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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当前纸质藏书质量的深层次因素分析与思考∗

□蔡迎春

　　摘要　当前我国图书出版行业发展迅速,纸质图书的出版品种已居世界前列,但图书质量仍

存在问题,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低价值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状况对图书馆的馆藏发展造成了很大

影响,藏书质量问题堪忧.归纳并分析了影响当前纸质藏书质量的各个关键因素,指出在图书出

版质量、图书采选理念、藏书采选机制和藏书采选人员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在现阶段,可

以通过以下四项措施来提升图书馆的藏书质量:制定具有专业思维的采选策略,合理平衡“价值

论”与“需求论”的关系;探索有利于藏书发展的招标制度,建立多维有效的采选推荐途径;强调

“访”的重要性,通过实证研究强化“文献发现”能力;分析馆藏现状,强化特色资源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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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我国纸质图书出版量迅速增

长,出版品种居世界前列.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网站发布的各年度«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
我国５８４家出版社,２０１６年共出版图书４９９８８４种,
其中新书２６２４１５种.与２０１５年相比,图书品种增

长５０７％,新书 品 种 增 长 ０７６％[１].事 实 上,自

１９７８年以来,我国图书出版产业发展迅速,每年出

版的图书品种都比前一年有所增长,新书品种至今

增长近２２倍[２].
然而,图书品种的剧增并不意味着我国科学创

新能力的大幅度提升,其中充斥着大量低水平、重
复、跟风、低俗化、粗制滥造的出版物.这种出版状

况对我国各类型图书馆馆藏发展造成很大的影响,
各馆普遍存在可借图书量逐年递增,但是借阅率却

逐年递减的现象.以２０１７年广东省的县、市级公共

图书馆为例,有近一半的图书处于休眠状态,从未被

借阅过,全省各图书馆“常被借图书”(年借阅率超过

３次)的数量约为藏书总量的１０％,其中有７个市、
县级图书馆的“常被借图书”数量低于藏书总量的

１％.在高校图书馆,这种情况也较为普遍,新入藏

图书在入藏后三年期间(这应该是图书出借率最高

的时间段)零借阅率年平均高达４０％－５０％[３].例

如,笔者抽样调查上海地区某市属重点高校的藏借

情况,该校图书馆２０１５全年入藏的可借中文图书共

６８３３５册,这些图书在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度零借阅为

４４４８５册,占到可借中文图书量的６５１％.另据«上
海高校图书馆发展报告２０１６»,在上海地区４２家高

校图书馆中,馆均书刊流通率((书刊外借量＋馆际

互借借出量)/馆藏累计量)仅为６４４％[４].由此可

知,无论是公共图书馆,还是高校图书馆,绝大部分

藏书都处于休眠状态.究其深层次原因,一方面是

数字时代,用户可能更多的寻求其它途径获得资源

或增加各方面的知识积累.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

说明当前图书馆藏书质量堪忧,无法满足用户对特

定资源的需求,而转向其他途径获得.
图书馆作为记录和积淀人类精神、思想和知识

的最重要的载体,书籍仍然是最重要、最基础的资源

类型.尤其在目前全民阅读的背景下,纸质图书仍

然拥有众多的忠实读者.据«２０１７年上海市民阅读

状况调查报告»显示,过去一年间上海市民平均阅读

量为６６４本,纸质图书阅读时长连续两年下降后首

次反弹,近六成被调查者认为纸质图书具有最好的

阅读效果,而“需要深度阅读”是纸质图书受青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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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原因,连续五年占据选项首位[５].由此可见,沿
袭了几千年的纸质图书阅读习惯并没有因为电子图

书的兴起而被取代.另外,在目前的评估指标中,纸
质图书仍然是考察图书馆的重要指标之一,各图书

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或者是以人文见长的高校,
以及综合性高校图书馆,纸质藏书经费仍占较大比

例.而藏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用户的阅读体

验,甚至对图书馆办馆理念造成较大影响,已经成为

目前图书馆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在２０１８年中国图

书馆学术年会上,已引起了文化和旅游部领导的高

度重视,设立“如何提升图书馆藏书质量”主题专场

进行探讨,以期引起出版界、图书馆界等业界专家和

同仁的关注.因此,对影响当前纸质藏书质量的深

层次原因进行分析与思考尤显重要.

