不同时期高校图书馆的专门法规性依据,尤其是

１９８１年的«条例»,得到了较好的执行和落实,并从

此确立了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地位和功能.
“高等学校图书馆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学术

性机构.”“学术性机构”的性质定位,认识到了高校

图书馆既不是独立的教学机构或学术研究机构,也
不是行政机构或单纯事务性的服务机构,较为全面

准确地反映了高校图书馆的基本特征.“图书馆工

作是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组成

部分”的形式定位,认识到了高校图书馆在学校办学

中的重要的基础性而非辅助性地位,同时也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图书馆是学校的图书资料情报中心

(文献信息资源中心),具有教育职能和情报职能(信
息服务职能).”“中心”的功能定位,认识到了高校图

书馆在师生的学习、教学和科研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上述重要规定及相应的其他规定,为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各类高等学校在高校图书馆的规划建设、资源

配置、日常运行、现代化发展等方面提供了基本遵

循,极大地促进了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内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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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３)创立了馆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并促进

高素质馆员队伍建设

馆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是高校图书馆的基

本制度之一.教育部高校图工委集思广益,积极争

取,促成了该项制度的试点、创立、坚持和完善.该

制度不仅进一步肯定了高校图书馆业务的服务性和

学术性、专业性和技术性等特征,更重要的是为广大

馆员开辟了新的发展通道,极大地调动了大家的工

作积极性和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高素质馆员队伍

建设.
(４)树立了“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先进理念并

指导文献保障与信息服务工作广泛开展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在深入调查研究、充分讨论

交流、切实指导协调的基础上,树立并巩固了“共商

共建共享共治”这一先进理念.早期针对高校图书

馆在人财物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和尖锐矛盾,凝聚大

家智慧,共商解决办法,召开全国性会议,制定工作

条例,坚决贯彻落实,实施“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

项目”,使得高校图书馆文献保障与信息服务在短时

间内明显改观.后来针对互联网的发展和图书馆计

算机管理系统的应用等现代化条件的不平衡问题,
促成了CALIS重大项目的建设和发展,使得高校图

书馆的人力、资源和服务的共享水平达到新的高度.
此外,整合外文书刊文献采购和服务的 CASHL项

目、国外数据库资源采购和服务的 DRAA 联盟,都
是高校图书馆“共商共建共享共治”的重大平台.已

经坚持４０年的“高校文科图书引进专款项目”、２０
年 左 右 的 CALIS 和 CASHL 项 目、１０ 多 年 的

DRAA联盟,其公共属性在广大成员馆范围内得到

充分体现.
(５)建立了信息素质课程教育体系并融入高校

教育教学工作

高校图书馆向来高度重视高等教育的需要和师

生教学科研的需要.为了帮助学生更加充分地了解

和使用图书馆设施,高校图书馆一直结合入学教育

安排,开展入馆教育活动.随着文献检索工具和参

考工具书对学生获取知识和情报的重要性日益提

升,«文献检索与利用»通选课程或系列讲座在教育

部高校图工委的指导下广泛开展.针对计算机信息

检索系统、搜索平台、海量信息分析等使用上的困

难,由通选课、慕课、翻转课堂、系列讲座、工作坊、知

识技能竞赛等组成的多形式、跨类别的“信息素质教

育”课程体系持续发展.为了深度融入高校的人才

培养和教育教学工作,以人与信息的关系理论、先进

教育教学理念为指导的信息素质教育理论和方法体

系快速发展.
(６)铸就了鲜明的图书馆精神并引领我国高校

图书馆事业现代化进程

人文精神是中华文明独特而重要的思想内涵之

一.高校图书馆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

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和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实践中,铸就了“感人、
融合、奉献、通变、至臻”的图书馆精神,反映了高校

图书馆为“立德树人”和教学科研服务过程中对个人

用户的环境迷人、职责助人、文化育人等感人场景,
为繁荣学术和创新发展服务过程中对机构用户的业

务交融、目标合一等融合关系,以及馆员默默无闻、
任劳任怨的奉献品格,通晓继承与革新、传统与现代

的通变智慧,追求美美与共、向上向善的至臻情怀.
这种精神,尚难全面精准概括,但也成为引领高校图

书馆现代化建设的独有财富.
长期以来,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切实传承,矢志创

新,坚守初心,勇担使命,在建设高素质馆员队伍、共
建共享信息资源、应用新技术、开展信息素质教育、
推进高校图书馆事业现代化进程、支撑高等教育发

展和文化繁荣、服务师生和社会用户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绩,为我国高校图书馆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

