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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专业图书馆
11 1

专业图书馆的概念
专业图书馆 是依 靠专 门 人才 及其 所 掌握 的 专业 知 识,

用科学的方法 搜集、整 理、保存 和提供 信息 的机 构。它的
任务是为科学研究和 生产 技术研 究服 务; 开展 情报调 研和
分析, 了解各科技研究领域 的最 新成 果和 发 展趋 势, 提供
分析报告; 组织科技信息交 流, 宣 传报 道国 内外 的最 新理

图书馆特色也很鲜明, 它主要 的任 务就 是服务 广东 的科学
研究, 该馆不断创 新服 务模式, 拓展服 务范 围, 积极 参与
国家和省市科技 创新 体系的 建设, 在 文献 资源建 设、读者
服务工作等方面努力 探索, 并 力争 早日 实现广 东省 科技文
献资源保障基地、 广东省 科学 普及教 育基 地、广东 省科学
研究服务基地的三大中长期目标。
11 3

从以上专业图书 馆的 特色我 们可 以看出, 专业图 书馆

论和技术; 开展图书馆信息理论方法的研究等 112 。
专业图书馆一般按 其从属 机构 的类别 分为 机关图 书馆
( 包括立法机关和政府机关等的图书 馆) 、 研究机构图 书馆、

专业图书馆的管理特点

不同于高校图书馆和 公共 图书馆 , 它的 管理既 要有 图书馆
的共同之处, 又要 有自 己的特 色。因此, 无论国 家级 的专

公司企业图书 馆、事业 单位图 书馆、军 事单 位图 书馆、大

业图书馆还是地方性的 专业图 书馆 的管 理工作 都要 围绕它

众传播图书馆、群 众团 体图书 馆、医院 图书 馆、宗教 图书

的中心任务开展, 比如科 技专 业图书 馆, 它的 管理 目的就

馆等。其主要特征 是: 注重 情报 服务功 能; 附属 于某 一机

是使图书馆开展的服务 能够提 升我 国整 体和区 域科 技综合

构; 服务对象特定; 馆藏主题范围特定。

竞争力及科技创新能力。

11 2

专业图书馆的特色

2

专业图书馆科学管理的关键因素

专业图书馆最大 的特 点就是 它的 专业, 与 文化部 管理
的全国公共图书馆系统 和教育 部管 理的全 国学 校图书 馆有
明显的区别。例如, 全国最大 的专 业图 书馆 中国 科学 院国

21 1

竞争力的培养
邓小平同志提出 / 发展是硬道理0 , 而任何 事业的发展

家科学图书馆, 它本身 就是中 国科 学院和 国家 知识创 新工

都需要竞争。专业图书馆不同于公共图书 馆和学校 图书馆。

程重要的基 础 设施, 是集 文献 信 息服 务、情 报 研究 服 务、

公共图书馆一般 情况 下属于 文化 部门, 地 域性很 强, 开展

科学文化传播服务和图 书馆学 情报 学高级 人才 培养功 能于

公共服务, 图 书馆 管 理的 好坏, 好像 距 离生 存 比 较遥 远。

一身的研究型国家科 学图 书馆。中 国科学 院国 家科学 图书

学校图书馆目标 更明 确, 服务 好学校 师生 和教学, 只要学

馆将从体制上 保证统 筹规 划、共建 共享、联 合服 务, 凝聚

校的评估还要继 续, 图书 馆管 理上是 否非 常科学, 与图书

中国科学院力量, 加强 文献资 源联 合保障 体系 和集成 服务

馆作为一个机构 要取 消, 似乎 很难联 系在 一起。而 专业图

平台建设, 努力建设面 向科技 创新 一线的 深层 信息服 务机

书馆就不同, 笔者在 2005 年参加 了 / 广州市科 技信息资源

制, 加强战略性集成性知识 化的 信息 服务 , 形成 集成 化协

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0。项目组通过 对广州地 区科研院所

同化的战略情 报研究 体系。同 时, 凝聚 整体 能力, 主 动参

的图书情报部门的调 查后, 发 现广 州地 区这些 专业 图书馆

与和积极推动国家科 技文 献平台 建设, 快 速可 靠地构 造国

呈衰减的趋势, 1998 年之前 在广州 地区 158 家 科研 院所中

家层面强大的文献情 报服 务能力, 与国家 创新 体系其 他各

几乎都有图书情 报机 构, 而在 2005 年 只有 69 家 有专 门的

单元一道, 为服务科技 创新和 建设 创新型 国家 提供强 有力

图书情报机构, 只 占不到 二分 之一 的比例 132 。 笔者通 过近

的文献情报保障 122 。 地方上 的专 业图书 馆, 如广 东省 科技

几年的观察发现, 如果专 业图 书馆不 进行 科学管 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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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强的竞争能力, 机构 的生存 对该 图书馆 来讲 必然是 一个