２　对影响藏书质量因素的分析

藏书质量主要体现在藏书的内容和结构两方

面,好的藏书一般是通过长期采购积淀下来的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图书.因此,书买得好不好直接影响

到藏书的质量.但是,目前来讲,大多数图书馆的藏

书在内容方面过于通俗化,缺乏专业性,在结构方面

则没有特色,日益趋同.究其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

当前图书出版现状是影响藏书质量的最直接因素,
藏书采选理念和采选机制是影响藏书质量的外在因

素,而采购人员对藏书质量起到决定性作用.

２１　图书出版质量

图书出版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图书采购的质

量.但是,随着年图书出版量的逐年递增,我国图书

出版质量却不断下降,出版比例失衡、低水平重复、
同质化出版屡见不鲜.

一方面,随着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的确

立以及科技的发展,金融、管理和计算机类文献出版

量与日俱增,传统人文、历史类图书出版量则不断缩

小,由此造成图书出版的学科结构发生变化.例如,
对２０１６年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京人天书

店有限公司及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三家供应

商提供的书目合并去重后进行分类统计,人文社科

类图书占到５６８４％,其中经济、管理类图书占比

１１１８％,法律、政治类图书占比７７２％,也就是说

人文社科类出版图书中的１/３是经济管理及政法类

图书;理工学科图书出版比例为１９９４％,其中计算

机技术类图书占比达到６５８％.从所占比例来看,

经济管理类、法律类图书,以及计算机类图书的出版

远远高于其他学科的出版比例;另一方面,中文图书

的低水平重复出版和同质化现象非常严重.据统

计,截 至 ２００７ 年,在 中 文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CSSCI)中被引用过１次及以上的图书仅占相应时

间段所出版图书总数的１３％[６].另据武汉卷藏信

息有限公司书目数据显示,书名为«大学计算机基

础»的图书达到８２２个品种,涵盖了７８家出版社书.
名为«福尔摩斯探案集»共有２６０个品种,涉及９８家

出版社.而以计算机类图书为例,“C语言”图书同

质化现象非常严重,基本达到雷同;“C＋＋”类图书

同质化程度较低,但已有同质化恶性发展趋势[７].
以上统计数据无不说明,面对当前图书出版质

量良莠不齐的情况,如何采选高质量的图书已经成

为目前大多数图书馆藏书建设的难题.

２２　藏书采选理念

一直以来,图书馆对于馆藏资源建设更注重从

采购和利用的角度对其进行质量评估.通过中国知

网(CNKI)相关统计,此类分析和讨论藏书质量和评

价指标的文章在２００９年达到顶峰,之后热度有所减

弱.最近越来越多的图书馆开始关注以用户需求为

导向,尤其在２０１１年以来,国外流行的读者决策采

购(PDA)作为一种成熟电子图书采选模式被介绍进

国内,许多高校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都尝试用类似

的以读者为主导的模式,对中文纸质图书进行按需

采购.尤其是在这两年全民阅读的大背景下,这种

活动愈演愈烈,典型的有内蒙古的“彩云服务计划”、
杭州图书馆的“悦读计划”、绍兴图书馆的“你读书,
我买单”等活动.

