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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双新全金”的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探析

□李玉海∗　龚丽华

　　摘要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习近

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十四五”规划工作,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

划建言献策,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为做好高校图书馆的“十四五”规划,本文从图书

馆工作视角梳理、分析了近三年高等教育相关政策精神,归纳出“双新全金”的服务主题,并从格

局要素、资源要素、服务要素三个方面探索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的制定.
关键词　“十四五”规划　高校图书馆　高质量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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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党中央、国务院高度

重视“十四五”规划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

“十四五”规划的重要性,在不同场合多次就“十四

五”规划工作作出重要指示,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

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切实

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

收到“十四五”规划编制中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
规划编制好[１].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国共产党第

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和二 〇 三 五 年 远 景 目 标 的 建 议»(以 下 简 称 «建
议»)[２].«建议»明确要求“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为开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征程指明了方向,并且

就高等教育建设给出具体建议,“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加快培养理、工、
农、医类专业紧缺人才.”[２]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

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方向与目标.
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文献情报中心,兼具服

务性和学术性,其担负的任务要服从于高校的基本

任务.为实现提高教育质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的目标,高校图书馆要结合自身业务和发展定位,认
真学习和深刻理解有关高等教育的文件精神和政

策,关注高等教育国内外动向,深入教学第一线,了

解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学生的切身需求,激发图书馆

馆员创新动能,探讨、谋划高校图书馆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的诸多要素.

１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图书馆视角

近几年来,以教育部为代表的国家各级部门出

台了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列政策和文件,
既有针对学校、学科的,也有针对教育环节和教育资

源的,还有涉及教育管理的学科评价方案的.图书

馆可以凭借文献资源组织优势对这些文件加以收

集,并认真领会分析.对于如何做好“十四五”规划,
由此可以得到启发,获得灵感.

１．１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国发文件概览

高等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宏观指导.
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国务院公布«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到２０１７年１月,教育

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我国就已

经启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近几年来,诸如«关于

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六卓越

一拔尖”计划２．０、«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的通知»«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

见»等相关政策文件相继出台.
近三年来教育部官网公开的关于高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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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政策文件有４０余个,发文部门包括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教育部、国家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科技部、财政部、工信部等多个部门,发
文内容涉及高质量教育、“双一流”“双高”“双万”计
划、“金课”建设、“三全育人”“新文科”“新工科”建设

等多个方面.根据文件内容,考虑编制规划的需要,
将主题提炼为“双”“新”“全”“金”四个字.

１．２　文件内容的“双、新、全、金”举要及启示

“双”即“双一流”建设.“双一流”建设的基本原

则是“坚持特色一流,扎根中国大地,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３],强调“一流”的内涵:既要依据中国实

际、体现中国特色,又要吸取世界经验、顺应世界潮

流;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更根本的在于一流人

才的培养.图书馆要思考如何帮助学科彰显中国特

色,如何帮助学者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如何帮助学校

进行学科评价? 通过“双”,我们可以创新服务内容,
提供一些更深层次的学科服务,以适应新环境下的

“双一流”建设.
“新”指的是新文、工、医、农科建设.教育部吴

岩司长说,这里的“新”不是“新老”的“新”、“新旧”的
“新”,而是“创新”的“新”.高校图书馆要有办馆新

思路,为学校各学科融合中需要的标准、方向、模式、
场景等,提供相关资料.

“全”即“三全育人”,属于人才培养环节.以“十
大育人”体系为基础,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格局,推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融入人才培养各环

节[４].未来,参与育人环节必定是高校图书馆的一

项重要业务,形式和内容涵盖文化、科普、信息、生命

及成长教育等,将成为学院思政教育、素养教育的重

要补充.
“金”来源于“金课”,指高质量的课程资源建设.

相关文件要求淘汰“水课”、实施一流课程“双万计

划”,打造高阶性、创新性、挑战度“金课”[５－６].高校

图书馆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金课”建设提供所需要

的空间资源、设备资源以及平台、技术资源.
国家政策虽然给予的是宏观上的指导,但是高

校图书馆能够通过认真学习和解读这些文件中的内

涵与思想,从自身的职能和服务出发,找到业务创新

的突破口,拓展新的服务.因此,高校图书馆在未来

的“十四五”规划中应该思考在这些文件的指导下,
如何体现政策目标要求的格局与原则,在推动自身

发展的同时,也能更好地发挥其促进高校建设的辅

助作用.

１．３　新时期学科建设评价指标

学科评估是保证教育质量和提升学科水平的重

要手段,对于促进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五轮学科评估框架整体保

持了原有的“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与资源”“科
学研究水平”“社会服务与学科声誉”四个一级评价

指标,二级指标则在新政策、新要求下有很大增删.
关注评价指标可使高校图书馆明确业务创新方向,
指导规划的制定.

