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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服务的调查及启示

□刘倩雯∗　束漫

　　摘要　采用网络调研、邮件调查和案例分析法,调查了２５所英国高校图书馆,并选择其中的

１０所图书馆,分别从专业岗位、服务对象、合作机构、服务途径四个方面分析了英国高校图书馆面

向中小学的服务.对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面向中小学服务的启示包括:增强社会服务理念,强化

服务指导;设立专职人员,增强与各方的合作;划分中小学用户群体,提供相应服务;善用馆藏资

源与设备,设计并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注重面向中小学服务的宣传,畅通公众信息获取渠道;协

调面向中小学服务业务,保障校内师生服务优先.
关键词　英国高校　高校图书馆　中小学　读者服务

分类号　G２５２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２０．０３．０１１

１　引言

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

ALA)在«高校图书馆标准»中提出:高校图书馆应通

过多种策略与学校及更广泛的社区建立联系,宣传、
教育和提高图书馆的价值[１].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

会(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LibraryAssociations
andInstitutions,IFLA)在«全球愿景报告»中也提

到:加强图书馆外联工作有助于与当地合作伙伴建

立更为紧密的联系,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显著影

响[２].高校图书馆不应局限于仅仅为校内师生服

务,同样需要面向社会提供服务.其中,中小学群体

作为社会的重要成员,高校图书馆应予以重视并提

供相应的服务.
国外的发达国家高校图书馆十分重视面向中小

学的服务.以英国为例,英国高等教育调查发现,超
过半数(５０７５％)的大学图书馆与当地中学存在各

种形式的联系,并提供相应的服务[３].使用EBSCO、

WebofScience、Emerald、Taylor &Francis数据库作

为文献来源,以“AcademicLibrary”“UniversityLiＧ
brary”作为检索词,分别结合“PrimarySchool”“ElＧ
ementary School”“Middle School”“Secondary
School”“HighSchool”等检索词,经筛选、去重后共

检索出４３篇完全切题的文献.已有研究涉及多个

方面:(１)调查高校图书馆提供中小学服务的必要

性[４－５];(２)分 析 高 校 图 书 馆 中 小 学 服 务 的 案

例[６－７];(３)调 查 高 校 图 书 馆 中 小 学 服 务 的 成

效[８－９];(４)探究高校图书馆提供中小学服务的相关

人员(如高校图书馆员、中小学图书馆员、教师)的作

用,并给出实践建议[１０－１１]等.
我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的服务刚刚起步,

尚处在探索阶段.迄今为止,辽宁、安徽、北京等省

市的高校图书馆已陆续启动面向中小学生的开放活

动.使用中国知网(CNKI)作为文献来源,以“高校

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为检索词,分别结合“小学”
“初中”“高中”“中小学”等检索词,经筛选、去重后共

检索出１９篇切题的文献.已有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１)理论分析占绝大多数,如论述中小学服务的可行

性[１２]、必要性[１３]、做法[１４]等;(２)实证研究较少,仅
有少数文章对国内高校图书馆[１５]、美国高校图书馆

面向中小学的服务进行了调研与分析[１６－１７].
网络调研发现英国高校图书馆普遍提供面向中

小学的服务,且服务开展较为成熟,值得借鉴.国内

尚未见对英国高校图书馆服务中小学的实证研究.
本文调查并分析了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开展

的服务,以期对我国高校图书馆有所启示.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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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的服务调查

英国高等教育部门支持高校图书馆提供面向中

小学的服务.高等教育扩大参与运动(Widening
Participation,WP)强调高校发展及保持与中小学的

合作[１８].其中,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的文化与

信息机构,承担了提供信息服务的责任.英国高等

教育保留与参与项目(HigherEducationRetention
andEngagementProject)在最终报告中提出对高校

图书馆的建议:对入学前学生提供清晰且准确的信

息、帮助学生理解他们被寄予的期望、理解高等教育

教学与中学的不同[１９],推进高校图书馆提供面向中

小学生的高等教育信息服务.
英国图书馆界同样积极促进高校图书馆与中小

学图书馆的联系与合作.２００２年,英国图书馆与信

息专业学会(CharteredInstituteofLibraryandInＧ
formationProfessionals)发布了«国家信息战略咨询

小组报告»,同年出版的图书«从孩子开始»将该战略

描述为“将图书馆跨部门合作发展信息素养作为国

家信息政策的一部分”[２０].同时图书馆与信息专业

学会设置了社区信息素养服务小组,旨在让各界代

表交流知识和经验,促进中小学和大学的共同参

与[２１].此外,学校图书馆协会(SchoolLibraryAsＧ
sociation)在其官方网站公示了高校图书馆为学校

图书馆员开展的培训活动[２２].以上种种促使英国

高校图书馆关注并重视面向中小学的服务.