的文献保障、文化教育和信息服务等职责的履行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为我国高校图书馆事业在数字化

转型中的内涵式发展、整体发展、共同发展和高质量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３　４０年的宝贵经验

４０年上善若水、善贷且成,教育部高校图工委

团结带领广大图书馆专家学者,胸怀国家,放眼世

界,相依相融,成人之美,躬行实践,积极探索,在取

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形成了

若干规律性认识.

３．１　实践经验

(１)坚持现代化方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

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新时期.１９８１年的全国高等学校图书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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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林同志在大会报告

中明确要求:“以这次会议作为一个新的起点,搞好

高校的图书情报工作,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社

会主义建设人才,为我国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
为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作出更多更大的贡

献[４].”时任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的庄守经同志在«条例»的说明报告中坚信:“贯
彻实施这个«工作条例»,必将促进我国高校图书馆

的工作,加速我们向现代化图书馆的过渡.”４０年

来,高校图书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上共建共享

共发展,与国家同心同行同使命.庄守经等杰出代

表致力于推进传统图书馆向现代化图书馆转型,形
成了内涵丰富、影响深远的图书馆现代化思想[５].

新时代的新阶段,我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高校图书馆在富强民主文明

和谐美丽的现代化强国目标指引下,现代化方向更

加清晰,现代化目标更加明确,任重道远.
(２)坚持创造性思维

高校图书馆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遍面临“服务水

平低、书刊拒借率高、开馆时间短”“领导班子不健

全、专业干部青黄不接”“物质条件差”等棘手问

题[６],又没有现成经验.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在秘书

处的持续努力下,带领和指导高校图书馆创造性地

开展工作,齐心协力,艰苦创业,迅速回归到图书馆

的正常轨道.在面对外文书刊紧缺、新技术应用、馆
员职称评聘、制度建设、资源共享、服务升级、优秀传

统文化弘扬等众多难题时,同样不辞辛劳,积极探

索,开拓认知新领域,开创实践新成果.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高

校图书馆的现代化进程既要解决许多老大难问题,
又要确立和回答新的时代命题,创造性思维同样不

可或缺.
(３)坚持整体化建设

庄守经、肖自力、王岳等在破解难题时,形成了

共同的想法:“要正式开一次高校图书馆的工作会

议”“要有条例”“要有常设机构来管”.他们抓住了

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机遇,多管齐下,整体推进了高

校图书馆现代化建设.在 CALIS、CASHL等重大

项目的立项申请和大力执行过程中,众多学校的领

导和馆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推动高校图书馆现代

化事业整体发展.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的“两个大局”中,当代图书馆人要有系

统观念,团结一心,奋发有为,整体实现发展质量、结
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与高等教育和高

校其他事业相协调的高校图书馆现代化事业新

格局.
(４)坚持服务宗旨

全心全意服务用户,让用户倍感亲切、深感满

意,是高校图书馆现代化进程中的真实写照.教育

部高校图工委既以参谋、咨询等方式服务教育部和

高等教育事业,又以指导、协调等方式服务高校及其

图书馆事业.高校图书馆已成为校园里开门时间最

长、服务范围最广、服务项目最多的场所和单位,为
学校履行使命、为师生学习教学科研生活的忠诚服

务,取得了显著成效,赢得了广泛美誉.
服务无止境,因服务对象在教育教学、学习科

研、生活活动等方面的方式方法、实际需求、行为方

式发生巨大变化,高校图书馆创新服务模式,提升服

务效能,当是不二选择.
(５)坚持学术标准

高校图书馆的重点服务对象是教师和学生,承
担着培养高素质人才、研究学问、增长智慧、创造价

值、创新发展的崇高使命.也正因此,高校图书馆成

为学术性机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有其自身

的规律和周期,期间的知识学习和传承、资料搜集和

分析、成果交流和传播等多个环节,既为图书馆提供

了服务机会,也对图书馆服务提出了严格的学术要

求.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充分考虑高等教育和高校的

特点,确立了高校图书馆的“学术性机构”性质定位,
创办了学术刊物«大学图书馆学报»,举办各类学术

研讨会,极大促进了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和

信息服务创新.
学术有思想,高校图书馆整体发展中的学术要

求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多样,其学术性也将越来越

凸显,寓学术于服务的生命力也会越来越旺盛.
(６)坚持人文情怀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一直以来坚定贯彻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十分重视高校图书馆的文

