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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指南针报告

□陈建龙∗　邵燕　刘万国　张璐　李峰

　　摘要　教育部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指导委员会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合作研制«高校图书馆

馆员队伍建设指南针报告»,报告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对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情况进

行广泛调研,重点考察了馆领导班子和馆员队伍两个群体,并从人员数量、年龄、教育背景、学历

职称等多个维度对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现状进行深入分析,总结出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

设在精神、价值、经验、理论与技能传承等方面的发展趋势,为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创新发展提供

方向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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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０２１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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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北京大学图

书馆联合发布了«大学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
(２０２１简版)[１],建立了高校图书馆现代化发展的前

瞻视野和宏观体系,分析和研判了高校图书馆未来

发展的主要趋势,为高校图书馆在人才队伍建设、用
户关系构建、信息资源升级、服务创新优化、发展理

论研究、治理能力保障、事业生态明晰等方面的具体

工作提供了方向指引和参考指南.馆员现代化是高

校图书馆现代化的灵魂,馆员队伍是保障高校图书

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队伍建设也是高校图书

馆高质量发展的首要问题.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起,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指导

下,在各地高校图工委的协助下,教育部高校图工委

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

建设指南针报告»(以下简称«队伍建设指南针报

告»),以期为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高质量发展

提供决策参考和建设指南.

１．１　研究背景

２０２２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攻坚之年,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正全面推进.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２].高

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也在紧锣密鼓地积极推进,
以有力支持学校人才培养和现代化强国建设,并引

领信息化生态发展.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在领导班子专业化与管理能

力建设、馆员队伍专业化建设、岗位体系优化等方面

积极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探索合理的解决方

案,以期引领、指导全国高校图书馆建设一支信念坚

定、结构合理、业务精湛、素质优良的馆员队伍,助力

高校图书馆现代化发展根本任务的实现.

１．２　研究目的和意义

１．２．１　研究目的

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联合研制

«队伍建设指南针报告»,旨在依据全国各类型高校

图书馆领导班子和各类型馆员的一手数据,全面掌

握当前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现状,分析

研判其未来发展趋势和面临的挑战,为高校图书馆

馆员队伍高质量发展提供方向指引和参考借鉴,为
高校图书馆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１．２．２　研究意义

«队伍建设指南针报告»是针对高校图书馆现代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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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队伍建设专门研制的现状与趋势分析报告,多维

度反映了高校图书馆领导班子与馆员队伍的整体情

况与特点,并立足不同类型高校实际,全面把握高校

图书馆馆员队伍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将为高校图书

馆馆员队伍建立新标准、注入新血液、发展新活力提

供参考.
«队伍建设指南针报告»将引发全国范围内对于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高质量发展的深入讨论.本报

告不仅能够为管理部门制定人力资源标准和政策、
开展馆员评估提供数据支持,也能够为争取高校图

书馆经费和发展支持、优化馆员队伍结构、提升馆员

素质提供依据.

１．３　研究内容和方法

１．３．１　研究内容

本研究重点考察全国本科院校图书馆的馆员队

伍建设情况,对馆领导班子和馆员队伍的数量、构成

等相关特征进行整体画像,通过近５年的发展数据

勾勒出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的整体变化趋势,同时

对不同类型高校图书馆进行比较分析,挖掘馆员队

伍建设的行业标杆,为国内高校图书馆建设高质量

馆员队伍提供参考借鉴.

１．３．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了问卷调查法和专家咨询法,
在问卷结果分析过程中采用了数据统计分析、人工

标引等方法.
问卷调查:本研究采取线上问卷调查的方式,通

过教育部高校图工委和全国各地高校图工委向全国

各高校图书馆在线发放«馆员队伍建设情况调查

表»,经过近１个月的时间,问卷回收达到预期目标,
调查结束.

专家咨询法:本研究完成调查问卷设计初稿后,
先后咨询了多名从事人事管理、图书馆建设的专家,
并根据大家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了补充完善.

人工标引:由于问卷以开放式作答为主,部分选

项各馆作答内容非常分散.为了便于开展结构化统

计分析,课题组对问卷反馈进行了人工标引和数据

规范,并对部分数值型字段进行了进一步核实.
数据统计分析:课题组运用多种统计分析方法

对回收数据进行清洗、校验、汇总分析,并对问卷结

果进行信度和效度校验,去除了明显无效和错误的

数据.

