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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息时代图书资料事业的发展
丁 玉 霞
摘

要

图书资料工 作的现代化是一个综 合性的概念 ,包括职能转变、发展目标、队伍建设等

多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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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已将人类社 会带入了信息

图书资料为主。即使 它可以有许多藏书 ,或者说它具

时 代 ,在信 息社 会中 ,图 书资 料事 业具 有重 要 的作

备很 有潜力的信 息源 ,但是它 完成信 息过程 的功能

用。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 ,进一步改革和发展图书资

很弱 ,信息 传播的 通道不 畅 ,传 播的对 象也很有 限 ,

料事业 ,建立现代化的信息沟通体系 ,是我们必须严

这是 与那时的文 献量不 大、社 会上对 信息的 需求有

肃对待的课题。那么 ,我国的图书资料事业如何改革

限和信息传播的手段落后的状态 相适应的。 世界进

和发展呢? 可以用目前图书资料界常 说的一句话来

入近 代社会和我 国实行 改革开 放以后 ,随着 社会信

概括 ,即我们的图书资料事业必须现代化。 但 是 ,对

息总 量的增加和 信息需 求的增 强 ,藏 书楼的 模式不

于什么是现代化 ,我们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在许多

适应 了 ,于 是图书资料 部门的 职能开 始由被 动的服

人的 眼里 ,似 乎图书资 料部门 用上了 电子计 算机就

务向 主动的服务 转变 ,有了比 较完善 的编目 和书目

是现代化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 ,计算机只是一

检索手段 ,可以同时为很多读者提供情报服 务 ,还可

种手段 ,一种技术。 诚然 ,现代化的图 书资料事业必

以面对读者开展参考咨询工作。 这 就是说它的馆藏

须最 充分地运用 计算机 以及其 它各种新 技术 ,但是

已在 相当程度上 信息化 ,然而 当信息 时代到 来的时

运用了计算机等现代技术的图书资料 部门却不一定

候 ,这样的功能又不能适应了 ,它必 须具备更强的信

是实现了现代化。 正如有人可以用计 算机去算命一

息功能 ,更加信息化 ,即现代图书资 料部门的职能要

样 ,运用新技术也有可能搞不出先进的情报信 息来。

向信息服务转变。现 代化的信息服务 ,除去包含原有

所以 ,图书资料事业的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 概念 ,

的 参考 咨询 工作 内容 外 ,还要 增加 以下 三 项内 容:

包 括职 能转 变、发展 方向、队 伍建 设等 多方 面 的内

( 1)不断 为用户寻 找、发 展和提 供新的 信息源 ,即不

容。实现图书资料事业的现 代化 ,就是要通过多方面

仅仅 以本馆所藏 书本式 文献作 为信息 源提供信 息 ,

的 改革 ,适 应信 息时 代的 要求 ,跟 上时 代前 进 的步

还要不断增加电子文献 ,开发网上文献 ,以增大信息

伐。 本文拟从上述角度对以下几个方面作些探讨 。

量 ,并使这 些信息得 到不断 更新 ; ( 2)提高信 息传递

一、职能转变

的准确性 ,使信息的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体 现 ,即主
动接触和了解用户 ,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服务 ,了解他

从世 界图书 资料事 业的发 展过程来 看 ,图书资

们 的需要 ; ( 3)加 强信息 的有序 性 ,适 应信息 量的快

料部 门的职能经 历了被 动的借 阅服务、参考 咨询和

速增 长和用户对 快速有 效组织 信息的 需要 ,要将信

信息服务三个发展阶段。 古代的藏书 楼和我国改革

息源 中大量无用 信息删 掉 ,科 学地组 织对用 户有益

开 放以 前的 图书 馆以 封闭 式管 理和 被动 服务 为特

的内容。

征 ,其服务方式以采购、储存、管理、简 单加工和借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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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传 统的图书 资料部 门以向 读者提 供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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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己任 ,它所处理的对象是文献 ,而从 文献中获取信