２　“十四五”规划中的高校图书馆建设要素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１日,教育部部长陈宝生以«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为主题,论述了我国教育“十四

五”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景目标.２０２０年作为两个五

年规划的交汇之年,既是总结成果、归纳经验的一

年,也是做好规划、为新征程明确方向的一年,对于

高校图书馆而言亦是如此:在“十四五”规划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规划目标等板块中凸显格局要素,
在主要工作和任务、重点工程等内容中完善和优化

资源要素,创新和发展服务要素,切实推进服务“双
新全金”的高校图书馆建设.

２．１　“十四五”规划中的格局要素

格局是指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范围,是对待事业

的战略眼光.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要同步国家

行动,从图工委委员到图书馆馆长、馆员在筹谋未来

发展规划中要强化格局意识,以编制定位准确、工作

全面、可操作性强的发展计划.
格局体现在宏观层面的意识提升.在宏观上,

格局主要体现在规划者对规划工作要有系统性思考

意识.对于高校图书馆而言,这种意识表现为指导

思想,一般由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图书馆一

把手领导把握,要以足够的自信,树立大局意识和协

作意识,确定图书馆对接国家重大需求、支持高质量

教育体系建设的格调,凝聚行业强大合力,解决面临

的重大问题.
格局还体现在中观层面的机构协作.当今环境

下任何一个图书馆不再是各自为政、单兵作战,而是

全面协作.经过长期发展,高校图书馆已自然形成

机构间纵横合作的生态组织,一方面教育部高校图

工委要继续保持和加强与省市区高校图书馆间的纵

向业务关系,既凝神聚力又鼓励特色发展.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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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馆长们要积极参与地区高校图书馆、同类型高校

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企业之间的横向合作,推进资源

共享,提升图书馆核心竞争力.
格局也体现在微观层面的全员参与.具体到每

一个高校图书馆,从馆领导、中层干部到馆员都要参

与“十四五”规划工作.馆领导把握面向高质量教育

体系建设的办馆理念、发展方向,确定规划报告的审

定;中层干部则要贯彻馆领导的意图,结合本部门业

务,落实规划报告的编制工作;馆员是规划报告的执

行者,要明确规划跟个人发展的重要性,要积极学习

和理解“双新全金”的相关政策,主动参加规划报告

的编写,提供相关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创新性的建议.

２．２　“十四五”规划中的资源要素

这里所讲的“资源”不是单纯指支持图书馆运行

的基础文献信息资源,而是指服务“双新全金”的文

献资源、空间资源、人力资源、技术资源等.
在文献资源建设与利用上,从一流学校、一流学

科,到新学科、全方位育人,高校图书馆的资源建设

和利用必然会产生新需求、新方式,如一流学科的一

流文献资源的获取、不同载体的文献资源配置与利

用、“金课”制作的工具和素材、学科发展最新动态数

据分析、彰显校园文化的特色馆藏资源等,都需要在

规划中体现.
在空间资源配置方面,对图书馆而言,服务于拔

尖人才培养需要有激发学生创新灵感的设施和环

境,高校图书馆除了提供一些基本的研讨室、多媒体

室外,还要提供个性化学习空间和新技术新产品体

验的场景空间.未来图书馆的 VR体验室、沉浸式

演出、虚拟仿真等将是基本配置.
在人力(知识)资源建设上,服务于“双新全金”

的馆员队伍是高质量的知识服务资源,是规划的重

点.建设策略有两点:一是加强既有馆员的能力培

养与知识提升,如组织数据分析方法、大数据管理、
智慧图书馆等知识模块的学习,提供新技术、新媒体

在图书馆的应用、沟通技巧、心理咨询等培训交流练

习机会.二是尽早研究未来图书馆员知识与能力结

构问题,关注图书馆服务质量标准,谋划图书馆人才

引进和招聘办法.

２．３　“十四五”规划中的服务要素

美国图书馆学家谢拉指出,“服务是图书馆的基

本宗旨”.服务要体现每个图书馆的核心价值观.
随着环境的变化,高校图书馆的服务需及时调整,以

适应新的发展方向与要求.在“十四五”新时期,高
校图书馆应该结合政策要求,顺势发展,成为学科建

设的“耳目、尖兵、参谋”,学生成长的“温床、雨露、风
洞”和教师教学的“帮手、智库”.

学科建设的“耳目、尖兵、参谋”.“耳目”即最新

消息的感知器,在大家未知的情况下,图书馆要发挥

“千里眼”“顺风耳”的功能,搜集、整理、组织、分析相

关情报信息,把有效信息第一时间提供给需要者.
在复杂险峻的环境中获得一般人得不到的东西就是

“尖兵”,图书馆要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大数据分析,
提供学科发展前沿动态以及最新、最权威的政策、文
件及相关信息.做好学科建设的“参谋”和“军师”,
一方面,学科馆员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向高校

科研人员与团队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学科服务;另
一方面,高校图书馆在全面调研和数据分析的基础

上,对学校的学科发展路径提供规划和指导.
学生成长的“温床、雨露、风洞”.全方位育人将

给图书馆带来重大机遇,作为“温床”,图书馆可以为

新进学生提供温暖的学习环境;作为“雨露”,图书馆

为学生整个大学时期的成长提供专业知识以外的素

养教育,如在服务思政教育的基础上,提供生命教

育、成长教育、就业教育、人文素养等方面的服务,开
展包括培训、讲座、座谈会等多种形式的育人活动.
作为“风洞”,图书馆为学生走上社会提供实践机会.