不可否认,开放读者的采购权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优点也是显而易见,不但有效提高了读者满意度、
解决了新进图书零借阅率的问题,而且这些活动的

社会评价都很好.但是,任何图书馆活动都应该具

有一定的专业导向,需要在一定的专业决策下进行,
如果在活动的过程中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采

取相应措施进行控制的话,不可避免就会出现问题,
从而导致一些质量低劣,或者不符合馆藏发展策略

的图书掺杂着进入图书馆.尤其是高校图书馆,其
馆藏结构更偏重学术性和专业化,而“你看书,我买

单”等类似PDA 的中文图书采购模式,活动的主要

对象是在校学生,教师由于工作等原因参与较少.
从读者的选书能力而言,目前大学生喜欢碎片化、浅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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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的阅读方式,如果完全按照学生的意愿进行采

购,势必会导致采选图书质量良莠不齐.另外,由于

承诺了读者选书,图书馆肯定买单,图书馆在开展这

类活动时,也极有可能让一些图书供应商钻空子,乘
机诱导读者选择一些利润丰厚的图书,甚至冒充读

者造成虚假需求.如果长此以往,图书馆又缺少相

应的限制措施,势必会影响馆藏建设的系统性和完

整性,一些图书馆有可能变成“畅销书馆”或“积压书

库”.
从采选理念来说,图书馆选书当然应以读者需

求为导向.但是,同时也必须考虑图书的内容价值.
高品质的图书承载着人类传递信息、传授知识、传播

文化、传承文明的重要使命.尤其对高校图书馆来

说,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围绕学校的院系设置

进行采购,否则没有高质量的藏书,也就谈不上高效

率的利用与高水平的服务.另外,图书馆从来没有

忽视过读者荐书的权利,也一直有读者荐书的传统,
我们需要有继续完善的意识,但不能走向另一种极

端.以前是多途径采购,现在完全是简单化地“你推

荐,我买单”,这是一种怠惰方式,同样会极大地影响

藏书质量的整体完善.
我国的藏书建设研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未已经

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但是,在社会文献生产

状况发生较大变化的背景下,有些理论也需要重新

认识[８].例如,以往五级藏书制度中的“完全级”理
论,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全品种采购”观念.对于少

部分有着地区文献保障任务的公共图书馆来说,“全
品种采购”确实能完整、系统地搜集和保管本国和本

地区的文献,如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而对于

大多数图书馆,特别是高校馆来说,如果只要经费许

可,就把该学科的书全部买进的话,也意味着很多无

甚价值的图书,以及大量同质化图书进入馆藏.

２３　藏书采选机制

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以来,绝大多数图书馆的文献

采购项目由政府统一进行,通过“政府招标”确定图

书供应商,然后由图书供应商提供书目,图书馆再根

据图书供应商提供的书目选择采购.这种方式看似

杜绝了图书采购方面各种不正当的行为,但是,在某

种程度上却是以藏书质量为代价的.一般来说,图
书馆也希望与综合实力强,能提供优质图书与服务

的供应商加强合作,获取适合师生需求的品种齐全,

专业性、学术性高的文献资源,但是从采购招标执行

的效果分析,普遍存在低价中标和采选渠道单一的

问题.
(１)低价中标问题.
目前,图书馆招标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政府

招标,公共图书馆基本都采取这种形式;另一种由学

校成立专门的招标委员会,由纪检部门、财务部门、
审计部门等上级主管职能部门负责人和图书馆领导

组成.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均存在评标专家中图

书馆专业人员所占比例太少,来自其他领域或部门

的专家大多对馆藏建设目标不甚明确,常常有简单

依靠招标资质、投标商提供的各种数据指标及报价

来打分的问题,由此很容易导致低价者中标.当然,
有的学校为了降低采购成本,发挥经费的最大效益,
不顾及图书馆的诉求,也可能出现低价中标的情况.

