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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作为图书馆转型重要驱动力的意义和作用

———国际图联图书馆营销奖回顾暨第十八届营销奖解析

□聂华∗

　　摘要　通过相关文献调研和实际观察,对国际图联图书馆营销奖的缘起背景、设立宗旨、发

展历史、评审运作的规则和流程进行了综合回溯和考察;对２０２０年第十八届营销奖的申报和获

奖情况进行了介绍和解析.在与商业范畴的营销概念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图书馆营销的定义、
作用和意义进行介绍;并通过案例对营销在图书馆转型中发挥的驱动作用进行阐释.最后,针对

中国图书馆进行图书馆营销的规划、策略和实践给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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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届国际图联图书馆营销奖(简称营销

奖)于２０２０年７月２２日正式揭晓[1].笔者作为评

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第十八届营销奖的组织、筹备

和评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营销奖运作的全流程.
在此过程中,对来自全球六大洲、类型多样、规模不

同、特色各异的图书馆或信息机构所申报的５７个项

目进行了深入而详细的审核、考察及评估.在此背

景下,笔者通过回溯国际图联图书馆管理与营销委

员会及其所主持的营销奖的历史资料,核查档案记

录,以及与现任和原任评审团主席及评审团成员的

交流与沟通,对营销奖的缘起背景、创设宗旨、发展

历史和变迁脉络进行了深度解析.以此为基础,针
对图书馆营销的定义、作用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提

出观点,针对国内图书馆营销的定位、策略、规划和

实践给出意见和建议,旨在为中国图书馆业界提供

一个视角,以了解世界范围内正在实践的图书馆营

销活动和项目的现状及其价值,并借此激励中国的

图书馆和馆员学习、掌握专业的营销理论,运用成

熟、专业的营销方法和手段,助力图书馆创新,驱动

图书馆变革转型.

１　历史回顾

１．１　国际图联图书馆管理与营销专委会

国际图联图书馆管理与营销专委会(Library

Managementand MarketingSection)成立于１９９７
年,缘起于１９９７年IFLA大会期间举办的以“管理”
为主题的圆桌会议[２],是对当时图书馆业界对管理

与市场营销的日益增长的浓厚兴趣和强烈关注的回

应.这种回应也是图书馆从一个传统被动型、封闭

型的机构向主动型、开放型机构变迁,进而开始探索

能够适应新的环境挑战和新的角色要求的新型图书

馆管理模式的显著表现.专委会在成立不到一年的

时间里,就吸引了７０多名来自全球各种类型图书

馆、从事管理与营销理论研究、教育教学以及实践工

作的专业人员的积极响应和参与.自成立以来,委
员会也一直被公认为国际图联最为活跃的委员会

之一.

２０１９年８月在雅典举办的第８５届国际图联大

会正式发布了«国际图联战略框架２０１９—２０２４»[３],
提出“建立一个强大、联合的图书馆界,助力信息互

通的文明参与型社会”的愿景和“激励、参与、赋能并

连接全球图书馆界”的使命.具体的战略方向包括

四个方面:(１)强化图书馆的全球话语权;(２)激发并

提升专业实践;(３)连接并壮大业界;(４)优化我们的

组织.在国际图联新愿景、新目标和新的战略方向

指导下,图书馆管理与营销专委会相应地制订了专

委会发展规划,聚焦于与专委会定位高度吻合的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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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目标,提出通过有效调动人力资源和网络,制定有

助于最佳专业实践的标准、指南和其他材料,打造面

对面交流和学习的绝佳机会,来展现图书馆在实现

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力量.具体措施包括发布国际

图书馆营销奖、举办国际图联年会卫星会议、组织线

上和线下的培训和会议、发布出版物和新闻通讯、组
织讨论组、开展调研和调查、建立并有效利用社交媒

体平台进行形式丰富多样的营销等.专委会的定位

和目标在不断探讨和实践过程中逐步演进为:在理

论层面上进行图书馆营销相关理论的研究;在操作

层面上制订有关图书馆管理和营销的指导原则;努
力推动图书馆业界对新思想、新理念、新技术的关注

和最大程度的接受与应用.