１．３．３　研究过程

本研究历时两个半月,具体过程如下:

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７—３１日,成立课题组,讨论研究

方向、研究内容等,随后,经过多轮讨论和多方专家

意见征集后形成«馆员队伍建设情况调查表».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将调查表录入在线问卷

系统,并进行小范围的问卷试答,收集反馈并修改

问卷.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７—３０日,问卷发放和回收,共收

到问卷１５６０份,去除重复和无效问卷３８份,共计回

收有效问卷１５２２份.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７日,问卷筛选和提取,提取

有效问卷中本科院校图书馆问卷１０２１份,进行数据

清洗、规范和统计分析,联系相关图书馆进行数据核

对和更新,联系不上的存疑问卷做无效处理.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７—１４日,完成问卷分析报告初

稿,召开在线会议,讨论修改.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１５—２０日,经过多轮讨论和修

改,研究报告定稿.

２　调查结果分析

此次调查重点分析本科院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

设情况,共收到１０２１份本科院校图书馆问卷(下文

中使用的高校图书馆均指本科院校图书馆).问卷

内各项统计数据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

２．１　问卷分布情况

２．１．１　类型分布

依据教育部网站上公布的普通本科高校类型,
本研究对图书馆按学校类别进行划分,包括公立高

校、民办高校、中外联合办学和港澳台联合办学高

校,其中公立高校进一步划分为一流高校和其他公

立高校.
按照上述划分,本次收到的１０２１份问卷中,一

流高校馆１４１家,其他公立高校馆６８５家,两类合计

占公立本科院校总数(８４９家)的９７３％,民办高校

馆１９３家,中外合作办学高校馆２家.

２．１．２　地区分布

问卷数据的地区分布如表１所示,共包括３１个

省份.

２．２　整体情况描述

基于问卷数据,本研究主要针对全国高校图书

馆领导班子和馆员队伍的数量、结构和年度变化等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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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进行整体情况分析.
表１　问卷数据的地区分布

省份 问卷数量 省份 问卷数量 省份 问卷数量

安徽 ３７ 黑龙江 ３３ 山东 ６９

北京 ５６ 湖北 ５８ 山西 ３３

福建 ２４ 湖南 ３７ 陕西 ５１

甘肃 ２０ 吉林 ３６ 上海 ３６

广东 ３４ 江苏 ５４ 四川 ４４

广西 ２５ 江西 ３８ 天津 ２９

贵州 ２６ 辽宁 ４９ 西藏 ４

海南 ７ 内蒙古 １７ 新疆 １８

河北 ３８ 宁夏 ８ 云南 ２６

河南 ４２ 青海 ４ 浙江 ４３

重庆 ２５

２．２．１　馆领导班子

(１)数量

１０２１家高校图书馆(各学校分校图书馆单独提

交问卷的单独核算),合计２７１４位馆领导(由学校任

命的中层干部,核算总量时已去重),包括馆长９９７
位,书记、副馆长和副书记合计１７１７位(如表２).
其中,２４家图书馆暂无馆长(２．４％),２８１家图书馆

馆长和书记是同一人(２７．５％).
表２　不同类型高校馆馆领导数量

图书馆类型 馆长数量 其他馆领导班子数量

一流高校馆 １３９ ３９５

其他公立高校馆 ６７０ １２０４

民办高校馆 １８６ １１６

中外合作办学高校馆 ２ ２

总计 ９９７ １７１７

　　平均每家图书馆拥有２．７位馆领导,超过３位

馆领导的有河南(３．３６ 位)、湖南(３．１１ 位)、广东

(３０３位)和上海(３．０３位)等.
(２)年龄

１０２１家图书馆的馆领导平均年龄为５０．８岁,馆
长平均年龄为５２．６岁,其他馆领导班子的平均年龄

为５０岁.
(３)任职情况

１０２１家图书馆的馆长任现职平均时长为３．６６
年,其他馆领导班子任现职的平均时长为３．８５年.