　　本研究首先采用网络调研法.选取２０１９年泰晤

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TimesHigherEducation
WorldUniversityRanking)① 中 前 ２５ 名 的 英 国 高

校[２３],采取站内目录浏览和关键词搜索结合的方式,
浏览图书馆网站的 Visitor、ExternalReader、School
Student、６thForm、WideningParticipation等目录;辅
以关键词Visitor、ExternalReader、SchoolStudent、６th
Form等进行站内搜索.网络调研未能找到伦敦帝国

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爱丁堡大学、南安普敦大学

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的服务信息.
其次,采用邮件调查法.对于上述４所高校图

书馆,分别通过邮件咨询其是否提供面向中小学的

服务,均获得了回应.其中,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南
安普敦大学图书馆馆员表示图书馆限制性地对中小

学群体提供服务.而伦敦帝国学院、爱丁堡大学明

确表示不对中小学群体开放.基于此,面向中小学

提供服务的高校图书馆共计２３所,占比９２％.
最后,采用案例分析法.选取面向中小学服务

信息丰富的１０所高校图书馆,即牛津大学图书馆、
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谢菲尔德大学图书馆、杜伦大

学图书馆、伯明翰大学图书馆、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

院图书馆、艾希特大学图书馆、利兹大学图书馆、阿
伯丁大学图书馆、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通过网络调

查同时结合邮件调查② 分析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

小学生的服务现状(见表１).
表１　英国１０所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生服务调查

图书馆 专岗人员 服务对象 合作机构 馆藏资料 设备 校外读者服务 拓展服务

牛 津 大 学

博 德 莱 图

书馆[２４]

教育主任
中学师生,牛津郡的州

立中学师生优先

牛津大学扩大访问和

参与团队、牛津大学学

术部和博物馆、海伦哈

姆林基金会、英格兰艺

术委员会

手稿、地图、珍 本

图书和档案、电子

资源

展览馆

研讨室
/③

参观、工作坊、独立研究、

学习日、课 程、艺 术 马 克

之旅项目、资源提供

曼 彻 斯 特

大 学 图

书馆[２５]

教育团队
中小学生、教师、学校

图书馆员[２６]

曼彻斯特大学扩大参

与团队

图书

期刊

电子资源

电脑

书刊阅览、资源使用培

训和 协 助、电 子 资 源

使用

工作 坊[２７]、参 观[２８]、课

程、资源 提 供、图 书 馆 实

习提供[２９]

谢 菲 尔 德

大 学 图

书馆[３０]

/
１６－１８ 岁 在 读 １１ 年

级④ 以上的高中生
/

图书

期刊

档案

电脑、缩微式阅读器、

打印机、DVD 及 摄 像

机、自助复印机

书目检索、书刊阅览、

设备使用、WiFi使用、

电子资源阅览

资源提供[３１]

① 全球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排名指标体系主要关注大学的三大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② 笔者利用邮件调查法获取了伦敦帝国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爱丁堡大学、南安普敦大学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的服务信息;阿伯丁大学

图书馆的学习、拓展与学生参与管理员的工作职责;被调查的１０所高校图书馆开展中小学服务的目的、意义.

③ “/”:调查发现大学图书馆没有此项内容.

④ 核心教育的第１１年,属于中学教育阶段.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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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 专岗人员 服务对象 合作机构 馆藏资料 设备 校外读者服务 拓展服务

杜伦大

学图书

馆[３２]

学习团队 中小学生
杜伦大学博物馆、杜伦

大学植物园、杜伦城堡

特藏

档案

电子资源

学习中心 /

参观[３３]、书刊阅览、电子

资 源 阅 览、研 究 技 能 培

训、课程、学习中心使用

伯明翰

大学图

书馆[３４]

图书馆

服务部

高中生

教师

学校图书馆员[３５]

高中学校、高校职工、

博士研究生

图书

期刊

电脑

图书扫描仪

咖啡馆

/
参观、书目检索、复印、图

书扫描、课程、讲座

伦敦大学

玛丽女王

学院图

书馆[３６]