１．２　国际图联图书馆营销奖介绍

在定位和目标的指导下,早在２００２年,根据专

委会委员、时任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Library
Association,ALA)主席约翰贝利(JohnBerry)的
提议,专委会组织并设立国际图联国际图书馆营销

奖,旨在表彰富于创造性的、结果导向的营销项目和

活动.营销奖的具体目标是:表彰在上一年度中的

最佳图书馆营销项目;鼓励图书馆业界的营销实践;
为图书馆业界提供在全球范围内共享营销经验和专

业知识的机会[４].回顾营销奖创设的初衷,曾长期

担任营销奖评审委员会委员的克里斯汀  昆兹

(ChristineKoontz)提到:“通过众多(营销奖)项目

申请人的声音,营销奖能够以一种最好的方式向全

世界的图书馆馆员、图书馆读者及潜在读者宣传图

书馆成功运作的营销活动的典型.”[５]从图书馆可持

续发展的角度看,营销奖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吸引为

图书馆提供经费以及其他支持的人关注和了解图书

馆服务创新,深度理解和认同图书馆在不断转型蜕

变中的定位、角色及其作用,进而正向地、积极地推

动图书馆在道义层面上获得认可与支持,在操作层

面上获得投入和保障,比如人员、经费、物资等.
营销奖的设立本身即国际图联历史上一次颇具

开拓意义的图书馆营销.约翰贝利成功说服图书

馆业界的著名厂商３M 公司成为营销奖的第一个合

作伙伴.就营销奖的运作开展与商家的合作,可以

说是专委会向业界进行图书馆营销的一次成功的尝

试.自创设以来,营销奖的合作伙伴皆为图书馆业

界厂商,基本上每三年或每四年为一个周期,由一家

厂商提供赞助,支持营销奖的运作.据不完全统计,

自２００１ 年至今,营销奖的合作伙伴分别有:３M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四届),思悉得宁软件有限公司(SirsiＧ
Dynix)(２００６—２００８,三届),爱墨瑞得出版社(EmＧ
eraldGroupPublishingLtd)(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四届),
自由公司(BibLibre)(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四届)和媒体阅

读器公司(PressReader)(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四届).应该

说,以开放的姿态促成并加强广泛的合作,本身就是

图书馆营销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引起图书馆业界的

强烈兴趣并获得有力支持的同时,图书馆营销也因

此开拓了更为宽广的边界.更具意义的是,营销奖

秉持开放理念,面向全世界任何类型的图书馆和信

息情报机构开放,在鼓励公共图书馆、学术图书馆、
中小学图书馆和专业图书馆申报的同时,也鼓励图

书馆联盟、协会以及各类图书馆业界组织积极申报.
这正是对国际图联的使命———“激励、参与、赋能并

连接全球图书馆界”———的诠释和践行.
国际图联营销奖于２００２年设立,在２００３年评

选并颁发了第一届奖项,截至２０２０年共举办了十八

届.２００３年举办的首届营销奖吸引了来自１４个国

家的３７个申报项目,２０１９年第十七届收到来自３０
个国家的１１６份申报项目,为历届最多[６].而２０２０
年举办的第十八届营销奖,受疫情影响,申报数量有

所下降,共收到２９个国家的５７个申报项目.申报

项目来自的国家和地区的数目逐年提升,并已覆盖

了全球众多国家和地区,可见它已成为国际图书馆

社区知名度和参与度都非常高的一个奖项.

１．３　中国图书馆申报与获奖情况

２０１０年,中国图书馆第一次申报国际营销奖,
标志着我国图书馆开始走出国门、步入国际图书馆

社区,积极参加国际性竞争活动.在营销奖历史上

的前十年(２００２—２０１２),中国图书馆仅有９个项目

参加了三届营销奖的项目申报.相比之下,同期美

国的图书馆参加了十届营销奖的项目申报.英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西班牙、阿根廷、哥
伦比亚、菲律宾、新加坡以及坦桑尼亚等国家的图书

馆则参加了四届以上的营销奖项目申报.２０１２年,
清华大学图书馆申报并撷取了第十届营销奖的第一

名,成为第一个获得营销奖奖项的中国图书馆[７].
自此以后,中国图书馆申报项目的数量逐年增加,并
陆续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厦门大学图书馆等赢得奖