化传承创新,十分重视各类馆员的培训和发展,十分

重视高校图书馆的文化教育职能,十分重视人才培

养和成长中的图书馆贡献.积极协调教育部等有关

部门领导、人文学科和图书馆学情报学等应用学科

的教授、先进图书馆的专家,开办馆长和馆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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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举办经验交流会,推选典型案例和榜样馆员,凝
练和倡导图书馆精神,不断推进高校图书馆自身文

化建设,不断推进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
人文在进步,高校图书馆在可持续发展中还要

坚持人文情怀,加强馆员的系统培训和全面发展,壮
大馆员队伍,发展图书馆组织文化,强化高校图书馆

人文属性,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

３．２　规律性认识

(１)高校图书馆是为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服务

的学术性机构,是学校的学术信息资源管理和服务

中心,是学校信息化建设和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校园文化和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基地.
(２)高校图书馆的主要职能是文献保障、文化教

育和信息服务.其建设和发展应与学校的建设和发

展相适应,其水平是学校总体水平的重要标志.
(３)高校图书馆的基本任务是精准采集、揭示、

组织和利用学术信息资源,有效传播、传承人类知识

和世界文明,切实服务学校发展和文化繁荣.
(４)高校图书馆的关键要素有馆员、用户、资源、

服务和文化等.这些要素既是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根

基,也是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重点环节.
(５)高校图书馆事业是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和科

学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科学文化和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滋养民族心灵、培育

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是高等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
(６)高校图书馆事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

设中大有可为,将切实地继承与创新、协同与引领,
在推进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的同时作出更多更大的

贡献.

４　在数字化转型发展中勇担使命

数字化转型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信息化驱动发

展的新阶段,出现了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政府

的快速发展.新阶段里勇担使命,教育部高校图工

委要坚持“继承、创新、协同、引领”的工作方针,充分

发挥研究、咨询、指导和协调等作用,在继承基础上

协同创新,在协同基础上创新引领,加快建设新型高

校图书馆.

４．１　组织开展研究活动,建设创新型图书馆

(１)着重加强图书馆现代化问题的学术研究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是一个专家组织,各位委员

都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理论修养,其重要任务之一

是开展专项理论与实践研究工作,要紧紧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贯彻教育现代化基本理念,组织专门

