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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很多公共图书馆已成为复合型图书馆，电子资源越来越丰富。然而，放弃纸质是

一个两难选择,因为不是所有的纸质都被电子资源覆盖，电子阅读受电脑、互联网、访问权

以及信息素养等因素限制,电子馆藏所有权通常不归图书馆，也不如传统格式的完美，特种

文献作为文化遗产的载体不可替代。此外，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倾向纸质阅读，广大农民对

纸质的需求更大。总之，与电子馆藏的共存中，纸质依然盛行。 
 
序言 
十多年前，随着计算机与互联网在图书馆的应用，电子出版物兴起，馆外阅读成为新潮，

人们预测纸质与传统图书馆将退出历史舞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图书馆进入复合型时期，

电子资源不断在丰富，部分读者不再亲临图书馆。公共图书馆中的纸质馆藏，目前境况如何？

下文将通过一些调查与比对分析，探究纸质与电子馆藏共存局面中的问题、两难与方向。 
 

一、 复合型公共图书馆的概况 

近年来公共图书馆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购书经费稳中有升。 

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图书购置费及其增幅 

 图书购置费（千元） 较上年增幅（%） 

2006 年 231 550 10.31 

2007 年 281 006 21.36 

2008 年 310 291 10.42 

2009 年 347 387 11.96 

 

但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同，地方财政对图书馆的投入差异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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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级公共图书馆 2010 年图书购置费大致情况（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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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方政府投入差异很大，公共图书馆普遍重视电子资源的投入。例如，2010 年，

宁夏图书馆购书费 300 万元，电子资源占 20%；山西图书馆购书费 600 万元，电子资源占 20%；

2011 年，浙江图书馆购书费 2300 万元，电子资源占 28%，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购书费 4092

万元，电子资源占 22%。 

上述 4 例省级公共图书馆的纸质与电子馆藏总量 

宁夏图书馆 山西图书馆 浙江图书馆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160 万册 260 万册 500 万册 600 万册 

30TB 20TB 40TB 50TB 

 

通过网站调查了解到，目前公共图书馆购买的中文电子资源概况如下：电子图书主要有

超星和方正 Apabi；学术期刊主要有 CNKI、维普、万方、龙源和博看，还有面向大众娱乐与

学习，面向政府、企业、特殊群体和基层服务点的视频、有声读物或音乐数据库，各图书馆

购买这些资源的数量与方式不尽相同，有购买总库或专题库的，有镜像或包库使用的。 

 
除了购买同质化的电子资源，很多公共图书馆都各自在特种文献馆藏的基础上自建特色

数据库。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孙中山文献数据库，甘肃省图书馆的丝绸之路文献叙录

数据库，云南省图书馆的蝴蝶特色数据库，四川省图书馆的绵竹年画数据库，陕西省图书馆

的帝王陵数据库等。 
 
读者对纸质和电子馆藏的使用，各有侧重。总的来说，大众消遣阅读以纸质馆藏居多，

学术研究资料以电子馆藏居多。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心馆为例，2011 年到馆读者约 300

万人次，据借阅系统记录，中心馆全年外借中文图书 113,131 人次，454,857 册次，外借中

文期刊 17,086 人次，51,256 册次。显然，到馆的读者对纸质图书的外借量大于纸质期刊。 

 

其实读者对期刊及其它研究资料的大量需求转移到网上了。仍以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为

例，2011 年 CNKI、维普及万方三大电子期刊数据库的下载总量为 1,334,674 篇。参考咨询

部十六位馆员遵循电子期刊的使用协议，通过网上参考咨询系统为读者提供服务，高峰季节

里每位馆员每天传递电子文献可达几百篇，包括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以及

标准文献等 

 

整合纸质与电子馆藏，既有利于读者对馆藏的利用，也有利于馆藏整体规划。虽然新旧

两种资源的比对以及异构数据的集成很困难，公共图书馆开始重视和尝试。通过对全国省级

公共图书馆网站进行调查，未发现通过 OPAC 揭示电子资源，只发现通过电子图书检索界面

链接到相同品种纸质图书的 OPAC 书目查询，例如河南省图书馆的超星百链，广东省立中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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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的读秀知识库，天津图书馆的方正阿帕比等，但未见纸质期刊与电子期刊的整合，落

后于国内高校图书馆 OPAC 书目查询与电子资源的双向揭示。 

 

二、放弃纸质是一个两难 

中国拥有很大的纸质出版业，例如 2010 年全国共有出版社 581 家，共出版图书 328387
种，期刊 9884 种，报纸 1939 种。电子资源则由另外一批具有雄厚技术力量的生产商提供，

他们需要向纸质出版社或是作者协商解决数字版权问题，因此，未能覆盖所有的纸质品种，

例如超星与阿帕比 2010 年版的电子图书仅有约 5 万种，占当年纸质品种的 15%。即使对于

已经被数字化的品种，放弃纸质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仍然是一个两难选择。 

 

坚持纸质图书吧？空间压力越来越大。 

2005 年藏量 400 万册，当年启动的改扩建工程设计容量 800 万册，2010 年底一期工程

完成时，总藏量已达 600 万册，其中普通中文图书 110 万册保存本放在密集书库不能外借，

提供在馆阅览。外借图书开架区现有 35 万册，另 80 万册只能提供闭架预约外借服务。中文

阅览区现有 20 万册，2011 年新增图书 20 多万册，以此预计，目前空间不出两年又将饱和。 

 