项.而２０１７年举办的第十五届营销奖,中国图书馆

更是一冲飞天,将第一名(北京科技大学图书馆)、第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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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上海图书馆)和第三名(武汉大学图书馆)悉数

收入囊中[８].这是该奖项历史上首次也是唯一一

次,由来自一个国家的图书馆囊括前三名奖项.在

申报项目数量创历史纪录的２０１９年,中国是提交申

报项目最多的国家,共提交４３个申报项目.位居其

次的俄罗斯共提交２３个申报项目.２０２０年,中国

仍然是提交申报项目最多的国家,共提交９个项目,
位居其次的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各提交了４个项

目.也就是说,中国不仅成为提交申报项目数量最

多的国家,而且提交项目数量显著超过其他国家.
从２０１７年中国图书馆囊括全部奖项,到２０１９年和

２０２０年申报项目数量第一,且占比可观(分别是

３７％和１６％),无论是获奖成绩还是申报参与度都

令人瞩目,成为值得中国图书馆骄傲和自豪的一个

历史印记,也是中国图书馆在图书馆服务创新和市

场营销方面快速学习和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

现象也从一个侧面显著地佐证了近年来中国图书馆

在创新发展和功能转型中取得的成就,以及日益增

强的道路自信和图书馆管理的能力和实力.

２　营销概念与营销奖评审

２．１　营销的定义、概念与意义

应该说,“营销”(Marketing)对于图书馆而言仍

然是一个新鲜的概念.从原始来源看,英文 MarＧ
keting一词的两个中译“营销”或“市场营销”,皆为

市场学范畴的概念,而市场则是属于商品经济范畴

的概念.无论从机构性质的视角还是宗旨的层面

看,图书馆似乎都与商品经济、市场、营销等相去甚

远.但是,“营销”在本质上是指某一组织为满足顾

客而从事的一系列活动.现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
科特勒(PhilipKotler)说:“营销是为你的客户谋福

利的艺术.”“我们可以把市场营销看作识别、创造、
沟通、交付和监督顾客价值的一种过程.”[９]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出现的“市场营销”观念的核心是“以顾客为

中心”,认为顾客是企业营销活动的起点和终点.以

此观念为导向的企业营销的特点是,不再是为自己

既有的产品寻找合适的顾客,而是为顾客设计适合

的产品.从第一阶段强调生产的“生产观念”,第二

阶段强调产品的“产品观念”,第三阶段强调推销的

“推销观念”,再到第四阶段强调顾客的“营销观念”,
是市场观念发展和演变进程中的一次重大飞跃[1０],
也是市场营销开始在非商品经济范畴得到广泛适用

和应用的一个转折点.以顾客为中心的营销观念与

图书馆近年来秉持和倡导的“用户中心”“用户至上”
服务理念殊途同归.顺理成章,原本属于市场学范

畴的“营销”概念及理论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被引

入到图书馆学研究的范畴中.
在此背景下,在吸收和借鉴商业营销理论和方

法的基础上,根据图书馆的使命、价值、机构性质、业
务框架等条件和实际,国际图联提出和设立营销奖.
营销奖提出后,在近二十年的实操中不断优化奖项

设立的目标、原则以及评审指标和评审程序,通过奖

项评审的实际运作,集中表现出对一个优秀的、成功

的、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营销项目的认定和诠释.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营销奖的设立和评审运作,为图

书馆业界深度研究“营销”在图书馆范畴的概念和定

义以及建立相关的图书馆营销理论,进而习得和实

践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营销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和平台.