教育与学习

支持团队

中小学生

教师

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

院学生与学术服务部

门、伦敦大学玛丽女王

学院英国学生就业与

扩 大 参 与 团 队、AＧ

level① 教师

图书

期刊

部分免费电子资源

打印机

复印机

书刊阅览

设备使用

参观、课程、资源推荐、打

印 及 复 印、图 书 馆 寻 宝

活动

艾希特

大学图

书馆[３７]

/
中小学生

当地教师
当地中小学校

图书

期刊

学习空间

复印机

电邮

书刊借阅[３８]

参观、学 习 空 间 使 用、文

献查找指导、电子资源阅

览、设备使用

利兹大

学图书

馆[３９]

/
小学生

高中生
脚步基金会

图书

期刊

美术馆

电脑

复印机

书刊阅览

设备使用

电子资源阅览

“走进艺术脚步”项目[４０]

阿伯丁大

学图书

馆[４１]

学习、拓展

与 学 生 参

与管理

员[４２]

中小学生

教师
/

特藏

档案

电子资源

特藏学习套间

书目检索

书刊借阅

电子资源阅览

参观[４３]、工作坊、特藏学

习套间使用、资源提供

纽 卡 斯 尔

大学图书

馆[４４]

教育拓

展团队

中小学生

教师

档案教育学习组织、当

地学校、卡派朋戏剧公

司、遗产彩票基金会

图书

期刊

档案

电子资源

学习空间
书刊借阅[４５]、学习空

间使用、课程

资源提 供、工 作 坊、教 育

拓展项目

３　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的服务案例分析

下面从专业岗位、服务对象、合作机构、服务途

径四个方面分别分析１０所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

小学的服务现状.

３．１　面向中小学服务的专业岗位

英国高校图书馆大多设置了为中小学服务的专

业岗位.１０所高校图书馆中,７所图书馆明确了服

务人员.除了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是由图书馆服务部

提供面向中小学的服务外[４６],其余６所图书馆均设

置了专业岗位,可分为两类:
(１)教育团队、教育拓展团队、学习团队、教育与

学习支持团队.尽管名称不同,这些团队的职责大

体相同,专门负责拓展服务项目的计划和开展.如

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的教育拓展团队为当地中小学

校举办工作坊、开发教学资源,同时计划并开展基于

图书馆特藏的项目[４７].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图

书馆的教育与学习支持团队计划并开展了查找、评
估和信息引用的课程[４８].

(２)教育主任或学习、拓展与学生参与管理员,
两者的职责大体相同,主要是推进服务项目和联络

学校等.牛津大学图书馆特藏部的教育主任以藏书

和档案为基础设计项目、联络学校、帮助准备教育资

源[４９].阿伯丁大学图书馆的学习、拓展与学生参与

管理员主要负责促进工作坊项目、联络学校.

３．２　面向中小学服务的对象

英国各高校图书馆服务的对象不尽相同.１０
所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服务的对象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主要服务对象,另一类是延伸服务对象.

２８

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服务的调查及启示/刘倩雯,束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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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evel在１９５１年首次推出,用以取代以前的高等中学毕业会考,主要为准备进入大学深造的学生而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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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服务对象包括:(１)小学生.服务小学生的

有７所图书馆,主要提供参观、工作坊、学习资源提

供服务;(２)初中生.服务初中生的有８所图书馆,
提供的服务与小学生相似;(３)高中生①.服务高中

生的有１０所图书馆,提供书刊阅览、设备使用、电子

资源阅览、参观、工作坊、课程等更多服务.
延伸服务对象包括:(１)中小学教师.服务教师

的有７所图书馆,主要提供书刊借阅、资源提供服

务;(２)中小学图书馆馆员.服务图书馆员的有２所

图书馆,分别提供校外读者服务、培训课程服务.