力量深入研究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问

题.理论研究中,要透过现象问题,结合现实问题,
深度揭示和阐释若干科学问题,包括:服务创新与新

技术应用、资源共享与战略保障、价值与贡献等热点

话题,馆员素质素养、信息资源管理、信息流等核心

论题,人－机器－信息和谐关系、信息化生态建设、
图书馆发展理论建设等共性难题,以及图书馆是人

才培养的组成部分、是文化繁荣的重要标志、是信息

化生态的引领者等时代命题.实践研究中,要针对

短板弱项,结合类别属性,适度前瞻,规范若干事业

问题,包括:«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修订和执

行,有关馆员队伍建设、数据资源建设、信息服务创

新、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治理体系建设、文化引领

等专项业务的指导意见制定和落实,高校图书馆发

展状况、存在问题、对策建议和战略目标等政策研究

和战略研究.
上述科学和事业问题,有的是根基性的,如同树

的根系,有的是支柱性的,如同树干,有的是前沿性

的,如同树冠,有的是保障性的,如同环境.就像一

棵大树,根系发达、树干粗壮、树冠茂盛、环境友好,
只有这些问题得到更大程度上的解决,研究工作才

能硕果累累,才能指导高校图书馆现代化事业蒸蒸

日上.
(２)重点推进扎根中国的高善的创新型图书馆

建设

“图书馆是一个生长着的有机体.”高校图书馆

的成立、生长和发展历程表明,因馆员成馆,因用户

立馆,因资源兴馆,因馆舍示馆,因服务强馆.也就

是说,创新是图书馆永恒的主题.创新型图书馆建

设在高等教育和高等学校的发展进程中,经过一代

又一代馆员的艰辛探索、一批又一批用户的积极参

与和一个又一个先进图书馆的经验分享,取得了长

足进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国家数字化转型发展中,我们要在深入研究

的基础上,解决好创新型图书馆建设如何扎根中国

大地、如何尽善尽美提供服务等问题.习近平同志

指出:“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立足于培养什么人、怎样

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来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有益做

法,但必须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扎根中国大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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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型图书馆建设,就是要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及“双一流”建设大局中立馆、强馆,在更加

坚定“四个自信”及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创新、创造,在
努力坚持和完善大学图书馆现代化变革中定性、定
位.尽善尽美的创新型图书馆建设,就是要着力解

决师生教学科研生活中的刚性需求问题,坚持“用户

导向,服务至上”的基本理念,创新驱动服务转型发

展;积极改进服务策略(方式和手段)和服务模式,坚
持专业精神和内涵发展;切实融合所处的整体背景

和具体情境条件,坚持“价值引领,馆员为先”的重要

理念,改革完善队伍培养建设;持续通达继承与革

新、传统与现代、变与不变等关系,坚守初心和使命,
培育“图书馆”的创新力.

４．２　切实整合咨询工作,建设信息化图书馆

(１)着重加强图书馆事业的整合咨询

高校图书馆事业长期以来得到教育部和各个高

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得到广大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

持和赞许.在新的发展阶段,身处于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个大局”
中,力行于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特征的信息

化浪潮里,高校图书馆事业也面临诸多困难和风险

的挑战、创新和贡献的机遇.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要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

求变,在咨询工作中,要着重加强整合咨询,增强新

型智库功能.也就是要增强系统观念和关联技能,
统筹分析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各项策略,
统一考虑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统
合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提出咨询意见.既为教育

部在高校图书馆事业整体发展规划、政策法规制定、
重要事项处理等方面的决策提出建议,又为区域或

单个馆、总体或专项事业提出意见.针对信息服务

创新,要优化整合信息服务体系、协同整合信息服务

事业、开放整合信息服务生态、计算整合信息服务价

值,与大学共发展,与社会同进步.
(２)重点推进充满活力的高阶的信息化图书馆

建设

信息化是指信息产业持续壮大并促进国民经济

各行业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转型和升级的历史进

程.图书馆的信息化建设,向来注重先进信息技术

的应用,快速推进馆藏资源数字化、信息服务网络化

和实用技术智能化,在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提
升用户效用和体验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同时也出现

了图书馆受制于技术和服务供应商、用户被困于“信
息茧房”等实际问题.

在国家数字化转型发展中,我们要在供与需、利
与弊、能与效、质与量等整合分析的基础上,解决好

信息化图书馆建设如何增强综合活力、如何整体进

阶等问题.充满活力的信息化图书馆建设,就是要

贯通计算机系统逻辑、业务逻辑和图书馆管理逻辑,
优化新发展阶段由信息服务、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

组成的信息化基本结构,增强管理和服务系统的整

体性与开放性.高阶的信息化图书馆建设,就是要

在高度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上,更加突出

用户的主导地位,实现线下亲切型实体图书馆与线

上交融式数字图书馆的友好对接,实现细粒度、全过

程、跨系统的个性化信息与服务定制,充分体现“图
书馆”的信息力.

４．３　积极承担指导责任,建设 “一流图书馆”
(１)着重加强图书馆内涵式发展指导

我国正大力推进高等教育分类管理和高等学校

综合改革,构建更加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教育部

高校图工委的核心任务是专业性指导工作,要按照

高校图书馆的主责主业和目标定位加强分类指导,
指导各类图书馆内涵式高质量发展.