２．２　营销奖的目标和评审

自设立以来,营销奖在奖励最佳营销项目、鼓励

营销实践和为全球图书馆提供分享营销经验等三个

方面的目标基本保持不变.但对比２００６年[１１]和

２０２０年营销奖的通知,可以看到部分有目的和有侧

重的调整,比如:“奖励(Reward)上一年度的全球最

佳图书馆营销项目”修订为“认定(Recognize)上一

年度的全球最佳图书馆营销项目”,以强调对一

个优秀的图书馆营销项目的认可、肯定和倡导;
“鼓励图书馆营销”修订为“鼓励图书馆业界的营

销实践”,以 激 励 打 开 边 界,欢 迎 不 仅 仅 是 图 书

馆,还包 括 业 界 各 方 对 图 书 馆 营 销 的 关 注 和 参

与;“为图书馆提供分享图书馆营销实践经验的

机会”修订为“在全球范围内为图书馆提供分享

营销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以突出图书馆营销

项目在营销理论指导下的专业性.
评审指标的制订是将奖项的宏观目标和抽象的

评审原则具体化的关键,也是奖项评审具有可操作

性的基础条件.为了充分反映和诠释营销奖的目

标,并在实操层面上保障评审的可行性,优化评审指

标的完备性,同时也为了不断适应时代变迁和图书

馆发展的需求,营销奖在近二十年的历史上对评审

指标做过多次变更和修订.

２０２０年版评审标准的重要修订是补充了帮助

申报者理解评审指标的解释性和说明性文字:(１)营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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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策略:申报项目应在研究和规划阶段即提出明确

的营销策略;(２)创造力和创新性:申报项目需要证

明所提出的应对营销挑战的解决方案在独创性/原

创性上表现出众;(３)项目知名度和支持度:申报项

目为图书馆带来广泛的公众知名度和公众支持度的

潜力,而不论项目所利用的资源种类和资源数量如

何;(４)可衡量/可评估的项目效益:能够通过可衡量

的目标和后继的评估方法展示和说明项目效益/
效果.

作为对图书馆在数字化浪潮驱动下不断转型的

回应,２０２０年版评审标准特别提出“鼓励在营销中

使用数字资源”,所提及的“数字资源”包括但不限于

电子刊、商业数据库、机构知识库、网络资源、数字图

书馆等,旨在加强项目规划和实施中对数字资源的

应用和使用,以及对新型的、多样化的、数字形式的

创新产品和创新服务的激励.评审考虑的其他因素

还包括营销项目规划的清晰度;与图书馆外部机构

的合作关系;对人财物等资源的利用效率等.

　　２０２０年,营销奖评审委员会还特别制订并分享了

“营销词汇表”[１２],列出营销中常用的专业术语及其定

义,尤其是这些术语和定义在图书馆营销范畴中的具

体释义.比如在营销奖评审要求中非常重要的“４Ps
营销组合”① 价格(知觉成本)② 等.这些调整是专委

会和营销奖评审委员在专注图书馆营销实践的同时,
进一步强调和提升图书馆营销的专业度的努力.

３　营销奖项目评析

２０２０年第十八届营销奖由新一届评审委员会负

责组织和评选.评委会由来自美国、加拿大、挪威、中
国、法国和新西兰的七位委员组成.第十八届营销奖

获奖项目前三名依次为:中国佛山图书馆的“邻里图

书馆”;加拿大大维多利亚地区公共图书馆的 “改变你

的想法”(ChangeYourMind)和西班牙穆西维亚地区

图书馆的“他们居住于此”(TheyLiveinBRMU).中

国宁波图书馆的“天一约书”和武汉大学图书馆的“书
香大使”两个项目跻身前十名.此次奖项评选竞争非

常激烈,来自中国图书馆的项目众多,且表现不俗,具
体申报和获奖情况如表１所示.

表１　第十八届营销奖中国图书馆申报及获奖情况

序号 机构 类型 项目名称(英) 项目名称(中) 获奖

１ 佛山图书馆 公共 NＧLibrary 邻里图书馆 第一名

２ 宁波图书馆 公共 DatingaBookin２４Hours 天一约书 前十名③

３ 武汉大学图书馆 学术 MessengerofBooksandDreams 书香大使 前十名

４ 重庆图书馆 公共 WalkingBooks 行走的图书 未获奖

５ 深圳盐田图书馆 公共 MarineCultureParkＧImmersiveThemeReadingSpace
海洋文化园 － 沉浸

式主题阅读空间
未获奖

６ 杭州图书馆 公共 EnthusiastsParadiseinHangzhou 发烧友的天堂 未获奖

７ 华东师大图书馆 学术 TreasureHunting 寻宝之旅 未获奖

８ 中国国家图书馆 公共
LibraryReＧDiscovery:CreatingandPromotingtheDocＧ

umentary
重新发现图书馆 未获奖

９ 复旦大学图书馆 学术

IntellectualResourcesSharing:Competitionon Open

Dataand Research Innovationin Universitiesfrom

ShanghaiRegion

慧源共享上海地区

高校数据创新研究

大赛

未获奖

①４Ps:价格、产品、地点和宣传推广这些可控变量的营销组合,图书馆将其用于跟踪目标用户市场中的用户满意情况的需求水平(即图书

馆利用)

② 价格(知觉成本)———表明用户需要动用的资源数量与获得既定产品或者服务之间的正式比率.对于图书馆用户来说,价格可以以时间

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图书馆用户需要花费多少时间来获得图书馆资料或服务.

