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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四川大学图书馆发展思考

□党跃武∗

　　摘要　在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中,四川大学图书馆提出了“打造基于现代信息技术

和信息管理服务体系的引领知识服务和创新服务的智慧图书馆”的发展目标和“优化管理服务品

质,建设创新型图书馆”“提升管理人员素质,建设学习型图书馆”“培植优秀组织文化,建设和谐

型图书馆”等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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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发展背景

１．１　发展新环境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２０１７年９月,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

改革委研究并报国务院批准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其中,北京大学和

四川大学等入选世界一流大学 A 类建设名单[１].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
根本要求,四川大学全面加强党的领导,坚持“扎根

西部、强化特色、创新引领、世界一流”的建设理念,
全面推进学校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世界一

流大学新的伟大事业,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川
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将重点打造一流师资队伍

建设、一流拔尖人才培养、一流学科平台建设、一流

科研创新体系、一流成果转化机制、一流华西医疗服

务、一流校地合作体制、一流国际合作交流、一流文

化传承创新和一流环境条件保障等“十个一流”.其

中,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是一流环境条件保障的主

要内容[２].

１．２　发展新问题

随着社会信息环境的不断演化和高校图书馆事

业的蓬勃发展,高校图书馆服务发生着不可逆转的

变化.特别是在从资源为中心到用户为中心再到用

户为导向的发展理念下,在从技术支撑服务到技术

驱动服务再到技术引领服务的发展态势下,创新型

知识服务和智慧图书馆建设成为新时代高校图书馆

的发展热点[３－４].
列宁在«对于国民教育能够做些什么»中指出:

“值得公共图书馆骄傲和引以为荣的,并不在于它拥

有多少１６世纪的珍本书或１０世纪的手稿,而在于

如何使图书在人民中间广泛地流传,吸引了多少新

读者,如何迅速地满足读者对图书的一切要求,有多

少图书被读者带回家,有多少儿童来阅读图书和利

用图书馆”[５]对于所有的图书馆,对于所有高校

图书馆,一切工作的根本除了服务还是服务,而且也

只有高品质的服务才是图书馆存在的唯一理由.在

深刻变化的发展环境中,高校图书馆面临的最大问

题已经不再简单地表现为提供与利用、管理与服务、
收藏与保管等基本矛盾[６],而是演化为广大师生持

续增长的精准服务需求与图书馆相对不足的卓越服

务品质的主要矛盾.长期以来,“广快精准”作为图

书馆服务的基本准则,是图书馆工作科学性的重要

体现[７].在新时代的新服务环境下,广大师生对高

校图书馆的服务需求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呈现持续

增长的状态,并且他们更加希望得到的服务是范围

更加广泛的服务,效率更加快捷的服务,形态更加精

致的服务,内容更加准确的服务.新时代高校图书

馆要高度契合“双一流”建设的根本要求,就必须把

提升图书馆服务的品质作为第一要务,使基于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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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路化、单一化、标件化的基本服务向面向知识服

务的集约化、定制化、多元化的深度服务转化,使嵌

入式服务、介入式服务和靶向式服务逐步成为高校

图书馆服务尤其是学科服务的常态[８].

２　发展思考

２．１　发展新目标

当前,四川大学全面开启了“两个伟大”,即全面

推进学校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建设世界一流大

学新的伟大事业,四川大学图书馆迎来了建设一流

大学图书馆新征程的关键时刻,积极思考“双一流”
背景下四川大学图书馆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为制定«四川大学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施方案»,四
川大学图书馆在相关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开展了国

内外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发展调研,重点开展了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国内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的发展调研,充分借鉴他们的

成功经验,结合四川大学的实际情况,明确提出了一

流大学图书馆的发展目标[９－１１].

２．１．１　总体目标

一流的大学离不开一流的大学图书馆.四川大

学图书馆要深刻把握新时代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历史

方位,按照学校发展的总体要求,契合世界一流大学

建设目标,坚持“面向师生”“面向学科”“面向发展”,
以建设创新型图书馆、学习型图书馆、和谐型图书馆

为前提,全面推进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努力使四川

大学图书馆在信息资源建设、管理、服务和开发的若

干重要管理服务指标上居于一流高校的前列.因

此,为切实服务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和智慧川大建设,
在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建设实践中,四川大学图书馆

的总体目标就是打造基于现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管理

服务体系的引领知识服务和创新服务的智慧图书

馆,即建设“７×２４”服务师生的全开放、全天候图书

馆服务体系,建设以数字图书馆为核心的高端化、泛
在化知识服务共同体,建设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相

互支持的功能性、集约型信息共享空间,建设以协作

创新为路径的国际性、协同化图书馆服务中心.

２．１．２　主要内容

为实现这一目标,四川大学图书馆将以引领知

识服务和创新服务为方向,以“一个基础”“四个计

划”为主要内容,积极打造具有川大特色的一流大学

图书馆.