高校图书馆的内涵式发展,就是要切实贯彻«普
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的有关规定,紧紧抓住图书

馆发展的关键要素,即馆员、资源、用户、服务和文化

等,以及这些要素的关联关系.当这些要素达到一

定数量和规模后,就要优化其单项结构和关系结构,
提高整体质量和效益,也就是高质量发展.

(２)重点推进独具价值的高效的“一流图书馆”
建设

一流大学定有一流的图书馆.这恐怕是大家的

共识.一流的高校图书馆,尽管有其相对性,但在一

定范围内发挥标杆和示范作用理所应当.就像本科

教育高质量发展中“建设一批‘一流本科、一流专业、
一流人才’示范引领基地”这一重大举措,一流图书

馆的评估和建设定将取得重要成效,对推进学校发

展起到重要作用.
在国家数字化转型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

我们要在对高校图书馆事业的深入研究和整合分析

的基础上,解决好一流图书馆建设如何创造价值、如
何高效运行等问题.独具价值的一流图书馆建设,
就是要科学制定反映图书馆的不可或缺性和贡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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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性评估办法,尤其是图书馆的信息服务业务

在助学、助教、助研、助管等方面助人的成效指标,以
及阅读服务业务在引荐、引申、引导、引领等方面引

人的成效指标等,要充分体现.高效的一流图书馆

建设,就是要不断提升馆员的工作效率、资源的利用

效果、用户的直接效用、服务的助人效能、文化的育

人效应,及其综合效益和创新动能,充分发挥“图书

馆”的服务力.

４．４　全面提升协调能力,建设引领式图书馆

(１)着重加强图书馆高质量发展协调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一直注重自身建设,团结带

领全体委员和各地图工委秘书处同仁,不断加强自

我管理和自我服务,通过国际性、全国性或区域性的

学术研讨会、案例分享会、工作会议、调研考察等多

种形式沟通思想、交流经验、协调安排、发现模范,既
采取对口支援、减免会议费、捐赠书刊等方式帮扶中

西部地方高校图书馆,又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高校

图书馆创新引领.
高校图书馆的高质量发展,就要更大力度、更高

标准解决好图书馆队伍建设中的领导力和执行力、
服务创新中的协同度和贡献率、经费保障中的充足

性和持续性、资源建设中的特色化和数字化、技术应

用中的开放性和安全性、治理体系建设中的体制和

机制、空间设计的共享性和交互性等问题.坚持目

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创新引领与综合评价相

统一,馆员能力与用户需求相统一,文献服务与文化

建设相统一,不断增强内生动力和用户吸引力.
(２)重点推进面向世界的高强的引领式图书馆

建设

无论是早期信息检索系统的研发和应用还是近

些年图书馆融媒体建设,无论是书刊文献导读还是

学科知识导航,无论是现场空间的文化展览展示还

是线上远程服务的数字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都能以

人为本,针对用户新的需求,集成多方力量和条件,
引领师生的自主学习和科学研究,增进与用户的密

切联系,增强信息文化的影响力,而不仅仅是被动支

应和简单支持.
在国家数字化转型和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我们要在促进公平的同时,解决好引领式图书馆

建设如何面向世界、如何增强功能等问题.面向世

界的引领式图书馆建设,就是要打开国际视野,洞察

全球化大势,勇立潮头,头头是道,成人之美,美美与

共.尤其是要在概念级汉语知识库研发、场景化学

术情报服务、数据资源增值服务等关键领域尽快取

得领先优势,帮助用户解决更加基础性的和战略性

的难题.高强的引领式图书馆建设,就是要整合图

书馆的比较优势,坚持“整体联动,人际相助”的重要

理念,以生态化促进馆员与用户的亲切关系;团结带

领相关各方力量,为用户全面发展提供良好的信息

环境和信息素质保障,坚持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围
绕“双一流”建设和美好生活需要,坚持“效用善成,
人文互美”的重要理念,以全球化拓展人与文化的交

融关系;凝练信息文化和信息文明建设的科学问题,
共解共建共享,同信同心同行,培育“图书馆”的引

领力.

５　在现代化强国建设中开创未来

我们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新征程上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高校图书馆事业要用历史映照现

实、远观未来,要充分发挥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

动力的作用,在图书馆的现代化思想理论、整体化发

展理念、智慧化服务理法、价值型思维理性等方面,
统筹谋划,综合施策,干着２０２５年规划任务,盯着

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想着２０５０年壮丽蓝图,善作善

成,成就梦想.