供应商为了能中标,会夸大自己的实力,满足学

校所提出的各项要求.但是一旦低价中标,出于逐

利因素的驱使,其所提供的图书质量、到馆率、到馆

周期、MARC数据质量等都有可能无法满足图书馆

的要求,进而影响藏书采选的质量.以与我们有合

作关系的北京某大型图书供应商提供的数据为例,

２０１６年其在各省的平均中标折扣为６８１３％,而出

版社发书的折扣一般均高于６３折,书商的运营成本

合计为１０５％,那么其中标折扣必须要在７３５％以

上才能够盈利,才有可能全方位地供书,并给图书馆

提供最好的服务.另外,通过折扣对比发现,全国有

１００余家出版社的发书折扣很高,如果供应商正常

供货的话势必是要造成亏损的,而这１００余家出版

社恰恰又是对高校图书馆来说必备的国家级或权威

性的学科专业大社.可想而知,如果出版社的发书

折扣加上成本折扣小于中标折扣,那么书商就可能

在其他方面做文章,包括把书目品种上一些低折扣

的书、质量不好的书或其他渠道的图书掺杂在一起,
提供给图书馆,而把一些权威大社的折扣较高的图

书排除在可供书目之外.如果图书馆长期依赖书商

提供的书目采选的话,必然直接影响藏书质量.
另外,规模较大的出版社为了控制风险和规范

市场,仅授权给一些大的图书供应商,同时,还要求

进行帐期管理或资产抵押,如果图书供应商中标价

格较低,其运营经费不足的话,则无法达到出版社的

要求,也无法得到这些出版社的书目数据,更不可能

增加成本从其他渠道供货,从而导致图书馆很难从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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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声誉良好的大型出版社买到高质量、有品位的

好书,必然也会影响到图书馆的资源建设工作和藏

书质量.
(２)采购渠道单一.
实行图书采购招投标制度以前,采选人员可以

去任何地方采购图书,包括各大出版机构和一些具

有人文特色的书店,采购渠道相当广泛.但是招标

后就只能与供应商合作,选择余地变窄,采购渠道变

得单一.但是,如果书商书目涉及到的出版社广泛、
全面、可供书目量大,那么图书馆选书的余地就大,
如果书商书目不全面,就意味着一些有价值的图书

被排除在采选人员的视线之外,图书馆将与这些图

书失之交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书目的“供全率”
是图书馆藏书质量得以保证的一个重要指标.据统

计,２０１７年全国出版新书在２６万种以上,而对北京

人天书店有限公司、湖北三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北
京百万庄图书大厦有限公司、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

馆藏图书有限公司四家图书供应商２０１７年可供书

目数量进行的统计,多则１４万条,少则１１万条,平
均可供书目仅为出版数量的一半左右,可见各家书

目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不完全的情况.另外,通过

对四家供应商２０１７年的书目进一步对比,以 A 大

类为例,各家均在３００种左右,相互重复率在７８％
以上.一般来说,重复率越高,说明差异化越小.各

家供应商提供书目品种差异较小,对于图书馆而言,
就极有可能造成馆藏逐渐趋同,无法形成自己的特

色,导致“人有我有,人无我无”的局面,在这种情况

下,藏书的专业性和特色化势必要受到严重影响.
另外,高校图书馆由于创建“双一流”等学科建

设的需要,对重点学科、特色专业进行了调整,促使

学科建设需要发生了改变.而对于这部分学科建设

特需的学术书和专业书,一方面由于它的发行量少,
利润空间小,供应商出于利益驱动很少对这部分书

进行书目推荐.另一方面这些书大多是采取合作出

版、作者包销的形式,一般都不列入出版社的年度计

划,各个渠道也难以获得.还有就是对于部分价高

质优的专业书、大型工具书、科学专著和时效性很强

的图书,或属于出版社合作发行,以及有关单位(部
门)特发的图书,也均未进入书商的供货渠道,而图

书馆又无法从其他途径进行采选.因此,这些高质

量、有价值的书,图书馆也就没办法接触到,也会对

藏书质量造成影响.