(１)一个基础.
当前,整个图书馆事业赖以生存的知识创造、传

播与利用环境正在从信息时代进入到数据时代.图

书馆发展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充分利用技术发展、不
断提升服务能力和贡献的历史,新的技术变革给包

括高校图书馆在内的所有图书馆都提供了更多的发

展潜力和发展资源[１２].因此,把探索开发云技术和

智慧技术支撑的新一代图书馆系统作为发展基础是

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的必然选择.面对新时代的新

任务,四川大学图书馆坚持“对照新标杆,奋进新时

代”,紧密跟踪现代信息技术的新进展,不断高校图

书馆服务的新需要,全面顺应图书馆信息系统建设

的新潮流,始终做到自主创新和技术协作“两条腿走

路”,进一步加大信息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力度,切实

为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２)四个计划.
重点实施“四位一体信息资源构建计划”“四类

高端知识服务打造计划”“四季书香阅读推广发展计

划”“四大特色文化资源开发计划”.
第一,实施“四位一体信息资源构建计划”,确立

一流大学图书馆发展根本.
确立一流大学图书馆发展的根本,以提升信息

资源尤其是数字资源利用效果和效率为核心,坚持

“重点保障、全面兼顾、关注需求、调整结构”,以建立

科学化、高效化的总分馆管理服务体制为前提,积极

建设法学图书馆、马克思主义图书馆等专业图书馆,
完善信息资源发展规划,优化信息资源建设政策,发
挥学科专家的主导作用,建立跨校区统一文献资源

基藏库和物流配套服务体系,科学再造图书馆物理

空间和服务空间,构建“支撑人才培养,协同科学研

究,助推社会服务,增进文化自信”的一体化信息资

源保障体系.
第二,实施“四类高端知识服务打造计划”,凸显

一流大学图书馆发展亮点.
服务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真正形成四川大学

的发展亮点,要在全面实现“资源到学科、服务到团

队”的基础上,在逐步建立新型机构知识库、学者知

识库和知识服务体系的同时,面向学校“双一流”重
点建设和培育的学科和学科群,建设以新型学科馆

员为主体的创新服务团队,大力开展学科扫描、学科

诊断和知识导航等服务,打造与四类学科特征相配

套的四类高端知识服务,即为优势特色学科提供定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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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化服务、为前沿探索学科提供探究式服务、为交叉

领先学科提供融合化服务、为面向未来学科提供全

景式服务,开展以信息资源为基础、以服务学校发展

为方向的新型图书馆智库服务.
第三,实施“四季书香阅读推广发展计划”,构筑

一流大学图书馆发展平台.
要跟踪青年成才需求、契合师生发展需要,尤其

是面向大学生创新能力、国际视野和人文境界培养,
持续推进“全国全民阅读示范基地”建设,加强与学

校学生管理、教学管理和校友工作等单位的实质性

合作,建立以零距离、整合型、热点式数字资源服务

推送为重点的资源服务平台和素质教育工作站“明
远驿站”,探索服务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的“实战型”大
学生创客素养教育,优化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基地

“沐心小屋”等特色服务项目,与“创新创业导师”“感
动川大人物”等共同开展“青春之我”真人图书馆服

务,以“新年季的春之芽,毕业季的夏之花,入学季的

秋之实,岁末季的冬之蕴”为主题开展四季书香阅读

推广活动,打造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阅读文

化阵地,努力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素养

和校园的文化品位.
第四,实施“四大特色文化资源开发计划”,体现

一流大学图书馆发展特色.
充分体现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的川大特色,有

效利用大数据技术、数字人文技术和融合媒体技术

等,开展文献资源、文化资源和学习资源的社会化共

建共享,以特色资源深度开发和系统开发为目标,基
于多元化、融合型信息资源,以“书香川大”文献再造

与数字人文工程为重要依托,以集文献收集、馆藏展

陈、信息交流、文化教育功能于一体的川大学人“明
远文库”和融合新旧地方志、档案文献、历史文献的

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天府文库”等为主要载体,探
索性开展“文化川大”文创产品开发,发掘和展现以

巴蜀文化、红色文化、校训文化、匠心文化为重点的

四大特色文化资源.

２．２　发展新对策

在党的十九大胜利闭幕之际,为加快推进一流

大学图书馆建设的步伐,四川大学图书馆率先发起

和成立全国首个区域性专业性“双一流”建设协作平

台———四川省“双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联盟.为实

现一流大学图书馆的建设目标,四川大学图书馆将

重点推进创新型图书馆、学习型图书馆和和谐型图

书馆三大建设工程.

２．２．１　优化管理服务品质,建设创新型图书馆

建设一流大学图书馆,要坚持“创新立馆”,做到

“改革从我们做起,创新从现在做起,管理从细节做

起,服务从身边做起”.在资源建设中,以效用为中

心,开展科学化、持续性信息资源利用效益评价;在
资源服务中,以用户为中心,引导和发现师生现实的

和潜在的服务需求;在资源开发中,以任务为中心,
有效开发多元化、系列化知识服务产品;在文化建设

中,以馆员为中心,培育知识服务和创新服务的“梦
之队”.以新一轮人员聘任为契机,借鉴国内外高校

图书馆的先进经验,有效开展组织再造、流程再造和

服务再造.努力消除当前管理服务中不同程度存在

的少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不作为等“四种消极状

态”,以等不得的危机感、慢不得的紧迫感、慌不得的

责任感、闲不得的使命感等“四种积极心态”,把管理

的热情和服务的智慧,转化为创新服务的动力.