５．１　坚持和完善图书馆现代化思想理论,努力实现

高校图书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１)全面深化中国式的图书馆现代化思想理论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创新,是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之一.全面深

化中国式的图书馆现代化思想理论,就要坚持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深入揭示

高校图书馆现代化理论的多学科属性,充分反映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涵,综合分析高校图书馆

工作的关键要素及其逻辑关系,准确把握高校图书

馆的发展规律.就要坚持图书馆的现代化方向,兼
顾馆员发展与用户受益,积极进取,大胆实践,不怕

困难,勇于创新,包容过失,总结经验.
(２)持续优化高校图书馆治理体系

持续优化高校图书馆治理体系,就是要不断完

善高校图书馆管理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一是在贯彻

执行«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过程中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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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办法,适时修订,积极争取更高效力的专门法

律;二是在学校的章程和治理体系建设中作出相应

的规定,成立和壮大图书馆工作委员会等咨询议事

机构,组建和强化与师生的沟通交流机制;三是不断

完善图书馆自身的制度体系和工作机制,统筹图书

馆的业务体系、文化体系、管理体系、生态体系、理论

体系、价值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形成一套与规则规范

相衔接、各方面紧密相连和协调互动的图书馆制度;
四是不断完善用户参与管理和服务的办法,包括协

助工作、反映意见建议、监督审议、参与决策等具体

方面.
(３)持续强化高校图书馆治理能力

持续强化高校图书馆治理能力,就是不断增强

高校图书馆管理和发展的综合能力.一是学校在治

理能力建设中要充分考虑图书馆的基础地位和战略

地位,充足配置与职能相当的人财物等资源,真正体

现图书馆作为“直属单位”的责权利;二是不断增强

图书馆领导班子的政治领悟力、判断力和执行力,以
及班子成员的管理能力、领导能力和洞察能力;三是

不断增强图书馆中层骨干的执行能力、合作能力和

协同能力;四是不断增强图书馆青年馆员尤其是新

入职馆员的业务能力、沟通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五
是不断增强图书馆的整体凝聚力、创新力、信息力、
服务力和引领力.

５．２　坚持和拓展图书馆整体化发展理念,努力实现

高校图书馆行业共同进步和创新发展

(１)全面更新新时代的图书馆整体化发展理念

全面更新新时代的图书馆整体化发展理念,就
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

念,以及高等教育“以德为先、全面发展、共建共享”
等发展理念和“双一流”建设理念,同时树立并增强

反映大学图书馆的专业特征和时代特征的核心理

念.单个图书馆是如此,高校图书馆行业也是如此.
高校图书馆行业整体化发展理念要体现整体发展的

思想,要体现重点突破与整体联动结合、创新示范与

协调振兴并举等内涵,落实到工作中就要多维度总

体设计,分步或分面实施,多渠道综合安排,分阶段

或区域执行,全行业共同进步,分类或分级实现.
(２)持续促进高校图书馆行业共同进步

持续促进高校图书馆行业共同进步,就要更加

充分地发挥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和
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文献中心(CASHL)等重大

项目建设成果在全员的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等方面

的作用,加大系统平台的运行维护投入,进一步扩大

成员馆覆盖面,开辟非成员馆高校师生的个人服务

通道,开发新型服务项目.就要进一步发挥地方性

和学科类协作平台或联盟的积极作用.就要鼓励一

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东部发达地区高校的图书馆,在
创新引领的同时,通过对口支援等方式帮扶欠发达

地区高校图书馆的整体发展.就要倡导和支持高校

治理体系中优先发展图书馆的想法和做法.
(３)持续激励高校图书馆行业创新发展

持续激励高校图书馆行业创新发展,就要充分

体现馆员服务的生命线意义,在采购有关设施设备

和服务以供用户自助服务的同时,充分发挥馆员的

积极性和创造性、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就要深切

理解创新对于服务的根本要求,及时、精准识别和把

握用户的需求及其变化,主动创新服务的策略和内

容.就要下大力气提升馆员的创新力,包括创新意

识、创新能力、创新行动和创新效用,也就是锐意进

取、追求卓越的精神风貌,保持理想信念的定力、渴
求知识技能的学力,善于关联问题的张力、充分运用

条件的活力,开创内生性全面发展、包容性特色发

展、内涵式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就要培育新一代

信息技术应用场景,尤其是以算力赋能为目标的计

算服务.就要主动对接和建立与校内机构用户、个
人用户、校外社会机构、政府有关部门等的协同创新

体,寻求创造性解决方案.

