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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在信息环境下我国大学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对策研究

———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裴微微∗　吕淑贤　萧群

　　摘要　在调研泛在信息社会与泛在图书馆的理论及国内外研究概况的基础上,对泛在信息

社会对我国大学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进而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提出泛在

信息环境下我国大学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的对策和发展思路.
关键词　泛在信息社会　泛在图书馆　人力资源管理

分类号　G２５２．６５
DOI　１０．１６６０３/j．issn１００２－１０２７．２０１６．０６．００５

１　引言

当前世界各国正经历由“e”社会向“u”社会过渡

的变革.自２００２年起,韩国、日本、美国、欧洲等发

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启动了旨在推动“泛在网络”建设

的国家战略计划:UＧKorea、UＧJapan、SmarterPlanＧ
et、IＧEurope.２００９年８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

宝同志提出“感知中国”概念,这与泛在网的实质非

常一致.
在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要提高服务质量,除

了要有先进的技术设施,提升馆员素质,从而更好地

使用和推广这些技术则更为重要,因此图书馆的人

力资源管理亟待加强.而当前,国内对泛在信息环

境下图书馆人力资源的研究仍然相对匮乏.

２　泛在信息社会及泛在图书馆的研究概况

２．１　泛在信息社会

“泛在信息社会”是“信息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

或结果,其显著特征是信息技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

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时随地服务于人们的各种

需求.泛在信息环境具有泛在性、智能性和隐蔽性

的特点.泛在性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泛在智

能网络及通讯技术的无缝链接,使用户可随时随地

利用周围任何普遍存在的网络设备,如电脑、电视、
平板电脑、手机、电子书阅读器等,访问所需要的信

息或获取所需的服务,接收或发送信息、知识和命

令,而不受时空限制.其二是指人们周围普遍存在

着许许多多内部互联的嵌入式系统,被各种智能的

和直观的界面所包围.智能性是指系统能通过人的

行为自学习,判断人的意图,并通过自我调整来做出

相应反应,以适应和满足人的需求.隐蔽性是指泛

在环境具备灵敏的“洞察力”,能够识别人的存在、人
的状态变化、需求变化以及环境变化,并且通过一种

无缝的、隐蔽的、常常是不可见的方式对人的需求作

出响应[１].

２．２　泛在图书馆的构成

根据２００８年专家在马来西亚数字图书馆研讨

会中所提出的泛在图书馆的构成框架[２],泛在图书

馆由以下四个主要的层次构成:信息存储层、信息管

理层、功能层、信息展示与交互层(见图１).
处于最底层的信息存储层也称基础设施层,包

括了高速网络、RFID、智能卡以及各种存储设备,它
们之间通过高速的有线、无线网络连接,构成了一个

互通的整体;在此之上的是信息管理层,也称信息架

构层,由复合内容、泛在图书馆系统、联合目录以及

通讯标准与政策构成,是泛在图书馆构成中最为重

要的部分;更上一层是功能层,主要实现文献传递和

信息资源传播的功能,由图书馆、信息供应商、物流

以及一卡通等组成;最上面一层为面向用户的信息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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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泛在信息社会中的图书馆构成框架

展示和交互层,主要由图书馆读者、在校学生、社会

人员以及高级研究人员组成,泛在图书馆的服务对

象已经扩展到不同国别、不同语种的读者.泛在图

书馆是由多个层次、多种功能构成的复杂体系,突破

了传统图书馆的信息资源服务模式,实现了以用户

为中心,按照用户的需求变化提供到身边、到桌面的

随时随地的服务[３].

３　泛在信息环境对我国大学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

的影响

３．１　泛在信息环境要求图书馆进行管理机制优化

根据国内外对泛在图书馆研究的成果,通过整

合和完善,有研究者将泛在图书馆的含义进一步描

述、概括为IOA (InternetOfficeAutomation,即基

于互联网的协同办公系统)条件下的８A 图书馆,简
称IOAＧ８A 泛在图书馆[４].要做到这样的泛在化转

型,图书馆的组织管理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调整与

变革.
首先,从服务主体分析.泛在图书馆的服务主

体为任何图书馆(AnyLibrary),要为全球所有用户

(AnyUser)提供泛在服务.这就要求作为服务主

体的馆与馆之间形成普遍而深入的联系,即意味整

个图书馆行业需从宏观层面建立起一种泛在化的管

理运行机制,形成遍及全球各地的图书馆网络服务

系统,这样才能实现有用户存在就有图书馆存在、用
户在哪里图书馆服务就在哪里.