构建和谐的机构也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的问题。因 此, 专 业图 书馆 必须 具备 竞争 力, 只

21 21 2

胡锦涛总书记说: / 和谐社会 要靠全社会 共同建设。我

有这样才能发 展, 才能 生存。笔 者认为, 竞争力 的培 养主
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11 1

凝练建设目标、制定发展战略

现代专业图书馆发 展的趋 势是 高度分 化和 高度综 合相

构建和谐专业图书馆的关键

们要紧紧依靠人 民, 调动 一切 积极因 素, 努力 形成 社会和
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 的生动 局面。
0 具体 到构建
和谐专业图书馆, 笔者认为关键是所有成 员都要共 同参与。

结合。馆领导要及时掌 握图书 情报 学科及 相关 学科的 发展

首先, 馆领导要重 视, 馆领 导要 意识到 和谐 的重 要性, 不

方向、最新进展、最 新成果, 并加强 学习 相关 政策, 使自

能只停留在口 头, 要有 实际行 动。其实, 要实现 单位 的和

己成为一名优秀管理者, 并 对图 书馆 专业 、信息 技术 有所

谐, 公平是和谐的 基石。一 般来 说, 馆领 导对单 位财 富分

掌握, 要对专业图书馆的重 大业 务建 设有 独 到的 见解, 这

配的权力相对较大, 如果馆 领导 的潜 意识 都是 自己 / 说了

样才能凝练出科学的办馆目标, 制定出适宜的馆发展战略。

算0 , 而没给职 工充 分的 / 发言权0, 公 平就 很难 实现。其

21 11 2

引入竞争机制、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专业图书馆能否 办成 一流的 图书 情报机 构, 人才 是关
键。专业图书馆之 间的 竞争, 实 际上就 是人 才的 比拼。通
过竞争上岗, 建立 科学、公 正、规范 的评 价体 系, 使 优秀
人才脱颖而出, 作 到事 业孕育 人才、环 境吸 引人 才、待遇

次, 单位职工也要积极 参 与, 要 了解 自己 的 权利, 主 要是
能表达自己的意见。单位的一项决议如果 没有职工 的意见,
就谈不上和谐了。 最后, 馆领 导一 定要 与职工 进行 良好的
沟通, 使单位的重大决策能得到大多数职工的支持。
21 21 3

专业图书馆作为服务型机构, 主 要为科研服 务, 因此,

激励人才, 专业图书馆事业才能发展。
21 11 3

对外争取资源, 对内推动改革

争取外部资源对于 现代专 业图 书馆事 业的 发展非 常重
要。现代专业图书馆的 发展方 向一 定要与 国家 和地方 的重
点发展相结 合, 要 进 一步 增强 开 放意 识, 扩 大 开放 领 域,
拓展开放途 径。主 动融 入国 家 和地 方的 相 关体 系 建设 中,
争取多渠道的资源支持, 保 证专 业图 书馆 事 业的 发展。另
外, 要理顺内部管 理关 系, 对内 推动改 革, 增强 承担 重大
任务的能力建设, 建立有利 于集 成多 种资 源、形 成为 科研
服务的新型图书情报 服务 架构, 实 现总体 上保 持基本 稳定
的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我们 可以看 出, 无论 是制 定发 展目 标、人才
队伍建设, 还是争 取最 大的内 外资 源, 都需 要竞 争。好的
方案、一流的人才、优 质的 资源, 在 当下 的环境 里没 有竞

把握好专业图书馆的和谐

单位内部的和谐 尤其 重要, 要 把握好 和谐, 最 重要 的是单
位所有的政策、措 施和工 作, 都应 该正 确反映 并有 利于处
理各种利益关系, 都应该 认真 考虑和 兼顾 不同层 次、不同
方面群众的利益。最大 多数人 的利 益是 最紧要 的和 最具决
定性的因素。只有 这样, 才 能实 现专业 图书 馆的 和谐, 才
能实现职工与服务对象的和谐。专业图书 馆实现科 学管理,
就是要处理好竞争与和谐的矛盾。

3 专业图书馆实现科学管理的具体措施
31 1

解决好竞争与和谐的矛盾

31 11 1

理解竞争与和谐的关系

作为专业图书馆, 一 定要 理解 和谐性 与竞 争性是 事物
矛盾的双方, 它 们既 相 互 联 系, 不 可 分割, 又 相互 区 别。
从现实情况看, 和谐性和竞争性是统一的 事物矛盾 的双方。