课题组将问卷中“任现职前职务”规范为四类:
馆内提任(图书馆内部提任到馆领导)、馆内调整(平

级换岗,比如书记与馆长互换岗位)、校外调动(从校

外调入)和校内调动(校内其他部门调到图书馆).
全国１０２１家图书馆的馆领导任现职中,经由校内横

向调动 的 占 比 最 高 (６０．８％),其 次 为 馆 内 提 任

(３４２％).比较不同类型馆领导的职务变化情况发

现,馆长、书记和副书记的职务变化情况基本与总体

情况保持一致,副馆长由馆内提任的比例(４９．８％)
明显高于其他类型馆领导.

不同省份高校图书馆馆长职务变化相比而言,
西藏、宁夏和吉林三地馆长馆内提任比例最高,均超

过４０％.
(４)受教育情况

从最高学历和最高学位分布情况来看,具有硕

士及以上研究生学历的馆领导合计１４７０位,占比

４９％;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的馆领导合计２０１２位,
占比６７％(如图１).

图１　高校馆领导班子最高学历分布

不同地区高校图书馆中,上海、北京、江苏、广东

等地的馆长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和学位的占比最

高,均超过５０％.
(５)学术相关

１)职称

馆领导职称分为正高级、副高级、中级、初级四

类.所有馆领导中,具有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比例

为 ７６％.馆 长 群 体 的 正 高 级 职 称 占 比 最 高,为

５７％,副高级、中级和初级职称占比分别为２９％、

１０％、０５％;其他领导班子成员中,副高级职称占比

最高,为４８％,正高级、中级和初级职称占比分别为

２３％、２５％、１５％,剩余部分馆领导的职称未填写.
馆领导中副高级及以上职称的占比最高的１０

个省份分别是安徽(８５．６％)、福建(８５．５％)、广东

(８４．７％)、河 北 (８４．６％)、江 苏 (８４．３％)、海 南

(８４２％)、湖 南 (８１．４％)、重 庆 (８１．４％)、四 川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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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５％)和辽宁(７９．１％).

２)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

课题组将馆领导的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归为人

文类、信息资源管理类、计算机类、其他类四类,同时

具有这四类中的两种或以上学科背景的,在分析时

标记为“两种及以上”学科背景.
所有馆领导的学历专业背景中,人文类和信息

资源管理类占比相当(均为１３％),计算机相关学科

背景的占比为４％,具有多学科背景的馆领导约占

２０％.所有馆领导的现研究方向中,信息资源管理

相关的比例最大,约４６％,人文和计算机相关研究

方向占比分别为９％和５％,具体如图２所示.

图２　高校馆所有馆领导学科背景和研究方向分布

２．２．２　馆员队伍

(１)数量

１)馆员总量

根据１０２１家高校图书馆的反馈数据,去除馆员

队伍统计中不规范的问卷１０份,剩余１０１１家图书

馆作为下述分析依据.馆员总人数４８８８５人,其中

事业 编 ３３５０７ 人,合 同 制 １０４７７ 人,劳 务 派 遣

４９０１人.
平均每馆拥有馆员４８．３５人,按类别分别为事

业编３３．１３人,合同制１０．３６人,劳务派遣４．８５人

(如表３).
表３　馆员人数描述性统计

类别 平均值 中位数 众数 最小值 最大值

事业编 ３３．１４ ２８ ０ ０ ２８３

合同制 １０．３６ ７ ０ ０ １１０

劳务派遣 ４．８５ ０ ０ ０ ６１

总人数 ４８．３５ ４１ ２１ １ ３１８

　　有７２家(７．１２％)图书馆馆员总数超过１００人,
有５５家(５．４４％)图书馆的馆员人数低于１０人(如
图３).