其次,从服务条件分析.泛在图书馆的服务条

件是基于互联网和免费的开放存取(OpenAccess)
模式.这就意味着除了技术和设备条件外,作为服

务主体的图书馆还必须建立起与之相适应的基础管

理模式.
第三,从信息资源角度分析.泛在图书馆的信

息资源范围更加宽泛,包括任何时期(AnyPeriod)、
任何类型(AnyType)、任何格式(AnyFormat)和任

何语种(AnyLanguage)的信息资源,相应的知识信

息的搜集处理、加工编辑、储存传播等将向更高层次

发展.资源组织将具有网络化特征、群体化特征、特
色化特征、面向用户特征以及整合化特征,进而产生

资源组织云模式化、资源与服务一体化的发展趋

势[５].信息资源的传播也将不再是传统的单一链条

模式,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出版者、在线知识供应商、
图书馆或一个信息系统[６].这样的信息资源特征对

图书馆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图书馆需要对

机构设置、业务流程、工作模式等进行相应的调整与

变革,才能满足信息资源的需要.
第 四,从 服 务 特 点 分 析. 任 何 时 间 (Any

Time)、任何地点(AnyPlace)的时空特点是泛在化

图书馆对服务提出的首要要求,蕴含着服务方式的

多样性和开放性、服务形式的移动性、服务的人性化

以及主动性等多重涵义[７].从用户需求角度更进一

步分析,泛在图书馆用户对信息需求的多样性、专业

化和纵深化、系统性以及个性化的需求特征,要求图

书馆必须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服务模式,以满足用户

需求.因而图书馆必须建立与泛在服务相应的管理

与运行机制,才能实现泛在化进程中服务理念与模

式变革的需要.
综上可见,图书馆的泛在化转型不仅在宏观上

要求整个图书馆领域建立起有利于实现泛在化的管

理运行机制,而且要求每个泛在化建设进程中的图

书馆建立起满足泛在图书馆资源与服务等要求的全

９２

泛在信息环境下我国大学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对策研究/裴微微等
CountermeasureResearchonChinasUniversityLibraryHumanResourcesManagementintheUbiquitousInformationEnvironment/PeiWeiwei,etal．　　　　



2
0

1
6

年
第6

期

馆管理模式与运行机制,进而细化到每项工作内容

和业务环节.由于传统的业务组织模式与工作模式

都将发生彻底转变,图书馆必须对组织机构进行重

新审视与调整,构建适宜的内部组织架构以满足泛

在图书馆建设的需要.以传统单链式业务流程中的

工作环节为基础的机构设置方式应被打破,转而从

泛在服务的内在要求及泛在图书馆建设的需求出发

搭建组织架构,并且注意兼顾本馆的功能与特色.

３．２　泛在信息环境对人力资源的新要求

在泛在信息环境强烈冲击的特殊环境下,要建

成泛在图书馆,除了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的管理体

制、合理的机构设置以及过硬的技术设施外,拥有能

够掌握和推广这些理念与技术的高素质馆员至关重

要.因而,必须要重视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使人

力资源适应泛在图书馆建设转型的需要.
图书馆员一直是图书馆发展中的一大要素.英

国图书馆学家哈里森曾说:“即使是世界一流的图书

馆,如果没有能充分挖掘馆藏优势、效率和训练有素

的工作人员,也难以提供广泛有效的读者服务”[８].
在泛在信息环境下,资源和服务的新特点对图书馆

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对人力资源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
(１)泛在信息环境下馆员角色的转变.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图书馆员的角色一直在趋

向多元化,不仅是服务者,还是信息提供者、信息组

织者、信息传递者、教育者以及学科专家等.在泛在

信息环境下,馆员要承担的角色内涵又进一步拓展

和深化了,泛在图书馆的基础———互联网将大大强

化馆员的信息专家角色;泛在图书馆无处不在无时

不在的深度知识服务特征又大大提高了对馆员担任

学科专家、知识服务者、信息导航者等角色的要求;
同时馆员的教育者身份也越来越突出[９],还将越来

越多地扮演教学合作伙伴、科研助理等角色.此外,
在开放存取的资源获取环境下,馆员还要承担知识

产权专家、出版助手等角色.因此,泛在信息环境要

求图书馆员必须成为可以扮演多个角色的多面能

手,具有多重身份、多种角色,擅长以团队合作的方

式协同工作.
(２)泛在信息环境对馆员能力与素质的要求.