③ 获奖项目中,第七名到第十名按照字母顺序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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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获奖项目,不仅可以了解全球图书馆在图

书馆营销方面的创新和进步,还可以通过申报案例

的目标、规划和实施效果观察到图书馆创新转型的

几个主要方向:图书馆发展路径探索和服务模式创

新;图书馆传统形象的颠覆和再造;图书馆不断开放

边界和拓展转型.

３．１　发展路径探索和服务模式创新

荣获第一名的佛山图书馆的“邻里图书馆”项
目[１３],是长期以来图书馆在发展路径探索和服务模

式创新方面的一个成功案例.邻里图书馆项目通过

将公共图书馆的资源(书籍、技术、系统、人力等)转
移并下沉到普通居民的家庭中来建立家庭微型图书

馆①.在图书馆的全方位支持和协助下,由一个个

家庭向邻里、亲人、朋友以及陌生人提供书籍借阅、
阅读推广等服务.从社会服务的角度,邻里图书馆

不仅嵌入到家庭这一社会细胞,而且深植于邻里之

间的社区网格,也引领了全民阅读的风气.从图书

馆管理的角度,邻里图书馆的建立不仅延伸了图书

馆服务前端,还有效缓解了图书馆长期以来空间和

人力有限的压力.图书馆通过邻里图书馆为社区服

务搭建了“图书馆＋家庭”的体系,从而有效地依托

和借力于社会力量扩展图书馆的影响.在更为深远

的意义上,在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邻
里图书馆的模式也是公共图书馆参与社会治理,完
成从被管理对象向治理主体的理念革新,同时强化

其作为社会治理的角色,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的一

条创新路径,不仅具有显著的创新性,而且是可复制

和可持续的.该项目得到评委会的一致肯定,夺得

第一名实至名归.
武汉大学的“书香大使”项目[１４]也是一个图书

馆探索服务模式的拓展和创新的优秀案例.图书馆

阅读推广活动往往以图书馆、图书馆馆员为主体和

中心来设计和开展.而书香大使项目以“反哺家乡,
书香远播”为口号,号召学生利用寒暑假返乡的机会

策划组织阅读分享活动.项目对高校图书馆积极参

与社会文化服务的功能进行了探索和开拓,同时也

挖掘了图书馆和图书馆馆员在教育资源和教育角色

方面的潜力.而学生的角色从被动的读者翻转为主

动的阅读宣推使者,从而得到一个提升社会服务意

识、履行社会服务责任、增强社会实践能力、发挥后

浪创意和创造力的平台和机会.大学图书馆打开边

界,学生大使在地理上广袤、文化上多元的不同地域

服务社会,这是一个具有良好的性价比的成功的营

销案例.值得指出的是,本届获奖的图书馆仍然以

公共图书馆居多,武汉大学图书馆是唯一一个跻身

前十名的大学/研究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研究型

图书馆的图书馆营销意识尚需提升.
宁波图书馆“天一约书”项目借助信息技术,有

效地利用物流资源,细分并选择需求明确的目标客

户,推出媲美“在线购物”体验的在线选书和２４小时

全天候点对点送书服务.其创新点不仅在于将“市
民上图书馆”模式转变为“图书馆向市民送书”模式,
不断地向用户延伸和推进图书馆服务;还在于对飞

速发展的信息技术的敏感及大胆应用,以及对本地

成熟的物流资源的有效利用.该项目全面覆盖市内

社区、农村地区和偏远地区,重点覆盖某些时间有限

的忙碌人群,成功地改变了公众心目中传统公共图

书馆的形象.
事实上,在本届营销奖申报项目中,国内外的众

多公共图书馆都在“用户至上”“以用户为中心”的理

念指导下,不断前置图书馆服务终端,推出送书上

门、到站(地铁站)、到偏远地区(山村,海岛)、到重点

人群(繁忙年轻人)的服务.图书馆打开大门,前置

服务终端,挖掘可利用的资源,开拓服务边界,创新

服务模式,是图书馆未来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３．２　图书馆传统形象的颠覆与再造