图３　馆员总人数分布

　　２)近５年馆员数量变化

过去５年(２０１８—２０２２),１０１１家高校图书馆的

事业编、合同制、劳务派遣人员变化情况如下:每年

新进事业编人数占总人数的２．３４％,新进合同制人

数占总人数的６．８１％.按馆均计算,５年内平均每

家图书馆事业编人员共计减少５．６７人,合同制人员

增加１．０５人,劳务派遣人员增加０．５３人.５年间

１０１１家高校图书馆人员总数减少了４１３５人,馆均

减少４．０９人,具体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１０１１家高校图书馆人员变化

馆员数量

明细(合计)

明细(馆均)

事业编(人) 合同制(人)

新进 退休
辞职和

调离
新进 退休

辞职和

调离

３９２７７４９６ ２１６０ ３５６７ ７３６ １７６８

３．８８ ７．４１ ２．１４ ３．５３ ０．７３ １．７５

劳务

派遣

(人)

单项(合计) －５７２９ １０６３ ５３１

单项(馆均) －５．６７ １．０５ ０．５３

全国总计 －４１３５

全国馆均 －４．０９

　　馆均馆员总数最多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江苏、上
海;馆均事业编馆员人数最多的省份分别是湖南、上
海、内蒙古;馆均合同制馆员人数最多的省份是广

东、海南、甘肃;馆均劳务派遣人数最多的省份是重

庆、江苏、北京,如表５所示.
(２)年龄

所有馆员中,４０—４９岁、５０岁以上馆员的占比

相当,各占约３５％;３０—３９岁馆员,占比２３．７％;２９
岁及以下年轻馆员占比约５．７％.

具体来看,合同制和劳务派遣馆员的年龄结构

相仿,但劳务派遣馆员中２９岁及以下占比更高.事

业编馆员与前述两类馆员的年龄结构差异较大,主
要体现在５０岁以上馆员和３０－３９岁馆员的占比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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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具体如图４所示.
表５　单馆馆员平均人数最多的１０个省份

省份
馆员

人数
省份

事业编

人数
省份

合同制

人数
省份

劳务派

遣人数

广东 ６５．３０ 湖南 ４３．９７ 广东 ２１．３９ 重庆 ９．９６

江苏 ６１．５０ 上海 ４２．６４ 海南 ２１．１４ 江苏 ９．７０

上海 ６１．２２ 内蒙古 ４２．０６ 甘肃 ２０．１１ 北京 ９．５７

河南 ６１．０５ 广东 ４０．９７ 河南 １６．９８ 浙江 ７．８８

内蒙古 ５３．５６ 江苏 ４０．３９ 四川 １６．２７ 河北 ７．５８

甘肃 ５３．２１ 福建 ３８．７１ 上海 １３．５０ 陕西 ６．０６

北京 ５２．８６ 河南 ３８．５２ 陕西 １２．９０ 河南 ５．５５

湖北 ５２．１４ 河北 ３７．４７ 湖北 １２．８６ 西藏 ５．５０

湖南 ５１．７０ 浙江 ３６．００ 山西 １２．１５ 安徽 ５．１９

河北 ５１．０５ 黑龙江 ３５．６１ 安徽 １１．９７ 上海 ５．０８

图４　不同类型馆员年龄段分布

(３)学历分布

馆员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比４７．１５％,硕士研究

生学历占比３０．９７％,大专及以下占比１８．２５％,博士

及以上研究生学历占比３．６２％.事业编馆员中硕博

士研究生学历占比高于合同制,本科占比持平.
全国来看,高校图书馆馆员拥有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学 历 的 占 比 最 高 的 １０ 个 省 份 分 别 是 上 海

(５０７０％)、天津(５０．５２％)、北京 (４４．８９％)、江苏

(４０．５９％)、吉林(３９．２８％)、浙江(３８．６９％)、广东

(３８．６４％)、黑龙江(３７．９０％)、辽宁(３６．４３％)和内蒙

古(３５．４５％).其中,上海和北京高校图书馆拥有博士

研究生学历的馆员占比最高,分别为９．２６％、９．１８％.
(４)职称分布

图书馆馆员的职称体系包括正高级、副高级、中
级、初级馆员等多个类别.基于１００８家图书馆的有

效数据(１０１１家图书馆中有３家此项数据有误被剔

除),事业编馆员中级职称和副高级职称合计占比

７７．２％.合 同 制 馆 员 以 中 级 和 初 级 为 主 (合 计

６００６％),还有一些未纳入职称体系.劳务派遣馆

员中,有７５．１１％未纳入职称体系.
过去５年间累计新增正高职称馆员４６０位、副

高职称馆员１５５８位,平均每年新增９２．００位正高、

３１１．６０位副高馆员;５年间馆均增加０．４６位正高、

１５５位副高(以上数据未扣除当年相应职称的退休

人数).７３．５１％的图书馆(７４１家)５年内未提任正

高职称,提任２位及以上正高职称的图书馆仅９２
家,占 ９．１３％.有近一半的图书馆 (４７５ 家,占比

４７１２％)没有提任副高职称,提任５位及以上的共

计９９家图书馆,占比９．８２％.