３．３　面向中小学服务的合作机构

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服务是一项长期工程,
需要高校图书馆与高校其他组织机构、中小学校、社
会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所调研的英国高校图

书馆中,８所图书馆积极与其他机构开展了不同程

度的合作,合作对象包括:
(１)高校组织.如杜伦大学图书馆与杜伦大学

博物馆、植物园、杜伦城堡合作,共同利用高校馆藏

提供教育、参观和开发学习资源服务[５０].伦敦大学

玛丽女王学院图书馆与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英国

学生就业与扩大参与团队、学生与学术服务部门合

作提供一系列拓展服务[５１].
(２)中小学校.如艾希特大学图书馆与当地中

小学校达成协议,学校提供艾希特大学教育专业学

生实习 机 会,图 书 馆 提 供 学 校 教 师 书 刊 借 阅 服

务[５２].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图书馆与高中学校

AＧlevel教 师 合 作,共 同 探 究 学 生 AＧlevel学 习

进程[５３].
(３)公益教育支持机构.如英格兰艺术委员会

资助牛津大学图书馆开展“艺术马克之旅”项目,档
案教育学习机构利用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的特藏制

作了一套免费的在线互动教育资源[５４].
(４)基金会.如海伦哈姆林基金会慷慨地资助

了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教育项目[５５],脚步基金会资助

利兹大学图书馆“走进艺术脚步”项目[５６].
(５)公司.纽卡斯尔大学教育拓展团队和卡派

朋戏剧公司制作了教师资源包,供中小学生在课堂

上进行历史、英语和戏剧混合的创作活动[５７].

３．４　面向中小学服务的途径

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尤其是中学)的服

务具有多重意义:(１)培养学生信息素养,帮助其应

对学术任务挑战[５８];(２)实现中学和大学学业的顺

利衔接,提高高校在高等教育机构中的竞争力[５９];
(３)普及高等教育的参与度,尤其是促进弱势学生群

体参与高等教育[６０].因此,英国高校图书馆十分重

视与关注中小学群体,并给予了丰富的馆藏资料、设
施和服务.

３．４．１　提供丰富的馆藏资料

英国高校图书馆利用大量馆藏为中小学提供服

务.所调查的１０所高校图书馆均为中小学服务提

供了馆藏资料,资料类型包括:(１)普通馆藏.主要

指开放书架上的纸质图书、期刊;(２)特藏和档案,具
有珍贵历史价值、教育意义的手稿、地图、珍本图书

和档案等;(３)电子资源.包括图书馆购买的数据

库、电子期刊及电子图书等,以及图书馆开发的用于

拓展项目及辅助中小学校课堂使用的在线资源.

３．４．２　提供多种设施、设备

英国高校图书馆利用馆内多种设施为中小学提

供服务.１０所高校图书馆均为中小学提供了使用

设施,包括:(１)学习空间.泛指馆内供读者自习、学
习的无需预约的空间;(２)学习中心、特殊馆藏学习

套间(SpecialCollectionsLearningSuite),两者都是

图书馆为中小学校和其他社区团体举办教育活动的

较大的空间;(３)研讨室(SeminarRoom).利用屏

幕、投影仪、白板和网络等设施,供小组成员研究、讨
论,研讨室需要预约,一般空间较小[６１];(４)展览馆、
美术馆、咖啡馆.提供展览欣赏、美术创作、享受餐

饮的功能明确的空间;(５)电脑.供校外读者使用的

电脑;(６)打印与复印设备等,包括打印机、复印机、

DVD机、图书阅读器等.

３．４．３　提供多样化的服务

英国高校图书馆除了为中小学生提供丰富的资

料和学习设备以外,还开展了多样化的服务,按服务

形式可分为校外读者服务和拓展服务.
(１)校外读者服务

英国高校图书馆向社会开放具有悠久的历史.
多数图书馆从建校起就面向社会开放,读者约有

５％是市民[６２].中小学群体隶属社会成员,英国高

校图书馆也对其开放.１０所高校图书馆中,有７所

对中小学群体提供校外读者服务.其中,多数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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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应我国高中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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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明确规定只有１６岁以上的中学生才具备申请资

格.中小学群体申请成为校外读者,通常需要提交

申请表、身份证明等,大部分图书馆要求统一由学校

教师、图书馆员提交.
对中小学提供的校外读者服务可分为:①书目

查询;②资源使用培训和协助;③书刊阅览/借阅,规
定了书刊阅览/借阅范围、阅览/借阅时间、借阅数

量、还书时间;④设备使用,限制了可使用设备范围,
主要是复印及打印设备;⑤无线网使用;⑥电子资源

阅览服务,规定使用校内电脑前需注册、参加检索技

能训练课程.
(２)拓展服务

为回应高等教育扩大参与运动,英国高校积极

开展了各种拓展活动,向学生和当地社区传播高等

教育信息[６３].作为高校中的重要信息机构,英国高

校图书馆承担了重要的使命.因此,英国高校图书

馆除了面向中小学开展校外读者服务外,还积极进

行拓展服务.