２４　藏书采选人员

人员因素的影响会对藏书质量起到了决定性作

用,而图书馆的藏书采选人员,除了作为操作层的采

购馆员外,作为领导层的馆长,对于藏书质量的影响

也不可忽视.
(１)领导层———馆长.
一般来说,图书馆大多采用馆长负责的单一、封

闭式的管理,因而馆长层面对藏书采选工作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馆长参与图书采购工作,有利于协调

各方面的关系.例如,发现图书采购中存在问题,或
碰到价格比较昂贵的图书,由馆长出面可以及时调

整采购策略,也可以从单位的用人机制出发,选派一

些素质高、能力强的专业技术人员去采访岗位,直接

提升图书馆采购人员的整体素质.但是,馆长的任

职制度、重视程度、知识结构也会直接影响到藏书的

结构质量或内容质量.
目前,国内图书馆馆长大多实行的聘任制,一般

任期较短,馆长更换频繁,每一任馆长对藏书的重视

程度和其知识结构又不尽相同,因此在不同程度上

会对藏书的质量造成影响.例如,对于重视藏书质

量的馆长,在当前图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会竭尽全

力争取学校更多的经费支持,保征藏书的持续性和

完全性,而不重视的馆长,有可能就放任这种情况的

出现,甚至会在人员编制普遍紧张的情况下,对于藏

书采选或采购制度方面做出将采购工作外包给图书

供应商等诸多不利于馆藏发展的做法.再如,只有

文科背景的馆长,极有可能不了解理工科的文献需

求,更偏重于对文科图书的采选.而只有理工科背

景的则可能更侧重于数据库采购,而忽视纸质图书

的重要性等.
(２)操作层———采购人员.
图书馆的采访人员以前都是“老采购”,在工作

岗位上有着多年经验,并且具有较强的积极性和责

任心,除了几十年如一日地钻研专业知识,也愿意千

方百计寻求各种渠道采选图书.例如,在上海业内

具有一定影响的上海戏剧学院原采访部主任胡传敏

和华东师范大学原采访部主任山顺明.在他们的坚

持下,所属各馆的藏书质量有一定保障,据了解他们

所收的特色书有很多是国家图书馆都没有入藏的.
目前,随着这批人员的退休,大部分采购人员都是新

人,知识结构比较单一,不可能对所有学科的文献都

有全面的了解.另外,相比而言,一部分现在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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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工作的主动性和责任心方面也稍有欠缺.目

前的招投标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采购人员对供

应商的严重依赖,本身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得不到充

分利用,又缺乏走出去或者培养选书素养的动力.
而只有具备较强的主观能动性,才会想办法通过各

种渠道去弥补自己知识结构的缺陷.
其次,一个好的采购人员需要对当前的出版状

况、馆藏状况和馆藏发展策略都有一定的认识,对高

校图书馆来说还需要对教学和科研发展方向具有一

定程度的了解,对应学科种类对书籍购买比例加以

重视,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如果仅凭书商目录以及

个人喜好来选书,就容易导致图书质量不高,实用性

相对较差,甚至被闲置.
最后,在实际操作中,采购人员必须逐条对采访

书目进行审核,再来判断是否需要下订单.供应商

在采访目录中对文献描述的完备准确程度、采购人

员对文献内容的理解以及对所服务对象需求的把

握,对选书的决定至关重要,也将很大程度上影响图

书的利用率.面对种类繁多、逐年增加的各类出版

物,采购人员的工作难度逐年加大,要在短时间内选

购到内容新颖、学术价值高的图书,并非易事.

３　对提升藏书质量措施的思考

３１　制定具有专业思维的采选策略,合理平衡“价

值论”与“需求论”的关系

图书馆活动需要以专业活动实践为基础,寻求

文献社会化管理发展的专业方法,否则会在社会大

潮中随波逐流,失去图书馆事业的真正价值[９].图

书馆采购工作是图书馆最重要、最核心的业务工作,
在制定采选策略的时候必定要具备图书馆专业思

维,即要考虑以用户需求作为文献资源建设与服务

的前提,同时也要结合图书馆藏书建设的任务和性

质进行合理规划,才能把这个工作做好,并且形成一

个长期、稳定、长效的机制.
那么如何去制定具有专业思维的采购策略,就

是图书馆员需要考虑的问题.在制定过程中,即要

考虑以本馆的用户需求作为重点,作为高校图书馆

更需要结合学校教学、科研发展方向,同时综合学科

专家意见.但是,所有的考虑必须在图书馆藏书建

设理论的指导下进行,而不能脱离.我国的藏书建

设理论主要形成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未,主要包括藏

书补充的原则、藏书发展规划、藏书结构体系规范、

选书理论与方法等.虽然,随着社会文献生产状况

的变化,有些理论需要重新认识.但是,在很大程度

上仍然对藏书建设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例如,馆
藏等级主要是指收藏文献内容的深浅程度,根据各