放弃纸质图书吗？电子图书尚未普及。 

我馆新购 2010 年版的纸质图书近 11 万种，约占当年全国图书出版总量的 33%。相比较，

2007 年购买的阿帕比电子图书镜像数据，至今没有更新；四年前包库使用的读秀知识库，

远程访问的 30 万册超星电子图书是定向服务 10 年的，也一直没有更新。读者须在图书馆

IP 范围或者馆外持证授权使用。可见，电子图书的阅读受电脑、网络、访问权、信息素养

等因素限制，普及程度远不及纸质图书。 
 

坚持纸质期刊吧？购置与装订成本高。 

我馆 2011 年购买报纸 651 种，期刊 8206 种，平均每种单价为 130 元。相比较，电子期

刊的平均单价要低得多。以 CNKI 为例，2010 收录期刊 7708 种，虽然说期刊数据库的价格

随各个图书馆的订购数量和使用方式而不同，参照佳木斯大学图书馆的一项统计，2010 年

CNKI 的电子期刊单价仅为 18 元，相差 7 倍之多。此外，还要花一笔费用将纸质期刊装订

成合订本。 
 

放弃纸质期刊吗？电子期刊不能典藏。 

电子期刊检索快捷，对纸质期刊的覆盖率高，读者只要在图书馆 IP 范围或持证授权，

即可阅读全文，通过网上参考咨询网也较容易获得全文，很多科研图书馆已放弃纸质期刊。

但是电子期刊往往不稳定、不完整、加工过程中存在瑕疵等，读者认为纸质书刊才是完美的

权威的原件，版本源流的考证。而且，图书馆对电子期刊只有访问权而非所有权，不能典藏。

省级公共图书馆面向各类读者服务，兼有收藏的功能，以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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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传统报纸吧？网络新闻比比皆是。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 29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截至 2011 年 12 月底，中国网民规模突破 5 亿，其中 3.5 亿使用网络新闻，占总量的 71.5%。

新闻网站不计其数，网络新闻唾手可得。例如 QQ 是国内 大的社交工具网，网民登录即有

腾讯新闻弹出。很多手机都有赠送的免费手机报，极少看到年轻人来图书馆阅报了。 

 

放弃传统报纸吗？休闲阅读有人爱。 

我馆大厅设置了四台大屏幕自助阅读机，提供 300 种中文报纸与大众期刊的免费阅览，

这一新技术产品常常吸引读者们驻足。然而，需要看报纸的，依旧走进报纸阅览室，坐下来

慢慢品味。2011 年开架报纸 270 种，一百个座位的阅览室常常是座无虚席，老年人依然保

持阅读传统报纸的休闲习惯。 
 
放弃纸质是一个两难选择，很多公共图书馆目前走的是纸质与电子馆藏共存之路，尤其

是重点学科的馆藏，两种格式均买。然而，对于古籍与地方文献，作为文化遗产的载体具有

极高的文物价值，是不可替代的，虽然逐步在数字化共享。更多省级公共图书馆已成立古籍

保护中心，负责组织调查、目录、修复、培训及推广等工作。  

 

三、大流通服务是方向 

在城里，居民电脑、互联网以及信息素养等条件较好，仍然还有大多数倾向纸质阅读。

据 2011 年 8 月 12 日中国新闻网公布的上海市民阅读现状调查报告显示，电子阅读不敌传统

阅读：75%的被调查者认为纸质读物(包括书、报、刊)具有 好的阅读效果，认为网络读物

和电子读物等数字化产品具有 佳阅读效果的受访者分别只有 14%和 10.5%。 

 

城市公共图书馆正以创新方式提供纸质文献亲民服务，例如深圳图书馆的２４小时街区

自助图书馆，安置在社区、车站、机场、影剧院、商业街、公园、学校、职工宿舍等地方，

每个自助图书馆可装载 400 多册图书，读者可自助办证，查询馆藏信息，借还或预约图书，

图书馆员每天配送。自 2006 年至 2011 年底，累计配送图书１０１９８６２册。目前已完成

１６０台，2012 年将新增４０台，2015 年将增加至 340 台。这样的自助图书馆越来越多的

出现在其它城市的街头。 

 

在农村，居住着全国 13 亿人口的一半，由于电脑和网络条件有限，基层群众还未具备

使用电脑阅读的技能与习惯，对纸质阅读的需求更大。为了改善基层图书馆服务，省级图书

馆普遍采用总分馆的模式。例如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从 2003 年至 2011 年已在全省 72 个县

建立联盟分馆，通常每个分馆投入一万多册新书及书架、电脑、打印机以及监测仪等配备，

分馆之间每半年大规模交换图书。 

 
纸质依然盛行，大流通服务是方向。例如 2012 年 3 月，北京 110 余家图书馆自愿组成

的“首都图书馆联盟”正式成立并推出十大惠民措施， 吸引人的是首都图书馆及下属各区

县图书馆和部分街道图书馆共 63 家，能满足读者凭借“一卡通”实现同城通借通还，之后

加入“一卡通”的图书馆还将更多，有望达到 100 家左右。再如深圳已经有２０４家图书馆

实现"统一服务"，包括深圳图书馆、各区的４４家公共图书馆及分布在全市的１６０个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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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馆实现了共享和大流通。 
 

       
 (读者在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书和报纸阅览室)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大厅的 3D 大屏自助阅读机，读者在阅览古籍、大众期刊与报纸） 
 

   

(深圳、北京的 24 小时自助街头图书馆) 
 

    
(上海、广州的 24 小时自助街头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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