书情报工作的高度结合。 这种网络 既区别于传统的

息是读者自己的事。 这种方式在“文献爆炸”的情况

图书馆协作网 ,又不等同于计算机网络。传统的图书

下已不能满足需要了。 现代图书资料 部门的着眼点

馆协作网 ,由于缺乏计算机和现代通讯技术 ,图书馆

应当 是信息 ,一切都是 为了使 读者最 有效地 获取他

之间 的协作协调 只能停 留在低 层次上 ,不能 称之为

们所需的信息。 现代图书资料部门是 高度信息化的

现代意义上的网络。 现代图书资料 网络是随着计算

群体 ,它必须有丰富的信源作保证 ,它 必须千方百计

机网 络的发展而 采用的 最为先 进的网 络结构 ,是图

地 保证 信道 的畅 通 ,它只 有一 个目 的 ,就是 以 最便

书资料事业发展到现阶段的高级 组织结构形式。 图

捷、最快速、最准确的信息传递手段帮 助读者获取所

书资料网络化的目的就是实现整 个人类社会文献信

需信息。

息资源的共享和图书资料部门之 间各项业务的合作

二、发展目标

与协作。 所以 ,图书资料网络化势在必行 ,这是图书
资料事业发展的必由之路。

1.服务范围社会化。 社会化是现 代市场经济的

4.服务手段现代化。即利用各种现代技术 ,使信

重要特征 ,图书资料部门同当今其他事物一样 ,随着

息服务所依据的信息源不再像传 统的咨询工作那样

其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 ,也必然越来越社会化。我

仅仅 来自于本单 位所藏 的书刊 ,而是 增加了 电子文

们所 说的图书资 料工作 的社会 化 ,指 的是打 消现有
图书 资料部门的 疆界 ,突破单 个图书 馆或资 料室的

献 和网上文 献 ,包 括只读光盘 ( CD- ROM )的 利用、
各 种商 业数 据库 的联 机检 索、 Inter net 网 上各 种服

界限 ,形成图书资料部门的社会化 ,造 就图书资料工

务的开发等 ;与此同时 ,按读者需 求收集、整 理、利用

作社会化的大家庭。 或者引用人们通 常所说的一句

电子 文献和网上 文献中 的各类 信息 ,以各类 小型数

话 ,就是建成图书情报信息的共享共建体制。许多发

据库的形式向读者输出信息服务 成果。此外 ,对读者

达国 家的图书资 料部门 正是这 样做的 ,已经 取得了

进行 培训 ,教会读者最 有效地 运用现 代技术 获取所

良好的效益 ,其成功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当 然 ,社

需信息 ,使读者直接参与到信息服务过程中 来 ,也是

会化 也必须以专 业化为 基础 ,在专业 化基础 上的社

现代化服务手段的一个重要体现 。

会化 ,其结果就是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队伍建设

2.服务意识整体化。 整体化是社 会化的必然要
求 ,要实现文献资源的共建和共享 ,就 必须抛开门户

现代 化的事 业需要 现代化 的、高 素质的 人员去

之见 ,树立图书资料事业的整体意识 ,并且从大局出

经营 ,所以 ,建设 一支高 素质的、结构 合理的 图书资

发 找到 适合 我国 国情 和各 单位 特点 的统 筹协 调模

料队伍就成为图书资料工作现代 化的重要环节。 目

式 ,建立起可行的制度和办法。树立整体化意识是一

前的 图书资料从 业人员 成分复 杂 ,但 大多是 历届初

个十分艰巨、决非一蹴即就的过程。因为从道理上来

高中毕业生、非图书专业的中等专业毕业生、大专毕

说 ,文献资源的共享也许不会有人反对 ,但在实践上

业生和老三届的本科毕业生、工农兵大学生、成人高

并非如此。 不是吗? 近些年在初试资 源共享的过程

校毕 业生 ,其基本的知 识及技 能就是 本专业 领域的

中 ,就有些单 位片面强 调自身 的特色 和实际 情况而

内容及书籍的分编与管理。 虽然随 着时代的发展他

抗 拒“标 准化”和“规 范化” ;建 设机读 目录数 据库大

们的 知识内容有 所扩充 和更新 ,但是 适应传 统图书

多是 各建各的 ,格式 都不一 致 ,著录更不 规范 ; 共建

资料工作需要的知识结构基调始 终没有动摇。 他们

联合书目数据库 ,也是多头建设 ,甚至 同一地区同时

当 中许 多人 虽然 有较 丰富 的传 统图 书资 料工 作经

有多个同样的联合数据库在建设 之中。 发展图书资

验 ,但由于 历史原 因 ,其 知识欠 全面和 系统 ,尤其是

料事业的现代化必须克服这种传统的小 生产观念。

在现代技术和外语方面其基础更 显得薄弱。 这些人

3.服务方式网络化。 网络化是图 书资料事业现

在掌握新知识、新技能时将会有较大困难。即使是前