馆资源内容水平程度和用户的不同需求层次,划分

出若干层次的收藏级别,并规定各级别所应达到的

收藏目标.基于此,国内学者曾提出了“五级藏书”
体系,即完整级、研究级、大学级、基础级、最低级.
因此,图书馆在制定藏书策略时,务必要以此来对本

馆的藏书级别进行定位,首先要确定其所属哪一个

藏书级别,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听取专家的意见,综合

形成具有专业思维的藏书策略.这样制定出来的藏

书策略才能形成长效机制,而不是仅凭个人或专家

的意见,从而也可以有效防止因人员变换而影响整

个藏书建设工作.
另外,“价值论”和“需求论”都是选书原则中的

重要内容,“价值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杜威,他认为

图书馆应该根据图书本身的价值选择高质量的图

书,而不论这本书是否有人要;“需求论”的主要代表

人物是普尔和克特,他们认为读者的阅读层次和个

人修养不同,图书馆应该根据读者的需要选择合适

的图书.笔者认为,对于藏书质量而言,任何偏向都

会带来问题,要解决好“价值”与“需求”的矛盾,就需

要针对图书馆服务功能和目的,寻找两者间的最佳

平衡点.对于街道、社区层级的图书馆来说,“你看

书,我买单”是值得尝试的,因为这些馆的主要功能

就是大众阅读服务.但是,对于区域性的大中型公

共图书馆或高校图书馆来说,因为功能、定位、任务

不同,应该坚持自己的采购原则,就不能把读者的阅

读需求作为唯一的采购标准.图书馆一直都有读者

荐书的传统,读者想买什么书,可以通过网页或者荐

购书单,直接推荐给图书馆,但最终决策权还是在图

书馆.对图书馆来说,最重要是引导读者的阅读习

惯,引导读者多读书,读好书.如果馆员放弃这个阵

地,就会变成“你推荐,我一定要买单”.
有时候图书馆入藏的图书,也并非现在每一本

都要有人用,可能过了若干年以后,它的价值才会体

现出来.例如,我国尖端及国防科技曾经缺乏本世

纪初叶的文献资料,上世纪７０年代初,当时的军民

科研机关文献典藏中,都没有有关弹头穿透各种厚

度坦克甲板所需的初速度和高温数的运算方程式及

运算办法,后来由专家从４０年代的文献中发现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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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信息[１０].图书馆面对这些低利用、低需求,但
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图书,不应该直接做出现在

的读者都不看书了,图书馆更应该压缩藏书空间,在
其他方面寻求服务转型的判定.而是应该分析读者

不利用图书馆藏书的各方面因素,而采取有效的措

施来吸引读者利用.例如,做好图书资源的深度揭

示和整合,增加其获取的便利性和有效性;增强图书

资源的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读者来借阅等.在这

方面,上海图书馆的“冷门书榜”很值得借鉴和思考.
上海图书馆对于一些有价值的但是利用率较低的图

书,则逆向思维,发布“冷门书榜”,继日就有相当部

分的图书被读者借出.通过这一案例可以看出,不
是读者不爱看书了,只是读者可能不了解图书馆的

藏书,需要图书馆进行有效的引导和宣传.