争能力的专业图书馆是很难获得的。

一方面, 和谐性不 能离开 竞争 性而存 在, 没有 竞争 性就没

21 2

有和谐性。另 一方 面, 竞 争 性也 不能 离 开和 谐 性 而存 在。

和谐专业图书馆的建设

21 21 1

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在一定意义上讲, 没有和 谐性 就没有 竞争 性。但我 们在处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 过了 5 中共 中央 关于 构建 社会

理问题时, 一是不 能夸大 竞争 而否定 和谐, 二 是不 能夸大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6, 是我党历史 上第一个

和谐而否定竞争。 因此, 要善 于处 理和 谐性与 竞争 性这对

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 谐社 会的纲 领性 文件。正 如中国 科学

事物矛盾的双方。

院党组方欣副书记所讲: / 社会和谐是 中国特 色社会 主义的

31 11 2

建立公平适度的内部竞争环境

本质属性, 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的重要 保证,

竞争是事业发展 的动 力, 建立 有效的 内部 竞争机 制是

是我们党不懈奋斗的 目标, 是 全党 全国各 族人 民的共 同愿

每个单位富有效率和 活力 的必然 要求。 专业图 书馆 作为一

望。建设社会主义 和谐 社会是 党中 央审 时度 势确 定的 重大

个单位, 如果实行 竞争, 就 存在 竞争的 自发 性、盲目 性和

战略任务。
0 因此, 构建和谐社会无论 对于促进我 国经济社

排他性, 不可避 免地 会 出 现 分散 竞 争、过 度 竞 争。因 此,

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 全面 实现 建设社 会主 义小康 社会

单位的竞争, 一方 面必须 是适 度竞争, 需要统 筹处 理好各

宏伟目标, 意义重 大。对于 一个 具体的 机构 要发 展, 同样

方利益关系, 注重 发挥 整体效 应, 促进 共同 发展。另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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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应是公平 竞争, 让竞 争主 体 都有 平等 参 与竞 争 的机 会,

单位相关的调查研究, 拿出解 决科 学发 展难题 的思 路和举

实现机会公平、过程公平和 结果 的相 对公 平。最 后要 有序

措。因此, 馆领导只 有不断 学习, 才 能通 过学习 提高 自身

竞争, 在单位发展的统一的 大前 提下 , 在一 定的 规则 下进

素质, 在实际工作中起到引领作用。

行竞争, 最终实现单位在整个领域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31 21 3

协调好上下级关系

31 11 3

掌握好领导艺术的几个关键要素

首先, 领导者要善 于有 效地 运用 权力, 也就 是说, 馆

善于处理与下级关 系是专 业图 书馆实 现科 学管理 的重

领导要善于授权, 能够灵活掌握领导 方式, 在需要 的时候,

要基础。信任是现代专业图 书馆 发展 的基 石。作 为馆 领导

能适时地改变领 导行 为。其次, 能 运用 协调人 际关 系的艺

首要任务是要创造 一种互 相信 任的 关系, 这 种信 任关 系不

术, 妥善处理好上 下级 与同级 的关 系。第三, 要 有一 定的

是自然存在的。领导者必须 处理 好一 系列 的 具体 事务, 才

语言艺术, 尽量能 够掌握 一般 的问答 技巧, 要 有谈 判的语

能与下级取得一种相互的信任, 而信任是 一种最大的 激励,

言艺术。最后, 馆领导要有提高工作 效率的艺术 , 一方面,

信任是一种力 量。同时, 信 任不 是放手 不管, 信 任之 后要

要明确自己工作 的职 责范畴, 另一方 面, 要能 够在 工作中

跟进。要使员工乐于相 信本单 位是 现代专 业图 书馆发 展的

突出重点, 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方向, 并能为之付出自己的 责任 和激 情, 良 好的 上下 级关