①图书馆参观服务

调研图书馆中的７所开展了此项服务,旨在增

进中小学群体对高校图书馆的了解,维护高校与高

校图书馆的公共关系.高校图书馆为使图书馆参观

活动能常规开展,一般会作较为周密的安排.一方

面,图书馆视在校师生的图书馆使用情况限定参观

时间、人数、场所等,并要求中小学教师或图书馆员

提前填写申请表或联系馆员,同时在网上提醒参观

前的注意事项,并提供图书馆平面图、停车场、书目

查询方法等信息;另一方面,图书馆通常提前计划好

具体的参观活动安排并在网上公示.如牛津大学图

书馆安排学生参观其最具代表性的、珍贵的展览品、
特藏、古老的馆舍,这一系列活动在图书馆网页明确

公示[６４].但也有例外,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允许中

小学群体自行计划图书馆参观活动,但需要事先填

写并提交计划表格[６５].

②授课服务

调研图书馆中的５所开展了此项服务.图书馆

的授课主体主要是图书馆员,但也有图书馆与其他

学者、教师合作的课程.授课对象主要为高中生,课
程内容比较多样,涉及信息素养、历史专题、学业课

程、大学风格课程.最常见的一类是信息素养课程,
如伯明翰大学图书馆员从２００８年起为高中生开设

高级讲习班,每课时为２小时.２０１３年后的讲习班

课程内容包括:了解学术型图书馆、维基百科和谷歌

(包括谷歌学者和谷歌书籍)、网站评价、剽窃与何时

引用、引用[６６].第二类是历史专题课程,如杜伦大

学图书馆为高中生开设课程探索来自格林宫殿图书

馆、东方博物馆和考古博物馆的原始资料,提供从宗

教改革、恩典朝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各种专题课

程[６７].第三类是高中生学业课程,主要是 A－level
课程、拓展项目证书①课程.第四类是大学风格的

课程.牛津大学图书馆提供由牛津大学学者和展览

负责人开展的具有大学风格的教学课程[６８].

③工作坊服务

调研图书馆中的５所开展了此项服务.工作坊

由图书馆主办,通常会严格限制每场活动的参加人

数、参与对象的学段.工作坊往往围绕一个具体的

主题开展,主题丰富多样,并且伴随着学段的增加主

题任务的难度也会递增.如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设

置了小学工作坊、初中生工作坊、高中生工作坊,每
场工作坊限定人数不超过３２人,时间为３０分钟到２
小时不等.小学工作坊更多是为了促进小学生了解

区域文化与历史发展,初中生工作坊则开始引导学

生运用小说写作手法去描述及进行人物创作等,高
中生工作坊重点指导高中生探索原始材料、阅读文

学名著并从中探讨英语语言的发展变化等[６９].

④资源提供服务

调研图书馆中的５所开展了此项服务.高校图

书馆利用网络平台,结合丰富的馆藏,创造开放、免
费的在线学习资源供中小学群体使用.资源提供服

务通常不限制使用人数,也无需预订,致力于增加英

国中小学生和教师的资源获取途径,以此来提升学

生信息素养,促进其学业发展.此项服务的影响力

较大,部分图书馆凭借出色的服务获得了嘉奖.如

纽卡斯尔大学图书馆创建了“高中生图书馆技能”网
站,并设置“使用图书馆”“寻找资源”“评估来源”“剽
窃”“引用”“现在就出发”“学术写作”七大专题提供

系列在线教育资源,获得了２０１６年图书馆员信息素

养 年 度 会 议 (Librarians Information Literacy
AnnualConference)下的数字信息素养奖 (Credo
DigitalInformationLiteracyAward)[７０].曼彻斯特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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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拓展项目证书”(ExtendedProjectQualification)是 A－level考

试中新增设的一个独立拓展项目,要求学生具备计划、筹备、研
究和自主探索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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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图书馆则利用馆藏设置扩大参与在线资源,包
括大量可免费检索、公开使用的图书、期刊、电子书、
电子期刊、数据库,为此荣获社区参与国际奖[７１].