３２　探索有利于藏书发展的招标制度,建立多维有

效的采选推荐途径

目前的图书馆招标制度,招标委员会一般由主

管领导、审计人员、纪检人员、图书馆专业人员等组

成.然而,其中图书馆专业人员所占的比例往往只

有三分之一,甚至更低,从而导致图书馆的合理权利

和诉求没有得到充分考虑.
在专家队伍配置上,应该增加图书馆专业人士

的投票权,对投标商的评定也应该采用综合评分法,
避免部分书商低价中标后没办法向图书馆供应高折

扣的好书.而上级领导部门、学校及其他相关部门

更多地应该起到招标监督作用,而不是招投标决策

作用.图书招投标结果最终的实施还是在图书馆,
图书馆对采购过程中的细节和容易出现的问题最清

楚,不会单单只考虑价格,还要考虑图书质量和服务

质量,因为这直接影响着图书馆的藏书质量和服务

质量.所以,建议招投标过程中可以采取两个专家

小组,具体见图１.一个小组由图书馆专业人士组

成,他们组织评标及打分工作,并实行回避制度,尽
量排除主观因素,维护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另一小

组由上级领导部门、学校领导及相关部门组成,由他

们完成对整个招投标工作的全程监督.这样才能最

大限度地做到公平、公开、公正,同时又避免非专业

人士参与评标打分使得分数结果偏离最佳效果.
另外,图书馆对于招投标形式和经费分配,需要

与上级部门进行充分沟通达成理解和共识,尽量采

取资格标的方式选择供应商.同时,无论是国营还

是民营供应商,没有哪一家的征订目录能够做到对

图１　评标小组构成

当年发行的图书１００％全覆盖,供应商缺供的往往

是发行量小的学术书和专业书,建立多维的藏书采

选推荐途径是目前最为迫切的.有些学术性图书,
一旦错过当年的收藏,若干年后再也无法购买.因

此,在目前的政府招标制度下,倡议在坚持招标采购

的同时预留部分“自主采购”经费,以便用于图书馆

随时通过现采、网购、部分教师参与等方式购买一些

供应商难以提供的图书或者补充图书馆缺藏的

图书.
补缺途径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大型出

版社的出版目录.虽然图书馆不可能面对众多出版

社直接订书,但是对于一些专业出版社和大学出版

社,可以直接索取征订目录进行订购.而且很多出

版社把历年的出版信息发布在网站上,可以和书商

征订目录互相参照;第二,寻找特色书店或特色经营

的小书商.例如,北京海云阁的特色在于语言方面

的图书和全国各地少数民族出版社所出的图书,对
补充此类图书具有非常好的效果[１１];第三,经常关

注豆瓣、孔夫子旧书网等网站.可以在网上发现读

者真实的读书评价、出版社出版的大套丛书、有收藏

价值的古籍等信息;第四,读者推荐采购,一种方式

是读者自行提交,另一种方式是图书馆主动推荐一

些流通量较小的书,让读者点击,触发购买.

３３　强调“访”的重要性,通过实证研究强化“文献

发现”能力

“文献发现”是指“在数量庞大的、且信息冗余和

信息污染现象十分严重的信息载体中运用科学的方

法寻找出所需要(一般是有价值)的某类文献”[１２].
在藏书建设领域,如何从数量庞大的出版图书中发

现有价值的文献,已成为当前图书馆面临的新的课

题,同时,也成为采购人员专业技能的具体体现.但

是,由于机制委托、专业技能以及事业心的缺乏,当
前,图书采访中“访”的功能被大大弱化.南宋时期

的藏书家郑樵,在«通志校雠略»七十一卷中总结

“求书八法”,可以说对今天的图书采购工作同样有

着启示作用.为了搜求不同文献,应当有不同的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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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方法.第一可以在同类书中寻找;第二在其他类

的书籍中寻找;第三依据不同地域寻找;第四依靠大

家的力量寻找;第五在公家藏书馆中寻找;第六在私

人藏书处中寻找;第七依靠著作人来寻找;第八依据

时代来寻找.如果能这样千方百计地广为征求,那
么任何图书都可以买到.

