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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编制中的几个问题

□高凡∗

　　摘要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是图书馆改革与发展的纲领,是图书馆前行方向的指南和确保

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明确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含义以及编制战略规划意义的基础上,
分析目前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战略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对其中的规划编制、规划

文本、规划实施和调整等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梳理,展开重点讨论,以期为各高校图书馆编制“十四

五”战略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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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图书馆事业的迅猛发展,图书馆界

在管理实践中逐渐意识到战略规划对发展的引领作

用,尤其在“十三五”规划时期,在教育部高校图工委

的积极推动下,更多的高校图书馆积极投入到规划

工作中,战略管理及规划的意识有了显著提高.

２０２０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
四五”规划制定的开启之年,现对高校图书馆战略规

划编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进行梳理,以期为各高校

图书馆编制“十四五”战略规划提供有益的参考.

１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含义及编制的意义

战略是组织面对激烈变化、严峻挑战的环境,为
长期生存和发展进行的谋划和思考,它是事关发展

大局的科学规定,也是一切活动开展的主要依据[１],
具有方向性、纲领性、统筹性、全局性、长期性特点.
战略规划是一个机构制定其长期目标和未来发展方

向、任务使命以及与该使命相关的目标体系及行动

方案,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思维框架和动态过程.而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主要指从学校整体利益和信息

需求出发,为保障图书馆长期稳定生存与发展,面向

未来进行图书馆使命、愿景、目标和战略的规划,进
而指导、实施、评价和有效控制图书馆中长期发展的

动态过程和思维框架.图书馆战略规划是图书馆改

革与发展的纲领,是图书馆前行方向的指南和确保

图书馆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没有纲领,没有方向,谈何发展.高校图书馆可

持续发展离不开战略,离不开战略规划.战略规划

是图书馆及其所有员工的行动纲领,能够为图书馆

指明前进的方向,是图书馆能够长久高效发展的重

要基础,是图书馆提升竞争力的有效保证[１].

２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编制中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高校图书馆对未来发展的战略规划意

识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国内高校图书馆对于战略

规划的制定和实践较晚,在编制及实施中还存在诸

多问题.

２．１　认识问题

部分高校图书馆领导层由于在思想上对战略规

划认识不充分,甚至认识错误,存在如下表现:做规

划只是响应上级的指令,完成学校要求的规定工作,
编制规划只是一种被动行为;曾经做过,做完后难以

付诸实践,没有发挥已制定规划应有的作用,从而影

响再次做规划的积极性;从来没做过规划,或者认为

规划对实际工作没有太大意义,或者对战略规划持

观望态度.

２．２　编制问题

高校图书馆普遍没有设置专门负责战略规划的

相关部门或委员会,编制工作一般交由办公室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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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临时组建工作小组,缺乏相关的组织机构作保

障,也缺乏对内外部环境的充分调研和分析,更缺乏

科学严谨的制定程序,未能真正将战略规划融入图

书馆的管理之中.

２．３　文本问题

规划文本缺乏连续性、透明性、规范性和完整

性,缺乏科学严谨的制定程序和规划分析,在战略规

划的制定中存在依赖性和被动性[２].有的高校图书

馆所做的规划过于强调超前,过于宏观,只有高大上

的口号,没有行动计划,也没有具体的实施途径,这
样的规划就是一个摆设,没有办法落地生根.

２．４　实施问题

部分高校图书馆制定规划之后就束之高阁,既
没有对规划进行任务分解,落实到具体的工作中,也
没有把规划与年度工作计划有效结合,致使规划与

工作计划脱节.此外,部分高校图书馆在战略规划

实施过程当中,存在责任分工不明、监管不力的

问题.

３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编制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的编制是实践性很强的决

策过程,需要一定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也需要一定

的操作方法作为指导.柯平、赵益民等学者对图书

馆战略规划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对高校图书馆

战略规划的编制提出了许多可供参考的方法,可以

指导战略规划的实践活动.
战略规划从编制流程看,主要包含组织保障、目

标确立、方案拟定和文本编制四个环节.每个环节

中又包含若干具体行动步骤.
在组织保障环节,应设立专职机构组建专门的

战略管理部门,争取人员、经费、设备设施、时间等方

面的资源支持,明确战略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和管

理制度,为战略规划以及后期的实施与评价的顺利

进行提供组织保障.
在目标确立环节,要重视分析战略环境.环境

分析是确定组织变革预期、编制未来愿景的前期基

础,也是明确战略目标、设计行动方案的必要依据.
可采用SWOT分析法、情景分析法、PEST模型、判
别矩阵等,对图书馆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内部支撑条

件等主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在方案拟定环节,可运用决策树、SWOT 分析

法等方法或工具,在趋势预测和需求响应的基础上,

制定战略行动计划,划分战略实施领域,将战略目标

细化、具体化为可操作的实践举措.
在文本编制环节,要准确把握草案拟定、获取修

改意见、修改定稿、宣传推广等环节,促进馆内外战

略思想的高度统一,完成纲领性文件的编撰.