２．２．２　提升管理人员素质,建设学习型图书馆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真正把“双一流”背景下建

设一流大学图书馆落实在服务流程、具体到工作岗

位、焕发出前进力量、体现为发展效益.坚持“学习

兴馆”,建设学习型图书馆,紧紧围绕建设一流大学

图书馆对管理服务的新要求,提升图书馆员管理服

务素质.通过开设图书馆员在职培训网络课程、参
与全国图书馆学慕课联盟活动、开办“一流大学图书

馆建设川大论坛”、开展国内国际高校图书馆交流访

学等多种方式,为大家创造更为有利的发展环境.
在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对标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逐
步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发展规划和评估体系,优化

以业绩为导向的管理激励机制和绩效浮动机制,不
断激发大家干实事、创新业的热情.

２．２．３　培植优秀组织文化,建设和谐型图书馆

正如阿根廷诗人博尔赫斯说“天堂是图书馆的

模样”和美国图书馆学家杜威说“图书馆就是一所学

校”,建设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的和谐图书馆,才能

真正使图书馆成为知识的源泉、文化的驿站和精神

的家园.四川 大 学 图 书 馆 其 发 展 历 史 可 追 溯 到

１７０４年锦江书院的藏书之室、１８７５年尊经书院的尊

经阁和１８９６年四川中西学堂的藏书楼,理应具有深

厚的文化底蕴、高雅的文化品位和强大的文化活力.
为成就“科学万变,蔚为泉源”的愿景,四川大学图书

馆确立了“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馆训和“忠于所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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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继续求学”的馆风.要始终坚持文化强馆,坚持

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进一步培植图书馆文化,尤其

是要加强以“校训—校风—馆训—馆风”为重要内容

的精神文化建设,以政策法规—规章制度—管理办

法为基本形式的制度文化建设,以多馆一体、协同创

新、融合发展为核心理念的行为文化建设,以整合物

理空间、网络空间、文化空间和服务空间的信息共享

空间为主要载体的物质文化建设,在文化浸润、感染

和熏陶中,打造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优秀的图书馆

组织文化.

３　结语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

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新时代的

新起点上,四川大学和四川大学图书馆同样处于历

史上最好的发展机遇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历史进程中,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道路上,
我们要永葆“始于修身,成于济众”的初心,把使命放

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以“力学力行”的气质、“敬
业乐群”的气度、“登高望远”的气势、“由精逮博”的
气派,积极打造引领知识服务和创新服务的智慧图

书馆,努力真正使图书馆成为师生员工的“知识之

泉”和改革发展的“创新之源”,努力创造“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的中国高校图书馆事

业的“川大奇迹”.

参考文献

１　教育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布世界一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EB/OL]．[２０１８－０７－１５]．

２　四川大学．四川大学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建设方案[EB/OL]．[２０１８

－０７－１５]．

３　陈建龙,申静．信息服务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２４－２８．

４　党跃武．将知识服务进行到底———基于知识交流的知识服务[J]．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６(４):２３－２６．

５　克鲁普斯卡娅著;尤小明译．克鲁普斯卡娅图书馆学文选[M]．南

宁:广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３６２．

６　吴稌年．图书情报界“矛盾说”的产生与比较[J]．高校图书馆工作,

２０１７(６):３－９．

７　严怡民．情报学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７６－７７．

８　党跃武,张晓林,李桂华．开发支持知识服务的现代图书情报机构

组织管理机制[J]．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１(１):２１－２４．

９　叶鹰．美国一流大学及图书馆调研报告[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０２
(３):５－８．

１０　司莉,潘秋玉．国外大学图书馆战略规划的文本型态及内容特征

分析[J]．大学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７(１):３２－３９,７７．

１１　崔宇红．美国一流大学图书馆建设探析与启示[J]．图书馆,２０１１
(５):７９－８１．

１２　张晓林．颠覆性变革与后图书馆时代———推动知识服务的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J]．中国图书馆学报,２０１８(１):４－１６．

作者单位:四 川 大 学 公 共 管 理 学 院,四 川 大 学 图 书 馆,成

都,６１００６５
收稿日期:２０１８年７月１５日

ThoughtsontheDevelopmentoftheLibraryofSichuanUniversity
UndertheBackgroundofConstructionofWorldClassUniversitiesand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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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constructionofworldclassuniversitiesanddisciplines,theLibraryofSichuanUniverＧ
sityhasputforwardthedevelopmentgoalwhichisbuildingtheintelligentlibraryleadingknowledgeservice
andinnovationservicebasedonmoderninformationtechnologyandinformationmanagementservicesysＧ
tem．Thus,theLibraryofSichuanUniversitymakesgreateffortstooptimizethequalityofmanagement
serviceandbuildaninnovativelibrary,toimprovethequalityofmanagementpersonnelandbuildalearning
library,tocultivateexcellentorganizationalcultureandbuildaharmonious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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