２．３　比较分析

为全面考察全国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特征、挖
掘馆员队伍建设的行业标杆,课题组对不同类型图

书馆进行了横向比较,除前述一流高校馆、其他公立

高校馆和民办高校馆(中外合作办学馆样本太少,不
列入比较)以外,课题组根据馆员队伍规模和新进馆

员占比筛选出一组样本馆进行数据分析和特征考

察,以期提供更多维度的指标参考.
样本馆共计１９家,包括事业编总数大于等于

１００人且５年内事业编新进人员占比超过事业编总

数１０％的图书馆１５家,以及馆员总数超过１００人、
事业编总数不足１００人但５年内事业编新进人员和

合同制新进人员均超过事业编和合同制人员总数

１０％的图书馆４家,其中一流高校馆１６家,其他公

立高校馆３家.他们分别是(按名称拼音顺序排

列):北京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东南大

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河南理工大学图书馆、
华中科技大学图书馆、暨南大学图书馆、曲阜师范大

学图书馆、山东大学图书馆、上海大学图书馆、深圳

大学图书馆、天津大学图书馆、武汉理工大学图书

馆、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图书

馆、延边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郑州大学图

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

２．３．１　馆领导班子

(１)数量

比较发现,样本馆、一流高校馆、其他公立高校

馆和民办高校馆的馆长平均数量差异不大,分别是

１．００、０．９９、０．９８和０．９６位,其他馆领导的总量差异

较大,样本馆的其他馆领导平均数量最高,为３．７
位,其他三类馆分别是２．８、１．８和０．６位.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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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年龄