４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文本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文本是战略环境分析结

果、使命与发展意愿目标体系以及行动策略等战略

成果的融合,从战略规划文本的体例结构看,包括前

言、使命、愿景、战略环境分析、战略目标、行动计划

等主要模块[３].

４．１　前言

前言也称引言,是规划文本的开头部分.主要

包括: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意义、制定背景、目的、过
程及相关制定人员、馆长致辞等内容.如同济大学

图书馆在其“十三五”规划前言中既指出制定规划的

背景,也对规划的制定过程作了概括性介绍[４].

４．２　使命

使命陈述是战略规划的顶层,是对高校图书馆

宗旨和信念的高度概括,阐明了图书馆生存和发展

的基本任务,从中透露出其为谁服务、怎样服务、服
务什么等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如同济大学图书馆

在其“十三五”规划中就明确提出,其使命是“支持同

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管理,促进学生成长与成才,
推动文化传承与交流,支撑学科发展与合作,助力科

技创新与进步,为同济大学建设成为可持续发展的

世界一流大学提供文献支撑和情报服务.”[４]

４．３　愿景

愿景是对图书馆未来发展蓝图的绘制,是图书

馆使命和战略目标在时间上的延伸,是组织中所有

成员发自内心的共同意愿,是具体的能够激发组织

成员为之奋斗的未来理想.一般认为使命是概括性

的,指向长远的未来,是永恒的追求.愿景相对具体

的阶段性的期许,指向性更加明确,针对性更强.因

此,愿景可以是宏观的前瞻性、开创性愿景,也可以

是微观的战 略 性 愿 景.如 北 京 大 学 图 书 馆 在 其

２０１８年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其愿景是“建设一个世

界一流的、资源丰富、设施先进、高水平、现代化的,
以数字化网络化为技术基础的北京大学文献资源保

障与服务体系,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提供文献信息保

障,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服务.”[５]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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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景编制一定要从本馆的实际出发,在分析预

测自身的发展环境基础上,综合本馆的资源、人力、
设备设施、管理、服务、读者等方面的现状,描绘图书

馆愿景.

４．４　战略环境分析

环境分析是对图书馆现在与未来生存和发展的

关键性影响因素进行动态分析,包括外部环境和内

部环境两个部分.通过环境分析找到外部的机遇和

威胁、内部的优势及劣势,确定未来可以做什么、能
够做什么、如何做等问题,从而制定有针对性、与图

书馆自身现状吻合的战略规划.如武汉大学图书馆

“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对“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及“历
史机遇与战略思考”进行了分析[６];西南交通大学图

书馆“十三五”发展规划通过“图书馆现状”,分别从

“文献资源建设”“系统与技术服务”等五方面对“十
二五”期间发展情况作了总结[７].

４．５　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是图书馆管理者在特定时间内达到某

一具体绩效的承诺.它是图书馆未来前进的具体方

向,是战略规划必不可少的核心要素,可分为总目标

与分目标,分目标必须对完成图书馆总目标具有实

际意义.对于不同类型的高校图书馆,其战略目标

应依据图书馆发展定位而有所不同.如南京大学图

书馆在其“十三五”规划中提出了总目标,然后将总

目标分解为主要任务和重大任务两类战略分目标.
其中,主要任务包括馆藏发展、教学与科研的支撑与

保障等;重大任务包括历史文献保护和开发利用、基
于特色馆藏的优势学科精准化服务等[８].从这之中

能非常清晰地看到南京大学图书馆在“十三五”期间

的具体目标任务是什么,哪些是主要的,哪些是重大

的,有非常清晰的指向.

４．６　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是针对每一战略目标制定的具体履行

措施或执行活动.高校图书馆战略行动计划的编制

要立足于相应的战略目标,行动计划一般按年度、分
短期目标制定.国内高校图书馆多以“任务＋举措”
方式来呈现具体的行动计划.如福州大学图书馆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中,在所列出

的文献资源、现代化管理等七大工程任务下,具体说

明了每项工程的建设内容及具体举措,清晰地呈现

出如何通过这些行动计划来达成战略目标[９].

５　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的实施、评价、调整

高校图书馆战略管理包括战略规划、战略实施、
战略评价三大环节.制定战略规划的目的是引领图

书馆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编制完成,只有将文本付

诸行动,前期规划工作才能发挥其编制的意义.除

了实施战略规划,后续还要对战略规划进行评价,必
要时进一步根据评价对初始战略规划进行调整、修
订.因此,战略管理是一项持续的循序渐进的工作.