如今的采购馆员已不必费尽心思在同类书、其
他类书、不同地域和公家藏书馆的目录中去找书,因
为供应商书目已经涵盖了其中的绝大部分,但是对

于剩下的几处寻书途径,还是应当主动出击、孜孜以

求.首先,依靠大家的力量选书,可以通过“图书荐

购”“问卷调查”“受欢迎图书排行榜”等形式走到读

者中间去,听取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及时掌握读者需

求.其次,在私人藏书处中寻找,可以理解为走到特

色化经营的小书店去,有些小书店对于某一类型的

图书特别有经验,和他们联系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

收获.再次,依靠著作人来寻找,可以引申为与经常

为某类著者包销的小书商保持联系,这些小书商会

包销某种书,其他书商很难拿到.另外,依据时代来

寻找,对于一些过了出版周期的旧书补缺,可以关注

专门的旧书网站,如孔夫子旧书网等.
除此之外,通过实证研究,增强采购馆员“文献

发现”能力也是有效提供专业技能的一个较为有效

的途径.实证研究是当今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

一,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尤其是

近年来,实证研究作为“文献发现”的最主要的科学

方法,在藏书建设领域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

重视.例如,采用引文分析法、深度访谈法、书目对

比法等综合分析方法对图书质量和书商书目等进行

测评,并对优化藏书质量提出建设性意见;运用布拉

德福定律、二八定律研究文献的分布规律,通过测定

某专业领域的核心出版社、核心作者,发现有价值图

书的出版规律,以指导对专业图书的采选[１３];根据

文献之间的互相引用关系,分析文献之间的关系,以
评价图书的质量,提出藏书优化的合理化建议;依据

文献的利用率和图书的销售排行评价图书质量;利
用h指数,按遴选结果对核心作者进行排序并分析,
对图书的采访提供依据等[１４].可以看到,采购馆员

通过对不同学科的图书利用效果进行统计,研究不

同学科高被引图书的核心出版社、核心作者等信息,
可以对该学科的出版状况有一个整体认识,用这种

方法来辅助选书,可以强化发现有价值的图书的能

力,改变以前粗放型的采选方式,即依据书目和书名

快速圈选,从而有效降低图书的误选比例,提供入藏

图书的质量.

３４　分析馆藏现状,强化特色资源长远发展

供应商书目越来越趋同,如果图书馆仅仅依据

供应商书目来采购,很可能馆藏也逐渐趋同,因此就

无法形成自己的特色.事实上,每个图书馆的性质、
任务、目的不同,所承担的采选的任务也不同,每个

单位都应该在分析馆藏现状的基础上强化自身的特

色,做到差异化收藏.公共图书馆和综合性高校图

书馆会收集各学科各专业门类的文献,为了要发出

自己的声音,中小型图书馆更加要重视特色馆藏的

建设.法学院图书馆以法律文献为重点,化工高校

图书馆以化学文献为重点,师范类院校图书馆以教

师教育和教材收藏为重点,原本就是专业图书馆的

应有之意.
高校图书馆采购馆员可以做的是结合学校的学

科结构设置,合理配置文献资源,对重点学科、特色

专业的文献资源进行重点收藏.还要对馆藏中外文

图书进行详细调研、比较及分析,对有些馆藏比例失

调的情况做相应调整,使馆藏结构日趋合理.例如,
上海戏剧学院图书馆,多年来一直坚持“自主采购”,
通过各种渠道收藏戏剧、戏曲、播音、主持、影视类的

图书,经过长期积累,做出了规模,真正做到了“人有

我有,人无我也有”.

４　结语

在电子图书迅速发展的当下,馆藏纸质图书仍然

是目前图书馆最重要的资源类型.近年来图书出版

质量日益下降已引起关注,图书招投标制度也给藏书

质量带来诸多问题,“你读书,我买单”等以用户需求

为导向的活动在全民大阅读的背景下愈演愈烈,把图

书馆的采购权下放给读者俨然已成了一种潮流与趋

势.在此背景下,图书馆应该加强专业思维,合理平

衡“藏”与“用”的矛盾,优化选书机制,仍然把馆员主

导、专业采购作为藏书发展的主要形式,期望为促进

图书馆的馆藏建设和发展提供借鉴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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