各类图书馆馆长平均年龄相比,样本馆最高

(５５．５岁),其次是一流高校馆(５３．５岁)和其他公立

高校馆(５２．９岁),民办高校馆最低(５０．６岁).
(３)任职情况

各类图书馆馆长的任职情况相比,民办高校馆

的馆长馆内提任占比最高(４６．９％),一流高校馆的

校内调动占比最高(７９．９％),具体如表６所示.
表６　不同类型图书馆馆长任现职前后职务变化

类别 样本馆 一流高校馆 其他公立高校馆 民办高校馆

馆内提任 ２１．１％ １４．２％ ２２．１％ ４８．０％

馆内调整 １０．５％ ４．５％ ４．８％ １．１％

校内调动 ６３．２％ ７９．９％ ７２．４％ ４６．９％

校外调动 ０．０％ １．５％ ０．８％ ４．０％

(４)受教育情况

不同类型图书馆相比,样本馆馆长平均学历最

高,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７９％.其次是一流高

校馆,馆长博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７５％.其他公

立高校馆馆长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５２％.民

办高校馆馆长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比为５７％.
(５)职称及学术相关

比较不同类型图书馆的馆长职称情况,样本馆

馆长的正高职称占比最高,为８４．２１％,副高及以上

职称占比高达９４．７％.一流高校馆和其他公立高校

馆的馆长中副高及以上职称占比几乎持平,分别为

９２．１％和９１．７％.民办高校馆馆长副高及以上职称

占比相对较低,为６４．５％.
样本馆具有人文类和多学科背景的馆长占比高

于其他三类图书馆,合计约５８％,民办高校馆具有

信息资源管理和计算机类学科背景的馆长占比高于

其他三类图书馆(见表７).
表７　不同类型高校馆的馆长学科背景分布

图书馆类型
信息资

源管理
人文类

计算

机类

两种及以

上学科

其他

学科
未知

样本馆 １０．５３％３１．５８％ ０．００％ ２６．３２％ ２６．３２％ ５．２６％

一流高校馆 ５．７６％ １３．６７％ ２．８８％ １７．９９％ ５８．２７％ １．４４％

其他公立高校馆 １１．０４％１５．２２％ ３．５８％ １８．５１％ ４８．９６％ ２．６９％

民办高校馆 １３．９８％ ９．６８％ ６．４５％ ２２．５８％ ３９．７８％ ７．５３％

２．３．２　馆员队伍

(１)数量

样本馆平均每家图书馆的馆员数量最多,是一

流高校馆的１．７倍,是其他公立高校馆的３．３７倍,是
民办高校馆的８．５３倍.一流高校馆和其他公立高

校馆事业编制馆员的占比较大,超过７０％.民办高

校馆以合同制为主,占比７９．５６％(见表８).
表８　不同类型高校馆馆员人数分布

图书馆类型
单馆馆员

数量

事业编

占比

合同制

占比

劳务派遣

占比

样本馆 １５９．７９ ７６．４２％ １０．９０％ １２．６８％

一流高校馆 ９３．７０ ７３．９６％ １２．７９％ １３．２５％

其他公立高校馆 ４７．３７ ７２．２３％ １８．３３％ ９．４４％

民办高校馆 １８．７３ １６．８８％ ７９．５６％ ３．５６％

　　过去５年间,不同类型图书馆事业编制馆员、合
同制馆员的变化情况如表９、表１０所示,按照馆均

净值比较,样本馆单馆事业编制馆员减少最多,为

１５．６３人,合同制馆员增加也最多,为２．６８人.民办

高校馆合同制馆员增加高于其他公立高校馆,为

１３８人.
表９　不同类型高校馆事业编馆员５年内变化情况

图书馆类型

事业编馆员

新进 退休
辞职/

调离

５年

净增

５年馆

均净增

样本馆 ３８６ ５８１ １０２ －２９７ －１５．６３

一流高校馆 １０６８ ２４５７ ５１２ －１９０１ －１３．４８

其他公立高校馆 ２７９７ ４９３２ １５７８ －３７１３ －５．４９

民办高校馆 ４８ ５５ ５８ －６５ －０．３４

表１０　不同类型高校馆合同制馆员５年内变化情况

图书馆类型

合同制馆员

新进 退休
辞职/

调离

５年

净增

５年馆

均净增

样本馆 １６４ ３３ ８０ ５１ ２．６８

一流高校馆 ６４０ ７９ ２９０ ２７１ １．９２

其他公立高校馆 １８０６ ５２９ ７７０ ５０７ ０．７５

民办高校馆 １０７４ １２８ ６８２ ２６４ １．３８

　　劳务派遣人员变化情况,样本馆馆均增加最多,
为８．７４人,其次是一流高校馆,为２．３４人.

(２)年龄段分布

各类型图书馆馆员队伍年龄段分布有一定差

异.民办高校馆２９岁及以下和３０—３９岁年龄段的

占比是各类高校馆中最高的(合计５１．６％),样本馆

馆员在３０—３９岁、４０—４９岁和５０岁以上年龄段的

分布比较均衡,均在３０％左右;其他公立高校馆馆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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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４０—４９岁和５０岁以上的占比最高(７４．２３％),
见表１１.

表１１　不同类型高校馆馆员队伍年龄段分布

图书馆类型
２９岁及

以下占比

３０－３９岁

占比

４０－４９岁

占比

５０岁以

上占比

样本馆 ８．０３％ ２９．０４％ ３０．１９％ ３２．７３％

一流高校馆 ６．６６％ ２５．３２％ ３３．９１％ ３４．１１％

其他公立高校馆 ４．４７％ ２１．３０％ ３７．０３％ ３７．２０％

民办高校馆 １２．３５％ ３９．２５％ ３２．８７％ １５．５４％

(３)学历分布

从不同类型高校图书馆馆员的学历分布情况来

看,样本馆和一流高校馆的情况相似,硕士研究生学

历与本科学历馆员的占比相当,均接近４０％;其他

公立高校馆和民办高校馆馆员学历以本科为主,如
图５所示.