教师教学的“帮手、智库”.培养拔尖人才,专业

知识教学是教师的第一要务.教师在教材的准备、
慕课制作和课程思政实施方面将面临新的问题,需
要图书馆协助解决.图书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
积累了大量优质资源,能够为教师教学提供资源服

务.图书馆馆员可在“金课”建设团队中担任资源支

持、技术工具与设备保障的角色,从而保证“金课”创
作的效率与质量.

３　结语

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两个百年交汇点,是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迈进的重要时机.
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刻,我们图书馆工作者要担

当起时代大任,筹谋图书馆本体的可持续发展大计;
高校图书馆应该立足于自身馆情,充分发挥全体馆

员的能动性,让规划引领图书馆发展,为高质量教育

和新型图书馆的建设贡献出高校图书馆的力量.

６２

服务“双新全金”的高校图书馆“十四五”规划探析/李玉海,龚丽华

Probeinto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ofUniversityLibraryServing“DICE”/LiYuhai,GongLihua



2
0

2
1

年
第1

期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对“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EB/OL]．[２０２０
－１２－１２]．http://www．ccdi．gov．cn/toutiao/２０２００８/t２０２００８０６_

２２３３６３．html．
２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

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２０２０－１２－１２]．http://

www．gov．cn/zhengce/２０２０－１１/０３/content_５５５６９９１．htm．
３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

委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EB/OL]．[２０２０－１２－１２]．http://www．moe．gov．cn/srcsite/

A２２/moe_８４３/２０１８０８/t２０１８０８２３_３４５９８７．html．
４　教育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

点工作的通知»[EB/OL]．[２０２０－１２－１２]．http://www．moe．

gov．cn/srcsite/A１２/moe_１４０７/s２５３/２０１８０５/t２０１８０５２８_３３７４３３．
html．

５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精神落实的通知»[EB/OL]．[２０２０－１２－１２]．http://www．
moe．gov．cn/srcsite/A０８/s７０５６/２０１８０９/t２０１８０９０３_３４７０７９．html．

６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印发«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２０１９年工作要点»的通知[EB/OL]．[２０２０－１２－１２]．htＧ
tp://www．moe．gov．cn/s７８/A０８/tongzhi/２０１９０４/t２０１９０４２６_

３７９６７０．html．

作者单位:李玉海,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华中师范大

学中 国 图 书 馆 创 新 发 展 研 究 中 心,湖 北 武

汉,４３００７９
龚丽 华,华 中 师 范 大 学 信 息 管 理 学 院,湖 北 武

汉,４３００７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５日

修回日期: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９日

(责任编辑:支娟)

Probeinto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ofUniversityLibraryServing“DICE”

LiYuhai　GongLihua

Abstract:The１４thFiveＧYearperiodisthefirstfiveyearsthatChinahasopenedthenewcourseof
buildingasocialismmoderncountryinanallＧroundway．GeneralSecretaryXiＧJinpingattachedgreatimporＧ
tanceto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ning,encouragedthebroadmassesofthepeopleandallsectorsofthesociＧ
etytomakesuggestionsfor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invariouswaysandworktogethertomakethe１４th
FiveＧYearPlanwell．Inordertodoagoodjobin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ofuniversitylibrary,thispaper
combsandanalyzesthespiritofrelevantpoliciesofhighereducationinrecentthreeyearsfromtheperspecＧ
tiveoflibrarianship,sumsuptheservicethemeof“DICE”(“DoubleFirstＧClass”,Innovate,ComprehenＧ
sive,ExcellentCourses),andexplorestheformulationof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ofuniversitylibrary
fromthreeaspectsofpatternelements,resourceelementsandserviceelements．

Keywords: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UniversityLibrary;HighQualityEduc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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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ofMaking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ofXianJiaotongUniversityLibrary
JiaShenli　ShaoJing　ShiYing

Abstract:OnthebasisoffullyinvestigatingthedevelopmenttrendsoflibrariesbothathomeandaＧ
broad,thispaperanalyzedtheopportunitiesandchallengesfacedbytheacademiclibrary．Centeringonthe
strategicplanandmissionoftheXianJiaotongUniversity,thepaperreＧclarifiedthepositioning,vision
andstrategicplanofthelibrary,anddividedtheobjectivesandtasksintothreemajortasksduringtheperiＧ
odof１４thFiveＧYearPlan,whicharetoservethecultivationoffirstＧclasstalents,todevelopfirstＧclassdisＧ
ciplinesandtoconstructInnovationHarborinWesternChina．Intermsofconditionguarantee,thispaper
putsforwardspecificactionplansfromtheaspectsofresources,technology,spaceandlibrarianteam,and
pointsoutthepathanddirection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

Keywords:AcademicLibraries;The１４thFiveＧYearPlan;TargetTasks;Key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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