２００１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出版的«员工发展实用

指南»,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进行了专门

论述.图书馆员的核心能力体系包括１２个方面:

(１)分析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决策能力;(２)沟通

能力;(３)创新性;(４)经验和技术知识;(５)灵活性、
适应性;(６)人际交流、群组交流能力;(７)领导能力;
(８)组织理解力和全球思维;(９)归宿感、责任感、可
依赖感;(１０)计划与组织能力;(１１)资源管理;(１２)
服务态度、用户满意[１０].在泛在知识环境下,图书

馆泛在的技术和泛在的服务对图书馆员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尤其在以下几个方面:(１)信息感受及洞

察力;(２)信息检索能力;(３)知识信息组织及创新能

力;(４)外语能力和现代信息交流工具的使用能

力[１１].这些能力,应被视为泛在图书馆馆员的基本

专业技术能力.
除了专业技术与能力外,泛在信息环境还要求

图书馆员具备更全面的素质,不仅包括专业技能与

知识储备,还包括职业素质和个人潜能等.有研究

者用“胜任力”这一概念对泛在信息环境下馆员的综

合能力要求做出了详细的说明(图２).

图２　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员胜任力模型[１２]

鉴于泛在信息环境对图书馆员提出的新要求,
以及图书馆员在图书馆未来发展中举足轻重的作

用,人力资源管理必须作为图书馆泛在化建设中的

重点工作,必须要适应泛在图书馆建设的转型.

３．３　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

方向

在图书馆的泛在化进程中,人力资源管理要在

整体管理机制优化与机构调整的基础上进行相应调

整.根据泛在图书馆的特征和内在需求,结合当前

研究成果与调研结果,人力资源管理的发展方向主

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１)转变管理理念.
正确而科学的管理理念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基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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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在图书馆的泛在化进程中,要善于引入先进的

管理理念,从人(用户和馆员)的实际需求出发,将基

于泛在信息的价值观贯穿于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的

全过程,从而制定出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人力

资源管理方案.在网络化和开放存取的大环境中,
要建立图书馆、馆员、用户三维目标有机结合的管理

系统,实现工作效果的最优化和效率的最大化.例

如,当前有许多研究者正在将 ERG理论(Existence、

Relatedness、Growth,即生存的需要、相互关系的需要

和成长发展的需要)[１３]、胜任力模型[１４]等引入到泛在

信息环境下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中来.
(２)完善岗位设置与岗位管理.
在图书馆泛在化进程中,要根据泛在化服务的

需要来重新审视和设定岗位,并且要用科学的模式

进行管理,从而使馆员可以发挥多个角色的作用,以
满足泛在服务的要求.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合理

的岗位管理和考核体制作为保障.目前国内的多所

高校图书馆在泛在化建设进程中纷纷进行岗位管理

领域的探索,如推行主责副责的 AB岗制管理模式、
由员工相互考核、部门主任考核、馆考核领导小组组

成的“三级考核体制”等[１５].
(３)优化人才结构,引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
根据泛在信息环境对馆员角色、能力及综合素

质的要求,在人才建设方面要优化学历结构、职称结

构与专业结构,实行合理的选聘制度和培养制度,引
进和培养高素质人才.当前国内外许多图书馆,都
在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上不断改革.目前,国内的

大部分图书馆的新员工招聘,学历要求通常是硕士

研究生及以上,并越来越看重应聘者的学科背景和

专业素养;在人员招聘、人才选拔、岗位设置等方面

严格实行以岗设人机制,并重视对馆员的培养.
(４)加强泛在化进程中的馆员能力建设.
在泛在化进程中,加强图书馆员的能力建设,首

先要强化馆员的泛在化意识教育,在普及泛在化理

论及实践成果的基础上,使馆员充分了解泛在图书

馆对馆员素质和能力的要求,使馆员主动融入泛在

知识环境中.其次是提高馆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

质,提高核心竞争力.要做到这一点,仅凭馆员个人

努力远远不够,图书馆要针对馆员实际需要,积极鼓

励、安排馆员参加各专业、各专题的知识培训,并营

造终生学习的氛围,鼓励交流和创新思维,从而助推

馆员专业素养和服务能力的提高.