本届营销奖的第三名是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图

书馆的项目“他们居住于此”.该项目的营销策略是

借鉴商业营销的手段,通过各种有效的途径(比如照

片墙Instagram),以富于创意的表现形式来表达、传
递、再造图书馆新形象.为了吸引新生代用户群体,
项目特别采用颇为反叛的穿梭于线上和线下之间的

镜像游戏的形式,试图打破图书馆传统的僵化、教条

和封闭的形象.在镜像游戏中,由图书馆馆员扮演

诸如猫王、贝特戴维斯②、米歇尔福柯③、大卫
福斯特华莱士④等历史和文化名人或者著名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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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邻里图书馆成员馆可享受总借阅２００本书,期限为３６５天的借阅

权限,享受图书馆提供的文献资源、馆舍资源和服务活动的权利.
需承担的义务任期最少为１年,服务不少于１０个家庭,组织阅读

分享活动不少于３场,每年转借图书不少于３０册次.
贝特戴维斯(BetteDavis):美国女演员,以近１００次出演电影而

闻名.
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法国哲学家、社会思想家,法兰

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
戴维福斯特华莱士(DavidFosterWallace),美国小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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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形象,以幽默、另类、魔幻甚至令人瞠目结舌的

夸张造型及表现形式吸引注意力,激发反思、探索和

求知的欲望,促进用户对图书馆形象和作用的深度

思考.这种强势植入的表现形式,往往可以在有限

的时间内将尽可能丰富的信息尽可能深入地植入对

象心中,达成营销所追求的效果.该项目从创意到

表现形式都是图书馆营销案例的一匹反传统黑马.
项目由图书馆技术人员提出和完成,在申报项目中

也较为少见,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在图书馆营销

中,图书馆应该鼓励技术人员更主动地从幕后走到

台前,发挥创造性潜力和专业能力.
同样以挑战人们传统的固化的图书馆形象为目

标的项目,还有本届获得第二名的加拿大大维多利

亚区公共图书馆的“改变你的想法”.但与穆尔西亚

地区图书馆的营销策略不同,该项目致力于通过与

所在社区的充分合作,与社区居民的充分沟通,影响

并说服人们改变对图书馆的认知,最终成为图书馆

的用户.项目在常规的、直接的图书馆营销渠道之

外,打破思维定式,与当地的咖啡连锁店达成正式的

合作协议,寻求挖掘非常规渠道进行营销.图书馆

通过分布在社区各处的咖啡店进行宣传,咖啡店店

员客串图书馆馆员,在咖啡店里为居民办理读者卡.
第三方调查显示,营销活动带来了图书馆用户数和

图书馆使用量(包括物理空间、实体和数字馆藏)的
显著提升;高达９３％的调查对象认为图书馆的存在

使得社区变得更强大、更有弹性和更加包容.
本届营销奖有很多国家图书馆和大型公共图书

馆参与申报,包括中国国家图书馆、新加坡国家图书

馆、立陶宛国家图书馆、伊朗国家图书与档案馆、澳
大利亚维多利亚州立公共图书馆等.这一现象,一
方面说明了图书馆营销日益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大
型公共图书馆的营销项目,凭借其雄厚的资源、平
台、人力和更大的影响范围和受众面;通过与公众的

密切互动来赢得信赖和支持,并为图书馆发声,取得

了很好的营销效果.目前,图书馆的公众形象亟待

颠覆和再造,政府或者所在机构的财政和道义等各

个方面的支持亟待加强.因此,变被动应对为主动

出击,把握话语权,高姿态呼吁,是大型公共图书馆、
学术图书馆以及图书馆业界组织在图书馆转型期间

的一项责无旁贷的历史使命.