代化的重要方面 ,建立图书资料网络 ,实现文献资源

几 年的 图书 管理 专业 的毕 业生 对现 代的 微电 子技

共享 ,已经成 为一个国 家图书 资料事 业发展 水平的

术、电脑技 术和通讯技 术等高 新信息 技术也 知之甚

显著 标志 ,我 国的图书 资料部 门正面 临着这 样既深

少。因此 ,这样的一支图书资料人员队伍显然不能适

刻又重要的变革。 现代化的图书资料 网络是现代科

应图 书资料事业 现代化 的需要 ,必须 进行培 训或再

学技 术发展的产 物 ,是 计算机 技术和 通讯技 术与图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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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信息时 代的需 要 ,今 后的图 书资料 工作队

用的 研究 ,信息市 场研究 ,竞争 对手的 研究 ,信息技

伍应由下面几部分人员组成: 一是管理专家。信息时

术与 网络环境的 研究 ,信息基 本理论 问题的 研究等

代的 图书资料工 作是一 个复杂 的大系统 ,在 这个大

等。 要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培养一 批高水平的理论

系统 中经济问 题、技 术问题、社 会问题并 存 ,所以作

型研究专家。

为大 量的、经 常性的管 理工作 就成为 一门高 深的科

加 强图 书资 料 队伍 建设 ,可以 采取 如 下措 施:

学 ,这就需要有一支热爱信息事业、懂 得现代信息工

( 1)政府主管部门要予以高度重视 ,把图书信息人才

作规律、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具有丰富 信息管理工作

的培 养放在信息 事业建 设的发 展战略 高度去对 待 ,

经验的管理专家队伍。可以 说 ,没有高水准的信息管

制定相应政策 ,采取有效措施 ,比如 可以把现代化信

理水平 ,就没有现代化的图书资料事业。二是信息技

息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作为有 关单位领导班子任

术专家。这类专家属于应用 型人才 ,是信息系统的设

期目 标的重要内 容 ,为 确保图 书信息 管理机 构领导

计者、操作 者和管理 者 ,他们既 要精通计 算机技 术 ,

干部的水平和质量 ,可以在这方面提出明确 的要求 ,

又要 懂得图书资 料专业 知识 ,更要掌 握现代 信息理

并采取特殊的培训制度和考核制 度。( 2)重点抓好现

论。 我国目前的图书信息管理队伍极 其缺乏这类专

有从业人员的选拔、培训和提高。面对目前我国高层

家 ,应采取多种形式下大力气进行引进和培养。三是

次信 息人员奇缺 的状况 ,图书 资料队 伍水平 的提高

信息经营专家。在当今时代 ,情报信息已经成为经济

必须立足于现有人员的提高上 ,其具体办法 有: 建立

领域 中的一支重 要产业 ,其经 营得好 坏直接 关系到

若干培训基地 ,开展系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培训 ,试

本身 经济效益和 社会效 益的高 低 ,关 系到自 身的生

行岗 位证书制度 ;通过 适当的 政策鼓 励在职 攻读学

存和发展。所以 ,今后我们必须把情报信息事业作为

位或课程 ;组织出国考察和进修 ,培 训高层管理人员

一个 产业按照经 济规律 来经营 ,这样 就需要 一批精

和学科带头人 ;请进外国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或讲学 ;

通经营理论和经营技巧的经营专 家。 四是理论研究

召开学术会议 ,开展学术、技术研讨活动。 ( 3)高等学

专家。面对信息时代高度复 杂的图书信息系统 ,只有

校要 面向 21世纪 ,适应 信息时 代的需 要 ,调 整人才

加强研究工作 ,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图书信息领域

培养方案 ,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提高本科生和

需要 研究的问题 很多 ,比如对 信息资 源的开 发与利

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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