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战略实施过程中,最薄弱

的环节是对战略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监督和控制[１０].
欠缺监督和控制的战略实施,容易出现实施与规划

脱离的问题,也不利于采取有效措施对战略规划进

行及时调整.战略规划一定要向馆员、向读者公开,
多渠道、多途径宣传本馆的战略规划,一是让战略规

划成为图书馆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二是扩大规划

影响,促进规划实施、监督与评价,以此推进战略目

标和实施方案的广泛理解与认同.
高校图书馆战略评价贯穿战略管理活动始终.

规划阶段需要进行战略环境评价,规划成文之后需

要对方案进行评价,实施阶段需要对实施方案进行

评价,执行结束需要对战略绩效与影响进行评价,并
为调整战略规划或编制新一轮战略规划提供支持.
高校图书馆战略评价的核心工作是确定战略评价标

准,它是图书馆有效制定战略与高效执行战略的目

标和依据[１１].
总之,通过编制战略规划可以坚定图书馆的服

务理念,提炼核心价值观,增强组织凝聚力,普及强

化共同的价值追求.在“十四五”规划编制之际,图
书馆领导层要提高思想意识,高度重视战略规划工

作,强调全员参与,科学规范编制,透明公开,有效实

施,使战略管理成为图书馆管理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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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ngimplementationandadjustmentasthefocusedofthediscussion,soastoprovideusefulreferencefor
universitylibraries１４thFiveＧYearP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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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重启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日上午,在小提琴«小号的旋律»的伴奏下,在礼炮的轰鸣中,北京大学图书馆东楼大门徐徐打开,校党委书

记邱水平宣布东楼重启.图书馆东楼于２０１８年５月启动全面维修改造工程,２０２０年１０月正式竣工.
校党委书记邱水平,党委副书记安钰峰,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叶静漪,副校长张平文,校长助理、总务长董志勇,山东省临

朐县委书记杜建华,山东华建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立国出席重启仪式.兄弟高校图书馆代表,北大相关部门院系负

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图书馆项目建设专班成员参加.重启仪式由图书馆党委书记郑清文主持.
图书馆馆长陈建龙简要介绍了图书馆东楼在建筑结构、功能布局等方面的创新变化,表示图书馆将以东楼重启为契机,坚

持内涵式发展道路,更加注重质量提升、结构优化、实力增强和整体发展,既为学人研究学问、增长智慧、创造价值、创新发展服

务,同时为精准采集、揭示、组织、利用、传承人类知识和世界文明服务;图书馆将积极融入学校发展事业大局和民族复兴伟业

全局,以有精神、有本领、有智慧、有情怀的专业馆员队伍,成就有格局、有模样、有气象、有担当的人格化图书馆,全面建设世界

顶级的大学图书馆.
张平文副校长指出,图书馆是大学的灵魂,是北大人的学术摇篮和精神家园,在学校人才培养、学术研究、对外交往等“双

一流”建设工作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表示,东楼重启是学校“十三五”圆满收官、“十四五”顺利开局过程中的一件大

事,希望图书馆继续发扬扎实奉献、勇于创新的精神,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不断完善发展和布局规划,挖掘新馆利用潜力,
推进业务迭代升级;继续坚持用户导向、服务至上的基本理念,为教学科研事业提供更加高效和便捷的服务;进一步融入学校

“双一流”建设大局,更好地发挥图书文献资源对于学校育人体系、教学科研体系的支撑作用;坚持“四个面向”,持续更新优化

馆藏资源,努力把图书馆建成北大推动学术进步、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的重要场所.他希望学校各院系各职能部门继

续支持图书馆的工作,共同推进全校文献保障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他希望老师和同学们充分利用北大有史以来最好的图书

馆,为做出更好的学问、建设更好的北大贡献力量.
在东楼一层中厅,安钰峰、杜建华为刻有邓小平同志题写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名的红丝石揭幕.红丝石为山东华建铝

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潍坊市临朐县委县政府专门赠送,起名“钟灵”,寓意北大图书馆为钟灵毓秀之地.董志勇向张立国颁发

收藏证书,并回赠高仿元刻孤本———«钦定天禄琳琅增刊校正王状元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
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辉煌灿烂,留下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典籍,图书馆在东楼重启之际在一层北区特别筹办了“可爱

的中国书———中国书史展”作为常设展览.叶静漪、陈建龙为书展揭幕.
重启仪式结束后,与会领导、嘉宾参观了展览和东楼各层.图书馆为当天到访的师生准备了明信片、文件夹、书签等系列

限量小纪念品,并加盖仿图书馆老馆藏章而制成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东区重启纪念章”.
———节选自北京大学新闻网:https://news．pku．edu．cn/xwzh/４８３ea２４８７ee２４e６e８９５bcf７adbf４２７６０．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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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战略规划编制中的几个问题/高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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