2010 年 8 月, 笔者有幸参加了 第 76 届 IFL A 大会, 参

系是单位发展的润滑剂。

观了挪威和瑞典 的一 些图书 馆, 并与 部分 欧洲、尤 其是北

31 2

欧的图书馆同仁 进行 了交流, 在交流 过程 中, 笔者 极力了

领导艺术的成功实践

31 21 1

在实践中科学应用管理理论

解北欧的图书馆、 尤其是 专业 图书馆 的管 理情况。 通过交

管理是一门科 学, 管 理者 如果 不掌 握科 学的 知识, 要

流, 笔者颇为感慨, 挪 威在 1935 年 就开 始制 订图 书馆 法,

进行管理就必 然靠运 气、靠直 观、靠过 去的 经验 办事, 而

最近一次修订是在 2003 年。政府已对 挪威各类 型图书馆馆

有了系统化的管理知 识, 管理 者就 有可能 对管 理上存 在的

长的选任、开展活 动的要 求、经费 的分 配等做 了必 要的规

问题找到可行的正确的 解决 方法。同 时, 我 们必 须清 醒地

定, 并没有对馆舍和设备有具体的要求 152 。

认识到在现实单位中 的管 理问题 非常 复杂, 我 们不能 生搬

由于挪威人的 法律意 识非 常强, 社 会分 配公 平, 职业

硬套固有的理论和方法 来进 行管 理, 要结 合 国情、结 合单

也几乎没有明 显的区 别, 因此, 接触到 的图 书馆 馆员, 感

位的实际情况, 灵活地运用 管理 理论 和方 法, 才 能实 现有

觉到他们热爱图 书馆 这个行 业, 用心 为读 者服务。 图书馆

效的管理。国家行政学院公 共管 理教 研部 董 明教 授说, 在

的管理者相对比 较轻 松, 他们 去认真 研究 问题, 对 于一些

中国, 一个单位领导可能 要用 60% - 70% 的 精力处 理人际

我们国内来看比较 重 要的 / 人际 关 系、经 费、分配 、责任

关系。因此, 当好领 导的确 是一 门艺 术。具体 来讲, 就是

心0 等问题, 在他们 国家 看来不 是问 题, 体现 了整 个国家

馆领导要具备综合的素 质, 要有 广阔 的胸 怀, 要 勇于 承担

超强的软实力。瑞典的情况与挪威类 似。与发达国 家相比,

责任, 善于 上下级的沟通, 要做本单位执 行制度的带 头人。

我国专业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任重道远。

真正当好馆领导就是 要在 上述的 基本 面上要 刚性, 但 具体
处理问题要艺术。
31 21 2

总之, 专业 图 书馆 的 科 学管 理 一定 要 与 实 践相 结 合,
在发展中的我国专业图书馆必须进行科学管理。
1参考文献2

加强学习, 提高管理者自身素质

在网络化、数字化 的今 天, 图书 馆用 户、特 别是 专业
图书馆的用户行为正在 从印 本、到馆 转向 数 字和 网络。新
型的信息服务市场的变 化向我 们图 书情报 工作 者提出 了挑
战, 为了迎接这种 挑战, 图 书馆、特 别是 专业图 书馆 必须
常变常新142 。因此, 作为 专业 图书馆 的管 理者一 定要 率先
适应这种变化, 在单位上有 很强 的示 范作 用, 他 们的 思想
影响着整个单位思想的 取向。许 多实 践证 明, 一 个专 业图
书馆的单位领导 善于 学习、思想 开明、作 风正 派, 那 个单

112 魏东原. 科技 图书馆 的定位 和发展 策略为 1J2. 图书 馆论坛,
2003 ( 4) : 188- 189, 227.
122 中国科学院组建国家科学图书馆 1EB/ O L2. 12010- 08- 032.
ht tp: / / w w w . b ps. cas. cn / w x qb / gz dt/ 200603/ t 20060318 _
56130. ht ml.
132 魏东原. 专业图书馆为省级科研院 所开展服务 探索 1M 2 / / 自
主创新时代 专业图 书馆 的服 务 与发 展. 广州: 广东 科技 出版
社, 2007: 35- 41.

位的工作就开展得好, 干部职 工也 就体现 出良 好的精 神状

142 张晓林. 卷首语 1J2. 图书情报工作动态, 2008 ( 1) .

态和风貌。因 此, 馆 领导 必须 充 分意 识 到学 习 的重 要 性。

152 The N orw egian Library A ct Wit hin t he Pub lic Library Sector

只有馆领导自己在思想上真正理解了这种 / 常变常新0 , 才

1E B/ O L2. 12010- 08- 032. ht t p: / / w w w. if la. org/ V / cdoc/

能在工作上有新的突破, 进 一步 提高 认识 , 敢于 提出 改革

n orway. ht m.