５．３　坚持和整合图书馆智慧化服务理法,努力实现

高校图书馆事业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中融合发展

和充分发展

(１)全面创新战略性的图书馆智慧化服务理法

随着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DOI)、数字对象体

系架构(DOA)开放研究者与贡献者身份识别码

(ORCID)及 Handle解析系统等应用对期刊论文和

数据集的作者与用户关联进行精准揭示,融媒体技

术的应用实现信息流动的多源融合、多点相通,图书

馆服务平台的FOLIO架构实现开源、开放式的服务

提供等新情况的出现和发展,看得出,智慧技术不是

单一技术,而是多技术兼容、多应用集成,解决的是

更细颗粒度的信息资源及其与用户之间的关联揭

示、更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及其与用户的关联对接.
图书馆智慧化服务不仅是智慧技术的应用,还有信

息流、工作流的重构与优化,整体上确保更高水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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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馆员和用户的信息获取、处理和使用行为.高

校图书馆事业要坚守用户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也要

从国家战略和高教战线高度处理好局部创新与整体

联动、单维发展与多方安全、科学义理与操作章法的

关系.
(２)持续贯通高校图书馆事业融合发展

持续贯通高校图书馆事业融合发展,就要不断

明晰国家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中高校图书

馆的性质、地位、功能和作用的准确定位,确定高校

图书馆的努力方向和用武之地.就要不断疏通学校

发展格局中图书馆与其他各个系统、各项事业、各类

用户的多重关联和融洽关系,发挥图书馆的信息集

散地、精神栖息地和学术“交通枢纽”作用,确保图书

馆永葆青春活力和可持续发展.就要不断挖掘国内

国际社会交往、交流、交融活动中图书馆的历史承载

力、社会影响力和学术生命力,发挥图书馆的形象标

识、文化“展厅”和学术“客厅”作用,确信图书馆的善

心和美意.
(３)持续促进高校图书馆事业充分发展

持续促进高校图书馆事业充分发展,就要多渠

道提升文献保障率,切实加强图书馆的文化教育和

信息服务工作,尤其是综合性大学、多校区大学和大

规模院校,往往设有图书馆总馆和校区分馆、学科分

馆、院系分馆或学区分馆,即所谓的“总馆－分馆体

系”,有的是历史形成的,有的是为便捷服务而设的,
要强化全校一盘棋思想,统一服务设计和应用系统

架构,统一资源揭示和文献资产管理,分布式建设服

务网点,分布式典藏纸质文献.就要不断优化高校

图书馆自身的生态系统,强化自身的生态位意义,尤
其在创新型图书馆、信息化图书馆、一流图书馆和引

领式图书馆建设中,要充分发挥由信息技术、信息资

源和信息服务组成的基本结构在某阶段的特定环境

下以人为本的动态调节和整体发展的信息化生态系

统的作用,牢固树立该系统在更大的教育教学和经

济社会系统中发挥支撑和引导作用的独特地位.

５．４　坚持和弘扬图书馆价值型思维理性,努力实现

高校图书馆事业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同步发展和协

调发展

(１)全面壮大创造性的图书馆价值型思维理性

图书馆价值型思维理性是指人们在图书馆理论

研究和实践操作活动中信守价值体系的意向和能

力.我们要贯彻伟大建党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凝练并信守图书馆的价值体系.高校图书馆的

价值体系是在价值创造基础上形成的反映图书馆用

户导向的各种关联的整体效用坐标系,是高校图书

馆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其核心价值观

包括:崇高、忠诚、亲切、满意、包容、高善.创造性的

图书馆价值型思维理性要求我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做到知行合一.我们要高度重视图书馆精神