(５)建立有效的绩效考核及激励机制.
由于泛在图书馆对馆员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更

高要求,因此在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中,有必要以岗位

考核为核心,建立一套科学的绩效考核机制以及激

励机制,以激发馆员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成为泛

在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源泉.激励方式上要兼顾物质

激励和精神激励,注重激励的有效性、公平性、层次

性和持久性.此外,还要注意在支持组织目标和组

织文化的前提下,参与每一个馆员的职业生涯规划,
为馆员发展创造条件,同时满足员工个人进步和组

织内人力资源建设的需要,实现双赢.
(６)营造泛在环境下的图书馆组织文化.
在泛在化进程中,图书馆应更加重视深层次的

泛在图书馆组织文化建设.要在推广泛在化理念的

基础上,强化集体的泛在化意识;营造图书馆员不断

学习的组织氛围;鼓励馆员间的交流与讨论,形成平

等、开放、宽松、愉悦的工作环境;大力弘扬创新精

神,鼓励头脑风暴;号召图书馆员发扬团体协作精

神,实现团体效益.通过组织文化建设,不仅可以增

强馆员的认同感、归属感,还有利于在和谐的氛围中

激发馆员的上进心和创造性,从而有利于馆员自身

的职业生涯发展和泛在图书馆的未来发展.

４　泛在信息环境下我国大学图书馆人力资源管理

对策———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例

尽管每个图书馆的馆情、服务特色各不相同,但
总体而言,泛在化转型中的图书馆在文献资源建设、
图书馆管理等各项工作的改革与创新方面还是呈现

出一些共同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一项近期的调研结

果显示[１６],国内高校图书馆在泛在化进程中的管理

工作上呈现了一些共同特点,例如在人力资源管理

方面,队伍建设与激励机制成为图书馆发展的核心

动力,具体表现包括:①重视人才培养和引进.各馆

近年来新员工招聘的学历要求通常是硕士研究生及

以上,并看重应聘者的学科背景和专业素养.②实

行岗位聘任制度,评聘分离.③建立激励机制,物质

激励和精神激励相结合.随着泛在化转型的不断深

入,各图书馆将结合自身的情况与特色,探索出成熟

的管理模式.

４．１　泛在信息环境下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机制

调整方向探索

北京大学图书馆是我国最早的现代新型图书馆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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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百余年来伴随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北京大学

图书馆一直致力于管理模式、工作机制以及人力资

源等方面的改革与探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北京大

学实现了自动化的跨越.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的应

用随之带来了先进的图书馆业务管理理念,极大地

促进了图书馆业务管理的科学化.北京大学图书馆

借此梳理了业务流程,调整了业务部门设置,并通过

制订业务规范,进一步明确工作流程和规章制度,实
现了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管理.

２００９年,北京大学图书馆根据数字环境下的业务发

展趋势,对机构进行了重组,管理进一步有序化、明
晰化.随着图书馆向泛在化转型推进,以业务流程

为导向划分的机构设置与工作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泛

在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和服务的需要.因此,在泛在

信息环境下,北京大学图书馆迫切需要突破传统工

作模式,根据泛在信息环境下资源建设和服务的要

求来重新规划工作机制,以推进泛在化转型.
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人力资源的实际情况和泛

在业务发展的趋势,我们计划在泛在化进程中推行

一种实体机构与跨部门虚体工作组相结合的运行模

式,即在整合、重组现有业务部门的基础上,同时增

设跨部门的工作组,两种工作机制紧密结合,以满足

用户对资源的需求以及泛在服务的需要.实体机构

设置,我们将改变以往按照资源的选择、采集、发布

等业务流程划分的组织方式,根据资源管理和用户

需求,对内设机构进行进一步的改革重组,并在此基

础上创建若干跨部门工作小组,如信息素养教育组、
用户服务推广组、社交媒体运维组、学科馆员服务

组、新技术研究与应用组等(如图３),推进跨部门的

协作与交流.
上述工作机制和组织机构调整方式,在理论上

有利于促进图书馆在泛在化进程中的资源建设和服

务创新,推动图书馆的泛在化转型.但在操作层面,
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与尝试,及时总结经验和教训,努
力推行合理的人力资源管理机制,以满足北京大学

图书馆泛在化的需要.