创新的思维方法, 能主 动围绕 科学 发展主 题扎 实搞好 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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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行的一番 话, 使 这 件表 面 上 是 / 我 去助 人0 的 事,

李平杰 ( 1956 级) 等先生; 也 包括从 其他院 校毕业 且有着

变成了 / 人在助我0 , 而这才是问题 的实质。他充 满激情的

丰富的图书馆工作 实践经 验的 优秀 人才, 如 李更旺 ( 辽大

语言句句在理, 犹 如重 锤, 字字 敲到了 我的 心坎, 不 能不

历史系, 辽源市图书馆馆长, 任系副主任) 、齐凯 ( 东北师

使我折服和为之所动! 便被动员去为 1979 级新 同学讲 5 目

大中文系) 、李文汉 ( 东北 大学) 、 陶钰 ( 哈尔滨 外专) 、迟

录学6 。此后, 我无论工作怎样忙, 绝 不拒绝去大 学课堂上

忍 ( 吉林省图 书馆) 等 先生。同 时, 还加 大力 气充实 和培

锻炼的机会, 如为长春 师范 学院图 书馆 专业 讲过 5 图 书馆

养青年教师, 陆续从北大、武 大调 入了 一批 恢复 高考 后的

学6 、5 目录 学6, 为 吉林大 学中文 系讲过 5 文献学6 , 还曾

毕业生。北大调来的, 如杨沛超 ( 1977 级) 、姜姬玉 ( 1978

受聘为原白求恩医大医 药信息 系以 及母校 北京 大学信 息管

级) 、程岩 ( 1982 级) 等; 还有计划地派出本系青年教师赴

理系兼职教授等。

北大图书 馆 学系 进修, 如纪 晓萍 ( 进 修目 录 学) 、曹 书杰

单行办系开始, 以 东北 师范 大学 图书 馆为 依托, 1984

( 进修古籍整理) 、王薇 ( 进修中国书史) 、徐跃权 ( 进修西

年以前他一直兼任图 书馆 副馆长, 这种馆 系相 互独立 又融

文工具书) 、王 东艳 ( 进 修 图书 馆 学) 、赵 颖 ( 进 修 日 文、

合一体的办学模式, 有利于 吸纳 专业 人才 。他根 据每 个成

图书情报) 等; 武大毕 业的青 年教 师刘迅 还曾 赴北 大图书

员的特点, 量才使用, 如系友吴又云 ( 1956 级) 、我的同班

馆学系做访问学者。上 述措施 也同 时扩大 了北 大图 书馆学

同学吴秀娟, 一直留在馆里 担任 中层 领导 , 吴秀 娟后 曾任

系在吉林的校友队伍。

馆长助理; 1964 级的系友付永生, 自 1984 年从省文物局调

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学系, 在单行先 生开创与 领导下,

入师大后, 即作为单行主持 馆务 的助 手, 任 常务 副馆 长至

从图书馆学专修 科起 步, 随着 形势的 发展, 由 图书 馆学系

2005 年退休。1979 年 9 月, 图书馆学专 修科新 生入学, 单

先后更名为 / 图书情报系0、/ 信息管理 系0; 乃 至新世纪之

行兼该科主任, 调符孝佐先生 ( 武 大 1956 级, 后 任系副主

初, 又在信息管理 系的基 础上, 建 立了 信息传 播与 管理学

任、系主任) 任秘书。

院 ( 下设信息管理系) , 近半个世纪以来, 为国家培 养了数

有一次, 单行在亲 自旁 听、检查 我讲的 一节 目录 学课

以千计的专业人 才。单行 以磁 石般的 吸引 力, 把有 志于教

程后, 对我说: / 79 级同学是文革后的第一批学生 , 入学时

书育人的同行 凝聚在 系里, 他 以其 正直、 诚信、 公正、无

的高考成绩都很优秀, 对问题的理解力 很强, 思维很 活跃,

私的优秀人品得 到团 队成员 的认 可, 使大 家有一 分热、发

现在却不得不按专科对 待, 实在 有些 过意 不 去, 这种 状况

一分光, 经过近半 个世 纪的艰 苦创 业, 图强、奋 斗而 终于

必须改变!0 经 过努 力, 专 科只 办了 一 届, 1980 年 改 为图

获得成功。

书馆学系本科, 单行兼任系主任。1981 年 11 月, 图书馆学

单行先生驾 鹤 西行, 但他 生 前为 发 展图 书 馆 学教 育,

系成立党支部, 与图书馆党 支部 分开 , 张树 生先 生任 党支

把包括北大部分校友 在内 的人才 汇聚 在一 起, 形成 合力与

部书记。

爱心, 共同播下 的知 识 火 种 不灭, 他 的艰 苦 创 业、图 强、

东北师大图书 馆学系 的教 师队伍, 除北 大校 友外, 还
包括武大毕业在系任 课的教 师符孝 佐、文甲龙 ( 1957 级) 、

奋斗精神不息, 将 永远鼓 舞着 大家继 续前 进。我衷 心祝愿
图书馆学教育这棵生命之树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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