⑤特色服务

除了上述常见的四种服务,英国高校图书馆还

根据各馆特色、能力开展各式各样的创新服务.例

如,利兹大学图书馆利用美术馆中丰富的艺术媒介,
与布伦海姆小学、布鲁德内尔小学、小伦敦社区小

学、科瑞蒙特小学和罗斯班克小学合作开展了“走近

艺术脚步”项目,帮助小学生进行丰富多彩的艺术探

索与创作活动[７２].曼彻斯特大学图书馆全年面向

１０年级、１２年级中学生提供行政助理、图书上架及

藏书管理助理、用户服务助理、财政/策划助理、数字

科技及服务等多个实习岗位,实习期通常为一周,丰
富了中学生在学术型图书馆工作的体验与经历[７３].

４　英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多个省的教育部门也在积极鼓励和推进高

校图书馆面向社会的开放服务,例如,２０１８年８月,
安徽省教育厅要求本省高校向社会开放[７４].２０１９
年６月,江西省教育厅公布了江西６８所高校图书馆

的开放信息[７５]等等.图书馆界同样鼓励高校图书

馆与中小学的合作.«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明
确规定,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服务和正常工作秩序

的前提下,发挥资源和专业服务的优势,开展面向社

会用户的服务[７６].«中小学图书馆(室)规程»规定

图书馆应当积极与本地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少年儿

童图书馆、高等学校图书馆开展馆际合作,实现资源

共享[７７].
我国部分高校图书馆在服务中小学中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功经验.例如: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约在

２０１５年开始推行社会化服务[７８],每年稳定支持具有

沈阳市户籍的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居民办理阅览证

３００个,提供查阅书刊、报纸等服务[７９].由中国科学

院文献情报中心图书馆与知识学习中心举办的创新

服务—“图书馆之旅”青少年暑期课程吸引了青少年

走进图书馆,帮助青少年提高了信息素养,增长了其

利用图书馆进行学习和获取知识的能力[８０].
但总体而言,我国高校图书馆对中小学的开放

还有待完善.２０１２年,辽宁省教育厅虽然公布了

«辽宁省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中小学生开放部分设

施实施方案»,全省首批１７所高校图书馆开始接纳

中小学生读者.但是,开放的受众也只是少量中小

学生,范围极其有限[８１].而北京５６所高校图书馆

在２０１６年对中小学生开放,但大多需要集体预约,
只能参观不能借阅,信息流通受限,且只在工作日开

放,诸多限制导致开放“遇冷”[８２].为扩大我国高校

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生的开放,改善我国高校图书馆

面向中小学生的服务,结合英国高校图书馆的调查

分析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４．１　增强社会服务理念,强化服务指导

理念是一种认知,也是一种信念,理念指导着行

为[８３].要推进我国高校图书馆开展中小学生服务,
首先高校图书馆要意识到图书馆服务拓展与延伸的

迫切需要,增强社会服务意识,主动承担社会使命,
借鉴发达国家的社会服务经验,关注社会需求并结

合实际情况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服务.
为实现高校图书馆社会服务理念的强化与实践

的落实,图书馆主管部门、教育主管单位还应加强对

高校图书馆的指导.在法规层面,全国性法规«普通

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及区域性法规«北京市图书馆

条例»均鼓励高校图书馆积极开展社会化服务.教

育主管单位也在积极推动,例如江苏省发布的«省教

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等学校图书馆工作的意

见».然而,一方面相关法规、意见参差不齐,未能覆

盖到全国;另一方面,法规或文件倾向于鼓励开放但

没有给出具体的开放要求.笔者建议图书馆主管部

门、教育主管单位应进一步完善全国性、区域性条

例,鼓励高校图书馆提供社会化服务;同时对高等院

校或高校图书馆提出相应的要求,如进一步明确图

书馆社会化服务的开放时长、资源、服务等的最低要

求,将高校图书馆开展社会化服务作为高校评估的

加分项目之一.此外可通过组织全国、区域性相关

活动,加强高校图书馆与中小学校的联系.

４．２　设立专职人员,增强与各方合作

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的服务具有长期性和复

杂性,拓展服务往往涉及联系中小学校、策划服务方

案、协调图书馆员等一系列工作,因此设定专职人

员,实现专事专岗是图书馆开展中小学生服务的重

要保障.对于人力资源紧张的高校图书馆,可以选

择从事读者服务工作的图书馆员来负责面向中小学

生的服务;对于有条件的图书馆,也可以考虑设立社

会读者服务岗位或中小学读者服务岗位.
由于缺乏专业的中小学教育背景,高校图书馆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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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中小学生的服务可能存在服务开展困难、效果

不佳等问题.高校图书馆可以联合高校相关学院与

组织、公益教育机构、公共图书馆、中小学校等开展

服务.一方面,为服务开展提供更多的人力支持.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鉴其在中小学生教育与服务中

的实践经验.