３．３　与时俱进地开放边界和拓展转型

全球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都日益认识到,图书馆

要与时俱进,仅靠呼吁和宣传远远不够,脚踏实地进

行图书馆功能转型和服务创新才是最根本的形象再

造.本届营销奖的申报项目中,相较于公共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研究图书馆的项目数量稍逊一筹,但在

功能转型和创新上有很多亮点.
德国莱布尼兹经济信息中心(ZBW)的项目是

“打开疆界———数字化如何改变科学”.作为学术型

图书馆,ZBW 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参与开放科学领域

的项目,尤其重视信息技术和信息科学在开放科学

中的应用.同时,ZBW 也深度参与国家层面和国际

上的开放科学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并致力于通过开

发新技术、构建科学研究和学术交流的开放的基础

设施,来促进学术成果的开放访问、研究数据的共享

和重用.德国 的 全 国 性 研 究 数 据 开 放 共 享 平 台

GeRDI[１５]即由 ZBW 负责开发和维护.ZBW 申报

的项目利用视频、社交媒体、实验和访谈等互动形式

设计和举办巡回展览,宣传研究型图书馆在开放获

取和开放科学领域中的作用和责任,展示学术型图

书馆开放的姿态、新的业务领域和成果以及对开放

科学理念的倡导.
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项目“慧源共享上海地区高

校数据创新研究大赛”[１６],一方面与政府机构深度

合作,一方面广泛联合上海地区多家图书馆和信息

机构,通过学术训练营、数据竞赛和企业孵化等逐阶

递进的系列活动,在开放科学和数据密集型科学研

究范式的背景下,探索大学图书馆的角色、作用和责

任,推动上海地区大学之间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
激励学生和教师利用开放数据进行创新的科学研究

和应用,培养和提高数据素养和技能.
除了ZWB和复旦大学申报的项目,伊朗国家图

书与档案馆也申报了有关国家级别的开放科学基础

设施建设,开放数据平台以及机构知识库的项目.
可以看出,开放获取、开放科学、科学数据已成为研

究型图书馆在新业态中的新使命,大学图书馆/研究

型图书馆依靠相关领域的作为和开拓,推动图书馆

转变形象、转变职能、转变观念(包括公众观念、决策

机构观念以及图书馆和信息机构领导层、馆员的观

念),任重道远.

４　思考与建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馆申报营销奖,并
赢得奖项,在国际图书馆舞台上勾勒出一道靓丽的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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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景线.基于对营销奖运作和评选的观察和经验,
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参考建议.

(１)重在参与:纵观营销奖历届申报情况,申报

项目在数量、来源、内容和水平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非

常多样化的特点,多样化带来的是奖项评选结果的

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申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很

好的学习营销理论、提升营销能力和实践图书馆营

销的契机,参与的过程就是收获的过程.
(２)重在创新:提出申报项目的图书馆具有非常

大的差异性,从类型上看,既有实力雄厚的大型公共

图书馆(国家图书馆、省立/州立/市立公共图书馆)、
人才济济的大学图书馆和学术图书馆,也有偏远地

区的小型/微型图书馆(乡镇图书馆、村庄阅读室),
还有目标用户精准和服务模式特殊的专业图书馆

(医院图书馆、法律图书馆等).可见,营销奖评审指

标对项目的原创性和创新性给予了一定的倾斜,不
论申报馆大小,也不论项目是“重金打造”型还是“精
打细算”型,一个好的创意不会被湮没,是金子总会

发光.
(３)重在融合:营销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图书

馆管理的系统性以及馆员之间跨部门、跨角色的交

叉与合作.国内图书馆申报项目中,单一项目占比

较大,从图书馆整体规划的高度设计并整合全馆资

源开展的项目较少.这表明国内图书馆对营销的定

位及其系统工程的属性需要加深理解,同时也亟需

加强内部和外部合作.一个好的营销项目,应该从

图书馆发展战略规划的高度出发,融合全馆资源倾

力打造.
另外,项目立意的创新性、营销方案的完备性、

项目管理实施的专业性以及项目预期效果的达成

度,是规划一个图书馆营销项目需要关注的几个方

面.中国图书馆既已在国际图联营销奖申报中取得

了优秀成绩,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图书馆未来发展

天地更广,在全球图书馆的舞台上有更加瞩目的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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