图５　不同类型高校馆员学历分布

３　结论

基于上述调查结果和分析讨论,结合６６１家图

书馆反馈的“意见建议”,课题组紧紧围绕“中国式现

代化”这一中心任务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
依据«高校图书馆现代化指南针报告»(２０２１简版)
的基本观点和有关判断,凝练出高校图书馆馆员队

伍建设的顶层设计和绩效评估指导、图书馆人事制

度深化改革、班子领导能力和战略定力提升、馆员专

业能力和创新动力提升、校内外用户深度参与等战

略问题,即这些方面的当前状况与战略目标要求之

间存在明显差距,并认为针对这些战略问题的切实

分析、措施选择、差距缩小等解决过程就是相应的发

展趋势,同时也总结了研究存在的局限和今后的努

力方向.

３．１　发展趋势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需要精神传承和

整体创新,顶层设计和绩效评估将进一步强化指导

我国高校图书馆改革开放４０多年取得的六大

历史性成就之一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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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感人、
融合、奉献、通变、至臻”的图书馆精神是广大图书馆

员在工作中创造的宝贵财富,也要在新的实践中发

扬光大,并引领高校图书馆包括队伍建设的整体创

新发展,而不仅仅是部分发展.
无论是全国性的高校图书馆行业,还是区域性

的高校图书馆集群和专门性的高校图书馆联盟,抑
或是单个高校图书馆,都要处理好整体与部分的辩

证关系.在追求整体创新的过程中,共同的重要选

择就是组织专家加强顶层设计和绩效评估,既有顶

层的整体规划及其实施,视条件分别开展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或模仿创新,又能通过绩效评估总结提高

并促进互相学习和共同发展.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专家指导,相较于

资源建设和服务创新等业务,似乎显得力度较弱.
未来一段时期内,教育部和各地高校图工委出台馆

员队伍建设专项指导意见、馆员规模较大的图书馆

制定馆员队伍建设专项规划、图书馆领域和人才领

域的专家联合开展评估指导工作,都是令人期待的

进展.
(２)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需要价值传承和

协同创新,图书馆人事制度将进一步深化改革

高校图书馆的价值既反映在书刊文献精准采

集、完整揭示和有序组织等默默无闻的实际工作中,
更体现为学校履行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等

使命中润物无声的独特作用.无疑,馆员是图书馆

价值的主要创造者,还可以更深入地参与、更有力地

引领有关教育教学和科研创新工作,在协同创新中

作出贡献.
协同创新强调的是多方认可的共同目标和各方

互补的比较优势.关于高校图书馆的比较优势,我
们似乎习惯于以馆藏文献数量和特色文献品质评判

馆际的比较优势,以可用文献的数量和质量评判相

对于教学科研单位的图书馆的比较优势.其实,高
校图书馆最具可比性和生命力的比较优势是专业馆

员.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图书馆量力而行固然值

得肯定,确立更大目标、协同创新求得更大发展也是

重要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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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人事制度改革不能

仅仅是馆内制度的立改废等优化过程,还要在充分

说明图书馆的独特作用和可能的重要贡献基础上争

取到学校领导的肯定和指导,在充分沟通交流的基

础上争取到学校组织、人事、财务等部门的理解和支

持.未来一段时期内,高校图书馆内设机构和岗位

体系不断优化、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标准更重实绩、多
种用工制度引进人才、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等良好

局面或将出现.
(３)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需要经验传承和

自主创新,班子领导能力和战略定力将更全面提升

高校图书馆的丰富馆藏是历年积累建成的,其
文化底蕴也是迭代积淀形成的,相对而言,其历史经

验的积聚就不够充分,也难以持续.教育部«普通高

等学校图书馆规程»就高校图书馆的管理体制明确

指出:“图书馆在学校授权范围内实行馆长负责

制[４].”设立党委的高校图书馆还按照有关规定,建
立“集体领导、党政分工合作、协调运行”的工作机

制.这种体制机制强调了领导班子及其作为班长的

馆长的重要性,要求本届班子和本任馆长担当作为,
继往开来,既承续以前的历史经验,又创造性地奔向

本馆的战略目标.
馆长和其他班子成员无论具有信息资源管理、

人文学科、信息科学技术抑或是其他专业背景,来自

馆内提任、其他单位调任抑或是教师兼任,都需要学

习掌握当前的形势与任务,从中读出精神状态、努力

方向和创新课题;都需要总结明晰本馆的历史经验;
都需要研修借鉴他馆的先进经验;都需要交流制定

发展规划;都需要决策引领全体馆员老师开拓创新.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班子建设,取决于