动力和价值观念的总结、凝练、提高和弘扬,在增强

实践理性的同时,全面壮大创造性的图书馆价值型

思维理性,投身创新型国家建设,胸怀“国之大者”.
(２)持续推动高校图书馆事业同步发展

持续推动高校图书馆事业同步发展,就要坚持

主动求变与价值引领的统一,既能准确识变、科学应

变、主动求变,又能自觉增强价值型思维理性.就要

与中国式现代化事业同频共振,协同创新,不掉队落

伍,不墨守成规.就要树立并增强图书馆的生产力

意识和美好生活观念,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高校图书馆

要积极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战场,精准采集

人类知识和世界文明成果,深度揭示和组织以将其

转化为信息资源,确权以将其转化为信息资产,深度

挖掘其中的知识和数据以将其转化为新的生产要素

和生活要素.
(３)持续保障高校图书馆事业协调发展

持续保障高校图书馆事业协调发展,就要在促

进行业共同进步的基础上,在更高层面统筹兼顾,综
合平衡,在解决信息失衡引起的“信息不对称”“信息

鸿沟”“数字鸿沟”“信息茧房”等社会现象及其引发

的社会不公平、不信任等社会问题过程中,发挥高校

图书馆的重要作用.就要在定位于基本公共服务的

前提下,遵循规律,培育特色,发挥高校图书馆事业

的广泛交叉性、业务专业性、文化独特性等突出特点

的专门作用.高校图书馆要紧跟时代潮流,回答时

代命题,为人才培养作出更大贡献,真正成为人才培

养体系的组成部分;为文化繁荣作出更大贡献,真正

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标志;为高阶信息化作出

更大贡献,真正成为信息化生态的引领者.

６　结语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４０年的奋进历程,坚守初

心,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形成

了规律性的认识.展望未来,勇担使命,就要更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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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好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研究、咨询、指导、协调等

工作,更坚定地推进创新型、信息化、引领式的一流

图书馆建设,更全面地完善现代化思想理论、整体化

发展理念、智慧化服务理法、价值型思维理性,更精

准地指导高校图书馆事业的现代化发展,更有效地

促进人与信息的和谐共生关系.
孔圣人用“志于学”“立”“不惑”“知天命”“耳顺”

“从心所欲不逾矩”凝练出其一生修行中几个阶段的

不同境界.这些境界虽然难以理解,但世人大多愿

意对号入座,或自我激励,或感慨人生.笔者倾向于

把“不惑”理解为新阶段新目标的深信不疑和毕生追

求.相信教育部高校图工委能以此为新起点,继往

开来,不懈追求,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再攀高峰! 相

信高校图书馆事业从此再出发,矢志不渝,开拓创

新,共创理论建设新境界、实践发展新高度、价值理

性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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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everanceandResponsibilityofSteeringCommitteefor
AcademicLibrariesofChina

ChenJianlong

Abstract:SteeringCommitteeforAcademicLibrariesofChina(SCAL)wasestablishedin１９８１．Inthe
past４０years,SCALhasbeenremainingtruetoouroriginalaspiration,makinghistoricalachievements,

accumulatingvaluableexperience,andformingregularunderstanding．Lookingforward,SCAL will
bravelytakeonthemissionandbemoreconfidentintheresearch,consultation,guidance,andcoordination
ofacademiclibrarianship,moresteadfasttopromotethefirstＧclasslibrariesconstructionofinnovative
type,informatizationandleadingstyle,morecomprehensivetoperfectthemodernizationtheories,theinＧ
tegrationdevelopmentideas,theintelligenceserviceprinciples,andthevalueＧthinkingrationality,more
accuratetoguidethemodernizationdevelopmentofacademiclibraries,moreeffectivetoimprovetheharＧ
monioussymbioticrelationshipbetweenhumanandinformation,inordertoachievethegoalofcreating
newrealmoftheoreticalconstruction,enhancingnewheightofpracticaldevelopment,andmakingnew
contributiontovaluerationality．

Keywords:AcademicLibrary;SteeringCommitteeforAcademicLibrariesofChina;LibraryModerniＧ
zation;FirstＧclassLibraries;Value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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