４．３　划分中小学服务对象,提供相应服务

现阶段,我国高校图书馆的中小学服务对象主

要包括高中生、初中生、小学生.不同学段的学生在

信息需求、认知特点、兴趣爱好、实践能力等方面均

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高校图书馆对中小学生提供的

服务不能“一刀切”.高校图书馆应开展用户调查,
基于用户需求为各学段的中小学生提供更加“量体

裁衣”的服务,从而提高服务和中小学生需求的匹配

度.建议高校图书馆采用问卷调查、中小学教师或

图书馆员访谈、文献调查、网络调研等方法增进对中

小学生群体的了解,再从自身馆藏中选取不同的资

料,安排适合各学段的阅读和学习内容,培养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能力.

４．４　善用馆藏资源与设备,设计并提供服务

面向好奇心强、处于身心发展阶段的未成年学

生,如何充分利用高校图书馆丰富的藏书、设备等资

源优势提供对其有吸引的服务就显得尤其重要.高

校图书馆的教育活动应以一种相关度高、活泼生动

的方式吸引中小学生参与,如举办各类馆内体验活

动、工作坊、课程、讲座等.此外,我国高校图书馆还

可利用网络平台,结合青少年的需求特点,采用数字

化技术将部分馆藏学习资源数字化,或通过改编、整
理后推荐给中小学生.另外对于有条件的图书馆,
除了提供数字资源外,还可以结合数字资源进行再

创作,如制作在线测试、讲解视频、说明图片、通关游

戏等生动有趣的学习资源,供学生自主学习.

４．５　注重中小学服务宣传,畅通公众信息获取渠道

由于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的开放服

务尚未普及,也未能形成系统的服务体系.公众获

取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服务的相关信息的渠道也

很少.加强中小学服务的宣传,畅通公众信息获取

渠道是高校图书馆开展中小学服务的起点.图书馆

可以利用电视、广播、报纸、互联网等多种媒体,将相

关信息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向公众传播.也可以制作

各种宣传单/册和宣传海报,投放到高校图书馆或其

他相关机构的宣传栏,如中小学校、社区、公共图书

馆等.
互联网已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图书

馆可开辟中小学校网上专题服务区,将各种信息资

料汇集,为读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如牛津大学图书

馆的主页为中小学服务开辟了专栏,汇集了常规服

务、申请需要以及现有项目、历史项目的详细信息,
读者可据此了解高校图书馆面向中小学服务的有关

信息[８４].此外,利用社交媒体宣传可以增加信息可

接触人群,将服务广而告之.如曼彻斯特大学图书

馆在博客发布的服务项目预报、服务新闻、学生感

想、学生作品等信息[８５].

４．６　协调中小学生服务,保障校内师生服务优先

图书馆在高校中的角色十分关键,如果高校群

体没有最大化地参与进来,高校图书馆的存在就失

去了意义[８６].高校图书馆应在保证校内师生服务

和正常工作秩序的前提下,开展面向中小学群体的

服务.为平衡二者,英国高校图书馆的措施包括:
(１)明确服务范围.制定校外读者服务政策或

制度,明确服务范围、收费事项等,如纽卡斯尔大学

图书馆的条款和规则中就明确包含了面向中小学生

群体的服务章程[８７];此外,综合考虑整体服务情况,
适当调整中小学拓展活动,如伯明翰大学图书馆曾

收到大量申请,要求参观图书馆和提供面向中小学

生的课程,导致图书馆员负担过重,综合考虑后图书

馆限制了课程的数量、参与人数、地点等[８８].
(２)限制服务对象.优先服务当地中小学生群

体,甚至部分服务直接限定仅针对部分中小学校,如
艾希特大学图书馆借阅服务只提供给当地教师[８９],
利兹大学图书馆“走进艺术脚步”项目只允许５所小

学的学生参加[９０].
我国高校图书馆可根据本校师生使用频率、工

作人员现状、馆藏资源等情况量力而行,开展面向中

小学的服务.具体包括:(１)完善校外读者说明,规
范中小学生入馆说明并限制拓展服务开展的频率、
时长、申请流程等;(２)根据图书馆服务情况,必要时

限定服务对象.如可设定优先向附近中小学校提供

服务,同时允许有特定需求的其他中小学校向图书

馆提出服务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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