学校的干部、人事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班子的自身

建设也尤为重要.上述学习、总结、研修、交流、决策

等共性的领导能力,以及融入学校发展战略的图书

馆战略蓝图的科学制定、持续引领、自主创新等战略

定力,在新发展理念引导下,通过学校有关部门和图

书馆形成合力,得以全面提升.
(４)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需要理论传承和

万众创新,馆员专业能力和创新动力将全面提升

高校图书馆的精神、价值和经验均是馆员劳动

创造的.除此以外,图书馆学学科领域关于馆员的

理论研究远比图书馆其他方面的理论具有更多的共

识,馆员的劳动性质、专业特征、职业特点、社会地位

和作用、素质和素养要求等一直都是理论热点.这

与实际工作中馆员受到的重视程度形成较大反差.
这种反差与馆员的入职门槛和创新要求不高、岗位

可比性和专业竞争性不强等情况有关.
馆员的专业能力不是学科的专业能力,而是与

文献或用户打交道的能力,是直接参与用户所需服

务的能力.在实际工作中,如果更多的馆员具有更

高的创新意识、更强的创新能力、更有力的创新行动

和更显著的创新效用,直至“人人创新”,那么,馆员

的不可或缺性和不可替代性就会更突出.可见,馆
员入职后个人的努力学习、实习实践和组织的系统

培训、专题培训应该成为优先选择.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专业馆员培育和引

进将成为高校图书馆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抓手.
馆员的文献精准采集、揭示和组织能力、知识有效挖

掘、关联和传播能力、用户深度交往、交流和交融能

力以及需求对接、问题识别、服务提供能力等专业能

力,还有馆员激励机制、成长机制、竞合机制等创新

动力,在新发展格局构建中,通过个人和组织的共同

努力,得以全面提升.
(５)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需要技能传承和

开放创新,校内外用户将更深度参与

随着信息技术条件的急剧演变、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的迅猛发展、图书馆知识和技能的普及,图书馆

的边界已不再清晰,图书馆已成为众多技术和产业

的应用场景.如果这时还不够开放,死守独立性和

封闭性,图书馆的价值空间必被挤压,馆员的用武之

地也必被压缩.拥抱社会,变革中适应社会和壮大

自己,恐怕是图书馆实现各自目标的基本态度.
高校的人事制度改革不断深化,除了传统的所

谓事业编制教职工外,还有«劳动法»确立的劳动合

同制、劳务派遣制和非全日制工作人员.多种用工

制度综合考量,恐怕是更为可取的选择.根据图书

馆开放创新的视角,吸纳师生等校内用户和校友等

社会用户参与管理和服务,将在相当程度上壮大图

书馆员的力量;组织图书馆员与社会力量联合开发

部分服务项目和技术项目,而不仅仅是依法采购或

委托开发,将更大程度上确保可持续性.
高校图书馆馆员队伍建设的用户深度参与是明

显的发展趋势.学生作为志愿者参与服务,以勤工

助学方式参与某些工作或成立专门的学生社团协助

开展工作,将继续巩固和拓展.同时,以非全日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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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形式吸纳在校师生、退休教职工、社会人员,承担

相应职责,这支“助理馆员”队伍也将不断壮大.

３．２　研究局限与努力方向

本课题研究由于学识、时间和篇幅等方面的限

制,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比如:调查问卷规范程度不

够,给各馆填写时带来不便;只针对本科院校图书

馆,没有对部分高职高专院校图书馆的数据进行分

析;馆员队伍建设是政策性很强的事业,未能有更深

入的分析和趋势判断.
下一步,课题组将在以下方面进行完善:在研究

设计上,进一步加强高校图书馆队伍建设的战略问

题识别,强化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研究方法上,
结合研究实际不断完善问卷设计与分析过程,为高

校图书馆提供动态的趋势预测;在研究内容上,在宏

观研究的基础上增加具体的、专项的工作研究和经

验交流,挖掘并推广各地建设中出现的优秀案例和

先进典型;在成果应用上,加强与全国各地高校图工

委的深入合作,定期分析评估全国各级各类高校图

书馆馆员队伍建设情况,加强与人事、人才管理部门

的沟通交流,争取更多理解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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