４．２　北京大学图书馆泛在化进程中的人力资源改

革方向探索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北京大学的机构改革中,北
京大学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水平也得以提

升,通过明晰工作流程、科学设岗、实行岗位聘任和

岗位津贴制度等举措,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提高工

作效率起到了很大作用.２００９年,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前述改革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人

事改革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根据业务发展,重新梳

理工作岗位及岗位职责;继续完善岗位聘任、岗位考

核机制;大力加强队伍建设,改革用人机制,培养拔

尖人才和学术带头人等.自２００９年起,北京大学图

书馆实行了区分事业编制与流动编制的分类管理制

度;在岗位聘任方面,实行岗位级别与个人职称、资
历脱钩制度,力求突破原有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限

图３　北京大学图书馆泛在化建设的组织机构调整设想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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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２０１１年,修订并实行岗位考核与评估办法,实
行自评、群众评议与领导评价相结合的考核模式.

２０１３年,将劳动合同制人员的考核纳入岗位考核工

作,进一步规范了劳动合同制人员的管理;部门干部

聘任工作也进行了新探索,遵循公开招聘、双向选

择、按需聘用的原则,由岗位聘任委员会组织竞聘

工作.
在泛在信息环境下,传统的一人一岗的状态及

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满足泛在信息服务对馆员多重

角色和多重能力的要求,因此需要结合机构调整,对
岗位设置和管理模式进行调整.

　　(１)岗位设置与管理模式.
首先,在内设机构改革重组的基础上,计划根据

泛在图书馆的业务和服务需求重新规划岗位.在全

馆统一协调下,由各部门提出岗位设定需求,经过汇

总和调研,合并重复性岗位,减少不重要岗位,增设

面向新需求的岗位,如知识产权馆员、数据监护馆

员、学习支持馆员等新岗位.
其次,准备以实体机构部门与跨部门工作小组

相结合作为基本模式,在年轻馆员中试行主副岗工

作制度:除主岗外,每名年轻馆员需跨部门确定一个

或多个副岗,在全面履行主岗工作职责的同时,必须

完成副岗工作任务,实行岗位双(多)定、一人双(多)
责、业绩双(多)考,从而实现灵敏感知、快捷反应,努
力满足泛在服务的需要.与此同时,探索实行与主

副岗模式相适应的岗位考核制度,要求馆员不仅精

通主岗业务,还要熟悉副岗业务,并能够保质保量地

完成工作任务,以此推动馆员素质由“一人一专”向
“一专多能”转变,促进年轻馆员成为复合型人才.

(２)人力资源建设与管理.
在人力资源建设方面,计划进一步调整人员结

构,在优化人员引进工作的同时,重点完善岗位管理

和人员培养机制,加强对馆员的终身职业生涯规划

的引导与帮助.同时提升岗位考核的效果,建立起

泛在信息环境下图书馆人才建设的激励机制.随着

事业编制人员的退休,逐渐扩大合同制人员、学生助

理员的聘用规模,并对其实施科学有效的管理.在

国家、学校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尽最大可能地改善员

工工作条件和收入水平,积极探索打通合同制与事

业编制的渠道,尝试把长期表现优秀的合同制员工

吸纳到事业编制中来.

(３)制度与文化建设.
北京大学图书馆在泛在化进程中,还将根据机

构和人事改革的进程,不断完善规章制度,及时补充

新规章,根据业务变化修订旧规章.依托工会和教

代会,加强泛在图书馆文化建设,形成以人为本、以
用户为中心、服务至上的图书馆文化,充分调动员工

积极性,强调团队合作和创新精神,增强馆员的凝聚

力与向心力,从而增强团队的活力和创新力.
我们力求通过上述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改革举

措,努力缓解泛在服务的高要求与北京大学图书馆

目前人力资源紧张的矛盾,保证工作效率的最大化,
既有利于馆员综合素质的不断提高,也能够满足泛

在图书馆对馆员的需要.

５　结语

泛在信息环境下,移动应用、云服务、大数据分

析等瞬息万变的新技术,以及随时随地开放存取等

新型服务,正在从各个层面影响图书馆的运营模式

与组织方式,进而也对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因而,做好泛在信息环境下的图

书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必须摆脱传统的岗位考核

等管理观念的束缚,积极开拓创新,以科学的对策满

足泛在化建设的需求.
当前,根据图书馆泛在化转型的实际需求来进

行管理机制创新与人力资源管理改革已经是国内外

许多图书馆的共识之举.国内高校图书馆已经纷纷

着手进行管理机制调整与创新,向着科学化、专业化

的方向发展,以适应目前图书馆泛在化转型中资源

建设与服务响应的迫切需要.随着泛在化进程的推

进,高校图书馆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也必将迈入一

个崭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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